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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great advances in technology , the worl吐 has literally

become a global village. Youngsters have more chances to move

quickly and easily in this community, alone or with their family.

Therefore , rigid national exam systems can not meet the ever

growing needs of students. Thu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llege

entrance exam and high school programme has been in demand.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came into existence about

30 years ago. It aims to break the regional boundary and to offer a

balanced curriculum to high school stu吐ent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numerous scholars, educators, professors and school teachers , IB has

won recognition in more than 800 universities in 75 countries. About

655 schools has implemented the IB program for stu丑聞ts of 16-18

years old. Furthermore, the Middle Years Programme, which targets

at 11-16 year olds , was proposed in 1992 and has receive位 hearty

welcome worl昌、，vide. In Fall , 1997, the Primary School Programme

will join the rank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位uce IB to Taiwan. Though

our young people may not enjoy as much freedom to be e如cated

abroad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 the concepts

and designs of IB can shed some lights on our reform of the high

school curriculum an益， consequently ,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

We believe IB can serve as a good alternative. This paper consi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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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parts: the development of IB, the organization of IB Office, the

吐escription of IB courses and discussions on how we can make use of

the ideas presented in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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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uate student , Dept. of Education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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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中畢業會考文憑」的理念與

設計一一觀念新穎、跨越國界的大學

入學制度

謝中能蔣嘉媛陳舜芬

【摘要]

尖端科技的日新月異巳使得全世界成為一緊密逮結的地球村，也讓

現在的年輕人有著更多的機會到世界各地遊歷。在教育愈趨國際化的瀨

流之下，各國嚴格的國家考試制度似乎已不能符合青年學子的需要，而

一種國際問認可的‘與高中課程相結合的大學入學制度，卻念來愈受到

世界各國高中與大學的重視，這就是國際高中畢業會考文憑 (IB )。

IB從創設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最初的構想是由一群任教於日

內瓦國際學校的教師針對該校學生茁臨的升學問題所提出的，但其後擴

大成為多國學者專家參與的高中課程與考試制度的研究，目前已有一健

全的行政組織，也發展出一套設計精良的課程與考試制度。凹的目的在

於打破各圓白定課程與考試制度的藩籬，並為十六至十八歲的高中學生

提供一套均衡的課程，其最大的特色為強調內容均衡的課程設計、引導

正確教學的評量設計，以及突破國界的課程與文憑。目前全世界已有六

百多所中學採用 IB課程，也有八百所大學認可 IB文憑或學科證書作為核

准入學的依據。而除了高中課程之外 'IB的中小學課程也已陸續地發展

出。

在台灣雖然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認可 IB文意，本土的中學亦無報用 IE

課程者 'ill凹的理念與作法對於我圓的高中課程與大學入學的改革卻具

有相當大的啟示，包括加強高中通識教育、落實課程發展的多元參與、

改進大學入學制度以引導高中教學正常化，本文最後並建議國內大學考

慮認可IB文慈，以促成學生來源多元化與劉際化。

關鍵字 (Key words) 國際高中畢業會考文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高中課程 (high school curriculum)

大學入學 (college admission)

51



教育研究集刊 1997 . 11 .剪輯

畫、前言

尖端科技的日新月異己使全世界成為一緊密逮結的地球村，教育的國際

化也將是不可還阻的趨勢。在此潮流之下，即使各獨大學臼前仍保有各自的

入學考試與入學標準，例如台灣的大學聯考、美國的 S.A.T 、英國的 G.C.E 、

法濁的高中畢業會考等， {旦有另一種突破國界、與高中課程相結合的大學入

學方式，正愈來愈受到世界各國高中與大學的重視，這就是「國際高中畢業

會考文憑 J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衛稱IE) 0

國際高中畢業會考文憑 (IE )是一套圓際閑適用的高中課程與考試制度。

最初的構想是由一群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國際學校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Geneva) 的教師針對該校學生面誨的升學問題所提出的，但其後擴大成為

多國學者專家參與的高中課程與考試制度的研究。目前IE已有一健全的行政

級織(稱為IE Organisati凹，可譯為國際高中畢業會考中心)，也發展出一

套設計精良的課程與考試制度。據了解，現今已有90個國家655所中學採用

IE課程，也有七十五f囡囡家八百所大學認可IE文憑或學科讀書作為核准入學

的依據。

本文的目的在介紹IE的課程與考試設計，闡述其理念與特色，並歸納數

點啟示作為我國教育改革的參考。

賈立、 IE的現在與發展

(→樣恕的提出 (Peterson， 1972)

窗際高中畢業會考的設計，用意在提出一套適用於世界各圓大學入學的

考試制度，打破各國自定大學入學制度的藩籬。學生可以憑這套考試的成績，

申請任何一個國家中的大學。在這快速遷移的時代，考試若能超脫各獨自有

的規定，學生就有機會在不同的國家接受教育，與來自其他文化的年輕人接

觸，一起學習，自然比較容易擺脫種族沙文主義的束縛，寬容地接納不同的

族群，成為世界公民。

國際高中畢業會考的構想，是在六0年代出一群在自內瓦國際學校任教

的老師們所提出的。他們的學生來自許多國家，原本有機會接受多樣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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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可是因為學生畢業後計畫去不同的國家念大學，每個國家又有特定的

大學入學考試，學校祇有針對這幾種考試分別開班，結果只好將相同關籍的

學生集合在一起上課，因此完全喪失了國際學校原本應有的特色。所以該校

的老師希望為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學生，設計一套國際通用的課程及考試制度，

既可符合學生的需求，也可讓國際學校繼續保有其多元文化的傳統。

其他頭際學校基於上述的困難，多不開辦第六學級(即十六到十八歲)

的課程，但隨著圓際社會遷移情形的日漸頻繁，愈來愈多的學生想要進大學，

國際學校面臨這股強烈的要求，就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於是一九六二年在

國際學校協會的一個社會類科研討會中，出席者熱烈地討論辦理社會科全球

性會考的可能性，這是國際高中畢業會考的第一步。聯合國文教組織

(UNESCO) 也樂觀其成，特別撥款贊助。

(二)構想的擴大與實踐 (Peterson ， 1972)

一九六三年，二十世紀基金會(Twentieth Century Fund) 提供七萬五

千美元的專款，成立特E叫\組，以日內瓦國際學校為對象，研究發展歷史科

及語言科的實驗性考試。位於英毆威爾斯的大西洋中學(Atlantic College)

