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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area since the 1960s. First , the background and

different period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re explored. Then, the

empirical school effective st吋ies are analyzed from aspacts of

research methods , sampling, measurement of outcome, the selection

of variables , research models , study perio昌， and the links with other

academ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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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革新之策略與展望

張明輝

I摘要I

九0年代，我國中小學學校組織，受到校園民主化趨勢以及相關教

育法令公布的影響，產生前所未見的變革，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及中小學，

為函應此種變革趨勢，除了調整其專業領導的魚色與行政運作方式外，

在中小學的實質教育內涵與發展趨勢上，也已進行若干的調整與改革，

而九0年代有關教育先進劉家，在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方面，亦已投

注相當多的心力並已進行實質的改革，以因應二十一世紀人才培養的趨

勢。

本文首先引介美盟、英國、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家有關中小學

學校教育革新的主要策略;其次，分析我國在河一時期中小學學校教育

的重要革新政策與措施:再就我國與教育先進圓家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

之共同特徵加以歸納析述，另則預測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可能動向以

為參考。

關鍵詞 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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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貳、教賞先進國家中小學學校孝文芳草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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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單家教育自標的演進

此期間美盟國家教育自標亦有其重點改革宣示，包括:

1 一九九四年八項國家教育 R 標:

美國克林頓總統就任之後，將原布希總統所宣示的六項國家教育目標增

為下列八項.

(l)確保每一兒童做好就學準備。

(2)提高高中生畢業率至少到 90% 。

(3)確保每一學生在完成四、八、十二等年級後，主要學科成績均表現

出相當的能力。

(4)全國教師均有接受專業進修、提升教學知能的機會。

(5)使美國學生的數理成就領先國際。

(6)確保每一美國成年人能夠讀寫，具備在全球競爭中所需的技能及有

效履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7)使學校免於毒害與暴力，並能提供有劫於學習約環境。

(8)每一學校倡導夥伴關係，以增進父母參與子女吾土交、情感及學業的

發展。

其中，有關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目標包括第(l)、 (2) 、 (3) 、 (5) 、(7)和 (8)

等項。

2 克林頓總統 邁向二十一世紀美國教育之行動策略

克林頓總統於 九九七年二月五日向美國國會提出年度國情咨文縛，曾

經提出下列十項引導美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教育目標及行動策略，包括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1997) :

(1)建立嚴格的國家標準，舉辦全國性四年級學生的閱讀測驗及八年級

學生的數學測驗，以確保學生學會基礎學科。

(2)使每一間教室均擁有有才華及認真教學的老師。

(3)協助每一位學生在三年級結束時，能具備良好的自行閱讀能力 c

(4)鼓勵家長及早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

(5)提升公立學校教育的多元選擇性與教育續效。

(6)確保學校延續美屋里的基本價值觀念，並旦成為安全、紀律和沒有毒

品的學習場所。

(7)更新學校建築，支持並協助學校的建設。

(8)開放大學入學機會，使十三至十四年級的教育更為普及。

吉盒、前

九0年代教育先進國家的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從各國國家教育目標、

教育改革政策及具體學校教育革新的內涵，均可發現其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

的主要趨勢與作法。茲分別析述如下﹒

九0年代對我國及教育先進國家而言，中小學學校教育的發展應是一個

關鍵的年代。尤其九0年代後期，我國中小學學校組織受到校園民主化趨勢

以及相關教育法令公布的影響，產生前所未見的變革，學校教師會已成為各

中小學的正式組織;同時，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及家長組織等社會各相關社圈，

也不斷出現要求學校教育革新的呼聲。

我國各級教育行政機瞬及中小學，為因應此種變革趨勢，除了調整其專

業領導的角色與行政運作方式外，在中小學的實質教育內涵與發展趨勢上，

也已進行若干的調整與改革，而有關教育先進國家，如英、美、日、紐、澳

等園，在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方面，已投注相當多的心力並已進行實質的

改革，以因應二十世紀人才培養的趨勢。

本文擬就九0年代相關教育先進國家及我國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作法

及其趨勢加以析論，以歸納分析未來中小學學校教育的發展方向。

從一九九四年閱始，美國教育改革邁向了一個新紀元，一九九四和 九

九五年所公布教育改革法案，包括﹒{目標兩千年法案> (Goals 2000 Act,

1994)、{改革美國學校法案> (Improving American's School Act , 1994) 、

{從學校至就業機會法案> (School-to-Work Opportunity Act, 1994) 及〈殘

障教育法修正案>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5) 等，均係影響美國九0年代的重要教育改革法案;另

外，在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方面，亦有多項改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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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發展成人技術教育，將聯邦之職業訓練計畫轉型為單一的技能墓金。

(1的在公元二000年時，使每一間教室及圖書館均達上Internet '使所

有的學生均具備科技素養。

其中，第(l)至第(7)及第(1帥項均與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有闕，也顯示美

盟在九0年代對於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重視

3 美國一九九九年教育優先施政項目﹒

自從克林頓總統提出十項教育行動策略之後，美國聯邦教育部亦積極推

動各項配合措施，並將其中重要項目列為優先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施政重點，

包括下列各項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1999)

(1)降低中小學學生班級人數(Class Size Reduction) 卓越閱讀法案

(Reading Excellence Act) 。

(2)二十一世紀社區學習中心(21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 課後輔導計畫 (After School Programs) 。

(3) 明 B 教師的科技訓練 (Technology Training for Tomorrow's

Teacher) 。

(4)安全和沒有毒品的學校(Safe and Drug-Free School) 。

(5)雙語教育的專業發展(Bilingu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6)協助更多學生準備就讀大學一加速傳動(Help More Students Pre

pare for College Through "Gear Up") 。

(7)提升教師素質 (Improving Teacher Quality) 。

(8)促進高品質的遠距教學 遠距教育示範計畫和任何時地的學習夥伴

(Promoting High-Quality Distance Education : Distance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Programs and Learning Anytime Anywhere

Partnerships) 。

上述施政項目均與改革美國中小學學校教育有闕，美國聯邦教育部並編

列大量經費配合支應，以加速各項施政重點項目的完成。

(司美筒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具體措施

九0年代美國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具體作法，可歸納為下列各項，茲

將各革新措施的主要內涵列述如次:

1 學校本位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t , 1986-) :

學校本位管理自一九八六年在美國開始推動以來，九0年代全美各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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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政之運作， llP朝著鬆綁與授權的革新方向變革，充分給予中小學自主發

展的空間。有關學校本位管理的特徵為

(1)管理結構: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社區人士、家長及學生等，共同

參與分享決定。

(2)管理歷程﹒權力下放至學校層級，由學校自治及自主決定。

(3)管理內涵:預算、人事、課程、教學和一般學校行政運作自學校自

主決定。

2 衛星學校計畫 (Star School Progra血， 1988-) :

衛星學校計妻自一九八八年開始運作以來，至一九九四年歷經兩次評鑑，

被認可為美國最大型的公私立機構合作完成的網路學習計畫，參與合作的單

位包括學校、學區、州教育廳、通訊科技部門、大學、社區服務中心等。其

具體內涵為(張明輝，民86 )

