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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 many Lukangites passed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British

More than one hundred Lukangites passed the local

level examinations , eighteen provincial , and seven nationa l. This im
呂愛珍

pressive record proves that Lukang Township had an honorable
educational history.

【摘要 I
本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闡述加拿大的政治、經濟、社會

及地理環境等背景，從中了解其對教育產生的影響及所呈現的特色;其

次，就加拿大B.C.省的教育行政‘學校體制及教育人員的現況深入探討，
最後就加拿大面臨的教育問題和未來發展動向作一剖析。

Keywords: Local history of education ,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Lukang Township
before 1895 , "Wen-kai Hsu-yuan" (Wenkai Institute) , History of Lukang
Townsh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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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hool-based management 學校本位管理
2.School accreditation 學校檢竅認可
3.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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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而在魁北克、還太華、蒙特利爾則充滿法國文化的色彩。不過，加拿大

不像美國是以WASP (a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所組成的模式，圈

章、加拿末的政治、社會、經齋弓之地理環境

外移民進入美國必須溶入其生活方式的「民族大熔爐」。加拿大則有「民族
錢放細工J 之稱(會桂美，民衍，頁14)

，因為加拿大並沒有刻板的生活模

式，移民者尚可保有其獨特的生活模式。

一、概況
(司經濟

t )政治

加拿大是世界經濟大國之一'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垢，
461美元( 1995年)

加拿大 (Canaω) 原意是源白這塊土地原住民的語言，亦即「村莊」

「社區 J

(導覽叢書一加拿大，民的，頁 8)

國民生產毛額 (GDP) 7 ， 500億 5 ，300萬加元( 1994年)

。當十五世紀歐洲捕魚、船到來之

( 1995 年) ，進口值 1 ，805 億美元( 1995年)

前，愛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已在此留下四千年以主的人類活動遺跡。西班牙

與葡萄牙人首於十五世紀來此捕魚，英、法繼於十六世紀鐘至。

，出口值1 ， 644億美元

(世界年鑑 1996 '頁 53 1)

加拿大天然資源非常豐富，製造業、服務業及金融業也很發達。其經濟
十分依附美圈，百分之八十的產品輸出美函，百分之七十的輸入產品亦來自

一五三四年間，法人首先在魁北克聖羅倫斯河插上法國國旗，並以 r

1Jo

拿大」之名稱之，開始做起皮毛生意。十七、八世紀，英國在美利堅勢力逐

美國。最近加拿大政府為保護本國工業，致使美國資金有遞減的趨勢，加強

與各圓密切的貿易關係'是加拿大未來經濟努力的方向。

漸擴充到此，與法國爭雄，直到一八六七年，英國戰勝法圈，加拿大即成大
英國協的一員。

個地理環境

加拿大係以聯邦的形式成立政府，奉英王為國家元首，實行總理治區的
聯邦政府。由於女王常年在英格蘭當英霞君主，無暇「分身 J

乃任命總督

代表行使女玉的行政權力，不過實際上總督{蓋其形式上的權力。

加拿大由十省及兩倍準省「育康 J

(Yukon) 和西北領地( Northwest

加拿大國土面積約九百九十八萬平方公里，僅次於俄羅斯，人口祇有兩
千九百六十萬。加拿大畫分為六個時區，最東和最西時差五個半小時。雖然
面積廣大，但人口集中在美加國境三百公里以內的細長帶狀區，其餘的森林、
岩石地帶別人煙稀少。

Territories) 組成聯邦政府。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對所管轄事務範固有絕對自主

加拿大的氣候嚴寒，首都還太華一月的平均氣溫約零下十度，多倫多則

權，設置協議機構負責協調、溝通及仲裁彼此詞權限發生重疊或爭議之事項。

為零下十一到十五度之憫。在西區的溫哥華則較溫暖，常可見到溫帶花果樹
木。

(司社會

加拿大沒有單一民族的人口超過其總人口的半數，可說是目前加拿大社

加拿大雖然寒冷，但由於學校和住宅裝設完善的中央暖氣系統，禦寒衣
物齊全，因此也無懼「天寒地凍」

會最突出的人文景觀。大致言之，英裔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才五，法裔佔百
分之二十五，其他民族則合佔百分之三十。在加拿大境內可聽到英語、法語、

二、特色

德語、中國語、印度語、阿拉伯語、巴基斯坦語、非洲話，幾乎囊括世界各
種語言，猶如小型的聯合圈。

由於語言複雜，加拿大的公營電視、廣播電台，多j;)、英、法兩種語言向

(一)多民族社會

加拿大雖是多民族社會，但彼此和樂相處，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

全屋里播送，另外還發行各種語言的報紙雜誌'並設有多種語言的播送機構。

式交相融合，沒有衝突和對立，且能和平共存共榮。社會治安良好，暴力與

加拿大的人民是以支持英國國王的英國國教徒和法國的天主教徒為骨章字，

犯罪事件甚少，政治也算安定，雖然一九七五年魁北克會間釀獨立，一九八

因此加拿大的文化和英、法兩國息息相關。在多倫多常可找到英國文化的還

144

0 年舉行第一一次公民投票，百分之六 1 選民反對獨立;一九九五年十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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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民投票，百分之五十點五選民反對獨立，贊成聯邦。

十五以上的學生人口，其餘進入私立學校，詳如表一所示
(Statistics Cana啦，
1993 , P.23)

(司遼闊優美的大自然
表一

由於閻土面積大，人口密度小，加上優美的湖光山色和人民悠閑的生活
步調，以及明顯的季節變化，讓人有身置人間樂園之惑。

加拿大各省公私五中小學學生註冊人數比例Cl
992-l993 )

也立學校

省

註冊總數

輯持學校

私立學校

(原住民)

三、對教育之影響

(Province)

(Publ ie schools)
(自 of

(Federal schools)

CPr ivate schools)

total)

(自 of

(% of total)

(Tota I)

First Nations total)

(enrollme川)

加拿大的教育，受到多民族社會文化的影響，亦呈現多元文化的面貌。
不僅各省教育權、學制、教科書互有差異，對於保存各民族文化之教育，各

Newfoundland

省亦競相提倡。教育顯現活潑與包容性，從各大學課程內容加以檢視，更可

P E. I

看出其個位化的特色。

B. C. (British Columbia) 省是加拿大第三大省，位於加拿大西南方，與
美國華盛頓州為鄰，但人口僅三百萬，集中在南部地區，是加國唯一瀕臨太
平洋的省分，面積約為台灣的二六點五倍。

B.C.省在氣候上得天獨厚，適宜人居，以西南部溫哥華為例，平均氣溫
在零度到二七度間，冬季雪量少，夏季則乾爽，戶外活動終年不斷。

B.C.省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移民以亞洲的中國人最多，近年來，加拿大
極力推展與亞太地區經貿和文化的交流，並稱二十世紀為 f 太平洋的世

紀」。為配合此一措施，該省推出「太平洋邊緣教育計畫
J (Pacific Rim
Education Initiative Program)

Nova Scot ia

(加拿大B.C 省留學手冊，簡介) ，旨在增進

該省青年對亞太地區的了解。該項計畫內容包括與亞洲國家的學校締結姊妹
校、交換師生、贊助師生前往亞洲旅遊和學習中、日等語言，以及招收亞太

地區學生前來B.C. 省就讀。

一、教育行政體制
加拿大自一九四三年魁北克(Quebec) 強迫入學法案制定後，加拿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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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awa:Ministry of Industry, Science , and Technology, 1993
根據憲法，加拿大各省享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權，聯邦政府並未設中央教
育行政機構，聯邦政府主要是管理原住民的教育及直接監督兩個準省的教育，