率先加入計畫。一九六七年，福特基金會也以三年三十萬美金的捐款支持此

一計畫。 IE的研究獲得基金會兩位顧問Dr. Frank Bowles 和Dr. Ralph Tyler

大力的支持，他們不僅試圖解決國際學校所面臨的問題，更把整個計畫當作

考試及課程的實驗，希望研究的成果能提供許多劉家在現行制度之外的另種

選擇。

在Bowles與Tyler的主持之下，許多來自美、英、法、德、瑞及其它國家

的大學、中學老師紛紛加入。這些老師原本在他們的國家中就是課程改革者，

很樂意與懷有同樣理想的同志一起努力。這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們自一九六五

年起分別組成五十一個小組，進行課程與考試等相關議題的研究。

考試的方式經過數次會議討論，終於在一九六七年於法國塞扶(Sevres)

舉行的教學會議中正式通過。一九六九年的實驗性考試結束後，次年舉辦第

一次的正式考試，有七十五位學生報名參加，二十名通過o 考試委員總共有

六十八仗，來自十四個不同國家。

同考試制度的推展(Peterson， 1972)

這種新型的考試制度雖然經過精心設計，f且還是花了相當多的功夫與持

間去推展，才獲得多所大學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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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美國、加拿大、瑞士等國，是由各大學自訂入學標準，因此國

際高中畢業會考中心必須分別與各大學接洽，本臣當費事。以英國為例，高中

生懇、進入英國大學唸書，先要符合入學標準，也就是在 G.C.E 考試中，爾科

通過A Level ，三三科通過o Level 。至於進入自己想念的系，則要看A Level的

成績。國際高中畢業會考中心為確保泊的學生在選系時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待

遇，特別增列一個連絡人的職位，以書信或室接拜訪的方式與各系協商。辛

苦終於獲得代價。大部分的學系顯意將IB的高等科目視作G.C.E 的 A Level;

普通科目則比照o Level 。大體而言，一些較有名氣的學校思想較開放，做

事也比較不宮僚，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表示支持。

在與美國大學交涉承認闊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難題，但是問題與英國

不同。英國第六學級的學生只要通過資格考試(即G.C.E) 就保證有大學可

以念。但美國大學在審核入學申請者時，要參考學生的學術性向測驗(S.A.

T) 、成就測驗 (Achievement Test) 的成績，以及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和學習

情況。大學無法保證達到何種標準的學生一定可以成為新鮮人。IB考試是在

五、六丹舉行，成績要到六月底才能統計出來。而美國大學早在此之前已決

定新生人選。雖然想要到美劉念大學的IB學生必須另外準備學術性向測驗及

成就測驗，但因為他們所修過的課當中，有許多是很學術恆的，相當於大學

課程的內容，這有助於他們獲得大學入學許可，甚至可以考試成績抵修一些

大一約基礎科目。

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等圈是由教育部或專門學能機構負責招收

新生事宜。其中法國是第一個給予IB暫時承認的國家，但法國並不認為IB可

享有取代法國高中畢業會考 (French Baccalaureate) 的地位。因為擁有法

國高中畢業會考證書的學生，原本可以直接進入大學就讀，但現在通過會考

的人數愈來愈多，遠超過大學可以提供的名額。理工及醫學等學系又實施其

他的考試進一步地篩選學生。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無法保證IB學生一定能

進法國大學唸書。此外，還有其他公平性的考量。在法國本土準備寓中會考

是痛苦且艱難的歷程，有的家長就送孩子到國外去念國際學校。如果考過IB

就可以回到法囡囡內讀大學，以後一定會有更多的學生走後門。為了防堵這

方面的弊病，法國早在一九一五年就明文規定，拿外國文憑的學生必須證明

在其就讓期間，其父母居住在國外。

這種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但為IB的實驗計畫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像是大

西洋中學原本希望能招收各個主要國家的學生'f.§.法國學生卻因為政策的緣

故，無法加入。這也影響到在法國境內~際學校的學生，結構。其實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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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招收較多的地主國的學生，一方面是基於經濟因素。本國學生穩定，外

國學生可能來來去去。人數常變動會造成學校經營上的困擾。以文化交流的

歡點而言，一般認派到外國工作的多為技術人才，多屬中產階級，本地學生

的家長則可能來自各個社會階層。若外國及本地學生可在一起上課、學習，

較能促進族群融合，打破階級間約鴻溝。此外，本地學生的加入有助於與當

地文化產生積極的互動，窗際學校帶給當地社會多樣的文化刺激，當地社會

的文明也能影響國際學校的學生。基於以上所提到的原因，國際高中畢業會

考中心一直企圖說服法國政府允許法國籍學生進入國際學校就讀。

總而言之，國襟高中畢業會考中心在推展 IB待遇到過許多困難。它會試

圖透過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及歐洲議會等正式外交管道，但效果不如預期，

最後決定以提供完整的文件及進行親自拜訪的方式，與各校或各國協商。第

一階段的對象有兩類，分別是國際學校學生期待就讀的大學所在獨家，如英

圓、加拿大、瑞士、法、德、美等國;以及參與實驗的學校所在圈，如智利、

伊朗、黎巴嫩、奈及利亞與烏拉圭。在協商的同縛，舉辦了實驗性的考試。

這次實驗考試共有來自十四所學校的六百五十名的學生參加，外國語言類科

的通過率是73% '實驗科學類科是 51% '總通過率是60% 。有一項令人興奮的

發現就是t出he L句yce臼e In叫1t扭erna叫ti泊onale d臼e S臼a凹叫t Ge叮rm訂m叫仟e叩n-Lay戶e 的學生同時參

2加日法儘高中會考與 IB實驗考試，其成績顯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極高。

個課程的推展

您的畢業學生進入大學就讀後，他們的能力與表現受到老師、校方的高

度肯定，於是認可凹的大學愈來愈多，採行 IB課程的中學也逐年增加。一九

七六年時，有三十七國五十五所學校參加。到一九八八年時，全世界共有四

十七閩、二七0所學校採用 IB課程。到了一九九七年的二月，更提高到九十

個圈家六五五所學校。認可 IB的大學激增到八百所，分布在九十多個國家@。

在第六學級的課程發展完善、旦獲得傲人的成績之後 'IB組織開始關懷

年齡較小的孩子的教育。一九九二年挖出 IB初中課程 (Middle Years

Programme) ，五年後的今天已有分布在二十五個國家的七十二所學校加入。

一九九七年的九月 'IB將推出小學課程 (Primary School Programme)

(E吐ucation for Life , 1994) 。

IB的發展最初是基於私立國際學校的需要，而今實施IB課程的學校過半

數以上屬於公立學校系統。國際高中畢業會考中心經常性的在一些大城市舉

辦介紹說明會，吸引許多學校的加入，因為IB課程的特色及對學生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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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IB課程的學校愈來愈多，大約以每年8%~12%的比例增加@。

