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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長序(陳麗華所長)

這學期「課程比較研究」這門課由家政教授、月霞教授及麗華所長擔任，共
有九位學生選修，二位學生旁聽隨行。首次嘗試海外移地學習，是本所開創性的
課程規劃，成效斐然，普受師生肯定。首先我們在國內進行課程比較研究方法論
及港澳學校教育制度與實務的學習，分別邀請季暨南大學比較教育系洪雯柔教授
及澳門大學謝金枝擔任講座。接著進行港澳移地學習，分別與兩所大學(澳門大
學與香港教育學院)、兩所高中(澳門培正中學與香港宣基中學)，以及兩個
NGO(香港樂施會與小童群益會)進行交流與學習。除了每天交流學習後師生及同
儕間透過 line 群組及私底下相互的心得分享之外，並且分別在澳門及香港各舉行
一場深度的比較與反思會議，同學及教授們分享非常多元、體悟深刻，真正落實
學習共同體的加乘效果。
本次移地學習，每一項參訪與交流都有突破性的經驗，值得一提。
首先，透過謝金枝教授的牽引，我們利用淡江大學與澳門大學為姊妹校的互
惠基礎，住進澳門大學研究生宿舍三天，不僅節省旅費，也讓我們沉浸在澳門大
學美麗校園裡，充分體驗這所大學以書院進行學生生活教育及以學院進行學術專
門教育的規劃意涵。其二，從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及培正中學的參訪中，體驗到澳
門近似無政府主義狀態學校教育的可能性與限制。其三，從與香港宣基中學師生
交流中，體驗到香港高中的通識課程(Liberal Studies)提供學生多元社會議題的思
辨學習，確實造就不少具批判實踐能力的新世代公民，令人欽佩！其四，在香港
樂施會的整天體驗式學習，在擬真的情境中體驗受資本家所剝削女工小英的悲慘
境遇，以及迷失在資本主義所建構虛幻物慾世界的少年阿 Nick，讓人真實體驗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所帶出的社會正義議題。NGO 所創設的這種真實深刻的學習
經驗，非常值得教育界借鏡學習。其五，從小童群益會的分享報告中，理解到
NGO 及社工結合學校當局，引導弱勢學生從社區生活中參與公民行動，並獲得
自尊與自信。這種橫跨學校圍籬的學校社會工作，對台灣的學校教育改革而言充
滿想像空間。其六，這次本所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公民教育與公民參與」研討
會的經驗，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獨特經驗。原先只是規劃前往參訪及聆聽演講，沒
想到最終變成合辦研討會，讓本次移地學習經驗更多元豐富並具有互惠性，這要
感謝月霞教授及梁恩榮教授密集的信件往返與規劃；最終有四篇論文發表，麗華
所長發表其中一篇，家政教授進行兼具宏觀深度的與談，展現台灣學者的專業與
急智，月霞教授扮演穿梭串連的主持人角色，同時秀出道地的廣東話、普通話與
英語，更是令四座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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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移地學習圓滿成功，要感謝月霞教授在事前及旅程中頻仍的穿梭聯繫，
尤其是最後一日在香港巧遇蓮花颱風，台灣面迎昌鴻颱風，移地學習課程及返台
行程的安排，面臨許多變數與壓力，誠屬不易。同時要感謝淑芬助理事先周詳籌
辦及行程中承擔諸多庶務，讓我等師生可以專心安心學習，功不可沒，李昕與李
勻兩位可愛姊妹花乖巧伴行，分憂解勞，也為本團隊帶來許多歡樂。最後，要感
謝全體參與的研究生同學，海外移地學習行程中難免有不便，大家都能相互包容
體諒，也有視情況隨時補位幫襯者，也有承擔全程禮品保管分配，也有主動全程
照相攝影者。返台至今，line 群組中同學們忙碌組織分工、分享、協作、釋疑、
建言，成就今日這本豐富、深刻的成果報告，展現大家在形成中認真專注學習的
成果。103 學年度港澳團真是最棒的團隊！我們因此對 104 學年度日本團有更多
的想像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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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澳參訪行程

103 學年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課程比較研究專題」港澳 6 日參訪行程(詳細版)
班機時間:
1.去程班機：7/05 台北/澳門 長榮航空 BR 801 1000/1150
2.回程班機：7/10 香港/台北 長榮航空 BR 858 2055/2240
7/05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澳門--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民政總署、仁慈堂、玫瑰堂、

郵政總局、賽車博物館、葡萄酒博物館-澳門大學 S1 宿舍
桃園機場 -澳門--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民政總署、仁慈堂、玫瑰堂、郵政總
局/賽車博物館/葡萄酒博物館 (9 小時用車)
※17:00-18:30 觀賞水舞間
晚餐後送回澳門大學 S1 研究生宿舍
7/06

第 02 天

澳門大學校園及教育學院參訪

上午
集合時間/地點：09:10 S1 門口
09:20-10:00 澳門大學校園及教育學院參訪
10:00-12:00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下午自由活動
7/07

參訪單位：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聯絡人：謝金枝教授
電話：(+853)88228728
地址：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E33) 四樓
4004 室

第 03 天
澳門培正中學參訪—午餐—新濠天地自由活動-晚上 6:30 分送回 S1 宿舍

上午
08:50 前 抵達澳門培正中學參訪
11:00 結束

參訪單位：澳門培正中學
聯絡人：楊珮欣 主任
電話：(+853)28529333~310
地址：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7A 號

午餐：萬豪軒港式飲茶
午餐後送達新濠天地(自由活動)
晚餐自理
晚上 6:30
7/08

(全日不用車)沒有導遊

送回澳門 S1 宿舍珠海新校區

第 04 天
澳門-9:30 搭船-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香港島-噹噹車－漫步中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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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街－世界最長戶外自動手扶梯－太平山單程古董纜車
澳門大學宿舍送到氹仔碼頭搭乘 9:30 船前往香港 參訪單位：香港宣基中學
午餐安排香港用茶餐廳(簡餐)
聯絡人：許承恩老師
電話：97090016
※ 12:50 送達香港宣基中學參訪
地址：香港將軍澳唐俊街 6 號
下午
13:00-15:00 參訪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15:00 宣基中學–噹噹車--漫步中環石板街－世
界最長戶外自動手扶梯－ 太平山單程古董
纜車—太平山賞景
晚餐

太平山下自理用完晚餐後回酒店

7/09

第 05 天 自行搭地鐵前往國際教育組織香港樂施會(全天不用車) 沒有導遊

上午
08:50 抵達 參訪國際教育組織香港樂施會
Oxfam, Hong Kong）

參訪單位：國際教育組織香港樂
施會
聯絡人：李嘉敏 Senior
Programme Officer
電話：(+852)3120-5266 ;

午餐自理
※下午 04:00 離開樂施會

2520-2525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

晚餐自理
(建議用餐地點:城市花園酒店「粵」中菜廳)

匯中心十七樓

2012 至 2015 年度，連續四年被評選為《香港澳門
米芝蓮指南》一星食肆。
餐廳地址：北角城市花園道 9 號
地鐵站：港鐵炮台山站 B 出口
餐廳電話：2806 4918
7/10 第 06 天
旺角假日酒店—8 點 30 抵達香港教育學院-下午 1 點送往香港機場—晚上班機
-桃園機場
上午 08:30 抵達香港教育學院-Center for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管治與公民研究
中心)參訪
12:00

領隊到飯店領取團員行李再到香港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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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單位：香港教育學院
聯絡人：勞藹如 小姐(Lo,Oi
Yu)
電話：(852) 2948-6632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院接團隊

（香港教育學院 B2-P-04，

13:00 離開香港教育學院抵達香港機場,(只有司
機沒有導遊)
午餐自理
自由活動 (建議到機場附近東薈城名店倉)
19:30 香港機場集合準備登機—香港--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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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A-G/F-08）