(l)提供全球性之多媒體應用課程，包括學期課程、教學單元、特殊主

題之遠距視訊會議、電子佈告欄及線上資源等。

(2)為一項專業成長計章，提供教師、行政人員、教育決策人士和其他

關心教育人士的進修內容。

(3)為一項全國性的研究計畫，確立科技和通訊科技在學校改革中的角

色，並檢視運用科技之變通方案的評鑑策略。

(4)協調州政府和地方學區以最佳的科技和投資，建立資訊高速公路系

統。

3
特言許午學校係於一九九→年由明尼蘇達j州外州'I'叫、'I首先授權所屬學區辦理，其主要

目的除增進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外，亦有提升中小學辦學績效之用意，特許學

校之特色包括(張明輝，民87a)

(l)州政府將每位學生的教育經費直接撥付學校，不經過學區分配，簡

化行政程序及公文往返。

(2)由各校自行增刪課程及教材內容，運用高科技於教學，鼓勵進行教

學實驗等創新教學理念。

(3沖吏長擁有較大的人事任免及預算執行權力。

(甚)提高教師待遇但賦予較多職責。

(5)家長與學校配合分擔教育責任，並須與學校簽約，每週擔任義工數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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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磁力學校計畫 (Magnet School Program)

磁力學校亦為增進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另一項學校教育革新措施，其係以

課程特色作為號召，以吸引學生就讀o 其主要內涵包括(張明輝，民87b)

(l)學校真有辦學特色並允許跨學區就讀。

(2)全美約有1/2的大都市地區均設有磁力學校，或閱設有磁力課程

(Magnet Program) 。

(3)磁力學校透過自願就學和學區入學的方式，來達成少數民族裔就讀

公立學校的配額，以符合聯邦政府廢除種族隔離政策。

(4)磁力學校的課程特色，包括電腦科技、法律、語言、藝術、教學和

科學等。

5 校園重建計畫 (School Construction Initiative, 1996)
美國仍有許多中小學校舍老舊，亟須重建整修;或因為硬體科技設備的

不足，必須加以改善;或因學生入學率的提高，必須增建校舍;聯邦教育部

因而採取下列措施:

(l)提供低利貸款，以輔助校菌重建經費。

(2)四年內新增25%的學校。

(3)以電視頻道的銷售，作為學校重建計畫的基金。

(4)州及地方政府應參與掌控補助經費。

6 課後輔導計畫 (After School Program , 1998) :

課後輔導計畫係為提供中小學生於放學後，有一安全且對身心健康有益

的去處，並期望能建立一套優質的課後輔導措施。此一計畫並將投入20億美

元的經費，其具體計畫內容為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8)

(1)運用公立學校的現有資源，對學童們提供優質的課後活動照顧。

(2)建立公立學校與民間合作辦理謀後輔導計畫的夥伴關係。

(3)將二十一世紀社軍學習中心方案加以擴充，提供中小學生課後電腦、

美術、音樂、社區服務以及基本技能領域的學習活動。

(4)協助全國各社區了解優良的課後輔導計畫，並提供各社區經費用以

建立或擴充其課後輔導計畫。

(5)接受有路基金會之經費捐贈，並要求地方提出辦理謀後輔導之相對

基金 o

7 卓越閱讀能力計畫(The Reading Excellence Program, 1999) :

此計畫係聯邦教育部為提升國民基本學力、增進中小學生之閱讀能力，

所訂定之學校教育革新計畫，該計畫並將投入26億美元約經費。其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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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凹， 1999) :

(1)協助小學生在小學三年級結束時，能具備自行閱讀的能力。

(2)運用研究本位 (research-based) 的方法，增進教師和其他指導人員

的教學技巧。

(3)此計畫期望透過家長、教師、家庭文學作家、志駭↑全社團、唐書館、

大學、兒童照護中心和專業發展機構，建立夥伴關係積極推動。

(4)將透過競爭性的活動，以便對於辦理成效良好之各州予以獎勵。

二、英國

英屬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除了一九八八年實施「國定課程」

(National curriculum) 外，九0年代英國政府為提升教育品質，並為每一

位孩童建立未來良好的教育基礎，於一九九七年提出涵蓋未來五年發展計畫

的教育白皮書，命名為「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J (Excellence in Schools) 。

英國一九九七年「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教育白皮書的內滋，一共包括

七個主要項目，並均與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有歸。茲分述如下(U. K. Depart

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 1997)

(一)新的展望 (A new approach)

教育是鄧造社會的核心力量，它具有促進社會發展動力及的生產力，因

此，提供每位國民公平的教育機會是政府的責任。目前出於教育制度的問題，

多數在校和已經離校的學生均無法達成卓越的標準。英國政府在教育方面新

的展望包括六項原則:

1 教育將是政府施政的主要核心。

2教育政策將對大多數人民有利。

3 教育政策的焦點，將資於學校品質與教育標準，而非學校制度。

4 政府將協助整體表現較差的學校邁向成功之路。

5政府將不會容忍低度成就的學校。

6 政府將會與所有承諾提升教育標準的夥伴共同努力o

口好的馬始 (A sound beginning)

為使學生完成小學學業時，能夠流利的讀和寫，並使他們擁有高度的信

心，擁有良好的教育基礎，於公元二00三年時將達成下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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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供4歲孩童高品質的學前教育。

2結合地方政府有關幼兒照護計畫，以配合地方需求。

3建立早期卓越教育中心網路。

4.對小學教育進行有效的評估。

5.5-7歲兒童就讀之班級的學生人數降為每班30人以下。

6.小學每天至少上一節語文和數學課程。

7 加強訓練小學教師語文和數學的教學專業知能。

8 有效提升數學和語文的學習成就，至少4/5的 11歲的學章能達到預期的

學習標準，超越呂前的3/5 。

(三)標準和績效( Stan臼rd and accountability)

中小學教育必須透過政府相關部門，如地方教育當局(LEAs) 、教育標

準署 (OFSTEO) 和教育及就業部(OfEE) 的協助，以提升學校教育標準和

維持改進的動力。於公元二00三年時，言十畫達成下到自標

1 學校的整體表現結果，將會更有效顯示學生進步的情形。

2.每所學校將會有其挑戰性的目標，以提升學校教育標準並且負責任的

完成這些目標。

3每一LEA必須執行OfEE所認可的教育發展計畫，並顯示所有學校所完

成提升的標準。

4.LEA將會支持學校的管理和領導。

5.多數整體表現較差的學校將會獲得改善，也許會調闊少數學校或重新

整頓。

6.0FSTEO將會改進他們的觀導過程，並且對多數的LEA進行視導。

7.0fEE將會尋求和家長、教師、學校和LEA的接觸和合作。

8.特殊教育需求亦為提升教育標準計畫中的一部分。

9 學校將以實際的行動提升少數民族的學業成就，並旦促進種族的融合

和和諧。

個學校教育的琨代化(Modernising the comprehensive principle)

二十一世紀需要具備綜合、多元能力的不同人才，學校的教學內容必須

現代化，並且引進新的科技。公元二00二年時，計畫達成下列目標:

1 學校依照學生能力，將學生安置到適當的班級，以配合不同能力學生

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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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教育行動區 J (Education Action Zones) ，當各校有需要時，

提供支持及協助其發展。

3 延伸「專家學校J (specialist schools) 的服務網路，以嘉惠臨近學校

地方社區。

4 在國家清晰政策的導引下，發展良好的資訊和溝通政策。

5 學校和國家資訊網路相連，以獲取現代化的教學資源，並透過「網路

臼 J (Netday) 等活動推動資訊教育。

6發展明確的策略以促進學校教育的現代化。

個教學:高地位和高標準(Teaching: High status, high standard)

教師掌撞了學生成功的鑰匙，政府將進一步協助使教師成為學生學習成

功的壓力，並且支持教師的教學工作、認可及欣賞教師的成就。公元二00

二年時，希望達成下列目標:

1 新進校長將首次被要求具有專業的校長資格證照。

2 現任校長將安排接受全國性的在職訓練。

3.加強大學的師資訓練課程，小學教師加強英語及教學課程，並於通過

新的檢定標準後，才能實際任教o

4 加強對新任教師支持性的協助和輔導。

5 提供現任教師更好的訓練，使每位教師均能使用最佳、最有效的教學

法，特別是語文、數學和資訊科技。

6.設立「高級教師J (Advanced Skill Teacher) 職位，使優良教師在教

學生渡過程中擁有更多生涯進倍的機會。

7 評鑑校長和教師，並加速處理不適任校長和教師(incompetent heads

and teachers)

8 成立新的 f一般教學協會J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來認定教師

的專業資格。

伊~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就(Helping pupils to achieve)

學生需要家長、地方教育當局、企業、社區和學校的支持，以確認他們

能實現他們的潛能。公元二00二年時，能達成下列日標:

1.更多的家庭學會父母和子女共同學習。

2.建立「學校一家庭」契約，契約內涵規定父母的權利和義務，使家長

能夠耳耳聽從學校獲得什麼以及如何回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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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家長有關他們子女所就讀學校的資訊及整體成就。

4.增加家長在學校董事會和地方教育當局的代表人數。

5.加強對學生校內外生活的輔導。

6.鋒{墨學生的缺席率。

7 使每位學生都能通過GCSE測驗。

8 訂定全國性的家庭作業指引，促使家長、學校和學生相信提升學業成

就標準的軍要性。

9.建立良好的「學校一企業」的連結管道。

10建立新的全國性的架構，以促進學生從參與教室外的活動獲益。

II 提供與就業有闋的學習活動，以及成為健全公民和為人父母的學習計

畫。

12 建立全國性的學生餐飲營養標準。

(甘新的夥伴鷗係 (A new partnership)

英國政府過去比較重視教育制度的改革，現在則進一步發展一種新的和

清晰的改革架橋，在此架構中，所有的合作夥伴均清楚自己的角色，並且能

夠有效的一起工作，朝向提升學業標準而努力。在公元二00三年縛，能完

成下列目標:

1 形成一種新的改革架構，社區支持好學校繼續存在與發展;而對於需

要改進的學校則給予協助和支援o

2 學校董事會和地方教育當局能清楚了解自己應扮演的角色，協調學校

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方面積極貢獻。

3.學校預算的公平分配並旦允許學校在使用這些預算時，保有更多的彈

性。

4 賦予地方在籌設新學校時的權限，或者改變現有學校的規模和特色。

5 提供學校在安置學生更公平的方法，並提供更多的資訊給家長。

6學生均應具備普通學科能力，不再有部分選擇性。

7.個別學校更為積極努力的增進學校和地方社區的夥伴關{系。

三、日本

日本近年來，有關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薪，其理想的教育目標包括:培

養寬闊的心胸、健全的體魄和豐富的部造力;培養自由、自律與公共精神;

112

九0年代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之策略與展望

以及培養世界中的日本人等。而在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則方面，則重視個性、

終身學習和彈性因應未來的變化。至於其具體改革方案方面，則有下列各項

(一)一九八四年「臨時教育審議會」學校教育與行政葉新建議

日本「臨時教育審議會 J 對改進中小學教育所建議的革新措施中，延續

至九0年代成為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主要項目包括(楊恩偉，民的)

1 初等及中等教育的充實與改革

(l)加強德育、重視基本生活習慣、自我控制能力和遵守社會規範的態

度。

(2)徹底進行「基礎、基本」教育，重視學生個性發展。

(3)教科書制度的改革。

(4)提高師資素質一一建立初任教師研修制度、強化教師在戰進修制度。

(5)改善教育條件，降低師生比例。

(6)建立六年制中等學校、學分制高中，研究高中修業年限彈性化、後

期中等教育多樣化及高中入學考試個性化等。

(7)重稅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推動。

2 因應圈際化而進行改革

(1)開設「新國際學校 J 提供歸國及海外人士子女的教育場所。

(2)規劃留學體制

(3)改進外語教育。

3.國應資訊化而進行改革

(1)樹立資訊道德。

(2)建立資訊化社會型學習系統。

(3)運用資訊網路 o

(4)設立精緻單科之資訊職絞。

叫一九九119年學校教育與行政革新計畫

日本一九九四年教育改革年度報告書，主題名稱即訂為「學校教育的新

方向」。報告書的內容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學校教育的新方向，第二

部分為文部省教育政策的新展望。茲就學校教育革的相關政策析述如下 (Min-

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1994)

l 學校教育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

文部省於一九九四年三月，曾就中小學生對於學校生活的滿意程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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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筒卷調查，結果發現有9 1.2%的小學生對學校生活感到滿意;中學校(函

中)學生對於學校生活的滿意度為70.6% ;而高等學校(高中)學生對於學校

生活的滿意度則為64.3% 。上述資料顯示，學生對於學校生活滿意度隨著學校

層級而降低，係受到升學考試壓力的影響。

另 方詣，受到升學壓力的影響，中小學生就讓私立學校的人數比例，

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應加以改革，以減輕學生的

升學壓力。

2.學校教育應為終身學習的重要一環

為配合終身學習的需要，政府有責任建構學校成為終身教育的場所。學

校教育的內涵應能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和意願，並重新檢討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功能，期使學生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能持續其終身

學習活動。

3 學校教育應配合社會變遷及科技發展:

其次，學校教育應充分配合社會的變遷而調整其教育重點。例如，由於

交通和通訊科技的進步，國際社會間相互交流的機會也日益增多。因此，學

校教育亦應加強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另一方面，資訊科技的進步，也導引學校教育加強有關科技的研究。目

前日本各級學校的科技研究，則特別著重全球環境保護、能源及食物等問題

的解決。

4.學校教育應重視對個人學習的尊重﹒

日本一九八九年進行幼稚園課程修訂，一九九二年進行小學課程修訂，

一九九三年進行中學校課程修訂，一九九四年則修訂高等學校課程。在前述

課程修訂過程中，均強調重視基本學科和學生個別化的學習，希望能發展學

生的自我學習能力、尊重文化傳統及增進學生對於國際事務的了解。為達成

上述目標，學校亦加強下列有關學科的改進:

(l)增開「生活環境研究」科目。

(2)將高等學校之「社會科學」重組為「地理與歷史」和 f公民 J 爾科目。

(3)高等學校男女學生均須學習「家政 J 科目。

(4).改進歷史科岳之教學。

(5)增加中學校之選修科目。

(6)改進外國語教學。

(7)加強臼語之閱讀和聽力訓練。

(8)教導學生利用學校闢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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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效實施道德教育並配合學生發展階段施敦。

(助強化學生對國旗和國家的認同。

5.發展新的學科能力概念:

學校應培養學生主動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包括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及

有效解決情題等能力。另外，則是改進教學方法，尊重學生個耳目學習的機會

與能力。再者，規實j每週上課五日之可能性，以增加學校在週六安排學校本

位教學活動及校外教學活動之彈性空間。

6圖加強學生生涯輔導工作:

改進高等學校之入學方式，突破傳統以入學考試成績作為學生唯一的入

學條件。另外，則配合學生的能力、性向及興趣，加強中學校學生約生涯輔

導。

同一九九七年教育改革計畫

日本政府於一九九七年開始，將教育改革與行政改革、經濟改革、金融

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及財政結構改革等，道列為六大改革;且將教

育改革定為施政之最重要項目。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臼文部省向橋本前首

相提出「教育改革計畫 J 該計畫主要包括:培養豐富的人性、革新教育制

度、實施一週上課五日制、學校教育對社會變化的靈敏對應、學校與社會的

積極合作、促進國際化及擴大尋求企業界的協助等。

一九九七年八月，文部省又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等相關教育改革委員會

的建議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的意見加以修正，並立即實施。其中和中小學學

校教育與行政革新有關者，包括下列各項(陳燕商， 1997 : 108)

L教育改革計畫要旨﹒

(1)教育制度彈性化。

(2)重新調整學校教育內容。

(3)重視環境教育。

(4)提高教師素質。

(5)重視人權教育。

(6)重視兩性教育。

2.靈活困庭、社會需求變化:

(l)培養發展科技所需人才。

(2)推展資訊教學。

(3)重視學校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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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學校外部的社會積按合作﹒

(1)強化學校、家庭與社區的合作。

(2)實施校外生活體驗活動。

(3)推行義工制度。

(4)學校運用社區人力協助學校發展。

(5)重視因應青少年不良行為、校園暴力及濫用藥物等問題。

4 增進國際交流活動:

(1)i足進中小學校之國際交流。

(2)改進英語等外國語教學。

(3況足進教師的國際交流經驗。

(是)加強外國僑民的日本語教育。

基本上，日本的中小學校教育革新有其良好的銜接性，並旦執行過程亦

相當認真及徹底。一九九九年計畫實施的革新措施包括: (1)設立公立完全中

學，實施六年一貫課程; (2)設立兒童24小時電話商談窗口; (3)設立兒童長期

自然髏驗村。

公元二000年計畫隱始實施者，包括:(1湛實施口試的高中入學考試;

(2)擴大中小學校長權限。二00二年計畫實施者，為 (l)全國中小學實施每

週上課五日制; (2)依據新學習指導要領內容，實施新課程。另外，正檢討中

者為增加公立學校的教職員人數(陳燕南， 1997 : 109)

四、澳洲

(→澳淵訂定學校教育目標的沿革

一九八九年於Hobart召衡之「澳洲教育委員會J (Australian Education

Council) ，與會之聯邦政府(Commonwealth Government) 、各省 (state)

及各地區(territory) 的教育行政主管，決議應言了定全國共同遵守的學校教

育目標，該項學校教育自標即稱為r 1989 Hobart宣言 J (The Hobart Dec

laration , 1989) 。

九九七年三月第六屆「教育、就業訓練和青年事務部長會議」於

Melbourne 舉行時，決議對澳洲學校教育之獨家白標進行檢討與修正的工作，

以因應二十一世紀國家的發展需要;並決議由聯邦政府主管學校教育、職業

教育和訓練的部長David Kemp負責召集各省及地區教育首長的高會會議進行

規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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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六月於 Darwin舉行之第7屆「教育、就業訓練和青年事務部

長會議 J 則進一步成立一專案小組進行實際修正作業，其小組成員包括聯

邦、各省、各地區及非官方機惰的代表。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澳洲政府則針對該項學校教育目標進行長達六個月

的公開討論及評論，著手進行檢討與修訂工作。一九九九年四丹於 Adelaide

召開之「教育、就業訓練和青年事務部長會議 J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凹，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MCEETYA) ，如綜

合各方面之意見訂定?邁向21世紀學校教育之國家自標J 亦稱為 r 1999

Adelaide宣言 J (The A由laide Declaration , 1999)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凹， 1999)

口一九八九學校教育目標的內涵

九八九年四月十四~十六日於Hobart舉行之第六十屆「澳洲教育委員

會 J 自Tasmania省教育廳長Hon Peter Rae主持，會中獲得與會人員→致

同意，定出下列十項毆家之學校教育目標

l提供所有青少年學生卓越的教育內容，期使每位學生均能獲得發展

其才能和潛能的機會;並能配合國家整體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需要。

2 使所有學生均能完成較高的學習成就，並且能發展其自信心、樂觀、

自尊、尊重他人和達成個人的卓越成就。

3 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並且提供不同團體之特殊的學習設施。

4.培養學生未來就業或其他生活層面之適應力，以彈性因應圓家緊急之

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

5提供學生未來接受繼續教育和訓練的基礎;並培養其有關終身教育之

學習知能和態度o

6 發展學生以下的基本能力

(1)包括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

(2)算數和其他數學能力。

(3)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

(4fT解科技在社會中的角色，並具備科技方面的知能。

(5)了解和欣賞澳洲的歷史和地理o

(6)具億英語以外的第二外國語文能力。

(7)欣賞、了解和參與藝術創作的能力。

(8)了解和關心地球生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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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培養學生道德倫理和社會正義的能力。

7.協助學生發展未來參與民主社會的知能、態度及價值觀，並具備國際

叡 c

8 提供學生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傳統，包括原住民和少數民族之特殊文

化背景。

9提供學生生理發展、個人健康和生活適應力，並培養其善用休閒時間

的能力。

10提供學生未來工作職場有瞬之生涯教育和工作世界的知識。

同一九九九年修正之學校教育自樣內涵

一九九九年四月於Adelaide召開之 f教育、就業訓練和青年事務部長會

議 J 綜合各方面之意見所訂定「邁向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之國家目標J 如

下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 Employment , Training and Youth

Mfai悶， 1999)
1.學校教育應協助每一位學生充分發展以下各項能力:

(l)具有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他人溝通觀念與交換資訊的能力及

與他人合作的能力。

(2)具有自信、樂觀、高度自尊的人格特質以及培養莫能成功扮演未來

在家庭、社區和戰場角色的能力 o

(3)具有倫理道德和社會正義的判斷能力、理性思考和決定的能力及自

己行為負責的能力。

(的了解澳洲政府運作體系和公民生活，且具有活力的公民。

(5)具有就業相關技能和對工作世界的認識與了解;對於職業教育與訓

練、繼續教育、就業和終身學習的積極態度。

(6)具有使用新科技，特別是資訊和通訊科技的信心和創意，並且了解

新科技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7)具有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與關心，並具備生態持續發展的相瞬知

識。

(8)具有建立健康生活型態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2 在課程方面，學生應具有.