唾手、闊的行政、課程與考試

(一)行政組織

推動IB課程與考試的國際高中畢業會考中心，一般簡稱為IBO (全名為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盯eate Organisation) 。此一組織的性質是非官方

的，目前在瑞士註冊為一教育慈善墓金會。IBO的宗旨從組織成立至今一直

未曾改變﹒一是希望能拓展並改進國際教育，以增進盟際闊的了解，二是希

望能增進學生的能動性，為各國外交、經貿人員子女提供教育上的服務;三

是希望能發展出一套設計精良的、均衡的(balanced) 課程，這套課程不僅

在全球各地是一致的，也可以與各國國內的教育體系相配合@。

IBO負責IB整體的行政運作、課程發展與考試的事務。其中行政是交由

一每年召開一次的董事會負責，董事會的成員包括政府常務委員會的代表@、

採用IB課程學校校長的代表，以及在國際教育領域有傑出表現的個人。董事

會之下另外設有二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發展的工作r考試

委員會」負責畢業會考出題與評分的工作o 目前IBO約有2，600位考試委員，

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多為在其研究領域有傑出表現的大學教授(Education

for Life, 1994)

IBO的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另外還有三償區域辦事處(regional

offices) 分別設在紐約、新加坡與布笠諾斯艾利斯。徐此之外'IB還在全球

許多地方設有地區代表處(sub-regional offices) 0 。試務中心則設於英國

威爾斯的首府卡地夫(Cardiff) 0 IBO的安職工作人員共計九十餘名，全年經

費預算約為一千八百萬瑞士法郎，其中90%來自 IB學校的權利金以及學生參

加IB考試的報名費，另外的%則為一些國家的捐款@。

(司課程

1 高中課程

有鑑於英國高中教育的過度分化、歐陸教育的強調背誦、美國教育的放

任不受控制所產生的種種弊端， IBO為十六至十八歲的高中生精心設計了一

套廣博旦均衡的課程，並以英語、法語、茁班牙語作為學校的授課用語。這

套課程的目約在於激發學生的潛能，並使課堂中的學習經驗與外在的其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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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相結合，強調學生除了應具備學科知識之外，更要有宏遷的世界觀與批判

思考的能力。其課程共分成下列六大類 (Education for Life, 1994)
第一類 語言A: 語言A是自己說得最好的語言，通常是白己的母語

或是學校授課用語，除了修習語言本身之外，還必須選鐘以該語言寫成或翻

譯的世界文學名著。這是學生的第一語言，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學生該語言

的表達與批判分析的能力，立在藉由世界文學的選讀、探討，讓學生接觸不伺

的思考方式，以了解並欣賞不同國家的文學思想。

第二類一一一語言B: 是語言A之外的其他現代語，為學生的第二語言。

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學生第一語言以外的語言能力與文學鑑賞力，並促進其

對於其他國家文化的認識，培養學生的t世界觀與寬容度。

第三類 個人與社會 CIndivi也als and Societies) 包括歷史、地理、

經濟學、哲學、心理學、社會人類學、企業與組織、思教世界歷史、地球村

世界的資訊科技等等的科日，所有科目的主題都是可以論辯的，學生必須容

忍一些不確定性。此類課程的學習內容都與學生本身的文化及其他文化有密

切的關連，課程的目的在於使學生了解人的本性、目標與成就，知道社會學

科的觀念、論辯與研究結果，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及對於新觀點的調適

能力，並使學生建立一種連續的歷史意識與國際性的世界觀。

第四類 實驗科學:包括物理、化學、生物、設計科技、環境系統等

科日，此類課程融合許多國家最新的科學思考，提供學生豐富的機會親身去

探索、發現。課程的目的在使學生熟悉科學的原理原則與研究方法，培養學

生的分析能力與實驗技街，使其能夠謹慎地分析科學資訊，認清科學知識的

受限之處，並知道如何應用已有的知識，獲取新的知識。此外，學生還應了

解科學對於社會的影響，知道如何自處於科技時代，並體認科學家的責任。

第五類 數學﹒包括高等數學、普通數學、數學研究、數學方法等科

目。課程的目的不僅在促進學生對於數學原理原則的了解，更要培養一種態

度，一種在未來教育或職業也實際應用數學的態度。

第六類 藝術與自由選修﹒包括藝看fq/設計、音樂、劇院藝術、拉丁文、

占希臘文、電腦、第三現代語、普通數學等科目，或是由學校自行開設經IBO

認可的其他科目。除此之外，亦可自第三類或第四類科目中，再選擇一科作

為自己的自由選修。在此類組中，IBO相當鼓勵學生選修藝術的科目。藝{謂

的表達是所有文化共適的特色，了解了許多豐富的文化、藝術遺產之後，學

生可以自億人的觀點出發，自由自在地欣賞世界，從而認知自我的價值，獲

得內在的和詣。藝術課程的臣的在於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與審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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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去發覺並喜愛在畫室內外呈現的視覺藝術'訓練學生了解其他文化

的藝術表達方式，並鼓勵學生經由訓練與個人親身的體驗，努力追求藝術的

極高品質。

為了適應不同程度學生的不同需求，以上大部分的科目皆分為高等

(Higher level )與普通(Subsi也ary/Standard level) 二級，前者上課時數

是二四0個小時，後者是一五0個小縛。而除了上述六類科目之外'IB文憑

(diploma) 課程還包括「知識理論J (Theory of Knowledge) 和「專題研

究報告J (the Extended Essay) 三門課，以及藝術創作和社會服務活動。修

讀IB文憑的選課規定如下(E心cation for Li伐， 1994)

(l)必須在六大類組中各選修一科，此項規定稱作「分類必選J (distri

bution requirement) 。

(2)在所選修的六個科目當中，屬於高等程度的至少要有三科，但不能多

於四科。

(3)在己修的科目中，選其中一科進行獨立研究，並撰寫一篇4000字左右

的專題研究報告。

(4)修習「知識理論」這鬥諜。

(5)以相當於每週半天的時間，參與課後的藝Vltj創作活動與社會服務工作。

這一套完整的文憑課程已經廣受世界各國的高中採用。有些學校是完全

採用IB課程，例如英國大西洋中學，所有的學生皆須修習凹，而大部分的學

校是同時採用IB課程與其他的課程方案，例如台北美國學校，校內並非所有

的學生皆修習IB' 而修課的學生也可只選修IB課程中的…、二個科日，不過

學校仍是鼓勵學生攻讀IB文憑 o

噩噩亟臣直

在IB文憑課程中，較具特色的要算是「知識理論J 和「專題研究報告」

這二門課，以下將分別介紹@。

區矗軍圖誼(T叩HE印OR盯YO師FH昀、

IB的教育學者認為在一般學校裡，老師只重視事實性知識的灌輸，學生

很少有機會思考，為了避免重複這些缺失'IB就設計了一門頗具特色的課

知識理論。這門課是開兩年，上課時數至少要滿一百個小時，想要拿畢業文

憑的學生一定要修。

它鼓勵學生就一些觀念及價值判斷的依據，作分析與批判，將課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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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學得的經驗知識加以省思;察覺主觀與意識型態所可能造成的偏見;建