三、澳門大學(林獻凱)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澳門大學成立於 1981 年，前身是私人辦學的東亞大學，1988 年葡萄牙政府將澳
門買下來，1991 年改制並改名為澳門大學，是澳門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公立
的高等教育學校。

30 幾年前澳門是沒有大學的，現在雖然有了澳門大學，但是因為就業上的考
量現在高達 40%以上高中生仍然選擇到外地讀大學。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困境在
於由於人口少，因此想要把大學的學生數做大不可能，但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朝
影響力方面著手發展，目標是讓澳門大學較學院在世界教育相關系所之間擁有足
夠大的影響力，由於受限現實環境，因此朝向重質不重量的方式發展。
澳門的學校以私立學校為主，私立學校為主佔 90%，公立為輔。跟台灣完全
不同，澳門民間力量非常強大，完全壓倒官方的教育體系。在澳門並沒有統一課
程。由各校自行發展，常常根據學生未來的升學需求直接參考台灣歐美中國課程，
看學生要去哪裡繼續讀大學學校就採用何種課程來進行教學。
由於以前葡國統治態度不太管民間任其自生自滅的關係，各級學校基本上不
太聽從官方的指揮，學校可以拒絕讓學生入學，也可以用各種接近走後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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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學校想要的學生。因應這樣的情形出現了許多專收上不了第一志願學校的第
二志願學校，甚至上不了第二志願學校的學生一樣有專門招收這樣的學生的第三
志願學校，可以說是學校階級相當明顯。

英文在澳門超級重要，所有工作的升職加薪基本上都看英文的能力，會英文與
不會英文的薪資差距非常明顯。
由於澳門沒有統一課程，因此在以前是看不出學生的學習能力的，直到近幾
年開始要求所有澳門學校參加 pisa 測驗，政府對學校的課程才開始有點約束力，
澳門的教育由於人口數少的關係，特殊教育超弱幾乎呈現空白的狀態，特殊學生
基本上就是丟給公立學校去處理，因為只有公立學校是不能拒絕學生入學的，但
是即使是公立學校也可能沒有足夠的特教師資。澳門大學的博士很少，去年才誕
生第一個澳門本土博士，澳門大學對於博士的要求是寧缺勿濫。
澳門只有小學跟幼兒園才要教師證(訓練)，其它不用。義務教育非強制的感
覺，公立學校只有三所有如資源回收場，因為私立學校可以篩選學生，雖然政府
有按人頭補助錢。
澳門政治結構鬆散，因為葡萄牙統治，以民間成立的各種協會主導政治，協
會爭取自身權益，行政權利薄弱，政府推展政策容易被迫停止。葡萄牙當時只有
管葡文學校，其它民間自己想辦法。唯一考試只有 pisa 無統一升學測驗，課程
非根據 pisa 設計，但是有了 pisa 後澳門才開始有了一個統一的比較學生學力的
標準，不然以往都是各自為政各級學校之間不互相往來的情形。
以下是大家的參訪心得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103 學年第二學期港澳參訪心得 撰寫人：朱正榮
澳門教育制度對於中小學教師並未強調教師資格(如教育學程、教師證)，雖
然澳門大學是澳門唯一公立大學，現在對於澳門教育雖然沒有舉足輕重地位，但
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若能從影響澳門教育政策方面著手努力，澳門大學教育學
院未來將扮演影響澳門教育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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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澳門大學的「住宿式書院」印象深刻，澳門大學學生上課期間作專業學
習，課後融入書院學習，融入書院學習，可以擴大學生學習視界。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碩一 603750059
專題：參訪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圖書館

圖 1: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

何欣蓉

港澳參訪心得報告

圖 2:澳大圖書館外牆-澳大英文縮寫

在 2015 年亞洲大學一百強排行榜，澳門大學首次晉身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排行榜，排名第四十位，意味著該校培育優秀人才且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觀
念的決心，伍宜孫圖書館(圖 1)內設備新穎，享有著偌大的學術空間，館內藏書
似乎沒有淡江大學豐富多樣性，但蘊涵充滿濃濃的書卷氣息，是個挺適合我們研
究生做論文研究的學術殿堂。而圖書館外牆的 UM(圖 2)，以校園內一隅特寫方
塊所構成澳大英文縮寫"UM"，意象鮮明且足具特色。

圖 3:澳門大學一隅

圖 4: 范息濤院長介紹澳大教育學院

走進校園(圖 3)，映入眼簾的是 2014 年 8 月 25 日啟用，較原來大二十倍的澳
門大學，了解其教育機制，多由學校自行決斷執行，澳門教育當局並影響干涉不
大，在范息濤院長的介紹之中，逐漸的認識了澳門的教育體制，其中澳門的幼教
及小教是不需要教師證，但反思之，在這種無須具備教師資格教育之下，教出來
的學生素質依然不差，而台灣具備教師證之教育環境下，教育現況仍有改善空
間，
8

是否教學方法、命題方式，抑或是考試領導教學方向，讓教育開回頭車呢?這部
分值得我們反思檢討。
澳門大學參訪心得—吳兆祥
因為是新校區，所以規畫可以完全符合學校的教育與政策方向去實踐，學院風的
特色讓我印象最為深刻，學校除了正規的教育課程之外，學生的品德、人際關係、
社會互動也很重視，但這也是我們往往最容易忽視的一塊，所以澳門大學透過強
制住校的學院制度來培養的品德教育、體群教育。這點值得我們學習與仿效。
第二個讓我驚訝的是澳門的小學與幼稚園教育人員，可以不用有相關背景或學歷
的人就可以任職，所以導致往上升學的意願低落，又因為受葡萄牙統治的關係所
以當地的教育是以協會作為發展，而且特教的教育缺乏卻不願重視，有點令人惋
惜。
2015.7.6 澳門大學參訪心得分享--許佩雯
澳門的學校如何考核和運作全由學校和教育協會做主。這究竟是福還是禍
呢？好的方面來看，非常自由，學校想培育怎樣的人才，只要教育協會通過即可。
所以有農夫學校，勞工子弟學校，真的好神奇。從小就專業培養一技之長，成效
卻無法考核。
澳門政府近年投入許多經費在高教上，資源相對台灣豐富，開出的薪資在教
授部分約是 3 到 4 倍，高階管理職則更高，澳門大學來台挖角副校長，薪資約是
台灣 5 到 6 倍，依此估算澳門大學副校長月薪上看 70 萬。
澳門大學校地從原本的 20 分之 1 平方公里擴展 20 倍到 1 平方公里，硬體建
設更完整，軟體也強化，積極在國際延攬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希望將國際化
的視野帶進學校。在教育學院院長范息濤教授的介紹中，可以看見推展校務強烈
的企圖心。
澳門大學校舍寧靜，置身其間，讓人靜心徜徉知識殿堂。
澳門大學--連美郁
走進澳門大學諾大的圖書館，一眼就被挑高大廳的氣派給吸引住，寬敞明亮
的空間，和隨處可見散在各個角落設計感十足的桌椅，真的是很人性化的安排，
讓人感覺能在這樣的空間裡閱讀實在為一種享受。不過諷刺的是，正在就讀教育
學院的學子們，讀書進修時心中是否有一股無奈，社會中漠視教育、各校之間的
課程發展莫一是衷、對師資的要求亂無章法，跟台灣的教育路徑有如天壤之別，
雖然台灣的師資培育有著僧多粥少的窘境，但在社會重視教育的氛圍中，教職好
像多了一些許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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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 港澳參訪心得--澳門大學
603750166 楊蕙如
澳門大學為澳門唯一綜合性公立大學，為求躍身一流名校，因應澳門特殊的
教育現場(無特定課綱、唯幼教與小學需合格教師證、博奕盛行職業不需高學歷
等)，確定以「研究型大學」為轉型目標。圖書館空間規劃注重公共討論區與小
型會議室，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學生部分，所推行的書院制(House)，讓住宿
的學生有家的感覺，也讓學生有機會經歷與不同科系的人特別的同儕生活。書院
制度之目的為「全人教育」，此行有點可惜，本希望多了解如何落實，也許下次
有機會可多親身體驗或就近觀察。
教育學院一行，除了了解澳門師資培育的現狀，聽到因「競爭」，而被忽略的
「特殊教育(弱勢)」，覺得有點可惜，一個富有政府，不是更該看到人民最需要
的部分嗎?!