(l)經由義務教育年限所提供之八項學習領域的綜合及均衡課程內容，

進一步習得高標準的知識和技能;該八項學習領域包括﹒

a 藝j前; b.英語 c 健康和體育 d第二外語 ·e數學; f科學 g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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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 h 科技。

(2)學生在小學畢業時，其讀寫算能力及溝通能力，能達到一定的標準。

(3)學生在義務教育年限內，能參與職業學習活動，在高中階段亦能參

加職業訓練計畫。

(4)參與發展行業技能哥 i練之計畫和活動，以增進學生未來發展之最大

彈性及適應力。

3.學校教育應發揮社會正義，因此必須達成下列目標﹒

(l)學生成就不囡其性別、語言、文化、種族、宗教或身心障礙而在學

習成就方面有所差異;或因為其家庭社經背景及居住地區而有差異。

(2)教育不利學生的學習成就，能趕上其他正常學生。

(3)原住民和其他偏遠離島地區學生之學習成就，能趕上其他正常學生。

(4)所有學生均能了解澳洲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

(5)所有學生均能了解和接受澳洲各種族間文化和語言的差異。

(6)所有學生均能享有並完成 12年的學校教育，或接受相闋的職業教育

與訓練。

國i臭溯學校教育革新的具體策略

九0年代澳洲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受到國人高度的重視，澳洲對二十

一世紀人才培育特質的看法，包括:能夠創新、團隊合作、能夠與人溝通、

熟悉人際應對、能夠自己尋找知識及運用知識、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使用

科技的能力、能說至少一種外國語和了解澳洲與世界的路係等。至於澳洲中

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具體作法，則如下所述(李瑟'民 84 )
1 不是老師教，而是老師提供學習環境與材料給學生學

(l)以學生為中心，設法吸引學生的興趣，把態度與技能的學習，混合

設計於主題教學中。

(2)透過活潑的討論、活動、動手傲、思體作業，引導學生觀察、尋找

資訊、分析評比、溝通合作、推斷結論，以逐步引導學生學習。

2 活用教學資源，豐富學生學習內容

(1)運用教學媒體，車車助教學。

(2)校外教學活動。

(3)利用圖書館作為教學資源中心。

(是)運用公共電靚與電台的教學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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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過去知識導向教育，走向更均衡融合的能力導向教育﹒

(l)鼓勵學生將自己的懇法和他人分享。

(2)教導學生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

(3)以閣種報告、團體作業的方式，練習合作的方法。

(4)做中學、學中做結合知識與核心能力的培養，並兼顧課程與生活相

闕，同時活潑有趣。

(5)教學活動混合許多呂標，每門課每學期只上一個單元，學的不多，

但很深入。

4.螺旋式課程設計﹒

(l)主題反覆，但逐漸加深課程內容。

(2)基本知識、發展思考過程、發展社會技能與學術技能，以及發展態

度、感覺與敏銳度等共適的教學目標，貫穿在各年級當中。

5 教學重點容許多元價值:

提供學生機會與空間，讓學生自己探索世界的廣闊，使學習充滿新奇與

趣味。並培養學生溝通、合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紐西蘭

紐西蘭學校教育革新的計畫和策略甚多，本節除歸納主主主要學校教育與

行政革新理念外，另引介「高中學生資格檢定制度J 和「中小學校長專業標

準」等兩項革新計畫，作為參考。

(一)紹西蘭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理念

九0年代紐西蘭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主要理念及其策略，亦受到世界

各國的重視，茲就其內涵分析如次(尹萍，民84 )

1 實施全人教育

紐西蘭的教育精神，就是引發興趣、鼓勵進步一種「全人教育 J '真正

的五育並霆，絕無偏頗。

2 教育沒有標準答案:

成績報告書上沒有分數，而是創意如何?表達能力如何?小組合作如何?

各人努力程度為何?

3 保障機會均等﹒

紐西蘭中小學教育，以培養基層國民，而非知識菁英為主要目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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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原則為自

(1)要廣博、要均衡、重常識。

(2)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

(3)要能獨立學習、終身學習。

(是)要讓學生協力合作。

4.在學校手里學習互信﹒

(1)老師對年紀再小的學生，也以平輩的態度對待。

(2)對無i璋的學生，老師會加以斥責。

(3)小學階段，讓學生從遊戲和實驗中摸索自己的專長與興趣。

但)國中階段訓練基本生活的一切技能。

(5)高中注重就業準備。

5 培養新人氏:

(1)研擬一套資格檢定制度，鼓勵全民向高科技進章。

(2)打破學術教育與生活教育、職業教育的藩籬。

6 用積極的方式激發學習:

(l)資格檢定制度，有一千多種檢定項皂，每個項自可以由淺至深、自

易到難，用積極、正面的方式讓每個人願意努力學習。

(2)學生跟自己競爭而不是和別人競爭。

7.將兒童的啟蒙教育推到一出生 ~r 闊始:

推動「父母啟蒙師 J (parents as first teacher) 運動。

口經商爾高中學生毒集資格檢定制度

一項名為「成就2001年 J (Achievement 2001) 的資格檢定計畫，係針

對16至 19歲的青年學生，所進行規劃的一項新的資格檢定制度。該計畫之主

要內涵包括下列各項 (Ministry of Education , New Zea1ar泣， 1999a) :

l從二00一年開始，-教育成就國家證書 J (The 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 NCEA) 將成為所有高中學生的畢業資
格檢定證書。

2 學生必須完成涵蓋學校課程以外之學習活動，才能獲得「教育成就國

家證喜」

3.每一所高中所開設的課程或學科，必須通過學校內部和外部的評量，

才能同時取得高中畢業資格及大學入學申請許可。

是.學生的學習成就是否卓越，亦必須同時通過學校內部與外部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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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獲得認可。

5從一九九九年到二00 年，學科專家教師將協助高中學生畢業資格

檢定發展小組完成有關細節方面的競賽j 。

該項畢業資格檢定，係由紐i'§蘭教育部 (Ministry of E且ueati凹， New

Zealand) 和紐西蘭技能檢定局(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所

共同推動的計畫。除保留以往學校教學評棄之優點外，並加以改進。此項計

畫的其他特色包括

1.高中所有的學習活動均可換算成學分，這些學分的取得須透過學校內

部使用成就測驗加以評量。

2每一名學生每年的學習成就，均會透過學校內部和外部的評量結果加

以顯示。

3學生也可獲得「教育成就國家證書J 的相關學分，而學分之採認則包

括第一級和第二級的學分。

4原有之「國家職業技能證照J (The National Certificate in Employ

ment Skill) 制度，則仍然繼續加強推動。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筒，一個自校長和資深教都所組成的專案小