並提供高等教育和專門教育財政上的支援。

加拿大各省設有教育廳
若干學區 (School distric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各地方則畫分

，各學區設置教育委員會(School board)

，由

選出之人員組成，協助省方督導及執行當地的教育事務。茲以
B.C.省為例，
將其職掌分述如下:

地的孩童大多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各省入學年齡不一，公立學校{占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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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農

7 審查經費 (financial

B.C. 省的教育廳對所有B. C 的省民負有學校教育的任務。對於各項教育體

audits)

對所屬學校的經費預算與關支作一般例行性的審查。

制標準的方向確定，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一般而言，其 vu行工作計有下列數
端

t二)教育委員會

B.C 省有七十五倍學區，每個學區各有教育委員會的設置，負責管理該

1 每年例行的教育報告 (annual reports)
為使社會人士及相關機構了解教育的運作與成效情況，在每年的教育例
行報告書中均詳列有關學生在校學習情形、參與各種競試的成就(圈際性、

區的學校運作。教育委員會根據學校法(School Act) 的規定，督導該區學
校正常運作，使學校能以最少的經費支出而收到最大的成本效益。
此外，教育委員會在教育廳指導範圍內訂定符合教育需要及社區意盟員的

全國性、省考)、學校執行政策的情形與成效、教育資源的使用方式，以及
有關任何教育變動與興革等事項。

教育政策，並開放棺關會議，傳社區人士得參與政策約討論。

2.舉辦較大規模的各種學業競試

由省方負責舉辦屬較大靈的競試，諸如留際性的、全毆性的考試，以及

已省與學區的關係

由省所主持的每年省考與獎學金考試。

省對教育的各種決策，常會聽取來自各方代表的意見，有時亦會利用學

省考的實施開始於一九二
0年。一九七回到一九八三年之間會停辦九年，
一九八三年以後又恢復至今。而獎學金考試則持續未曾間斷
o

術研究的輸劫得到相闋的訊息，然後彙整形成某種決策，該決策形成後則交
由學區負責執行之o

3. 學生學習活動的評鑑

大致以言，省的職權如下﹒

為了解學生在學期問各種學習能力的表現，一九九
0 年實施一項新的許

鑑方案 (Program evaluation) 。該方案分為基礎、中程、及畢業等三個階

1 通過法令，規定教育委員會所應執行的特殊計畫，例如男女在工作與
價值上的平榷。

段。目前闊始實施基礎部分的評鐘，內容包括學生的學習準確度、彈性居室、

應用及適當性等能力的評量。

2 在既有法令下頒布相關條例或法規，諸如:規定學校專業成長白的天

數 (professional-developmentdays) 。

4.特定性的一些活動

3 頒布某些政策性的聲明 (statement) ，要求學校實施。雖然這些通告

為某種教育發展的需要，省方會推動 些特定的研究發展活動，並提供

一些外在的參照點做為對教育分析和比較的參考。

並沒法源根據，但仍可要求學校遵行。例如﹒要求學校評鑑老師，或是鼓勵

學校多聘用少數及弱勢團體的老師。

5.對各學校的檢累認可

省教育廳對所屬學校的檢竅認可(School

4 對於一些列入優先(I可h-priority area) 要從事的教育活動，省可提

accreditation)

，自一九二五

年即已開始實施，至今已有七十年的歷史。

供室接的服務，雖然這些活動本應由教育委員會來執行。例如:雇用人員的
訓練 o

學校每六年實施一次檢竅，旨在激勵學校能朝正面繼續成長、引導員工

5 某些教育活動主題，雖非官方所規定必須從事者，省亦可透過其他方

積極的工作態度、對學校各種措施發現問題協助解決，就輔導學校擬訂「成

式形成輿論的關注焦點，促使教育委員會主動關注而去執行以迎合上級的期

長計畫 J

望。

(school growth plans) 掌握未來發展方向。諸如此類的措施，目

的均為提高教育品質，J;)、符合省方對公立學校的要求水準。
6. 參照標準( reference sets) 的制定
省對所屬學校，由學前教育到高中心12)

6 省可主動提供某些誘因(經費) ，鼓勵教育委員會從事某些特殊的教
育計畫，例如﹒特殊教育，或電腦專業。

，分別提供課程綱要給各校，

並對各科的學習內容如何進行有效學習，提供參照標準，以利根據學生能力

同樣地，地方教育單位(教育委員會)亦可運用某些政治上的壓力反映

到省，以爭取更多的公共利益“

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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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拿大的研﹒中等教育制度

二、教育體制
(一)教育目標

(年齡)

5

(學年)

c - -

6

7

: K

8

2

9

3

4

B.C 省中小學的教育目標有三，

10

11

12

5

6

7

13

14
B

9

15

16

17
11

10

12

1 啟發學生的智能

學生智能的培養與增進，可藉由各類競試(諸如學校的成就測驗、省考、

British Co lumbia I •

←一-Secondary

Elementary

→

國家及國際性的各種考試、大學入學率)以及教育人員對學術研究所傲的調
查及觀察等各穫資訊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藉此做為培養學生在獨立思考、

Alberta

2

K

3

4

5

7

6

B

9

:10

11

12

分析問題、探究發現、及創造發表等能力是否養成的指標。
←

2 培養學生良好的人際關係

學校除設置人文科目及團體活動來涵育學生的社會佳品格，並藉由學生

在統整能力、接受能力、安全知覺等測量，以及參考社會犯罪率和型態等方

Junior 一→~--S enior-令

E lementary
•

Ontar io

式而獲悉學生社會品格的培養是否達成。

2

K

3

4

5

High School

7

6

9

B

2

11

10

12

3.發展學生生涯規畫的能力

有鑒於社會的競爭日趨激烈，學生對現今社會的適應能力及工作效率之
人格特質，其重要性日增。是以學校體制中除需在課程設置相關科目以輔導

•

Elementary

←一--Secondary

→

Ouebec

學生對生涯從事規畫外，並透過工商業團體與學校的合作關係'隨時提供學
生就業訊息與就業技巧的準備。

2

3

II

ill

4

5

7

日

自

日

1日

11

ill

N

V

VI

: K
I

N

V

VI

I

II

口學校制度

1 初等與中等教育
加拿大的學制，各省略有不同。例如:

中三年，高中二年)
高中各三年)

Pr I mary

B.C 省小學為七年，中學五年(初

•

←一-Secondary 一一一→

;亞爾伯特省 (Alberta) 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初中與

;安大略省 (Ontario) 小學八年，中學四年(不分段)

克省 (Quebec) 小學六年，中學五年(不分段)

，詳如表二所示。

;魁北

A.KoKindergar由 n~ 幼稚圈

背料*濃

曾桂美， (民 85年)留學加拿大之路，頁267

加拿大學制雖各省不一，但大致言之，義務教育期限係從六歲至十五或

十六歲，學前教育管設在小學內

(K-12)

，在 K- 泣的教育階段中，

律免費

教育;魁北克省甚至延至大學先修班，惟需具加拿大籍始享有此待遇。
茲將 B.C 省中小學的教育情況說明如次:

B. C. 省地區的任何居民，學生年齡在五歲(

日)之筒，即有權利在學年期間

150

12 月 31 日)至十九歲 (7 月 1

(7 月 1 日 -6 月 30 日)要求進入公立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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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間的任何學習課程與教學活動，教育委員會有責任為學生提供與安排，