201507 港澳參訪心得 – 0706 澳門大學
603750190 詹皓雲
參訪澳門大學的行程中，最令我驚奇的是澳門幾近「無政府」式的教育生態，當
然這與其前殖民者的鬆散習性、「只管他們想管的事」這種哲學的背景有關，但
教學的品質就完全是由辦學者是否有「良心」來決定了。另外，澳大的「書院制
度」也是種很特別的設計，將學生集中生活在一起，讓不同學門領域的同學能相
互交流，也讓學生在情感方面相互依靠，甚至還有「心輔老師」的設置，頗如軍
營與輔導長的設計，欲塑造「bond」感的理念很好，但是否也可能因此拑制了某
些大學該有的自由? 或者，澳門處處紙醉金迷的誘惑，所以不得不「看緊一點」?
201507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港澳教育參訪心得 1-蘇穎群
澳門大學作為澳門地區最高學府，在政治、教育、文化上的重要性無庸贅述。
走在精心規劃、美輪美奐如公園的校園內，心裡有不小衝擊，除了雄偉建築、動
靜分明的校園規劃，現代化的研究生宿舍，更是讓人羨慕。
校園內有不少建築物以人為名，細問之下是捐款者之名，這在歐美知名學府
不足為奇，但在澳門這所年輕大學，應該還無法有培養出傑出校友的歷史，讓人
不禁會有為富者買學歷以鍍金之感，而更有不少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資建造，
其目的性不言自喻。在聽了教育學院范院長簡報後衝擊更大！范院長想培養出為
澳門未來發展所需的各行各業人才，但澳門在葡萄牙多年殖民後回歸中國，成為
特別行政區，經濟活動仍以博弈為主，造成當地人沒有清楚願景。賭場經濟活動
需要大量人力需求：服務生、吧檯人員、清潔人員、荷官…等，豐厚的學識在這
裡並不能翻轉命運，讓人不勝唏噓！身為離島出生的本人認為：台灣的馬祖、金
門、澎湖應引以為鑑！

10

四、澳門培正中學(朱正榮、羅伯特)
壹、前言：
2014 年 7 月 7 日上午參訪行程安排到澳門的培正中學，此次參訪的培正中
學是一所擁有七十多年歷史的學校，在培正中學副校長陳敬濂博士、中學教務主
任楊珮欣老師、升學及聯課活動輔導活動辦公室主任蔡力行老師全程陪同，我們
聽取陳敬濂博士「培正中學簡報」與本校陳麗華所長「臺灣淡江大學課程所介紹
與臺灣教育改革簡報」(如附圖一)並參觀圖書館(如附圖二)、中華文化館(如附圖
三)、創新科教館(如附圖四)。讓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茲將參訪心得分別以敘說
紅藍兒女、同行同學參訪心得、參訪省思分述如下。
貳、敘說紅藍兒女
一、紅藍兒女：
「紅藍兒女」一詞讓我們覺得很好奇，為什麼是紅藍兒女？而不是其他顏色！
為什麼培正中學的意象大部分是以紅色與藍色相間？追朔起來有很多臆說與流
傳，後來得知：「紅色」代表「熱情」；「藍色」代表「冷靜」。「熱情冷靜」與培
正中學的「至善至正」的校訓(如附圖五)與「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
有關。1889 年，培正學校創辦於廣州，一百二十二年來，培正學校在廣州、香
港、澳門三地，培育了無數的人材。目前分佈在世界各大洲的培正同學會有數十
個之多，每年同學日舉行之級社畢業離校銀禧、金禧或鑽禧紀念活動，聯繫了各
地的紅藍兒女，凝聚了紅藍兒女的心，他們關心母校，支持母校，為推動母校的
發展不遺餘力。
培正中學校址原為澳門名勝盧廉若公園，佔地七千五百平方公尺，是一所幼
稚園、小學及中學的學校，也就是所謂的一條龍式的私立中學。培正中學現有中
學(初中高中)27 班，共 1307 人；小學 30 班，共 1305 人；幼稚園 12 班，共 513
人；全校共 69 班，學生人數為 3125 人。在狹小的空間，容納三千多人的學校，
在寸土寸金的澳門是一般現象。
二、培 正 中學 的 課 程 與 教 學：
培正中學課程以母語教學，同時重視英文科的教學。課程的設計參照國外課
程，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及學生的升學方向，同時加強課外輔導，以確保學生的
程度。畢業生每年均考進國內外及澳門等地的大專院校深造。其中臺灣大專院校
最能獲得培正中學高中畢業生的青睞。
培正中學非常重視「第二課堂」，校方每學年均舉辦多類型、常規性的校內
活動及比賽，既可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運用知識的能力；也培養了學生的責
任感和自信心。
培正中學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學校鼓勵教職員業餘進修，參加教學研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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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邀請專家學者來校為教師作專題講座；不少國內外教育團體蒞校參觀訪問，
座談交流，如：2015 年 4 月 17、18 日辦理「擁抱未來－課程改革分享會」；17
日是中學的公開課及專題分享，18 日則是小學及幼稚園的公開課。另外我在培
正中學的中庭，我發現有許多課程案例的展示與分享(如附圖六、七)。在澳門教
育暨青年局每年舉辦之「教學設計獎勵計劃」活動裡，培正中學中、小、幼各學
部老師的教學設計與研究能力，獲優等獎 6 項，為全澳之冠。由此可見培正中學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努力成果。
以下附錄羅伯特對培正中學有關教學語課程的訪問：
This morning while observing Pei Ching Middle School Library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one of their directors. I directed two questions TO him.
Please allow me to share with you his responses.
First Question：
This morning when we heard about how you use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I that
this method would be a good method for inspiring a joy of learning and taping hidden
talents. However，I was wondering if you set a an annual instructional focus for
you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do teacher every year participate in any particular forced training,
or do teacher spend a year analyzing how a particular strategy like reading
comprehension might effect student abilities to reflect or explore any other sorts of
strategies etc.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o organized with such a focushe added that
if they wanted to implement new technology or innovative method they would just
hire a new well trained new staff member to join their instructional team.
Second Question：
We just learned yesterday that Macau has no common curriculum.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Is this good or bad? What would it be like if you
did have?
1) If there were a common curriculum, it would become too competitive. There
would be schools that out performed others all the time and the emphasis
would be on the competition and not the children
2) On the turn side if there were a set curriculum there would be a limit to what
should be taught and some teachers would not surpass this to meet the
differentiated needs of students. They would just stop saying that they did their
job.
3) Right now is a unique time by not having the common curriculum allowing us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and fostering their inquiry.
三、真人圖書館的閱讀教育
(一)培正中學圖書館簡介：(如附圖八)
培正中學圖書館以支援培正中學學術研究、教學和閱讀推廣，及提供優質的
資訊服務予全澳巿民，以及推動終身學習為培正中學圖書館成立之宗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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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圖書館開始對社區開放，以推動親子閱讀為主，促進家庭、學校與社區
密切結合、資源互惠，營造家庭、學校以及社區融合共享的氛圍，培育下一
代並推動終身學習。
在目標定位方面：
1、致力於為師生蒐購多元化及優質的教與學資源，以協助老師發揮教學效能，
幫助學生培養自學能力。
2、加強學校與家庭、社區之間的資源共享，力推親子閱讀，服務對象已拓展
至社區（以父母及其子女為優先發展對象），成為澳門首間向社區開放、面
向親子的中學圖書館。
3、結合各地相關資訊，建立資訊服務網，便於民眾利用網際網路節點，獲取
所需資訊。
4、結合本澳不同文化機構，倡導閱讀風氣，推動終身的教育活動。
(二)閱讀教育：
閱讀能力的培養是學習知識最基本的要素，閱讀能力的強弱亦會直接影響學
生的學習效率，培正中學一直重視閱讀教育，因此在不同學習階段都舉辦了多元
的閱讀活動；而且由校長帶頭做起，閱讀階段從幼兒到高中，從學校到社區到家
庭。以下列舉培正中學的閱讀活動提供參考：
1、幼兒閱讀多面睇展板+有獎徵答遊戲：
專題介紹幼稚園學生到圖書館參加「閱讀利用教育課程」的情況，包括電子閱讀
教學、認識社區環境、親子閱讀講座及閱讀問卷結果分享等，讓師生家長得以了
解幼兒階段的閱讀教學。
日期及地點：4/20-4/24(H 座地下)，對象：全校師生及家長。
2、常識問答比賽 mini 版：
首次舉辦初小年級常識問答比賽，讓初小同學參與，比賽內容圍繞圖書資料、圖
書館歷史、館規和校園新聞等各方面，藉此增強其圖書館的知識，推動圖書館利
用教育。
日期及地點：4/23(圖書館四樓)