組，曾向全紐西蘭教師及學校董事會進行相關簡報工作，並獲得與會人士大

力支持該項畢業資格檢定制度的實施o

日紐商聽中小學學校校長專業標準

紐西蘭為配合提升中小學學校教育的成效，亦同時提高中小學校長的專

業標準條件。一九九七年以後，教育部訂定中小學學校校長的專業標準，以

作為評鐵與考核中小學校長的依據;並要求各校董事會每一年度均必須對中

小學校長進行工作成效評鑑。茲將紐西蘭中小學學校校長之專業標準引介如

?愛 (Ministry of Education , New Zealan丘， 1999b)
1.訂定校長專業標準的目標:

(1)釐清校長應具備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2)改進校長的素質和表現。

(3)提供校長必須的專業發展架構。

(4)提供工作成就和決定間約連結。

2 現行校長專業標準: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紐古蘭學校的成就管理制度，要求學校董事會

必須對教師的教學成果與表現負責;包括校長的工作成果與表現。董事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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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 12個月要對校長進行工作成果評鑑。學校董事會對校長應負有評鑑的責

任，其評鑑重點包括下列兩項:

(1)校長職務搔述:董事會必須確認每一位校長之個別聘用契約，均有

其職務描述，而職務描述應每年配合環境和董事會的期許而作修正。

(2)每年工作成果評鑑﹒董事會必須對校長的下列工作成果，以文件方

式呈現報告

@對校長的期望和諮詢意見。

(2)對一或多個發展目標的達成，加以確認和書寫報告。

®協助或支持這些發展呂標的達成。

@簽訂每一年度的成果河意書。

@校長自我評鑑。

@提供校長向評鑑人員說明和討論他們的成就和發展自襟。

(J)對校長提出評鑑報告並與其討論 o

(3)新增校長專業標準 校長的專業標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包括集體

不O{區別的校長哥哥用契約，均須附有校長工作成果之同意書(內容包

括專業標準在內)。董事會每年對校長的工作成果評鑑中，應包含

校長是否達成專業標準。 九九八年之後，紐西蘭中小學學校校長

的專業標準則修正如下列各項:

@專業領導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

a 證明對有效教學和學習之全然了解。

b.提供其他人工作之專業指導(經由鼓勵顛景和教室實務及學校

經織的革新)。

c.對學校自我評鑑之有效分析和及時反應。

d.對教學和教學以外事務的了解和有效管理。

e.實現董事會所要求的主要執行角色。

f 反映自我評鑑結果和證明自己持續學習的承諾。

@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a 了解學校之文化、社會和經濟的變遷內容，並確認這些改變會

反映至學校的策略性計畫。

b 主動自己合董事會，並發展學校未來之共罔顧景，以確認學校之

優先發展目標。

C 指出學校的發展障礙並加以排除。

d.重視學生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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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升教師的素質。

f 促使學校持續改進。

g經由資源的有效管理，使學校朝向願景發展而有所進展。

@職工管理 (staff management) :

a 重視有效的資源分配、支持課程的有效實施、合約的履行及改

進學生的學習成就。

b.建立適當的退休、視導及成就管理的制度，提供職工專業成長

機會並鼓勵職工自我成長。

C 激勵和支持職工改進教學品質。

d.人際關係管理。

e強化學校和社區的觀係。

f創造安全和支持性的教學環境。

ι增進學生、教師、家長、董事會和社電闊的互動。

h 加強面對大眾時之有效約口頭溝通和書寫表達的能力。

1.代表學校參與有關教育法案之意見表達，以爭取社會大眾對學

校之支持。

@經費和財產管理:

a 經費資源的有效運用，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b.有些管理預算計畫制度，配合董事會的目標並能有效執行。

c和董事會有效合作，包括控制、修正和報告經費及財務的運作。

@其他，承諾會依據棺關法令規定所必須提出的相協報告。

學、放軍先進國家中小學學技教芳草新理念與

策略的共同特散

自前述美、英、日、澳、紐等五倍國家，九0年代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

的基本理念、策略及具體革新作法，可以歸納出以下各項共同特徵﹒

一、加速行政民主化

美國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各地方學區將作決定的主要權力和績效責任賦

予各校，並J;)、學校為教育改革單位，校長、教師、家長和學生均是改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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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與者，英圓亦加強地方教育當局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LEA) 對

學校的授權，允許成立自我管理的學校，並擴大學校董事會的職權，日本亦

加強對地方教育委員會的授權，學校行政民主化正大步邁進中。

二、提升國家競爭力

從英、美、紐、澳等教育先進國家的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策略中，可以

發現各國均極為重視國民基本學力的提升，例如 美國計畫於小學四年級舉

行全國性閱讀能力會考、八年級實施全國性數學能力會考，英國計畫於公元

二00三年時，小學每天至少之一節語文和數學課程並有效提升數學和語文

的學習成就，日本也強調基礎及基本教育的實施;澳洲和紐西蘭重視關鍵能

力的培養、技能檢定制度的推行和高中畢業資格檢定等，均是提升國家競爭

力的有效策略。

三、培養學生國際觀

國際觀是各國在培養二十 世紀下一代人才的共同目標，特別是亞洲各

國。例如:日本二十一世紀理想約教育目標中就強調培養世界中的日本人，

另為因應國際化亦閱設「新國際學校 J 以提供歸國及海外人士子女的教育

場所;澳洲主張下一世紀的人才應至少能說一種外國語。雖然，學習外醫語

並不一定代表即能培養下一代的國際觀，但卻能增進學生未來在國際社會的

競爭力。

四、追求公平與卓越

增進學生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亦為各教育先進國家學校教育革新的趨勢

之一。以美國為例，委辦學校 (charter school )和磁力學校(magnet

school) 的辦理，即在提供學生及家長更具彈性的就學選擇機會，其他如「在

家自行教育J (home schooling) 亦屬另一型態的教育選擇權;英國和日本

則採擴大學盔的方式，提供學生及家長選擇就讀學校的彈性，我國目前所推

動的推薦甄試等多元入學方案，也正朝著尊重學生及家長多元選擇機會而改

革。

其次，在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目標方面，美國為提升國民基本學力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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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卓越閱讀法案」、「閱讀能力挑戰計畫」、「激勵青年學子上大學」

(High Hope for College for America's Youth) 等政策，英國一九九七年

教育白皮書之名稱即定為「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J (Excellence in Schools) ,

並強調教育標準和績效 (standard and accountability) ;紐、澳重視培養學

生關鍵能力的自標與作法，亦在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理想以提升教學品質，

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五、發展資訊與科技

以資訊與科技主導二十 世紀的學校教育，乃是世界各教育先進國家另

}♂項學校教育革新的重點。美國除繼續推動「衛星學校計畫J (Star School

Program) 外，另計畫在公元二000時，全國每一所公立學校及圖書館的

每一部電腦都要連上國際網際網路(Internet) ，使學生均具備使用科技的能

力，並自 A九九六年開始將十二月六日定為「網路日J (Netday) ;英國亦

於 A九九七年教育白皮書中，規劃於公元二00二年時建立學校和國家資訊

網路的連結，以獲取現代化的教學資源，並透過τ網絡曰 J 等活動推動資訊

教育。

日本則擬建立學校資訊化學習系統，辦理學科「情報學校J (Infor

mation School) ;澳洲強調使用科技能力的人才培養目標，將科技教育與生

活相互結合，紐西蘭建立資格檢定制度，鼓勵全民向高科技進軍，以培養學

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六、重視家長的參與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已成為九0年代中小學學校教育的特徵之一，美國除