立理性思考的模式，以期能分辨主觀與客觀、意見與事實、特例與常態之間

的差異。接受了這門課的訓練，學生將具備新的思考方式，當他們檢視 些

所謂事實待會更謹慎小心，擺脫成見與主觀所可能造成的束縛。

課程的特色是，學生就知識方面的議題提出自己的疑問，老師織實在引

導學生尋找答案，同時舉出實例說明學生應如何批判思考。課程的結構相當

嚴謹，不能流於對各式各樣的題區進行即興式地辯論(見附錄一)。

課程內容不是全然探討認識論或各個思懇派別，但是當學生在省思持不

免觸及認識論中的某些議題，老師會順勢介紹與解釋，而一些思想理論大師

的作品因與部分討論有闕，則會指定學生閱讀。雖然學生需要了解各學科領

域特有的思考方式， {旦課程的主體並不是方法學。從內容來看，這門課近似

哲學，但是它與一般哲學課不同，是屬於大眾哲學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因此任課老師祇要其備哲學素養即可，不需要是哲學系的畢業

生，此外可以幾個老師合開這門課。

課程大綱分為五項，分別探討下列主題:(1)在知識領域中語言與思考所

扮演的角色; (2)鎮密的邏輯思維的重要性;(3)數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及

歷史等四大知識體系的研討;(4)道德判斷、政治判斷，美學判斷等與知識之

間的關係; (5)知識與其理的相關性。舉例而言，在數學類科內，可以探討的

題目有﹒為何數學被認為是一種語言?它描述甚麼?數學為何在物質科學的

範疇裡如此重要?為何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嘗試用數學的~式呈現他們的研

究結果?而在白然科學類科內，相闋的題目包括﹒甚麼是科學方法?在教科

書上是如何定義的?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在科學論證中的角色?

這門課不列入IB畢業會考科目，因為它強調的是學生針對自己的所知所

學予以客觀地批判及檢棍，老師則是依據學生的進步與努力考核。成績考核

結果分1-7級，表現最好的6 、 7級，可加IB文憑總分1分， 1 、 2級則減1分。

區面亟矗(Extended E品ay)

希望取得IB畢業文憑的學生，必須就課程中的任何一個學科，依自己的

興趣選擇題白，且在合格的老師指導下，撰寫一篇四千字左右的專題研究報

告，再送交給IB中該科目的考試委員評閱。若被評定是非常好的作品，則文

憑總加2分，好，加1分;普通，不加分;若是不理想，則i成 1分。

專題研究報告的茵的是提供學生一億機會，了解大學對學生獨立研究及

寫作技巧等能力的要求。這不是博士論文，所以題自不用太大，也不期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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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許多獨特的見解，只要他們在題目的選擇與內容的鋪陳上表現原鄧力即

可。最重要的是學生展現獨立研究的實力。許多大學非常重視專題研究報告，

因為它通常可以很準確地預測一個高中生將來在大學的學習情形。截至一九

九七年為止 'IB學生做過的專題研究報告大體分為五十八個主題，其中三十

七倍屬於語言的範疇。

做專題研究報告有許多規定，例如學生不能把其他科目的作業充作專題

研究報告，也不可有抄襲情事，否則論文將被視為無效，且不論其他科目的

表現如何，一律不發給畢業設害。

每個學生在作專題研究報告時一定要有合格老師的指導。指導老師的職

責是協助學生擬訂研究計畫、蒐集資料、教導學生寫作的技巧、激發學生的

思考，同時確保沒有抄襲。指導老師還需針對指導過程及資料的準備情形填

寫報告。考試委員再參照共同的規定及該科特定的標準評閱學生的專題研究

報告。

噩噩週台北美國學校的 IB課程@

目前台灣地區唯一採用 IB課程者僅菱北美國學校 (Taipei American

School' 簡稱TAS) ，該校開設IB課程已將近十九年，目前IB已成功地與該

校的高中課程相整合而成為11 、 12年級中學生(16-18歲)的選修課程之一;

學生同時可修習的還有 般高中課程與高級安置課程(即大學預修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

親個人能力與未來計畫之不同，參與IB課程的學生可選擇修讀整個文憑

課程或僅選修其中一、二個學科o TAS校內 11 、 12級的學生共四百人，其中

修讀IB文憑課程的有三十五人，加上選修少數IB科目的學生，合計有一百人

參與IB課程，學生大都為華裔美國人。

TAS的IB課程與其他地方的IB課程並無特別的不同，↑住其將語言A的選

修改為一律修習英語。而除了語言B是修習其他現代語之外，所有TAS的IB

科臣皆是以英語授課。因此，修習IB課程的學生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英語能

力。此外， TAS也規定前學期的平均分數須達3.0 ( B )以上的學生才可修習

IB課程，但這並不意味IB的學生傻眼於中上程度的學生。事實上，一般程度

的學生才更該參與IB課程，尤其是具有強烈學習動機者，因為IB課程的目的

就在於激發學生的潛能，在可促使這類的學生提早努力。

由於IB課程嚴謹、豐富，每一位IB學生都顯得相當地忙碌而充實。此時，

詩詞的妥善運用就成為學習成功的要件。 TAS負責IB課程的老師會定期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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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在會，一方面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也指導學生作好時間管理。

例如老師並不希望學生選修過多的科目，以免負擔過重，影響學習效果;學

習過程中要切實掌握各科的進度，才能在規定的期限之前順利交出作業。一

般說來， TAS的IB 學生表現都相當優異，他們在IB考試中的成績一直都高於

國際問的平均分數。

2.初中課程( Mid丘le Years Programme) (Guide to the Middle

Years Programme, 1994)
IB於一九九二推出專門為十一歲到十六歲的學生設計約初中課程。西為

這段時期的青少年敏感、反抗、充滿了質疑、不確定，中學課程的目標就在

給予學生紮賞的訓練，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建立但人的價值觀，成為有責任

心的社會公民。

初中課程是一套完整且獨立的課程，最大特色是打破傳統上分科的缺點，

所有學科以共同主題為中心，提供學生整體、非碎片似的知識。共同主題有

五類:

(l)學習方法 (Approaches to Learning) ，幫助學生養成有效的學習方

法，培養他們思考的習慣，能夠獨立判斷、解決問題。

(2)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鼓勵學生走出教室，為社區付出心

力。

(3)健康與社會教育 (Health and Social Education) ，注重學生身體及心

理的健康，讓他們7解可能遭遇到的危險，知道如何作明智的選擇。

叫環境 (Environment) ，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要求學生負起保護自

然環境的責任。

(5)人類的創造力 (Man the Maker) ，了解人類所創造、發現的產物，

從而欣賞人類的智慧，享受及改善生活品質。

初中課程的基本學科有八門，語言A 、語言B 、數學、藝filtr 、科學、體育、

人文學及技術。每個學校還可依自己的理想，以及教育主管機關的規定，增

加其他的科白。初中課程的授課語言並未限定英文、法文或是西班牙文，而

是任何語言都可以。學生畢業之後，可繼續到IB學校就讀，或選擇其他類型

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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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試、學科證會典文還

修習高中課程的IB學生在通過各科的評量之後，將可獲得學科證書 (cer

tificate) 或IB文憑。評量的工作是由校內的授課教師與校外的考試委員共同

負責，授課教師的評分佔20~25% '畢業會考成績佔75~80%0 。會考於每

年五月舉行，少數南半球的學校則在十 月舉行。所有成績的評定皆是採取

標準參照 (criterion-referenced) 模式，亦即評分的標準是事先擬定好的(參

考附錄二) ，學生彼此之間並不互相比較。評分的同時會顧及學生學習型態

的不同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各科教師成績評定的結果尚須抽樣送至試務中

心檢核，以確定老師所評定的分數沒有{最高或偏低的情況發生。若有偏高或

偏低的現象，試務中心會要求該教師將分數全部提高或全部降低~o

各科成績分為七級，最佳者得7分，最差者1分，六個學科加起來的最高

分數為42分。專題研究報告與知識理論二科雖然沒有畢業會考，但其成績表

現郤會影響IB文憑的總分 o 表現優異，可於總分中獲得加分，表現不好，則

會遭到扣分。專題研究報告最多可加2分，知識理論課程最多可加1分，由此

推算出IB文憑的滿分是45分，而及格分數則規定為24分。凡是符合所有修課

條件且總分達24分者， liP授與IB文j霄，否則只發給學科證番。每年約有80%

的IB學生最後可獲得畢業文憑。

目前許多歐美關家己普遍接受IB文憑作為大學入學的有效資格。例如在

英國 'IB文憑符合所有大學入學的基本要求，只是某些較好的學校、科系，

要求較高的分數。表 l 為一九八九年英國大學的數個科系所認可的IB成績

(BUff, 1989)

T五、凹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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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僅擁有 IB文憑並不具大學入學的資格，學生仍須參加 SAT' 只

是在入學後，可以用 IB文憑或單科的學科證書來抵免部分的學分。有些學校，

例如哈佛、耶魯、史丹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還可讓高等科自分數達 5分以上

的學生直升大二;在澳洲也約有四十所大學有這樣跳級就讀的措施@。

(一)強諦內容均衡的議程設計

IBO的宗旨之一，在於發展出一套「均衡」的課程。此套「均衡」的課

程實是以「通識教育 J (general education) 為其設計的理念基礎。還識教

育在本世紀初雖出現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上，但事實上，當時知議分化的現象

已向下延伸至中學教育，一些專精的學術能力甚至從高中階段便開始培養。

學校只注軍少數菁英分子的學術能力，不僅大多數學生的學習受忽略，共通

人性的發展更是付諸踴知。英國學者Peterson (1972) 便認為 'IB提倡高中

階段的道識教育，可說是對傳統中學的一種反動。

Peterson強調，高中教育作為大學的預備教育，是需要培養學生具備從

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的能力，要日分析能力、認知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記憶

力與好奇心，不過未來的學者也是人，共通人性的培養，如道德、藝術等，

更不能忽略。而未來的學者即使是某領域的專家，也需要接觸其他領域的東

西〈以免成為專匠) ，也需要和別人溝通，因此，廣搏的見識、溝通的能力，

以及進一步學習的能力(如數學、語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後二者不僅是一

種工具，更可在獲得的過程中發展前述的學衛能力。Peterson認為，對於學

生而言，重要的是「學得如何去學，而非學到了什麼J (Peterson , 1972,

p.35) 。

而除了作為大學的預備教育之外，高中階段實施通識教育也符合高中本

身的教育目標。畢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上大學，但每一個人都需要成

為一個健全的人，需要懂得思考的方法和倫理道德的標準'需要和別人溝通

( Peters凹， 1972 ;劉述先，民75) 0 IB便是基於這樣的理念發展出了一套均

衡的高中課程。它整體的課程設計是朝著讓學生廣博地學習、均衡地發展的

方向進行，有了廣博的基礎後再求專精能力的培養。這套均衡課程的設計可

分為三個重點.

1.強調課程的廣度

25-28分

32分

26-32分

28分

28-30分

三科均為5分至三科均為6分

數學成績須達6分以上

表 1 英國大學科系認可之IE成績

高等科目分數 IE文意總分

一科均為6分或6，6 ，7 3。一37分
三科均為6分 34吩

三科均為6分或6，6 ，5 25-34分
三科均為6分 32分

三科均為6分或6，5 ，5 32-33分
三科均為5分至三科為6分

三科均為5分

學科聶

哥辜

獸醫

工程

牙醫

背訊

生物化學

生物

藥學

動物學

物理學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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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符合廣博學習的要求，課程中有一項「分類必選」的規定，

如此在學生所修習的六個科白當中，一定會包含語言、數學、人文及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不僅具備進一步學習所需的能力(語言、數學) .對

於各主要學術領域(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2.重視深度的培養

在廣博的基礎上 'IB也重視深度的培養，因此大部分的學科皆分為高等

與普通二級，並規定學生在所修的六個科目當中，必須有三個為高等科目。

不過為了避免影響學習的廣度，高等科目並不能多於四個。另外，自由選修

也可以幫助學生學得更深。學生在前五類學科中己選擇了語言、數學、自然

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科目，若自由選修的科目亦屬上述四個領域之一，

將有助於加深自己在該領域的專精程度。

3.重視學生的均衡發展

除了學科知識之外 'IB相當重視學生其他方面的發展，包括:

(l)共通人性的培養，健全人格的陶冶。此部分的學習不易從正式課程中

獲得，因此浩特別重視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o 凹的藝術課程、藝術創作活

動與社會服務工作，正是為了培養學生了解藝術、道德的價值，以及服務的

人生戳，讓學生懂得如何過生活，了解生活的意義。

(2)思考的能力與溝通的能力的培養:在思考的能力方面，知識理論這門

課的岳的正是為了養成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簡單的說，知識理論就是有關

於「知識」的知識，是探討各個學科在本質和方法上的不同，立主以宏觀的眼

光分析整個知識體系的架構，藉此訓練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有了知識理論

做基礎，學生再進一步學習各個學科峙，將更為容易掌握其中的脈絡。

在溝通的能力方面 'IB相當重視語言課程，由於國際學校的學生大都來

自不同的國家、地區，在此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會說多種語言就顯得相當的

重要。因此在學生所修習的六個科目當中，就包括了三種語言。若再加上自

由選修也選語言，一位學生在學校就可能同時學習三種語言。學生對於語言

的精熟，除了有助於彼此的溝通之外，更可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的學習。

亡三)引導正確教學的昌平量設計

IB是車接以高中文憑作為大學的入學資格，為了使 IB文憑具有公信力，

IB除了用心設計整個文憑課程之外，也重視正確的教學與評量。 IB的成績評

量共分為二種，一種是平時的形成佳評量，另一種是修課結束後的總結俊評

量， ilP畢業會考。所有的評量皆是採取標準參照模式。此種事先即擬定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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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標準的模式，除了可讓不同地區的教師有一致的評量準則之外，也有引導

正確教學的效果。事實上，各科的教學會受到評量考試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為了減少評量對教學的負面影響而增加正面的引導效果，有些IB的科白並沒

有畢業會考，而是另外設計一套評量方式。例如知識理論這門課，其目的在

於養成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若以會考來評鑑學生的學習，不但容易使教學

內容受到扭曲，且評鑑的結果是否有其效度也是個問題。自此IBO便決定批

科由授課教師先自行評分，再出校外考試委員至5校口試。最後成績的評定與

一般學科會考一樣分為1-7級，表現最好的6 、 7級，可於IB文憑總分中獲加1

分，而1 、 2級則扣1分。這門課的教鄧大都認為不受考試控制的教學比較容易

發揮;而由於最後的成績仍有可能影響文憑總分，因此學生對於學習也不敢

掉以輕心(Peters凹， 1972) 0 這樣的設計可說是使得考試對於教與學發揮了

正面的引導效果。

其他像是課後藝術童自作的成品，或是在自由選修中一些較為特殊的科目，

也都是由授課教師自行評分，而沒有畢業會考。藝術作品的成績雖不會影響

IB總分，但是會記錄在畢業文憑上，提供作為大學核准入學的參考(Peters凹，

1972 )

同突破聞界的課程與文憑

IB是一項跨越國界的創舉，在各方面都具有濃厚的國際性色彩。首先，

它是多國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從最初白內瓦國際學校的教師提出了這個構

想，之後，其他國家的學者陸續加入研究與發展的行列。如今 'IB的組織不

斷擴大，不僅人員、經費年年增加，辦事處、代表處也遍佈世界各地。最具

體的成果要算是研發出了一套國際性的課程與考試制度。目前全世界已有九

十個國家六百多所中學採用了凹的高中課程，初中課程與小學課程也正在推

廣中。在世界各國各級學校課程仍不盡相同的今日 'IB突破了國界，讓不同

地區的學生都有機會研讀相同的課程，各國教育也將可不再劃地自限。

此外 'IB所授與的學科證害與文憑也是全球共通的，目前已受到七十五

個國家八百所大學認可。學生可持IB文憑至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學申請入學，

不僅學生本身的能動性增加了，各大學也可藉此招收到來自不同盟家、地區

的學生，使大學教育的環境更具多元文化的特色，也促進國際闊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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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IB對我盟的啟示

在台灣，自前並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認可 IB文f霄，本主的中學亦無採用 IB

課程者，一般人對於 IB可說是一無所知。但不可否認 'IB的理念與作法，確

實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之處。以下將針對高中課程與大學入學等幾方面，提

出一些值得思考的方向。

「國際高中畢業會考文憑」的理念與設計一一一觀念新穎、跨越國界的大學入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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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這些都與凹的理念不謀而合，可見我們並不是沒有還識教育的理念，而

是沒有進一步去落實這些理念。

新的高中課程標準已明白指示「高中課程以選修代替分組 J 而部分學

校也已經開始採用學年學分制，這些都有助於打破傳統按固定科目、固定時

數的授課，增加高中課程的彈性。若是學校真能做到指導學生選修，而非替

學生選定科日，再參考 IB r分類必選」、學科分級的作法，以及一些特殊的

科目與課程，必有助於在高中階段落實因材施教，發展內容均衡的全人教育。

當然，這方面還需要大學入制度的相對配合。如果大學逐漸走向招生自主，

或者聯招更趨彈性，容許考生就不同領域中各選一科應考，高中通識教育的

推動就更容易進行了。

t三)落實課程發展的多元參與

IBO落實了多元參與的精神。所謂的「多元參與」包含二種意義，一是

指學校層級的參與。除了一般的行政人員之外， IBO董事會與課程委員會的

成員還包括了所屬學校的代表;學校層級不僅可參與整體組織的管理與運作，

對於IB課程的發展亦有其影響力。此外，各個學校在共同課程之外，只要經

過IBO組織的認可，也可開設其他的科目，這不僅充分表現出個別學校的自

主性，也使得 IB的課程呈現多元化的萄貌。

反觀我國國內的情況，長期以來課程決策權中央獨大，學校對於校內正

式課程的科目，幾乎沒有決定的權力。最近雖有鬆綁的現象，像是教師層級

已可參與課程標準約修訂與教科書的編揍，新的高中課程標準也明定「除依

部頒課程標準規定之外，各校可依地區特性，開設相關選修科目，以發揮困

地制宜的效用」。不過這未必就表示課程發展已落實了多元參與的原則，也

並不意味學校在課程的發展上已有較大的影響力與自主空間，可提供給學生

更寬廣、更豐富的學習。很可能還是一如往常受到升學考試及其他相關因素

的影響，升學考試不考的選修課學校依舊不閉， pJT能提供給學生的學習仍是

相當的狹窄，廣度不足，深度也未必符合個個學生所需。當然，實際的情況

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另外 r 多元參與」的第二種意義是指多元文化的參與。 IBO的成員來