時間：13:00

對象：小四及學生。

3、真人圖書館我有我故事：(如附圖九)
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都是一本真人圖書館，屆時校長高錦輝博士會
以自身的奮鬥歷程與小讀者面對面，坦誠溝通分享，讓閱讀更具真實感，讓大家
「開卷有益」。
日期及地點：4/21-4/24(操場)

時間：08:2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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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初小師生及家長

4、書香處處飄：
為推動學生閱讀，圖書館於當天下午，以先到先得方式，贈送圖書二百本給學生，
希望把書香，送給有需要的讀者。
日期及地點：4/22(圖書館四樓) 時間：13:45 對象：全校師生
參、同行同學參訪心得
一、詹皓雲－有了對澳門「無政府」式的教育背景有所理解之後，大概都會肯定
培正中學在辦學上的用心與努力。當然它有其黑暗面：選取澳門條件前端的家庭，
黑箱作業背後不得而知的標準，與其基督教信仰似乎有些矛盾。不過至少應是提
供了澳門在地學童一處不錯的學習園地，在充斥金錢誘惑的大環境中仍引領孩子
信任著知識的價值。此外，培正中學的藏寶密室著實驚人，確實能夠給予教師在
許多科目的教學上立即有效的資源/支援，只能說：貧與富的世界，真的是大不
相同!
二、何欣蓉－培正中學在學制上，幼稚園三年制、小學六年制及初、高中各三年
制，乃澳門名校之一，其中學生以直升為主，進入幼兒園也得面試家長與學生與
幼兒，讓我十分震驚這種現象，為了擠進名校，競爭十分激烈，我想這在台灣應
該也是有一堆暗夜排隊的家長吧!不過聽了主任的一小段故事後，才明白培正中
學的好，絕對不只是因為升學率高，我認為培育全人的教育目標，是培正中學真
正想給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最終目的，而牆上的信、望、愛、善、正更直白的明示
培正中學的教育理念。
一進創新科教館，桌上放著一部小汽車以及紙筆，孩子們正埋頭專注的設計自
己的作品或與同伴討論著，環觀教室內所有設備，都是鮮少能在台灣看見的，電
腦自動化控制的伸縮手臂工作台，看得我目瞪口呆，要價不斐的 3D 列印配備也
在今日親眼目睹，看見的是實際操作且一個充滿希望教育未來，而我們似乎還在
紙上談兵，這兩者相距甚遠。
培正中學水底機器人競賽作品更直接反映出教育中重要元素--動手做的精神，學
生製作了簡易型的水底機械人，加入不少創新構思，十足將理論結合實用。真的
隨處可見學校辦學認真以及老師的教學熱忱與功力。在台灣，「動手做」長期以
來是一直被忽略的學習活動和能力，期盼台灣也能以此為目標，多給學生一些從
動手中學習的機會，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創新、獨立思考、動機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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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美郁－走在澳門狹窄擁擠的巷弄間，眼光隨著穿著一身潔白挺直的制服的
學童走進了培正中學不是非常大的校園，心中出現的第一個叨唸，這樣的制服若
是在台灣，若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學生家裡的經濟狀況，就是在三十分鐘之內全都
迂汙走樣。不過這兒的學生穿著，好生氣質。在聽完副校長不是很流利的中文介
紹完培正的教育發展後，更確定了心中的第一個直覺，好個紅藍兒女:紅色熱情、
藍色冷靜，說穿了不過是貴族世家、關攏門閥的世襲學堂，三歲娃的入學考試，
先鑑定家長財力資本是否雄厚、再檢視家族事業與政商名流間的關係，一旦拿到
入場卷之後，恭喜你一路可以順遂 15 年，並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保證你的
弟弟、妹妹、兒女子孫都可入這菁英學堂。還是慶幸自己學在台灣、教在台灣，
對教育無私的公平正義，還是叫人嚮往。
四、許佩雯－自幼稚園到高中，十五年一貫，校地不大,設備處處又驚喜。圖書
館分充滿童趣色彩繽紛的幼稚園、小學部，以及藏書較深奧的中學部圖書館。科
學教室有機器人主題的實作探究，實驗的桌子可升出電腦；中華文化博物館,家
長、董事和老師，將家中的骨董文物捐贈至館藏，讓學生們上歷史、地理課程，
有真實文物可觀察....藍綠色建築為葡萄牙時代的富商別墅,現在是培正中學的行
政辦公室,雖為私校與台灣高中職一樣，每名學生都有補助,要進入這所學校競爭
烈，1000 多名三歲小孩報考,錄取約 160 名學生，入校後幾乎可讀到高中畢業，
出國留學。最好奇是教會學校中，基督徒的學生家長占比例約百分之五十，基督
徒教師約佔三分之一。校方有宗教課程，不勉強學生、老師成為基督徒，但非常
強調品格教育，學生功課不好可加強，行為、想法偏差非常重視輔導。台灣的品
格教育如何落實呢？
五、吳兆祥－對培正的印象就是，處處都是驚喜，看到許多設備、資源、教材都
是高檔一流的，在圖書館裡的藏書、電腦教室的使用、互動式白板的教學、小型
的文史資料庫、還有 ipad 的使用，在在都表現出學校為學生所準備的頂尖資源。
最令我驚訝的是創新科教館，裡面教室的電動多功能收納桌子、天花板的活動置
物櫃、還有前後方好幾排的 3D 打印機，學生在此環境裡學習與創造事物，根本
毋須擔心有任何的學習資源不足，便可以創造更多智慧與能力出來。而且還會針
對學生的需求不同進而做不同的教學輔助。
六、林献凱－澳門的培正中學真是一所超乎我想像的學校，整個學校完全就是可
以把求學時代全部包辦，而且徹底利用澳門狹小的環境到了一個極致的地步，不
只把求學歷程整個合一，甚至學校就幾乎在自己家樓下。原本以為台灣學生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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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壓力就已經很繁重了，沒想到澳門在三歲就開始了升學的壓力，只要能入學幾
乎就保證在求學階段的人生是通往光明大道的。雖然台灣也有貴族式的私立學校，
但是無法做到跟培正中學那樣的程度。
雖然不知道培正中學的課程是不是跟學習共同體有關，但是他們的課程比學習
共同體更學習共同體，討論與實作為主的課程相當棒。
七、楊蕙如－澳門當地的「Top 名校」，一條龍的私校教育，自三歲決定的「菁
英入學」，提倡「拔尖補底」，英數兩科採取能力分組教學，仍保留留級制度。
硬體設備上，「中華文化館」必然讓學子在學習上增加不少動機與意境；「創新
科教館」最新的科技設備，配合校本「創新科技」科目，學生以主題研究方式，
讓自己的構思成為實體，以參與世界級比賽為目標。書籍不多的圖書館，除了一
般學生，還開放給家長及幼兒園學童，提倡親子共讀；家長只要有家長証，可進
入校園接孩子，的確可感覺到學校與家長社區結合。(見到不少外傭接孩子，詢