中學八年級→十二年級

但若干殘障學生或住醫院者不在此限。對於一些住家離校較遠或該校是公車

此一階段不但列出等級，且用百分比顯示出成績的意義，其百分比所代

無法室接抵達者，教育委員會得提供交通工具或給予全部或部分的費用補助。

十六歲以上的學生，若其就學意願不強或其行為不遵守校規者，教育委

表的分數及等級如下:

A 等:“一100分
B 等

員會得不提供其任何教育活動讓其受教。

73-85分

(1)教學時數

C+等: 67-72分

學校教學時數的規定，由省方或教育委員會根據學校人員以及家長的意

C 等: 60 ----66 分

見參考訂定之。通常對教學時數有上限與下限的統一規定，學校可在其間酌

C 等: 50-59分

情彈性增滅。

F 等:。一49 分

有關教學時數，幼稚扇每學年計450 小時;小學七年，每週五日，每遇2

學生就讀十一及十二年級，每科成績須達到C 以上才算及格通過。教師

3小時又45 分鐘，遇特殊假日或停課白，則在一星期中前後加以扣減，中學五

每學年除圈定向家長作書面及非書面報告外，並應保存學生約成績紀錄，隨

年中，每星期上 25小時又 45 分鐘，遇到節日時，認整方式如上述。

時接受教育委員會的調閱查詢。

在每學年中，學校會安排大約七天時間為停課臼(

noninstructional

days) 分散在一學年中，有詩是全天，有詩是半天時間。教師利用學生不到

(3) 中學畢業的要求

依據新的規定，凡一九九五到一九九六年開始就讀十一年級，而在一九

校上課時間整理學生的成績報告，舉行家長
H吾談，或是實施、社區交互活動

九六到九七年完成十二年級學業者，此階段學生必須修習52學分的課程，這

曰b

些科呂包括英語、社會、數學、和科學等科，這些科目至少每科是
4學分。

(community interaction

days)

。利用交互活動日的機會，家長、社區

成員，以及教育委員會的人能與學校工作人員共同討論教育活動的改進及學

但學分是指下列的內容﹒

生的成就水準有關事項;同樣地，教育委員會也可藉此機會讓家長及學校人

基礎課程 (foundation stu刮目) -28學分

員了解教育法令的要求並謀求合作以實現教育目的。因此，停課日，亦是給

選修課程 (selected studies) -24學分

予教師專業發展機會的時間安排。

所謂基礎課程，是指一般普通性的基本必修科目，旨在奠定學業基礎;

(2)成績報告

至於選修課程，乃以學生的興趣及生涯計畫為依據而選諜，這些選修課的聞

公立學校的中小學生，一學年中有三次屬於文字性的成績報告，其中有

設，有些是省方提供，另外有些係依地方發展需要而設立。

一次在學期結束縛，另有兩次為非正式的成績報告。教師有責任將學生在校

學生在校成績佔百分之六十，另百分之四十為參加省考之成績，兩者總

學習的情形向家長及教育主管說明，使其了解學生在「知識啟迪」、f 人際

計合格者可得到中學畢業文憑。學生得到省方學校的完成證書或等級的成績

和社會關係的發展J

單 (the transcript of grades) 可做為受雇及進入高等教育(Post-secon也 ry

、以及「生涯規劃」等三方面的教育目標達成之情況o

豆豆於成績報告的格式，貝目依階段之不同而有下列幾種方式:

幼稚圈→小學三年級

education) 的用途。
2 高等教育

此一階段的學生成績，不做詳細列等報告，僅在報告單中描述學生學習

一九八八年，加入加拿大大學聯盟(AUCC) 的共有八十二校，絕大多

相關課程所期待的可能性及結果，對於學生在學習領域中尚須努力加強的方

數是公立性質的學校，其中規模較大者為多倫多(Toronto) 大學、英屬哥倫

向，也以書面或口頭建議改進，以符合同年齡程度所應期待的發展結果。

比亞 (British Columbia )大學、亞伯特( Alberta) 大學、豪特利爾

小學四年級→七年級
該階段所採取的各種描述與上述方式大致相向，所不同者，該階段已列
出學生學習結果的等級 o

152

(Montreal) 大學，以及麥吉爾 (McGill )大學等。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機構大致分三類-大學、社區大學、及專門學校。三

類的學校，修滿規定的年限均可獲得學位 (diploma) ，若修業未滿兩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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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則可獲得證明書 (certificate)

至於B.C 省的中小學教師，茲分項說明知下

茲將B.C 省的高等教育分下列三類說明如下:

1.教師人數

(1)綜合大學 (University)

B.C 省的公立大學共有四校，分別是British Columbia 大學、 Victoria 大

學、 Simon Fraser 大學、及北 UBC 大學(成立兩年左右)。私立大學僅有

Trinity Western 一校。
各大學多要求修畢中學十一及十二年級所規定的共計十三科皂，達到教

B.C 省全時制 (full-time equivalen t. FTE) 的教師人數，據一九八五~

八六年的統計，人數是25915人;這一九九四~九五年的資料顯示，其人數為
33325人。
師生人數的比例，一九九O~九一年，學生與老師的比例是16.1比 1

然

育廳所規定的205/95學分( 1996年以前規定是145/州學分)才能進入大學。

而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其比例則為16.扯扯，詳見表三所示 (Annual Report

上大學之門頗為不易，各校除要求以中學十一及十二年級主科成績佔百分之

1994-95 , P.24)

六十比例，及省考的佔百分之間十比例合計審核外，
UBC 大學(

British
表三

Columbia) 另規定入學的語言測驗成績 (LPI:Language Proficiency

仝時制教師人數及師生人數比例

Index) ，非加籍學生另加托福成績，大約在五七
0以上才接受。

教師人數

師生比例

90/91

31, 147.0

16. 1

91/92

32, 373. I

16.2

92/93

32, 566.4

16.4

93/94

32, 630.2

16.8

94/95

33, 324.8

16.8

大學除接受正規生外，也放寬接受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的成年學生
(ma

ture student) ，對於這些學生入學條件較寬，蓋加拿大人認為這種年齡仍有
就學意願，必有其特殊理由，應更加予以考慮。
(2)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B.C 省的社區學院共有十五校，每個學校包括三到七個學區，分設在各
處，為高等教育提供良好教育場所。

社區學院通常設有理論及各種實用課程，課程的開設與當地的文化、經
濟關係極為密切。理論性的課程修習時間較長，接受高中畢業者，修件與戶

股大學資格相同， t住托福成績稍低，僅五五
0 分以上即可。此為相當於短期
性大學，或是插入一般大學三年級的過渡性學校。至於實用性課程的學院，

修業年限白三個月到兩年不等，修畢可得
certificate的證害。
(3)專門學校 (Provincial

背料來源

Standard Reports 2077 & 2086

Institute)

lIt 乃非地域性的學校機構，而是一種輕理論重職業教育的學校。在B.
C.
省有通信教育、職業訓練、美帝r.
j 、及海洋開發等四所專門學校。此外還有一

所以加拿大當代女畫家Emily Carr為名的藝術學院，修業年限為四年。
B.C.省另有私立職業學校四百餘所，包括電腦、商業、
§IR飾、美容、及
理容等職業訓練課程。

有關男女性別教師所佔的比例，通常小學教師以女性居多，佔百分之七

十六;而中學教師則男性稍多，

1，古百分之五十九。

至於公立學校的部分時問教飾，也以女性為多，據一九八五~八六資料
統計，部分時間的女性教師佔教師數的百分之二十二，而男性僅佔百分之三，
一九九四一九五年女性佔百分之二十七，男性佔百分之六。
2. 教師資格與經驗