自不同的國家、地區，擁有不同的背景、文化，這些人共同發展出的課程也

呈現了多元文化的觀點，有助於培養學生尊重、欣賞與自己不同文化及價值

觀念的態度。就多元文化的課程設計模式而言，這種在課程中注入了各種觀

點、參考架構和內容課程設計方式，被稱為多元文化課程的融合模式(黃政

中

(一)加強寓中通話教育

白前對於通識教育的提倡大多是在高等教育的階段，事實上，還識教育

應從中小學就開始實施。尤其是高中階段，銜接著國民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

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在此階段的青少年更需要接受人文思想的薰陶，需要

一種均衡的教育。只是圍內長久以來高中文理分組的結果，使得學生太過於

注重專門學科，忽略其他方面的學習，例如社會組的學生不重稅自然科學，

自然組的學不重視社會科學。而社會組的學生所重視的社會科學也被限定在

地理、歷史二科，其他知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社會科學，

雖被列為選修科白，但由於聯考不考，學校多半不開設，也不是學生學習的

範圈，知識本身已產生權化的現象。

如此看來 'IB強調課程的廣度，重視教育內容的均衡，確實有值得我們

學習之處。 IB r分類必選」的規定，讓學生一定必須接觸語言、數學、人文

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每一個領域只選修一億科白，但不限定是哪

一個科皂，不但不會造成所學科目太多，負擔過重，也可遊免知識窄化的現

象。除了學科知識之外，批判思考的能力、獨立研究的能力、審美的能力、

藝術的情操、服務的人生觀等，都是在高中階段應發展培養的，因此 IB課程
中還包括「知識理論」與「專題研究報告」二科白，還有藝術與社會服務活

動，這些都是我國傳統中學課程最忽視的部分。

事實上，教育部在 81學年度對於高中教育的九項重點工作之一，便是「兼

顧人文及科技教育均衡發展，落實全人教育的理想 J (黃政傑，民 83) ;而

85 年 10月新頒訂的高中課程標準，在總綱中也提出了包括「培養服務社會、

熱愛國家及關懷世界的情操」、「充實人文素養，提升審美與與創作能力，

培養恢弘氣度」、「提升科學素養、增進對自然環境的認識與愛護」、「增

進創造性、批判性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與終生學習的能力」等等的課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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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民82 )

目前國內對於學校及教師層級參與課程發展已經開始重視，但是對於不

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多元參與卻尚未起步。課程發展的決策過程仍是由優勢

文化層體主導，頂多是採用正式課程附加模式，或獨立開設一門族群研究的

諜，例如鄉土教學、母語教學，或把族群有闋的內容，以單元或諜的方式何?

加在各科的其他單元或其他謀來施教，例如在歷史課或社會科加上原住民文

化或客家、閩南文化等單元。此種模式基本上並沒有改變主流課程的基本結

構、目的和特質，與IB在課程中注入了各種觀點的融合模式是完全不闊的@。

正式課程附加模式是許多學校常做也較容易做的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型態，

雖也具有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不過多元文化教育若要有系統有效的實施，便

應從孤立、零碎、片段的設計，調整為融合、統整與整體的型態(黃政傑，

民82) ，這應是我國未來應積極努力的方向。

(司改進大學入學制度，引導寓中教學正常化

長久以來，大學聯考就對高中教育有相當大的影響。有關研究(郭生玉，

民80 )指出這些影響是弊多於利。平心而論，考試領導教學是無法避免的，

有時甚至是必要的; I君為評斷一個大學入學制度是否良好的重要規準之一，

便是視其是否能引導高中正常教學(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民81) 。因此，在

改革高中教育的同時，也必須設計一良好的大學入學制度，使其與高中的正

常教學棺互配合。

目茹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已在積極研援、試辦大學入學制度的改造方案，

包括:改良式聯招、推薦甄選入學、頭修甄試入學、採言十高中在學成績、改

進命題方式等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民81) ，顯示出對此問題的重視。而

泊的 些評鑑方式，如就六大類課程分別各考一科、六科皆可分為二種不同

的程度、每科1至7級的評分法、不列計個別成績但會影響整體成績的計分法，

百分文憑與單科證害的不同...... ，已證明可有效地引導正確的教與學，這樣

的方式能否與國內的教育相結合， {宜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與研究。

個盤內大學考慮認可IB文i唇，促成學生來源多元化與國際化

IB文憑已經受到世界多國大學認可，作為核准入學的依據。我們的鄰國

日本早在許多年以前就有一些著名大學認可嗯，凡是在圈外完成高中學業且

獲得IB文憑的日本籍學生，可以不經入學考試，直接申請日本大學。依據83

年通過的大學法，我國大學已享有相當的自主權。在招生方面各大學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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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決定最適當的方式。雖然目前絕大多數大學招生仍以聯招、推薦甄選為主

要的管道，但撥出少許名額提供給獲得IB文憑的學生，應該不難做到。

當然，各大學對所欲認可的IB文憑分數可自定標準'也可以規定考試科

目中第一或第二語言必須是中文， ):)、確保將來入學時以中文學習沒有困難。

如果持IB文憑可以申請入學，各大學收受駐外人員子女、台商子女、僑民子

弟，甚至外籍學生，都可以有比較客觀的標準。未能在本地念高中，但是辛苦

心回國就讀大學的學生，也將因此可以在海外修讀國際間認可的IB課程，以

IB文憑申語園內大學。此舉可以使得圈內大學入學制度更有彈性，招生來源

也因而能夠蠻際化。

最後，還有一項值得高中與大學共同考慮的問題:如果日後國際高中畢

業會考中心決定採用中文作為第四種授課用語G' 而國內的大學又顛意認可

IB文憑，國內的高中便可能申請閱設IB課程(相信至少以實驗方式可以做

到)。屆時除了聯招、推薦甄選之外 'IB文?i!R就將成為國內高中生進入大學

的另一管道。這樣不但大學入學制度更多元，高中課程也可以因而不只「一

元 J '意義將更不尋常!