問之下得知，在澳門請外傭限制不大，家中有年幼小孩與年長者就可申請，請一
個月約 NT 15000，可順便做家務煮飯，分「供住與不供住」，所以聘請外傭現
象普遍。) 培正中學的畢業生已傾向到外地升學，課程規劃與設計較偏向歐美升
學路向，一堂課 40 分鐘，早上五堂，12:15 至 14:15 屬於午休時間，可回家吃午
飯，自由運用。國中小學生下午再上一堂課；高中生再上兩堂。接下來時間就是
「第二課堂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培正學生上正規課程時間與台灣私校相比，
一天約少 100 分鐘以上，我觀察到他們重視「同儕討論」與「實作」，而不是單
純的老師傳授式教學，深深受到震撼，如果我們還是抱持舊有不變的教學模式，
只教死的知識，讓「背多分」成為課堂的第一目標，我們的孩子必然喪失競爭力。
雖然，我不認同該校入學「幼兒積分篩選」制度，但不可否認，該校老師的「國
際化背景」與「富討戰性的課程設計」令人敬佩學習。
八、蘇穎群－培正中學是澳門知名的基督教學校，近年來在 PISA 及 PERLS 測
驗中表現亮眼。很難想像：3 歲進該校幼兒園就必須經過篩選，雖然該校秘書說
明只是一些感覺統合的觀察，但可以深刻體會菁英教育的殘酷。該校類似台灣的
完全中學，但是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一個培正人要花 15 年在同一學校，令人
無法想像！我想特殊教育在此是不被重視的，因為地小人稠，競爭激烈，菁英教
育才是王道。該校對於學生的教育完全是目標導向，量身訂做，利用科學分析，
逐漸將學生畢業後將就讀的學校甚至科系確定，(澳門、香港、台灣、英美…，
等)然後火力全開，協助學生精確命中目標。但是如果是特殊生家長，在澳門應
該是一條艱辛的道路，假如我有孩子，我還是認為台灣是較友善的教育環境。
16

肆、參訪澳門培正中學省思
一、教 育 課程 框 架
澳 門 特區 政 府 頒 佈 第 15/2014 號 行 政法 規《 本地 學 制 正 規 教 育 課 程框
架》， 以 期 促進 學 生 全 面 發展，培 養 終身 學 習 能力。該 法 規規 定（一 ）設

立 學 習領 域，重 視 課 程 的 綜合 性；（ 二 ）加 強 品德 與 公 民 教 育、體 育 和 藝
術 教 育，確 保 其 在各 教 育 階段 必 要 的 課 時；（ 三 ）培養 學 生 基 本 的 人文 素
養 和 科學 素 養 ， 規 定 高 中 教育 階 段 必 須 文 理 兼 修；（ 四） 把 “ 餘 暇 活 動 ”
納 入 小學 至 高 中 的 課 程 計 劃，培 養 學 生的 實 踐 能力；（ 五 ）規 定 在 小學 至
高 中 每週 體 育 課 時 間 不 得 少於 70 分 鐘，而 且 每 週參 加 體 育 運 動 的 時 間不
得 少於 150 分 鐘 。
從澳門的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中，不難理解澳門的學制教育是開放性的。政府對
於學校課程的框架目標是：
「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培養終身學習能力」
，對於課程
發展、課程設計與教材選用都沒有硬性的規範，因此學校課程發展與課程設計都
能夠展現，有創意、能靈活運用的校本課程；而且更能夠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在討論澳門課程框架與我國課程綱要的制定時，我們要探討教育的目的。政
府制定教育政策，是否符合教育目的？政府干預越多，對教育是幫助或是僵化？
是控制或是輔導？國內最近因課綱的微調鬧得沸沸揚揚，是不是政黨輪替後還要
再調整課綱？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教育工作者要的是方向而不是手段。
二、閱 讀 教育 的 重 要 性 ：
此次參訪澳門培正中學我最推崇的是培正中學閱讀教育，落實閱讀教育是我
必須學習並運用在幼兒園的。閱讀教育不只可以學習資源運用與閱讀習慣的養成，
我希望更能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理解能力。這個心得也延伸了我希望培養幼兒養成
筆記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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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簡報後淡江大學陳麗華所長與培正

(附圖二：培正中學幼小圖書館)

中學陳副校長互贈紀念品)

(附圖三：培正中學中華文化館)

(附圖四：培正中學創新科教館)

(附圖五：培正中學校徽上的至正至善校訓)

(附圖六、七：培正中學中庭課程案例的展示)

(附圖八：培正中學中學圖書館)

(附圖九：培正中學真人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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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宣基中學(吳兆祥)
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簡單介紹這間位於香港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6 號的一間學校，算是一間新興學
校，在 1999 年由民間辦學團體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創立－基督教宣道會宣
基中學（以下簡稱宣基中學，網址：www.skss.edu.hk，可參見圖一）。其學生給
我的感受是他們的公民意識很強大，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與不要的判斷與取捨的後
果是什麼，對於學生的訓練也是在各方面培養，並要求學生能夠清楚地透過文字
與口語去表達出來。

圖一、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網站截圖，2015-07-14

在這次的教育參訪行程，很明顯地感受到港澳與台灣教育制度的不同，雖然
台港澳三地都曾被其他國家統治、管理過，但是也因為統治的國家不同，再加上
東西方觀念的差異、政治作風與態度都截然地不同。所以，從制度上來看香港，
年級的區分是小學、中學、大學；其中，中學是一年級（S1）到六年級（S6）
等同於我們台灣的國高中。升學考試的標準則是以 PISA 為核定標準，與台灣的
統測、基測、學測都不一樣。當然，對於準備的考試科目也有些微不同，香港要
準備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台灣則是國、英、數、自然/社會。可參閱
表一。
香港
台灣
制度

中學 S1 ~ S6

國中、高中

考試科目

中、英、數、通識
開放題型

國、英、數、自然/社會
選擇題

升學考試

PISA

基測、統測、學測

政策

十二年免費教育

九年國民教育

課表

6 天為一期

每星期循環

表一 香港與台灣在教育上基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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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了解香港中學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的內容，以
宣基中學為例，通識教育科所探討的議題其實可以橫跨許多個領域與範圍去做討
論，透過探究各類單元議題去增加並開闊學生的基礎知識與認知，加強學生對社
會的觀察與觸覺，可參閱圖二。

中國語

選修科

文

目一
選修科

英國語
通識教育科

文

目二

探討的議題
其他學

選修科

習經歷

目三
數學

圖二 通識教育可涵蓋範圍

究竟有哪些單元的主題呢？而且這些主題還要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具有重要意
義。學生必須在中四開始到中六結束前修習單元一～六各類型的探究，其中包含個人成
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等，可以是
單一單元性的，也可以是跨單元的討論。但必須都在「自我與個人成長」
、
「社會與文化」
、
「科學、科技與環境」三個學習範圍裡去做延伸、探究。強調三個學習範圍並非三個獨
立的知識領域，也不是自成一體的學科。學生必須儘量從一個學習範圍所獲得的領悟及
角度，應用於另外兩個學習範圍的研習之中。可參見表二。