(:=:)教育人員

加拿大目前中小學教昌市總人數大約二十六萬人，教師的平均年齡大約在
35~40歲之間，而女性教師約{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Levin， 1994, pp.175

154

根據一九九四

九五年的專業資格檢定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資料

顯示， B. C.省教師具有四年大學學位的佔百分之八十丸，約百分之十的教師
至少完成高等教育課程取得標準資格證書

(stand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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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師的教學經驗，在一年之內的佔百分之三;教學 1~4年，佔百分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在偏遠鄉村地區，則由校長直接曙談後決定聘任。

之十八; 5-9 年佔百分之十九; 10-19 年，佔百分之三十二;教學二十年以

對於新進教師，唔談時強調候選人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的演示表現以及在

上佔百分之二十八(如園一， Annual Report , 1994-衍， P.24) 。換言之，具

場教育人員對其評語觀感，這些常是決定聘任與否的重要參考。此外，唔談

有十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佔百分之六十以上。

時也極重視候選人所教科目的專長，對於在法語區長大具有法語專長的候選
人，較易受聘為新教師，尤其是在特殊教育或音樂方面領域的老師
o
在小學教師方面，梧談時特別重視候選人的技能，並對顧接受額外工作

少於一年

者(如學生課外活動的指導) ，列入優先聘用之條件。

(3) 訂立契約( contracts)
18%\( 1-4年)
28月

候選人經過唔談合絡後，即可與學校訂立契約成為聘任人員。契約的簽
訂，每因教師性質的不同而異。標準的契約方式，教師通常是永久與全時制

( 20 年以土)

的工作，在契約中會載明工作的基本要求，續約或解聘等有關事項。

聘任亦可採臨時、部分時間制、及代課式等方式，此等方式對教師較無

19%

保障。但由於此種契約的簽訂，在學期結束縛，契約即自動終止，給予學校

32自

( 5-9 年)

較大彈性的方便，可隨時調整學校教師的供需量，而受到聘雇限制較少，因

此有些學區亦允許採此方式訂立臨時契約。
此外，某些學校甚至僅以一封信，或是電話和談話，均有可能成為契約

(10-19 年)

的合同，任何協議祇要雙方承認
llP 具有契約的效力，而不一定要有互式的法
圈一

背料來源，

教師任教經驗

Standard Report 2067

令文件。

(是)任教(induction)
新任教師到校第一年的教學，往往會被指派擔任各種不同年級或若干不

3 教師的任用程序
教師的任用，通常循下列方式進行之﹒
(l)書面資料

教育委員會首先將教師候選人的相關書面資料轉給各學校，這些資料包

括候選人的證書資格類型、教學經驗年資及嚮歷摘要。學校根據這些資料背

同科目的教職。因此，對於新進而缺乏經驗的老師，對於教學的感受，每有
徬徨無依及?尋不到支援的無力感，一如西諺所說「沉水或游泳
J (sink or

swim)

，但是傳統下來，新進老師似乎都必經此一過程。

有鑒於此，許多學校近來紛紛使用某些測量工具或經由行政上的改進來
協劫新進教師渡過難關。例如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帶領新進教師，或將新

景徵詢社區人士及學校人員的意見，彙集各方面的訊息，加以考量何者為最

進教師的教學時數減少，使其負擔稍減。此外，經常舉行小組會議或專業性

合適人選，然後將之列出名單。

發展的教學活動以利新進教師專業成長。

(2) 進行梧談

根據所列出之名單，也校長主持陪談，而後將入選的人員推薦給教育委
員會，自教育委員會指派到學校任教。

在某些地區，校長甚少扮演選擇教穌的角色，通常由校長將要參加唔談
的候選人直接報送教育委員會，自教育委員會進行瞎談及篩選，然後直接分
到各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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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薪停
中小學教師薪棒通常以年薪方式計算。根據教師的年資、學歷、地區加
給等而有所不同。通常由省方、教育委員會、及教師協會等機構共同訂定核
薪的基準。

加拿大教師平均年薪在加幣四萬到六萬之間(如表四所示)。其收入
5
除自行開業的專業人員如醫生、會計師、建築師、律師等行業外，通常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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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師的考核 (evaluation)

他職業為高。

考核的臣的有三:一是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稱為形成性或發展佳評量
教師薪像

主回

CIormative evaluation)

二是發現和了解教師的教學能力是否被接受，稱

為總結佳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
教師年青

c聞CJ:;三;;r1mce)

c:…
f

4

。
l23456789

$33
$35
$37
$38
$40
$42

500
280
070
86日

650
430
$是 4 220
$46 010
$47 800
$49 580

5

6

$35 750
$37 600
$39 440
$是 I 280
$43 130
$44 970
$46 810
$48 660
$50 500
$52 35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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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3
$45

$壘。 170

970
920
870
820
770

$是 7

720

$49
$5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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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620
57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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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20
$44 260
$46 300
$是 8 350
$50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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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20
$58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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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第一年的教學評鑑次數通常多於已有經驗的教鯽，有關評鑑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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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竟應採形成性或總結佳評量，理想的政策是將兩者結合應用。在實施評量時，

為尊重教師的專業性，往往出校長和教師共同討論評鑑的方式，此一協商糢

式 (conference model) 的採行，可使老師受到保障而免於流為私人判斷引
起偏差導致解僱。
評鐘的進行，以多次的教室訪視為考量，教師及評鑑人員可將評暈後的

結果及意見載於報告肉，資料存入學校的人事卷宗保存。
教師的評鑑是否適當亦頗具爭議，持反對者認為學校是一種專業性的體

制，管理學校的人員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對教師的教學能力作判斷。況且，
大部分的評鑑是經由教室的訪視進行，評鑑者僅依教室相闋的簡短時詞來衡

量教學，觀察難免偏差。再者，評鑑者對教育的價值觀看法不同，也會影響
評鑑結果的正確性。

由於評鑑技VItI正確引起爭議，兼以教師本身評鑑的意願也不高，在
B .C
省的研究中，估計只有百分之二的教師，認為在評鑑後對其教學獲得改善

(Housego , 1989 , pp.196~216) 。因此，近年來， B. C.省一些學校開始採用
(6)教師的工作條件 (working

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性的活動替代正式恆的評鑑(formal

conditions)

教師的工作條件是指班級人數的多寡、教學科目的多少、上課教學準備

evaluation)

。換言之，學校鼓勵教師彼此間共同討論改進教學，而行政人員

時間的多寡、額外擔任課外活動的時數、視導學生、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

觀察教室中的教學活動，僅作為協助教師自我成長，而不必將評量結果列入

以及向家長定期報告學生的學習情形。

評鑑報告的記錄，倘若教師煩意，則可個耳目行之。一般情形，對於新進教師

上述這些工作條件每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但對此等工作，教師甚少
能自己主控，通常學校已將之體制化(
bureaucratic) 。
根據一九九二年的統計數字顯示(Canadian

pp.61 缸， 65)

Teacher's Federation 1992 ,

: B.C.省小學每班平均 23人;中學有百分之七十，每班少於 26

人;在Ontario省，小學每班平均 18-19人，魁北克省的教師契約中規定，一年

或教師調動到困難的科巨領域詩，較常採正式評鑑作為行政人員了解教師能
力的指標。

(8) 解聘或永久績聘 (dismissal

and tenure)