積極鼓勵中小學家長參與學校行政並分享決定外，委辦學校在決定學生入學

申請縛，亦要求家長與學校簽訂到校擔任義工的契約;英國在協助學生提升

空吾習成就，也規劃於公元二00二年時建立「學校 家庭」契約，規定父母

的權利與義務，使家長能夠明撩從學校獲得甚麼以及如何回鎮學校;紐西蘭

推動「父母啟蒙師」運動，均是重視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具體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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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九0年代我國中小學學技裁軍革新的相閣

策略

相較於前述教育先進國家之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策略與具體內涵，我國

在九0年代也有相當多關於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政策、策略及具體革新內

涵 o 茲分別析述如下:

一、我國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政策內容分析

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我國亦有相當多的教育改革政策出現，其中與中小

學學校教育革新有關者，包括「中華民團教育白皮書」、行政院教育改革推

動小組教育改革方案、教育部林部長十項重大教育政策及「邁向新世紀的教

育政策」等。茲分述如下-

(一) r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中華民劉教育報告書中，與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政策有關者，如(教育

部，民85 )

L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l)幼稚教育:

a.公元二000年幼兒入園率達80%以上。

b 降低幼兒受教年齡至3足歲。

(2)國民教育:

a.降低班級人數至35人。

b 訂頒〈國民中小學中途綴學學生通報辦法) ，加強「認輸制度 J

及「生涯輔導工作」推展並籌設「中途學校J

c.落實教育優先區計畫，均衡城鄉差距。

6 推展「發展與改進園中技藝教育方案→直向十年國教目標 J

(3)特殊教育:

修訂 r特殊教育法 J 延長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義務教育年齡為3至

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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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予解升學壓力.

(1)國民教育﹒

a.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管道。

b 全力執行「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

(2)高中教育

a 積極規皇軍j完全中學、綜合高中、普通高中等多元型態高級中學 o

b 試行「學年學分制」

c.研議「高中學區制」

(3)技職教育

a 擴大辦理高職推薦甄選入學方案 o

b.擴大試辦綜合高中，轎導高職轉型 o

c.規劃高職免試入學方案。

通.推動職業證照制度，建立職業證照與文憑具有同等之效用。

3.落實學校自主

(1)國民教育 a

a.教科書審定市u 0

b。中小學設置學校諮議委員會，負責有關學校教育之諮詢、申訴、

考核和教育目標之訂定等事宜。

(2)中等教育建立校長遴選制度。

(3)師資培育﹒推廣以「學校為中心」的進修制度。

是提升教育品質:

(l)師資培育:

a 公布「師資培育法 J 建立多元培育制度，包應教育發展需求。

b.規劃特約實習學校，落實實習輔導制度。

C 建立教師檢定制度，確保師資素質優良。

d 研究中小學實施教師分級制度，以及定期換證之可行性。

e 研擬「身心障礙教育師資培育實施計畫 J 積極培育特教師資，

提升特殊教育品質。

已)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教育改革方黨

出行政院副院長所召集之「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於一九九八年四

月四日通過教育改革方案，其主要決議為自 88年度至92年度將提撥1500億之

專案預算，用以進行教育改革。而其主要改革項目如包括(教育部，民8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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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全國民教育。

2普及幼稚教育。

3 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

4 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緻化。

5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

6推動終身教育。

7 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8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

9.暢通升學管道。

10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將教學、訓導與輔導三單位結合成新體制)

11 充實教育經費與加強教育研究。

12 加強推展家庭教育。

其中，第 1 、 3 ' 4 、 7 、 8 、 9 、 10 等項，均與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有關。

(司教育部林部長十項重大教育政策

-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教育部公報}刊登教育部林部長自二月七日

就任部長以來之重大教育改革政策，包括自

1.擬訂與推動「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J 0

2 推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

3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並間待提升小班教學品質。

4 提升高等教育品質，並建立健全之高等教育回流教育體系。

5規劃設立「紅軍學院」。

6廢除傳統高中聯考，改以園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取代，並形成高級中

等學校多元入學方案。

7.規劃教師終身進修制度，提升中小學教師專業知能。

8 規劃實施園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9建立教首II輔三合一輔導新體制。

10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

(l)完成 100%園中以上學校及26%國小設置電腦教室，以及大專100% 、

高中57% 、高職51% 、閩中20% 、國小26%網路連線。

(2)改善教學模式，開發音樂、自然、健康.....等資訊化教材。

(3)推廣資訊教育、普及資訊素養，並舉辦「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

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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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3 、 6 、 7 、 8 、 9 、 10等項，即與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政策有關。

國林部長清j工「邁向新當紀的教育政策J

林部長清江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提出「邁向新世紀的教育政策J

其主要內容包括(教育部，民87b)

1.建立學習社會雛型。

2從課程、教學方法及評量三方面改進國民教育。

3擴充教育數量及建立回流教育制度。

4.提升中小學及高等教育水準。

5 改革傳統入學考試 o

6設置社區學院。

7.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

8.建立職前、實習及終身進修的制度。

9 促使家庭、社區、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10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

其中，第2 、 4 、 5 、 7 、 9 、 10等項亦與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政策有關。

二、九0年代我國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內攝

除了上述我國近年來整體國家教育政策中，有關中小學學校教育政策之

沿革及發展重點外，在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約具體內涵方面，可包括:學校

組織的變革、學校行政的自主、教學條件的改善、升學壓力的籽解及師資素

質的提升等。茲亦分述如下﹒

(→學校組銬的變革

過去中小學之組織及其運作， {系以學校之行政部門(處室)為核心;推

教師法公布之後，教師會亦成為參與中小學學校行政運作的重要組織。其次，

有關中小學學校人事行政、教師聘任等業務，也必須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除改變學校行政運作的程序外，並擴大教師參與學校行政的機會。

再者，隨著國民教育法及中小學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等相關法規的修訂，

亦賦予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權貴，家長會的功能也隨之提升。上述教師會和

家長會參與校務，實質改變了中小學學校行政運作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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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校行政的自主

自己合教育鬆綁政策的實施，教育行政機關近年來亦大幅授權中小學自行

處理相關行政事務，各校逐漸有了校務發展的空間，其次，如教育部所頒布

各級學校課程綱要，亦賦予各校開設校定選修科臣的機會;再者，懿民教育

法亦規定各校有自行遴選教科圖書的權責;另外，有關學校自主決定的事項

亦日益增多，顯見，學校行政自主性已成為中小學學校經營的未來發展特色 o

(司教學條件的改善

為提升中小學教學品質，降低班級學生人數及減輕學業負擔，亦為近年

來中小學學校革新的重點政策。依據教育部的政策規劃'八十七學年度之觀

民中小學一年級新生，已開始全面實施小班教學，此項政策除 OJ減輕教師教

學負擔外，亦應可提升教學品質。其次，自前所推動的教育優先區實施計，畫，

亦著跟於縮小城鄉差距及改善中小學教學環境與條件。

個升學壓力的舒解

為配合籽解中小學學生升學壓力，教育部近年來所推動之「多元入學方

案J 、「廢除高中職聯考」、「建立三條教育國道 J 等政策，其主要白的均

為舒解學生升學壓力;另外，對不具升學傾向之園中學生，教育部亦積極推

動辦理「蜀中技藝教育班 J 以提供其學習一技之長的機會，上述措施均與

籽解升學壓力有關。

個師資素質的提升

教師法公布之後，教育部並制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 J 中小學教師之聘任須經自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假如各中小學