學習範圍

單元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表二 整體課程架構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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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專題探究
傳媒
教育
宗教
體育運動
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
技
經濟
兩性
永續發展
民主……

我問了同組的兩位學生，覺得各科的難易度如何，兩位在中文、英文、數學
各有不同的學習困難與拿手的部分，唯獨通識教育科目是不約而同的都覺得困難，
而且不好準備的。反觀在台灣，普遍學生會認為通識科目應該是最好準備的營養
學分，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將升學考試的科目看得較重，品德、環境、衛生等議題
只是融入各學科去做簡單的引導，甚至只有口頭上地說說而已，並不像香港的教
育是單獨有一科專門在培養跟教育。既然通識教育科是課程的核心科目之一，當
然香港人會很重視這一科，甚至連坊間的補習班都大打廣告招生在補習專門教授
通識教育的部分，可參見圖三。

圖三 香港補教界的宣傳文宣

最後我發現，香港學生對於政治的議題很感興趣，而且很願意在課堂上面討
論，但在台灣卻是連老師都畏畏縮縮的不感表態，其實，我覺得訓練學生理性聆
聽、正面思考、有條理的闡述才是這通識教育的其中之一的目的。
心得分享—坪頂國小 蘇穎群校長
今天在樂施會和宣基中學的學生做交流，了解香港的通識課程實況。對談的
3 個學生都是高中生，落落大方，談吐不俗，也是學生的意見領袖。在老師精心
規劃的課程實作中，這些學生用他們的角度看世界，關心不同國家的問題，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個參與討論的學生都很清楚未來要走的路，也瞭解為此要付
出許多努力和代價。高一的學生能有如此的理解，個人認為通識教育的內容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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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方式是關鍵，批判、討論、探索、比較、分析、合作…，學生說這是他們上課
的方式，相對於同樣身處升學主義的同階段台灣高中生，除了喧擾不斷的 12 年
國教和推甄，我們是否給孩子足夠寬廣的視野和俯瞰高度？
彎弓射月亮，雖不中，視野亦不同，這是這堂課的體會。
心得分享—萬甲田幼兒園 朱正榮園長
我在香港地鐵站的通道中，看見許多香港補習班的招生廣告，其中大部分的
內容為中文、英文、數學與通識教育，更有「主修科，無敵陣容」的名師廣告，
可見得香港學校很重視通識教育。
香港中學通識教育的考試評分方式令人印象深刻，這種評量方式，閱卷者難
免有意識形態的分數，香港考生，可以申請覆閱，申請覆閱的結果是以前、後最
高的分數為成績，覆閱試卷對於香港學生的考試公平性是重要的補救措施。
心得分享—詹皓雲
此次與宣基中學的交流有幾個感觸:
1.老師帶著學生來做國際交流是很棒的方式，這些孩子並非受過訓練或者要
來表演些什麼雜耍特技，反倒是非常真誠的回答大家的提問，而且不疾不徐，表
達清晰，態度誠懇不做作。老師的出發點是因為他們才是在「上課」的人，體會
才深刻。
2.從老師分享的教學內容來看，其不諱在課堂上討論爭議性議題，特別是敏
感的政治議題，其勇氣著實令人敬佩。教學設計上，平時就練習多方面的思考，
甚而把這樣的題型放在大考中，以想法是否「多元」
、
「有深度」的方向去制定評
分標準，利用了華人注重「考試取向」主導學生的學習，不但作風大膽(需面對
社會輿論/家長)，而且態度開放正確。教學方法上，給學生多元的媒介，而非僅
有文字資料，媒介富有多元的觀點，學生練習多元的分析視角，呈現的方式亦多
元(角色扮演，圖畫，辯論...)，致力讓學生建構其對世界、社會有批判性的價值
觀，有多元的思考視角，有辯護己見與包容他見的態度，這些正是世界公民需要
具備的素養。
3.從學生的侃侃而談中，這樣靈活的科目，他們喜歡但也誠言不好準備，老
師總是鼓勵發聲、對內容沒有設限，可以降低學生的顧慮，勇敢發表自己的想法。
學生在上過通識課程後，還會自發性的組織關懷世界及在地的社團，提出改善計
畫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足顯此課程所發揮的效果有多深遠，其觸發的改變實在
不容小覷。
總結來說，將議題中心的課程提升到「考科」的層次，讓學生，老師，家長，
整個社會都開始重視這些批判思考的能力(雖有不同不一定正確的出發點)，這樣
的教育大方向是非常勇敢正確的。運用香港自身國際性的視野，中、港、臺三地
具爭議性的角色，將香港人的國家級別的認同轉化到世界級別的認同，學生不只
是香港的公民，更是世界的公民，唯有讓學生具備世界的視野，才能跳脫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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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走出一條特屬於「民主香港」的路。
心得分享—理化老師 許佩雯
宣基中學交流，永鈞老師提出：香港的通識教育科考試內容及方式，非常震
撼、甚至羨慕。通識課程的架構包括：獨立專題探究：傳媒、教育、宗教、體育
運動、藝術、資訊與通訊科技。教學方式：引起動機、短片播放、分組討論一、
小結。考試方式：給予資料 A、B、C，描述、解釋、提出問題解決措施。這樣
才能訓練具有邏輯推理思考解決問題能力的學生啊！
心得分享—連美郁
此行雖然無緣參訪宣基中學的校園，但透過通識課程教師的報告中，卻能清
楚明白香港的公民教育如此進步，早已跳脫台灣這種教條式的填鴨教育，透過議
題的討論，訓練學生發問、討論、省思、建構自己的想法，並能將自我的論述洋
洋灑灑的成篇寫出。同樣是考試引導教學，然而好的考試方式導引出優良的教學，
不諱言台灣學生缺乏論述寫作的能力、而台灣的老師更缺乏這樣的引導教學能力。
在通識教育方面，我們真該以香港為鏡，多多學習。
心得分享—英文老師 何欣蓉
當許承恩老師提及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播放了蔡英文競選專輯《台灣美樂地》
香港及台灣比賽歌曲後，身為台灣人的我，竟然對這活動全然無知，反倒是由許
承恩老師介紹，馬上給了我震撼教育。原來近在咫尺的社會脈動，在這塊土地上
的我，實在只能低頭汗顏。反思身為一位老師的我，在這公民教育方面並未與時
並進，留心周遭，如何和孩子們討論呢？
心得分享—林獻凱
香港的教育跟起澳門的感覺又是完全不同。澳門給人的感覺是非常的鬆散且
比較靠身分背景地位就可以容易進入好學校。雖然兩者都非常重視升學，但是澳
門的重視升學是有點把澳門當作往國外的踏板，香港的重視升學非常重視本地。
香港的考試科目裡面最引起我興趣的就是所謂的通識科目，通識科目的內容
林林總總，而且與時事結合。不知為何台灣的教科書總是害怕與時事結合，課文
內容與流行的議題的結合程度總是慢了三到五年的水準。當然如果只是與時事結
合個人不會給通識科目高度的評價，通識課目個人給他好評價的主要原因是它真
的鼓勵學生思考議題，不管是支持或反對都可以，它重視的是邏輯清晰能夠說服
人的程度，這點是我非常希望台灣的教育能夠做到的。台灣的教育總是鼓勵學生
思考卻害怕學生真正用心思考，也許是因為這樣會挑戰到師長的權威跟政治的權
威的關係。
心得分享—英文老師 楊蕙如
「考試領導教學」似乎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但若整個考試方法能來個大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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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也跟著翻轉，似乎也不算太負面。
宣基中學的六名學生，讓我見識到原來被懷疑為「洗腦」的通識科目，可以
在老師的巧思下，訓練孩子邏輯思考與主動學習的能力，課本不再是 Bible，甚
至老師常是畫畫重點，主要課程進行在於老師設計與時事有關的議題討論。我曾
詢問其中兩位孩子，「你們覺得這門科目容易嗎?」，他們一致覺得不容易但上課
很有趣也有挑戰性，上課必須聽別人的觀點，自己必須思考。答題時更必須「面
面俱到」地思考並試圖「合邏輯」的論述自己的觀點。我們常抱怨「考卷考不出
思考」
，真是如此嗎? 身為老師，也許我們改不了現行考試題型，但在教學現場，
只要願意開始第一步，就是往對的方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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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樂施會(何欣蓉、楊蕙如)