新任教師的試用期間在正常情形下為一至兩年
o 這段期間內，教育委員
會有權將之解騁，通常解騁的理由如下﹒

級學生每班最多 25 人，二年級和三年級 37 人 '4~6年級為29 人，中學則最高

@教育委員會由於預算短缺或課程更動需要而減少教學人員編制。

以 32 人為上限。

@由於學生人數遞減，稅收並末增加，教育委員會與省共同協議建立

教師準備時間 (Preparation time)

，是指教師每天必須在校但不必在課

堂上課，通常小學老師每天有
30~40分鐘時間，中學每天有一節課(one
period) 左右。

158

教師人數的基準，在此限度內固而需要解聘。
®不通任教職，如自由酒、犯罪、缺課嚴重以及不遵教教育委員會規定
的內容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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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於某種需要，認為在試用期問結束聘僱比較不會帶來困擾者。

除此以外，教師若在特定學逼任教超過試用期，老師則會要求教育委員

會給予永久性的教職，稱之為「正當程序的權利 J

process)

(lhe right to due

，意指教師不能再因上述理由而遭解僱。

(British

Columb時)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百分之五十八，其達到第十 及十二級的水準者亦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比例。
(5)人文和社會發展的能力

B.C 省的學生讀完省方所安排有關人文和社會發展的科臼也{占很高比例，
其中語言課程即佔百分之六十七，而地方所提供人文和社會發展的科目，有
二十九種課程，其中語言科白有十九種。學生在語言課通過省考者佔百分之

八才，而完成十一及十二級的藝術課(f
ine art)

個與學生學業進步的相關教育措施

比例也達百分之四十四。

1 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

為了解學生在校學習情形以及參加省考或國際性競試的成績，
B.C 省每
年均有專門的報告 (Annual Report) 記載結果與分析比較的說明。此外，在
這報告中也會提供高中畢業生進入高等教育的轉換途經或就業活動課程等建

九五年的報告有關學生學業成就表現說明如下:

而參與省考的人數比例及獲得
A 或B 成績的人數也每年呈遞增之現象。
2 完成高中學業的比例

學證書而進入大學或學院者不在此比仰中。

(1) 頭請及寫作的表現
學生完成高中課業，首須修完十二年級的英文或是溝通的

傳統採用學校正式的學業評量而完成高中學業者，同時也包括一些由其他非

正途學校而取得機會完成高中學業者。至於有少數成年學生未經取得正式中

(Annual Report , 1994 ~95 ， pp.6- 1O)
ommunl-

cation) 或是法文。一般而言，參加省考者多半選英文。

3. 進入高等教育的比例

B.C.省學生符合大學入學考試要求而進入大學者，五年來皇穩定性增加。

根據資料顯示

在一九八九~九0 年，入學率是百分之三十五，到一九九三~九四年，入學

選英文佔 70% 、

率為百分之四十三。根據一九九四一九五年的調查，在這百分之四十三的人

選溝通

數中，進入大學課程就讀者佔百分之十七，進入學術性的學院課程及技術性

11% ~86 '3'0以上獲得省考通過，較 1985-86 年的 81% 通過率為高

選法文佔 2%

}

(2) 數學的表現

B.C.省學生人口僅佔加拿大的百分之十二，然在一九九五年的加拿大數
學競試中，排列在前百分之二十五比例者，居加拿大各省之冠。

其省考成績:

參與率一一在省考中選擇數學科為考試科目者，自一九九0 到九一年的
四個百分點增加到三十六個百分點。

及格率一一達百分之八十，而其中得到 A 或B 的人數較過去增加，此法t顯
示，學生更能了解數學在工作市場上的需要。

學院課程就讀者佔百分之二十六。

在這些比例中，以Lower mainland School畢業生進入大學的學生比例最

高，而Northern B.C. School 最低;對於學術性及技術位學院課程以interior /
koo.ten甸的地區學生較喜歡進入該性質的學錢就讀，而 Vancouver Island 及

Lower mainland地區的學生則喜歡進入大學課程就讀。
ι 就業(進入勞動市場受僱當學徒)情況

B.C 省十五~十九歲學生中，離校謀職者{占百分之五十五，而其中受僱
為全時工作者佔百分之四十四o

為應學生就業意顧之需，B.C 省在七十二個學區中有二百零八所高中在

(3) 科學的表現

十一及十二級的階段中提供不少生涯預備課程供學生選習。其中特別開設溝

白一九八五~八六年以來，學生參加省考十二級的化學、生物、物理的

通技巧的實際寫作與評量考試以測量學生能力。此一寫作能力的測試，常是

通過率超過百分之八十，旦成績得A 或B 的比例也較過去為多。

160

由上觀之， B.C.省學生通過十二級省考科目的人數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

B. C.省學生完成高中學業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八，此數字的計算，涵蓋

議給學生選擇參考。
茲將一九九四

，然後參加該科省考的人數

摹擬各種工作類型的實際情境，觀察其對客戶的溝通技巧及磁場應變能力，

(4) 技衛能力

測試成績優良者，由教育人員及廠商代表在學生作業上寫上評語與成績，此

根據一九九四一九五的資料， B.C.學生修畢省方所開設的電腦課程者佔

可視同受僱的有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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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就業情況，發現在校溝通寫作技巧優異者，待其真正進入就業市場，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Thousands of Dollars)

其表現往往不如在校時的成績。雖然學校與實際工作時的準備教育仍有一段

7

距離，位學校為應工作市場所需所做的生涯規畫預備教育，仍有其重要價值。

6
國學校經費與設儷

5

1.經費
(1)教育經費預算支出情形

4

根據一九九四~九五年的統計資料， B. C.省花在幼稚園至十二年級 (K一

3

12) 教育體制中的公立及私立學校經費是加幣三十八億元。教育經費在 B.C.
省所佔的經費支出比例，除醫療方面的支出外，就):)、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十九

為最高。(見圖二，

2

Annual Report , P.23) 自一九八九~九 0年以來，教育

的支出增加百分之四十四。

教育

( 19%)

他站 )\/tr 務

91/92

90/91
國三
宵料來源，

92/93

93/94

94/的

。

公立學校每名學生的教育經費支出

School Finance and Data Management Branch

(3) 學校各項經費支出情形

自圓白 (Annual Report , 1994 鈣， P.23) 資料得知學校經費的分配比例，
醫療

( 33自〕

分別為交通等費用佔百分之二;行政開支佔百分之九;學校運作與維護費佔
百分之十三;教學方面的經費則高達百分之七十六，較之一九九三~九四年，

教學經費佔百分之七十二為高，顯示在教學改進方面，已有進展。
圖二

管料來源

(2括)

B.C 省教育經費所佔比例

通

1995 B.C.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2) 公立學校每名學生的支出情形

根據資料，公立學校每名學生每年所支出的教育經費有逐年遞增的現象。

一九九 O~ 九一年每名學生為加幣 5789 元，迄一九九四~九五年為 6534 元。
(見園三，

教學

Annual Report , P.23 )

( 76%)
國四

實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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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項經費所佔比例

School Finance and Data Management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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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

諸如 Macle凹 's

一九九四~九五年的統計， B.C.省現有公立中小學共計一六七四所，而
私立學校總計三三七所。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magazine; the 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 the Science

Couucil of Canada; 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及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llic policy等是。

在這些學校中，由於入學人口不斷增加，以及學校的建築有些過於老舊，

綜台其評述，一般認為加拿大居民在現有教育體制下所提供的教育服務，

因此整修或重建學校的設備確有必要。該年度特編列四億九千二百萬 3日幣用

其所得效益並不高o 試以中學教育而言，僅百分之三十的學生能夠順利進入

在學校設備上。

學院或大學，以滿足其升學之需要o 這些大學生進入社會可以得到較符合其

現有學校設備中，計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學校是一九六九年以前建築完成

的:百分之二十九為一九七 0 年以後所建。(兒園 5 ' Annal Report , 1994-

興趣及較高收入之工作，然而對其餘百分之七十的大多數加拿大年青人，郤
無法迎合其需求。

根據就業情形的研究，加拿大經濟委員會指出﹒中學畢業後進入社會就

95 , p.n)