註釋

@根據lBO新加坡地區主任Mr. John Goodban於86年4月 22臼給作者的E-mail 資料顯示，

亞洲地區承認lB文憑的國家包括 印度、臼本、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印尼、香港，以及菲律賓。lBO目前正在與越南及中國大陸的大學商談中。而日本的

教育部及一些著名的大學早在許多年前就己認可凹，在國外完成高中學業且獲得lB文

憑的日本籍學生，可以不必參加全國考試，直接申請臼本大學。

@這部分資料是由lBO新加坡地區主任Mr. John Goodban '於1997年4月 15 臼以E-mail的

方式提供給作者。

@參考lB未正式出版的簡介資料。

@目前全球約有27個國家派代表參加此常務委員會。

@區域辦事處目前共有4餌，設在日內瓦、紐約、新加坡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分別負責歐

洲/非洲/中束，北美/加勒比海，亞太地區，拉丁美洲的lB業務。地區代表處目前共有

5處，位於瑞典、墨西哥、澳洲、印度、日本等國的首都，參見IB World, the maga

z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sation , No.B, Dec. 1996 以及Guide

to the Middle Years Programme. (1994)

@這部分資料是由lBO新加坡地區主任Mr. John Goodban '於1997年4月 19日以E-mai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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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

「知識理論」課堂中可討

論的議題舉隅

防錄一

.為何現代社會中有許多人認為自然科學是所有知識的典範?

.科學家工作的環境應具備那些要素?

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實驗、假設及學理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9

.真科學知識與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野為何?

﹒科學知識是持續進步約嗎?如果是，那表示什麼意義。

﹒科學應被當成是一種方法或是知識?

科學的價值在於它具有預測的能力，還是因為它屬於一種技術?

.何謂科學乃是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

﹒數學與邏輯的一貫性之獨有甚麼關聯?

﹒實證主義者認為數學描述的是這世界實際運作的情形，而形式主義者

以為數學是受到規則操控的活動，而這活動又為邏輯的準則以及數學

家的創造力所影響，到底這兩個學派之間的差異為何?

﹒數學公式、定理的起源是甚麼?他們是不證自明的嗎?

.何謂數學是一切科學之母?

有人宣稱數學所探討的內容一定是完全正確的，不可能有一絲一毫的

錯誤存在，這種認知是可以接受的嗎?

. f可謂以數學方法所獲得的答案具有美感?

.數學是如何幫助我們訓練思考能力?

﹒為何高年級的學生覺得數學是艱澀難懂的?性別與數學能力有關嗎?

.有人認為數學是人類智慧發展上較早成熟的智能，但過了中年就逐漸

走下坡，這種看法正確嗎?

.不同的幾何指的是不同的世界嗎?

﹒數學上得到的證明與其他知識領域得到的證明有何相同、相異處?

數學

參考書 E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民81 )。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一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郭生玉(民80)。大學聯考對高中教育的影響。台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黃政傑(民82 )。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設計途徑。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多元文化教

膏。

黃政傑(民83 )。我圓公元三千年高級中等教育改革方向之研究。台北 國立教育資料

館。

對述先(民75 )。青少年人文思想教育的新方向，載於中等學校人文社會學科教育研討

會報告書。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Burr, A. A. (ed.) (1989). Physics at 18. Proceedings of a Two-day Conference of the

E 述 ueatico Group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Education for Life. (1994).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s

at lOn‘

Guide to the Middle Years Programme. (1994);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 World, the magaz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sation, No. l3, Dec.

1996

Peterson , A.D.C. (1972).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方式提供給作者a

@參考1B未正式出版的的簡介資料。

@參考台北美國學校的血的簡介資料Taipei American School International Baccalaur

eate 0

@這部分資料係抄86年3月 20日作者與台北美國學校1B主任Ms. Mareve Kilbride- Newman
面談時，也該主任告知。

@同註九。

@這部分資料是由1BO新加坡地區主任Mr. John Goodb凹，於1997年3月 25 日以E-m泌的

方式提供給作者。

@有關多元文化課程的設計模式，參考黃政傑(民82 )

@根據作者於86年3月 20 目與台北美國學校1B主任Ms. Mareve Kilbride- Newman面談時

得知，目前1B。正在考慮就日文、中文二者中擇其一，作為1B第四種授課用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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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所提出的理論，是真實地描述自然世界或是只是作為實用的工

具?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否適用於社會科學?

﹒科學與宗教似乎是衝笑的，這種衝突是必然的嗎?

.科學研究所可能牽涉到的道德問題有哪些?

﹒科學發現對政治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可能影響科學活動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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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IE高中課程六大類學科之評量標準

語言A (Language A )

評量標準:

﹒精通字彙、語法、拼字、片語以及正確的文禮。

.了解問句的型態。

能夠中肯、適切地回答問題，不會以陳腔濫調搪塞。

.具備紮實的一般性及批判性訓練。

﹒掌握一篇文章的文意，立立且能力日以評論、分析。

語言B (Language B )

評量標準:

能夠以正確的文法說出、寫出個人的看法。

﹒可以應付一般日常生活。

﹒了解文章的內容及其背景。

﹒熟女1日使用這外國語的國家的生活、文化。

個人與社會(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評量標準:

每個科目對學生的表現有不同的要求，共同的標準是學生回答問題時

必須言之有物。

﹒呈現清晰、簡潔、相關以及合邏輯的論述。

仔細地評估資料來源，引述時須格外謹慎。

﹒對於獲得知識、詮釋知識的各種方法能夠辨識、了解以及判斷。

﹒明瞭造成連續或改變的相關因素。

數學(Mathematics)

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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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數學題目時知道運用上課所學到的東西。

.了解數學上的觀念、專有名詞與符號。

能夠以數學形式表達情境，從而檢親情境中所喻舍的意思及可能性。

.可以口語敘述的方式及數學方式，清楚地表示意見。

實驗科學( Experimental Sci巴nces)

評量標準:

有系統地作科學觀察。

.提出假設以解釋數據。

﹒使用儀器及表現實用技巧。

.以實驗測試假設。

清楚、有組織地用適當的屬表、文字、數學形式呈現數據。

.解釋結果。

﹒評估假設、詮釋以及理論。

﹒使用科學辭彙。

﹒熟記科學原理。

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有關道德、哲學、政治的議題討論上。

創造力、行動、服務(Creativity, Action and Service,
簡稱CAS)

評量標準:分為A 、 B兩項

A 學生對參與的每項活動提出自我評估的書面報告，內容包括:

﹒學生的個人成長。

-活動對自己、他人帶來的傳益。

B 學校對每個學生所作的記錄，內容包括:

﹒學生的出勤情形以及投注的時間。

﹒舉例說明學生的主動精神、籌劃與組織活動的能力 o

﹒學生所付出的努力與心血。

﹒評估學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在能力與態度方面的改變與成長。

藝術/設計( Ar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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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以十幾種藝術形式教導學生，包括繪畫、雕塑、編織、攝影、書法、舞

台設計、建築設計、陶藝、拼~，吉、木偶製作......等。學生必須實際製作藝銜

的材料、完成所有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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