(一)何欣蓉

(一)關於樂施會:
全球每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貧窮。樂施會推動民眾力量，以消除貧窮。
樂施會在世界各地以務實及創新的方法，協助貧窮人改善生活及持續發展。我們
積極回應人道危機，提供救援，並協助恢復生計。我們推行公眾教育及倡議運動，
協助貧窮人發聲，以改善本土及全球的扶貧政策。樂施會與貧窮人及夥伴携手，
消除貧窮以及導致貧窮的不公義情況。
(二)關於香港樂施會
樂施會創立於 1976 年，當時一群志願人士走在一起，開設二手商品店，為世界
各地的扶貧工作籌款。在 1970、1980 年代，樂施會初期的行動，包括了倡議以
公義原則對待當時處身香港的越南船民/難民，以及在 1984 年向埃塞俄比亞的饑
荒災民伸出援手。目前，樂施會在全球 70 個國家 / 地區推展工作項目。
(三)願景及使命
願景
香港樂施會展望世界最終能消除一切貧窮，不論男女，均能享受幸褔和權利。
使命
樂施會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發展及人道救援機構，致力於消除貧窮，以及與貧窮有
關的不公平現象。我們認為貧窮多源於不公平，消除貧窮，須要經濟、社會及結
構性的改革。我們與貧窮群體和夥伴機構合作，一起推動發展項目、人道救援、
政策倡議及公眾教育等工作。
基於我們對所在地區的認識及身分特性，樂施會的工作專注中國（包括香港）以
及亞洲其它地區。至於世界上其它地方，只要我們認為能為當地帶來最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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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樂施會同樣會支持有關的滅貧和人道主義活動。香港樂施會與樂施會國際
聯會的成員攜手，展開國際範圍的倡議活動和項目工作，支持人們的發展權利。
樂施會參訪心得報告:

圖 1:地窖下神秘萬花筒

圖 2:依萬花筒字句所呈現定格影像

這是我第二次參與香港樂施會課程，第一次課程是淡江大學課程所與樂施會在
鄧公國小舉辦「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的研習，至今仍記憶猶新，因為課程的安
排規劃多元有趣、高潮迭起，同時也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第一次的課程是介紹
經濟全球化與公平正義，介紹全球貿易下不公平的現象，接著以咖啡貿易遊戲—
以各個不同角色扮演帶入短劇，演出體會每個角色在咖啡貿易中的顧慮和困難，
同時在模擬會議的場景中，商議分配各自利潤。為了讓我們更了解國際農產品貿
易的不公平，深切體會小農的心酸，我們抽籤分配成 4 組角色—咖啡小農、本地
出口商、跨國咖啡烘焙商及零售商，接著老師帶領我們思考：假如一瓶咖啡零售
價為 100 元，那麼在各自的角色中你認為可以分得多少收入?並且說出理由支持
自己的立場，並將結果書寫在海報上台與大家報告，其他組別可以提出質疑提問。
在這種情況下，各個角色都有充足的證據與理由要求其應該有的利潤，但當大家
義憤填膺說明自己的辛勞付出後，老師揭示了現實:小農只佔 1-2％，本地出口商
佔了 2-3％，跨國烘焙商竟高達 70％，零售商佔了 25％，大大顛覆在場所有人的
既有想法與認知。透過這個遊戲，老師請我們與先前利潤做比較，並也思考了公
平正義的問題，討論了現實中有優勢者及弱勢者該如何促成公平的貿易關係。這
場遊戲不是夢，是正在進行中的事件，而這不公平的貿易現象，似乎就在你我的
世界中無關痛癢的不斷輪迴著。
一早，到樂施會立刻隨機分成兩組進行體驗活動，一開始圍成圓圈，一一探索老
師背後的神祕箱，每個人摸著神秘箱裡的物件並說出其特徵，剝絲抽繭地將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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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背景聲樂投入想像世界中，戴上眼罩，關掉五感，慢慢探索「角色一｣的生活
和處境。微微發光的地窖吸引著眾人目光，好奇瞧著，究竟是什麼呢?有八支類
似萬花筒(圖 1)的東西，我們每人各拿了一支，原來是一小段話，老師要我們以
「定格影像｣(圖 2)無聲方式呈現所看到的一句話，讓其他同學推測和發現，老師
輕輕拍肩後，可以說出劇情或對白，進一步表達當下人物的心情。定格表演完後，
老師馬上給予每組一個小袋並打開來看，哇!大家好奇看著彼此的囊中物，有滑
鼠、All Star 球鞋、電玩遙控……等，藉由這些線索我們已清楚勾勒出「角色一｣
的表象--是一位走在沉重升學壓力下，流行尖端中，沉浸於物慾之下的青少年。
在這場景中，我認為「定格影像｣表演方式，很適合融入各式課程中，除了可以
啟發孩子的肢體表演藝術能力外，也能藉著表演者的肢體、表情和位置，表達出
人物關係，感受和心情，其他同學則必須具柯南般的智慧，找出蛛絲馬跡，開發
其敏銳觀察力，並刺激同學思考，讓課程能以不一樣的風景呈現。

圖 3:左而右分別為:小英的工廠住宿環境、家人照片、致麗工廠不平等契約
活動完成後，我們走到下一個房間，進行第二環節的探索，老師帶我們進入昏暗、
電燈閃爍不定，有點毛骨悚然的房間內(圖 3 左)，聽聞老師介紹「小英｣，心想，
這不是先前在鄧公國小研習過了嗎?疑惑想著，難不成一樣的東西又操作一次?
樂施會絕不是省油的燈，果真不簡單，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操作模式，但都拍
案叫絕、拍手說好!鄧公國小場次中，我們先閱讀小英的故事，再以小英個案設
計出一個適合中小學學生並與全球化、國際分工有關的課堂活動教案，再分享與
發表。而在樂施會中，機關重重，隨時都有天降的驚喜。從進入小英的房間開始，
工廠機器運作的隆隆聲不絕於耳，尖銳聲耳邊時而作響，感到有些不舒服且煩躁
不耐煩浮上心頭，突然意識到:難道小英得天天忍受嗎?我待一下就想逃離現場了。
突然蹦的一聲，校長首當其衝地收到來自天堂的禮物，打開老舊小包袱，依著裡
頭的字卡線索，掀開一層層面紗。在小英所生產的絨毛娃娃裡，藏著媽媽為她祈
求來保平安健康的幸運符。床邊的散發著鏽蝕味的鐵罐中，找出小英這星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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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我們點算了數目，似乎短少的可憐。在房內也發現了一張致麗工藝製品廠服
務志願書，校長唸出了契約內容，契約內容充斥不公平、不公義，契約內容全然
以資方利益為考量，視員工為機器，罔顧員工應有權益，氣憤不平怒火的油然而
生，這真是一間可惡名符其實的血汗工廠!!那小英為什麼還要在這裡工作呢?老
師問著我們。我負責將找到的信件內容告訴大家，好讓小英的故事更完整呈現。
我拆開信封，除了信件外，另外存放著一張泛黃老舊的家人照片(圖 3 中)，裡頭
分別站著爸爸、媽媽和哥哥，信中提及父母健康情形、關心還在念書的哥哥生活
費夠用嗎?希望哥哥更上進，提升文化水平，別像自己一樣沒文化水平等，老師
要我將信件內容大聲唸出來給大家聽，唸著唸著，工廠機械吵雜聲又來了，聲音
越來越大，我的聲音淹沒其中，深怕大家沒聽見小英的信件內容，我越是提高了
音量，可惡的機器聲彷彿要跟我比賽般地震耳。此時此刻，火災警鈴響了，縷縷
白煙開始從門縫旁竄了進來，白白濃煙越來越多，味道其實有點難聞刺鼻，我摀
住鼻子，還是能聞到些微氣味，老師喊著火災了!快找逃生口!我們急了，因為唯
一的逃生門早就被鐵鍊一圈一圈環扣住，任憑我們敲打或移動大門，最終還是無
法逃出去。最後，老師拉開了布幕，我們從仿似從灰濛大海中漂流的船隻找到燈
塔，衝出這令人窒息的密室。我謝天謝地的鬆了一口氣，逼真如臨實境的體驗，
這可是需要心臟有力才能承受啊!難怪老師前一天問了大家，有沒有人心臟不好
不宜驚嚇等問題。