業的年青人，有三分之-從事危險或沒有證照的工作，此亦顯示幾乎有百分
之二十五的學生未能在學校得到良好的基本技能學習，是以學校在技術與職
22且

業課程的安排方面尚有改進餘地。 (Ecouomic Council of Cana釘，

1992 ,

pp .4 7 -4 8 )
此外，白一九九 0 年以來，加拿大學生參加國際舉辦的各項競試上，在

23%

科學與數學的成績表現平平。這些不出色的學業成就以及有待加強的中學職
26自

業課程，讓每個人都體會到發展適合每個人需要的學習體制，實有必要。
基於此一種認，因此提升教育品質、結合學術與就業以充分發揮教育效

(22目) 19是 9

& Prior

(26%) 1950-1959
(23自) 1960-1969

(1 6自)
(7目)

1970-1979
1980-1989

(6括) 1990-199 是

能的全面性教育改革計章，乃應運而生。

(一)資輝、統整計畫
B.C. 省於一九九五年五月開始設計發展第一套課程整體性計畫，並於一

國五

學校屋對概況

背料來源。 School Facilities Branch

九九五到一九九七兩年間先白十一及十二年級的課程改革實施，於當年度就
學該年級的學生適用之，其後再陸續往十年級以下的中小學分年逐漸推行。
考其課程的改革，側重運用的學習 (hands-on-learning)

學、裁軍發展方舟

，旨在畢業後

能學j;)、致用。諸如.

科學與數學，強調理解與應用。

教育品質的提升，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及弱勢團體、少數民族教育的

重視，是加拿大政府對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茲分述如下

一、提升教育品質
加拿大目前的教育成效，社會一般評價並不滿意。許多對教育不瀚的評

論性文章主紛紛出現在報紙、雜誌、及 些學會或委員會組織所提出的報告中。

164

人文與藝術課程，側重鑑賞能力的培養。
體育課程，注重興趣的啟發與健康生活的增進。

科技課程則加強電腦輔助教學，科技資訊的提供，以及與工商團體結合
夥伴關f系，迎合就業市場的需求 o

上述這些課程的實施，端賴教飾的有效配合。因此，在課程改革中提出

此計畫的概要說明，稱之為資源統整計畫 (Integrated Resource PackageIRP)

。在此計畫方案中，除了將學生的學習成果概況提供給教師了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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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師提高學生學習效率、教學策略運用、有效利用教學資源等各種方法，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B.C.省也有許多內陸 (inner city) 學校屬於較貧窮地區，政府除提供學
校有利資源以協助學生學習外，並經由全省各地區學校和社區共同發動募款，

期使教師得到充分基本資訊，頤和推動課程改革。

所得經費用在該地區的學校，補助學生在校的膳食，改善學生函飢餓所引起
的營養不良，由此而提升其生活待遇與品質。

(司現在技衛 (Skills Now) 方案
此方案於一九九四年正式在八至十二級的學校中實施，並持續在以後每

再者，對因貧窮導致學生學業荒廢或行為不良的偏差學生，地區教育當

年的教育計章中補強，目前以一千三百萬加幣的經費分布在學區執行此一方

局也為其設計能夠激發其潛能的學習課程(Kids

at Risk Initiative) ，同詩

案。

(Annual Repert 1994-鈣， p.(8) 該方案的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也安排一系列的實驗課程(Pilot Project)的學習，以利此等學生將來的就業

1 個人生涯規畫 (Career and Personal Planning)

預備。

學校設置個人生涯規畫的課程，並利用各種活動增加生涯輔導和工作安

凡此諸種措施，旨在利用各種力量達到改善囡貧窮而帶來的學習不利影

置的技術學習。此一課程設置主要給予學生在學術性和職業性課程選擇的導

響，並可消弦一些教育人員認為貧窮家庭就是學習成就較低，因而很自然接

向，旨在協助個人成長，其重點有三﹒

受學生學業失敗的不平等觀念。此等社會平權的教育措施，亦可使得那些原
本需要接受社會福利救濟的人口，藉由教育的補救，得以回到勞動市場。

(1)學習過程的計畫一幫助學生發展學習目標。
(2)個人自我的發展一包括健康的生活、家庭教育生活、吸食藥物的防止、
安全措施的注意、傷害的預防等項，f!卑 其能有身心健康及精神愉快的

(司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的建立
為強化中等教育體制的功能，B.C.省教育當局近來與相關團體簽約建立

人生。
(3洞人生涯的發展一拓展工作機會，為就業奠定良好準備基礎。在十一
及十二級的學生必須有實際三十二小時的工作經驗，此亦為課程內容

有效的夥伴關係。這些團體包括家長諮詢委員會
(Parent

PAC)
Labour)

的要求。

Advisory Council

、商業委員會 (Business Council )、勞工聯盟 (Federation of
、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各社區，以及高等教育(Post

-Secondary School) 機構。

2
為配合「現在技術 J 方案的推行，各地區將推動五年科技計畫方案。許

這些夥伴組織簽約後，經費也會員及教育廳共同負擔。此等團體可以參

多地區在中學已設立資源中心，一種遍及全省( Province-Wide) 的電腦網路

與教育政策的擬訂及課程發展方向的建議，對於學生在校的生涯發展規畫，

亦已建立，稱之「社區學習網路 J

提供指導、諮詢，並隨時提供學校有關勞動市場需求的資訊以為教育決策參

(Community Learning Network

CLN) ，提供給B.C省公立學校進入國際網路和其他聯線(On-line) 的服務。

考，同時協助在職訓練和工作的安置。這種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的夥伴關係，

有關資料庫 (databases) 以及資源的學習，到目前已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省屬

不但為學生奠定良好就業基礎，對教育品質之提升亦頗多助益。

學校有了聯線的設備。 (Annual

Report 1995-95 , p.27)

二、實施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 的教育

3 社會平權活動 (Social Equity Programs)
近二十年來，加拿大政府致力關切貧窮家庭對學生學習成就影響的問題。
一般而言，貧窮家庭中的孩童，普遍在學校對智能學習期待較低，常較困難

集中心志於課業上，囡此獲得成功之可能性相對減少。此外，對於情緒上所
根接調查，十六歲以下的兒童中，來自低收入家庭者{占百分之十五~二

是在Newfoundlan益， Saskatchewan '及Manitoba等省。

166

多元文化法 (multiculturalism) 等以觀，加拿大係屬一多元文化的社會。
依拉貝爾( T. LaBelle) 及懷特 (P. White) 的界定，多元文化社會的概

引發的問題也較多，形成很多社會問題。

十，幾乎有一百一十萬的孩童屬於此一狀況(Arnoti， 1986 , pp.18-(9)

根據加拿大叫九八二年的實法(Constitution Act) 及一九八八年的聯邦

，特別

念涵義有三

(LaBelle ， & White , 1980 , pp.155自 173)

1 描述某一種特定人口和社會實體在文化上的差異性

2 用來描述社會意識型態或看法，在此意義下，它不僅承認文化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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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有時更努力去發揚與支持此種差異之存在 o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2) 原住民語言課程方案