教都評審委員會之運作正常，則可發揮其正面之影響力量，有效提升師資素

質。

另一方面，教師進修與獎勵辦法的公布實施，亦建立了教師在職進修的

制度，同樣亦有助於中小學師資素質的提升。

T五、我國中小學學技教芳草新的展望

在九0年代即將結束之際，回顧教育先進圈家及我閩中小學學校教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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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相關政策制定、策略發展及具體革新措施，可發現處處充滿改革、挑戰、

突破與創新，也為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培育建立了寬闊及樂觀的廢景。

展望未來，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將繼續原有軌跡而持續進步，以下援提

各項我國未來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可能發展趨勢以為參考﹒

一、實踐公平與卓越的教育目標

行政臣之教育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有關教育改革的具體建議，其中

有一項為帶好每一位學生，而要讓每一位學生均能獲得遮住發展的機會，包

括普通教育、技職教育及特殊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必須全面加以重視及發

展。

在學校教育革新方面，則應重視每一位學生在班級學習環境中，能獲得

教師公平的對待，實踐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懇;而在追求卓越的教育目標方面，

全面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高自市資素質、加強教學視導與評錄，導引學校教

育結合企業組織品質管制之理念，並達成培養卓越人才的學校教育目標。

二、培養學生具備關鍵學習能力

教育先進國家日益重視國民基本學力的培養，以提升整體國家的競爭力。

我國日前亦積極規劃建立中小學基本學力指標，民盟九O學年度閱始實施的

九年一貫課程總耍，即著眼於在七大學科領域中培養學生解決問題、批判思

考、人際關係、團隊合作等十項關鍵能力，以協助學生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

為配合提供學生畢業離校後，能有繼續學習的機會，政府自前所積極推

動之社區學院等終身學習教育措施，亦應加速推動，顯使國民基本學力能有

不斷提升之機會。

三、持續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為有效提高中小學學校教育品質，提升師資素質與降低班級學生人數，

為其中兩項主要關鍵指標。

在提升師資素質方面，政府除實施中小學師資來源多元化政策，增加師

資供需市場的競爭性外，教師聘用程序改自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審議，己能

有效建立提升師資素質的有利條件;而未來如能加速中小學實施教師分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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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程，將能進一步帶動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成長。

而降低班級學生人數，一直是教育先進國家提升教育品質的策略之一，

我國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公立國民中小學己全 00推動小班教學，預計至九

十六學年度可達成全國同步實施小班教學的目標。

1惟除了班級學生人數的降低外，教師教學熱忱與教學品質的保證，則需

進一步強化對教師士氣約激勵及提供其專業成長的機會，才能有效提升整體

學校效能。

四、提供學生安全的學習環境

校醫安全一直是教育先進國家所共同串串注的焦點，而青少年間題的日益

嚴重，校園暴力事件時有所聞，也為校園安全帶來一些潛在的威脅。

教育先進國家，如美國目前正積極推動中小學課後輔導措施，提供學校

設施作為中小學生放學後繼續留校學習的場所，並結合社區及家長義工等的

協助，試區減少學生放學後在校外遊蕩滋事的機會，導引其參與正當休閑活

動。

未來我國徐應繼續加強校園安全工作，防範校園暴力等意外事件的發生

外，如何結合社區、家長建立義工制度，並利用學校設施提供學生涵蓋學業、

休閑、技能學習等活動，應可有效降低校醫暴力事件的發生，進而增進校園

安全。

五、建立學校教育夥伴關係

國內中小學學校行政的運作，已因校園民主化及相關法令的修正和公布

實施，而有棺當程度的改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更是其中主要特色之一。

家長或家長會依法令規定可參與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長遴選及校務

會議等重要學校事務，而在協助與眾不同配合學校教育方面，家長義工的參

與亦相當普遍。

未來如能進一步結合社區、家長、公益固體和企業，建立中小學學校教

育之夥伴關係，使學校能獲得充分的社區資源與經費支援;社區亦能利用學

校設施進行終身學習，相信更能達到學校社區化的理想，為社區民眾終身學

習建立美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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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進學生及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尊重學生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亦為教育先進國家中小學之另一發展趨勢，

我國近年來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llP著眼於籽解學生的升學壓力，建立

以推薦甄試、保送甄試、申請入學等多元入學管這以取代傳統之聯考制度。

另外，近年來圈內所試辦之幼兒教育券、以及在家白行教育等措施，亦

為增進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有效策略，對於特殊教育對象，亦應招對重視其身

心障礙情況而實施彈性之教育選擇權措施;如此才能進一步顧及學生的受教

權及家長的選擇權。

七、加速推動科技與資訊教育

未來學校教育可能朝向多元型態發展，帝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已經具

有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的法源，其中，遠距教學郎屬於此種型態之一。

由於科技的進步十分快速，為培育學生運用科技及資訊的能力，在中小

學學校教學活動中，諸如家庭聯絡簿上綱、網路隨選教學系統的建置、跨校

遠距教學合作等，應可逐步在中小學推動;另配合教育部擴大內需方案的實

施，全國各中小學於完成設置電腦教室並連上稱際網路後，應可有效提升中

小學師生的電腦及網路科技應用能力。

八、創新教材編選和改進教學評量

為配合達成中小學學校教育的革新，教師在編選教材哼，如何將所擬培

養之學生關鍵能力融入教材中，並改進教學評量方法，乃是教學成功與否的

重要影響因素。

因此，提升教師在教材選擇、教學活動設計及改進教學評量方法等教學

專業能力，並鼓勵教師適度創新，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則為學

校行政主管應努力達成的目標。未來中小學學校行政主管應進一步發揮其教

學領導的功能，才能帶動中小學教學內涵的實質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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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首先引介九0年代美函、英慶、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家，有路

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主要策略及其共同特徵，其次，分析我盟在同一時數

中小學學校教育的E重要革新政策與措施，再就我國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之特

徵加以歸納析述，另則預測我屋里中小學學校教育革新的可能動向以為參考。

值此九0年代結束之際，針對各有關獨家之中小學學校教育之發展情形

進行檢闕，乃冀擊下一世紀中小學學校教育亦能呈現充滿樂觀與希望之願景，

為各國培養卓越的人才，唯此亦有賴中小學學校教育人員的共向努力方能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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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Trends in the 1990s

JJlin.g.-7J(;uel @h的UJ.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 R.O.C., have changed rapidly , due

to democracy on school campus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of the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 have made education reform policies ,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olicies and trends of the

improvemen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血， Japan ,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 and compare the policies of education improvement of

these countries with those taken in Taiwan, R.O.C.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improvement and future trends.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chool education,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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