3 用來指陳♂政治與經濟之實體，在此實體中，文化差異不僅存在，並

所有原住民學生均有機會發展、綜合、及表達流利的原住民語言。

經政府合法認問，而且所有文化群體均能完全不受歧視地去選擇參與社會中

(3)提供額外的服務

的各種制度運作。

為使原住民學生在學習上得到成功機會，學校特別為其提供諮商輔導，

加拿大學校開始關心學校中不同文化學生的課程、語言及測驗等問題，
可溯自一九七 0 年代早期，當持「全盟印第安聯盟 J

(National Indian

Brotherhood) 所出版的論文「印第安控制印第安教育
J (Indian Control of

Indian Education 1972)

，以及「多倫多教育委員會J

(Toronto Board of

Education) 公布有關「文化偏見J (The Bias of Culture 1974) 的文獻，促
使學校重視多元文化教育的課題。
位當持對於不同文化的學生教育雖已關注，可是相應各種教育措施卻仍

督導其上課出席、協助家庭作業約完成，以及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絡等。
2 原住民教育的實施情形

一九九0- 九一年，為原住民學生提供此類措施的，在B.
C 省有五三個

學區，到一九九四一九五年，貝吐為六五個學區。在經費方面，對原住民教育
預算編列，也不斷增加。 (Annual Report 1994-95, p.12)
3 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成效

雖然，教育當局近年來對原住民教育投注不少心力，惟其一學生表現，仍

嫌不足。其後歷經二十餘年之努力，迄今加拿大的公立學校體制已建立有力
的監督組織來重新評量對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成效，並且在未來的教育改革

較非原住民的學生落後。

中仍將致力加強和推動。

入十二級後未畢業即離開學校，較非原住民學生未畢業
llP離開學校的百分之

早期對多元文化教育側重在語言及社會科等較狹窄約課程設置，目前那

趨向真正多元文化課程發展及反種族歧視的課程設置，這種價值觀較過去更
具意義，旨在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能彼此相處和諧
(harmony) 與平等

據一九九五年畢業生統計資料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原住民學生在進

十七比例為高 o 另外，原住民學生，離關學校後約有百分之六十八喜歡參加

技術性學習。 (Annual Report 1994-坊， P.12) 此亦顯示，今後在學校的課程
安排上，對原住民學生似應提供更多就業課程的預婿，較能滿足其需求。

( equal句)對待。
近來，明顯已獲社會認同支持者，如原住民教育、雙語的種族教育、通

用法語的兩種語言學校 (francophone school) 、全是女生的學校、黑人較為
集中的學校等各種不同類型學校紛紛設立。
茲分項說明如下:

(二)ESL的教育課程

由於國際移民的增加，種族的差異成為B.
C 省人口的特性 G 根據-九九
0- 九一年的調查，非以英文為首要語言的公立中小學學生自百分之十一增

到十五，而B.c.省的七十五個學區中，已有七十三個學區
(Annual Report
1994-鈣， p.14) 均已設立ESL的教育課程。

(一)原住民( Aboriginal) 教育的重親

為原住民的社區及教育體制下的原住民學生提供成功的學習，已成為教

所謂ESL' 乃是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縮寫。這種教育課程的
設置，主要在提供多元文化的不同教育型態供其學習，諸如
E.S.L的語言課程

育優先考慮的措施。教育當局排除各種障礙為此等學生安排各種課程設計，

設置，為其補強英文;適合
ESL學生程度的各種科白的安排，協助其過渡到

以確保兵在學習上獲得機會均等，並保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遺產。

正規班級的權宜措施;以及為
ESL學生提供各種教育設備的服務，俾協助其

1 原住民教育方案實施要點

目前教育廳提出三種型態的實施方案，以期原住民能理解與鑑賞自己文
化，進而改善學習者的教育品質，其重點有三:

另者，對英語系約住民子弟，貝
IJ有FSL (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的語言課程設置。根據一九九五年的統計，教育當局用在
ESL及FSL的經費是

(l)原住民文化的認識

七千三百六十萬加幣，較一九九三~九四年的五千八百二十萬，經費顯有
1會

在使所有原住民學生均有機會對當代原住民所關心的主題、歷史、及文

力日。 (Annual Report 1994-95 , p .l 4)

化傳統了解及鑑賞。

168

順利完成學業等。

教育當局對上述課程的設置，認為其教育成效頗著。據一九九四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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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兩年的分析比較，證實在 K-12 的教育體制中，學生接受此類教育措施的
服務後，日後參加較高等級的各類競試，通過比例有較優表現。

三、重視弱勢圖體(

underrepresent )及少數民族的教育

權益
教育當局重視弱勢團體及少數民族的教育權益，jjJ從兩方面視之:一是

l 老師可為少數民族及弱勢蠻體的學生扮演一種代表性的角色，並於其

原有文化遭受刻板化(stereotypes) 的印象發展或歧視時，可代為接受挑戰
與澄清。

2.倘學校確能重視多元文化課程的設置，則此等教師較能將其知識、技
能及經驗融入此類體制的課程中，使之更為強化。

3 就聘任觀點言，學校人事更能對其聘任的模式加以查核，檢討聘任制
度的公平性，進而改變社噩不合理的聘僱模式
o

這些學生在校得到受教機會均等;二是對學校中弱勢區體及少數民族的教師

一般而言，少數民族人士要進入學校擔任教師較為困難
o 若是原住民，

與行政人員採取提高名額及保障此等人員的權益等措施，以形成一股具有代

其高中畢業水準的原即不多，也很少有合格者能進入大學的預備課程，一些

表性的教學力量 (A Representative Teachi月 Force) 。茲分項說明如次:

移民在原來自己國家雖已取得教師資格，但在加拿大投未被承認;女性的平

(一)學校受教機會均等的重視

能獲取求職。

權問題也常會面臨一些障礙，以致女性常要靠自己特別的努力去克服障礙才

學生在學校的成就表現，常會受到一些社會、文化、生理及心理因素所

有鑑及此，加拿大許多大學(包括
D.B.C ， Brand凹， Saskatchewan ,

影響。 B. C 省的教育體制近幾年來致力於消葫這些自於人為所引起的學習不

Manito凶， Lakehead"f口 McGill等)設有專門課程特別招收原住民進入大學修

利因素。諸如: ESL課程的設置，可協助那些非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的學生發

習，這些課程較為偏重原住民文化課題、原住民語言以及鄉村學校和北部學

揮學習潛力庶不致受語言學習的困難而產生挫折，特殊教育的重視，照顧了

校的原住民孩童進入學校後所需之知能。這些修習的學分均被大學所承認。

使得其文化遺產得以維繫與發揚，兩性的教育方案推動，有助於社會對角色

此等措施之採行，已為原住民學校實質增加了許多原住民教師。
教育當局為使弱勢團體及少數民族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在學校中具有象徵

刻板化所引起的偏見及錯誤認知的消除。

煌的教學力量，一項對其較為有利的聘任辦法業已採行，其要點如下:

身心發展障礙的學生，使之得到相等的受教機會，原住民教育的加強與照顧，

上述對弱勢團體及少數民族的諸種教育措施，其長遠的教育呂標分別為:
L增加此等學生學業人數的比例。

L從特定目標的團體 (target groups) 努力去發現有資格的申請者，並
鼓勵其申請。

2 提升此等學生在國際性、全國及全省所舉辦的各種評量的學業成就。

2 對特別呂標區體的成員提供特別訓練，增加其甄選合格的機會。

3 提高此等學生將來就業的比例，使其家長感到滿意
o

3 對甄選教師的委員會實施在職教育，消除其聘任人員的偏見觀念。

ι此等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第 年，學習成就能有所改進。

4 提供工作人員更有彈性的措施，如尊重其宗教的假日，給予小孩的照

5 對於技能課程、生涯課程、及角色刻板化的職業課程能加以改善，以
免女性因受角色模式的限制而僅能從事較狹窄的職業。

顧(也y care) 。這些工作條件的改變，吸引更多特定目標闡體的人前來擔
任教職。

上述措施中，對於特定自標團體的聘僱採行配額 (quotas) 方式者居多，

仁二)教學象徵性力最 (A Representative Teaching Force) 的加強
加拿大的各地學校中的學生，有許多係來自各種不同文化的少數民族;

導致非特定目標團髏人士的反彈。但依「權利與自由憲章 J

(Charter of

Ri~hts and Freedoms) 的規定 (Levin 1994 , p.201) ，在整個人口中，實施

然而學校中，其教師及行政人員來自這些相同文化團體的人卻不成比例，特

特主目標團體的教師和行政人員的配額制是合法與允許的。是以此一措施應

別是北加拿大的學校。因此，出現「有效的教學，需要學生和教師共同分享

會持續推動。

一種來自共同文化背景的人擔任教學
J (Lockhart 1991 , p.34) 的建議，其所
持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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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所有人口中，低於二十歲者，佔三分之一，而原住民人口則佔二分之

肆、教室宙臨的間是

一 (Lev凹， 1994 , p.295)

。這些人口的增加，使得學校人數隨著增多，對於

學校在課程的調整、教師人員的訓練與發展，以及學生的管理方式等方面，
都發生連鎖性的影響。

近五年來，加拿大教育不斷地在變革與更新，然而許多教育外皇軍因素的

另者，移民型態的改變，帶來學校教育的困擾。往苦，移民至加拿大者，

改變， tb.使得整個加拿大各地的教育措施頭臨很大衝激，其主要的問題有下

多為歐洲英法語系的地區。自一九八三年以來，百分之七十的移民分別來自

列數端

亞洲、非洲和南美洲 (Moreau ，

1991 , pp.26-28)

，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大都會

地區。這些不同語言異質性高的學生，形成教學上的困擾。

一、人口統計學上( Demographics) 的改變

首先面臨到的教學問題，乃是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如何讓其與
其他學生同樣接受合適的教育;其次，學生及父母來自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

年齡、性別、夫婦地位、種族等人口組成上的統計學改變，己對學校產
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茲從學齡人口的減少、家庭結構的改變，及種族人口問

價值觀殊異，帶來家長與社區及學校溝通上的區難，這些異質性甚高的文化
往往也使得家長與社區串串係發生改變，有時甚至主導與影響加拿大的文化。

題等三方面說明之:

二、經濟勞動力的改變
(一)學齡人口的滅少
根據一九九0年加拿大教育委員會統計報告，加拿大的學齡人口在一九

近三十年來，加拿大的經濟結構產生很大改變，過去一向是農業園，農

七一年持約為六百萬，追至一九八五年則減少為五百萬。學齡人口下降百分

業方面的工作佔就業人口之比例，在一九一一年為百分之三十五。迄一九八

之十五 (Canadian Education Statistics Coune泣， (990)

一年刻降為百分之五 (Lev凹，

學齡人口每年遞滅的現象，已影響到註冊人數的減少，相對牽涉到教育
經費的短缺，新聘教師名額需求降低，每位學生單位成本提高，教育品質也

難予提升。

1994 , p.297) 。這種勞動人口的改變，使得銀

行運輸業、個人或大眾服務業之需求大幅成長，並因而成為教育方針改變的
重要指標。

另者，自一九五 0 年代以來，失業現象一直是社會關注的問題，據一九

八一年的統計，加拿大的失業率由過去的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十( Levin ,
向家庭錯構的改變

近十餘年來，加拿大家庭夫婦均出外工作者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照顧小
孩成為學校的責任。特別是學前教育，在四歲左右的入學人數，由一九七七

年的百分之二十八，增為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六(
Cre'gheu丸 (991) ,
充分反映出照顧小孩需求的增加已成為學校的負擔與壓力。
此外，由於父母出外工作與子女接觸時問減少，衍生甚多子女行為上的
問題，尤l扶貧窮地區或單親家庭為然，這些現象使教育產生更多困擾的問題。

(Levin , 1994 , p.295)

1994 , p .2 97)

，迄一九九七年仍維持此一數字。由於操作先進機器設備需要

更高的技街，學校除了提高學生的工作能力水準外，更需要教導學生就業時
的道德品格，諸如有纜、獨立、可靠、及合作等紀律以迎合市場的需求。

面臨勞動市場的轉型壓力以及求職殷切的需要下，學校教育方向及重點

勢必隨著整個國家經濟情況、科技改變及他國經濟變化等因素而調整步伐。
然而，對於若干年後勞動市場所需的人力需求事實上亦不易掌控，殊難預測

與精準。在IJ 有進者，加拿大的經濟、勞動市場有很高約區域性差異，每個地
區的工作所需技能並不相同，學校要應對這些異質性和補充各種不同時段的
需要，確有其侷限。

(.=)種族的人口問題

加拿大原住民的年青人口，增加速度較加拿大本地人口增加速度快。在

172

墓上所述，學校每為該提供何種就業課程供學生學習而不知所措。教育
學者於是呼籲學校的教導方向，應該側重在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尋找到工作而

173

教育研究集刊

1998 '1 •

加拿大B. C. (British Columbia) 省教育現況與發展方向

40 輯

不是幫助其去做該種工作。換言之，教育的工作在教導學生「學習去學習」

然而，這種專業化的趨向變轉，並不意味鼓勵教師去從事個別孤立性的工作。

而不是在練習「特別約技能 J

其所謂的專業，責任仍係側重在教育人員共同合作
(collegiality) 為教育目

0

(learning to learn rather than on particu-

lar skills)

標的達成而努力。

三、學校體制是科層化或專業化模式的爭議

造，這些均需要學校中全體教師共同為學生的學習而關心及共同貢獻專業智

強調在專業工作的合作，諸如 課程的良好設計、教學方法的創新與改
慧始克完成。由此觀之，其所強調的是「協同的窗隊精神
J (team)
主張學校是一種科層化模式(如
erarchical ~odel) 體制的人士，喻學校
如同工廠，學生似工廠的產品，教師視如工作人員，而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

，而非

單♂個人的奉獻。

誠如胡南(~. Fullan) 所說，授權並不是給予個耳目化的工作，它是具有

人員則是管理與督導者。整個體制的運作建立在上下權威的領導模式上，學

創造性的團體，為有意義的工作而以責任的態度共同為組織目標的達成而奉

校的員工活動與行為是由標準化的常規和秩序的控制而獲悉該做的事項。

獻心力;其次，授權的涵義，是指對各種資源條件如時間、金錢、人員等的

此種科層化的體制
j較為固定僵化，但卻能使一個龐大複雜及變化多端的

學校系統在權力位置上運作如常。
持另一種看法者，認為學校由於性質特殊，教學是一種變化及不確定的

調自己與運用，俾能在最短時間及有限資源中將之做有效正途的使用，且能使

之持續不斷 (Fullan， 1990 , p .3l)。

上述諸種教育面臨的問題，正是目前加拿大教育改革所面臨的艱鉅挑戰。

企業，甚難以上述科層化的固定模式適用之。彼等認為學校應該是一種專業
化的體制，猶如醫院的專業性。因此學校的教師如同醫生，學生則似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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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en from such backgrounds can be best understood. Secondly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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