圖 4:站在小英門口的阿 Nick
圖 5:阿 Nick 的豪華房間
一回神，看到阿 Nick 時髦有型地站門口迎接我們，諷刺的是--阿 Nick 的慾望滿
溢的房間比對小英陰暗吵雜不堪的房間，兩種迥異不同生活，兩個天壤地別世界，
活生生血淋淋在我面前，心揪了一下，怎是天堂與地獄差別，明明是在同一塊土
地上!!小英可是工作了 12 小時，連廁所都不敢上，還得拖著疲憊身子繼續做下
去。阿 Nick 崇尚潮流、永遠不滿足的消費態度又來自於哪裡?這小英和阿 Nick
有關連嗎?老師以心智圖模式，開展了我們的發想，找出兩者間相互依存關係，
赤裸裸形現眼前。還能說這一切都與我們無關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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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手孫恒《生命之歌》歌詞所言:「生命可以簡單和無奈，但不能沒有尊嚴」，
勞工階層所要的除足夠養家的薪資外，還期盼得到勞工階層應有的尊嚴。他們的
權益呢?沒有人敢站起來發聲捍衛自己權益嗎?還在忍受姑息這些血汗工廠的低
價剝削嗎?
整個過程中，老師有層次的提問與帶領讓我們一步步陷入老師設的局，我們就
像老師的棋般任憑擺佈，進入了情境，感同且身受，真實到極點。讓我們重新審
視了自我價值觀，探索對貧窮的看法，反思自己不是獨立個體，而是與人之間密
不可分的環扣關係。覺知→增能→行動，關心社會、公民參與行動已刻不容緩。

圖 6:數字的背後意義

圖 7:小英災後圖

老師給了每個人兩三個數字，猜想這些數字的意義:9、16、11、3/4、230000、
14、16、87、51、37.....，燈光昏暗了，還是參不透，我悟性不高的看著手上這
些對我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數字，螢幕數字開始不斷排列組合，交疊重組後-是一個血淋淋的真實案例，剎那間，數字有了生命情感，娓娓道出這柔腸寸斷的
情節。大火開始蔓延，小英與同伴們發出悲情尖叫的求救訊號，令人不勝唏噓，
而我卻只能傻傻的望著這場無情大火的燒燃，什麼也不能做。我隱忍著哽咽，深
怕被笑傻，耳邊傳來泣涰不止的聲音，緩緩朝聲音源頭轉去，瞧見了月霞老師淚
眼婆娑、潸然淚下的臉龐，所長淚眼矇矓，強忍著不讓淚水滑落，我不敢再看任
何人一眼，深怕再一眼，我就潰堤，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氣，將這股難忍情緒吞下。
這是我二次參與小英的故事，明明早就清楚知道劇情內容發展，竟不可遏抑
自我情緒，我只能說樂施會黃金組合的老師們實力堅強。我們奮不顧身的跳進故
事裡頭，讓故事真槍實彈上演一次，當頭棒喝了我，這才是真教育、真學習--浴
火後重生後的蛻變。
午後，睡蟲充腦，樂施會樂趣化的課程--我的教學寶石，喚醒了沉浸在雞蛋仔
中夢鄉的我，老師要我們分成大學組、中學組及小學組，接著閱讀「世界公民教
育字卡」，選出 9 項並以「菱形」排出重要次序，與組員討論並選擇老師在公民
教育範疇的教學重點為何?並和大家分享曾在教學上遇到的挑戰和困境?如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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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並解決?大家絞盡腦汁動腦思考，各自呈上了精采絕倫、讚嘆不已的課程菜餚，
這豐富味美的佳餚全都進了我腦子了。
這次參訪身、心、靈充分獲得大大的滿足，行李箱不是只恆友咖哩醬、黃道益
活絡油、Forever 21、H＆M、Galaxy.....，還有還有別人偷不走的歡樂回憶，最重
要的當然是視角開闊了，腦袋裝載了全新配備，煥然一新的思路，準備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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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蕙如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旨在推動民間力量，消除貧窮。
有鑒於全球每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貧窮，樂施會在世界各地以務實及創新的方法，
協助貧窮人改善生活及持續發展，致力於推行公眾教育及倡議運動，協助貧窮人
發聲，以改善本土及全球的扶貧政策。
香港樂施會處於人口稠密的辦公大樓中，卻有著驚人的設備與身懷絕技的活
動帶領者，讓一整天的活動十分精采，意猶未盡，卻因”颱風八號球”只好提前一
個小時結束。

圖 1: 簡介樂施會

圖 3：小英的工廠宿舍

圖 2：辦公室牆上「共達無窮世界」海報

圖 4：探索小英的世界

上午體驗活動主題: 「小英與阿 NICK」
。參與者分成兩組，兩組進行內容不
同的「感官大考驗」，簡單的道具，配上專業的音效，蒙上眼去聽、去觸碰，用
肢體去解讀一句話，甚至演出，睿智的提問讓群體互動，進而走入其中一位主角
的內心世界。我參與的組別，此時走入的是，衣食富裕，心靈卻空虛的「阿 NICK」
世界。接著，來到另一個場景，與前一主角世界可說是截然不同。我來到童工「小
英」的宿舍，一樣的吵雜，卻與剛才「阿 NICK」所處的都市喧擾不同，是工廠
機械的噪音，讀著小英寫給哥哥的家書，她認命懂事淡淡字語，已經揪住閱讀者
的心。還來不及思索短短幾分鐘所經歷的落差，身處小英破舊宿舍的我們，卻被
濃煙所包圍，衝向那被鎖上的門，想逃不出的恐懼讓我們嚇的喊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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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富裕阿 NICK 佈滿名牌的房間

圖 5：從不同角度看貧窮帶來的沉思

此時，燈亮起，見到另一組同伴站在阿 NICK 的明亮房間，其實，我沒走過
去，正視這兩個世界的 GAP，我站在這 GAP 上，心想除了悲傷無奈，總還能做
些什麼。之後經由講師的敘述，得知這是真實的人事物，其實一點也不驚訝，我
們其實早已讀過類似的故事與數據，當時只當如讀歷史故事。經由如此體驗活動，
內心的震撼久久無法散去，對於消除「不公平」，多了一份使命感，深深佩服此
次活動設計。再則，講師的帶領提問十分機動性，娓娓道來，讓我們自己釐清所
見不到的關連性，亦讓我
們去反思「消費者」能做
的事。

圖 6：講述公民教育的內涵

圖 8：大學組老師腦力激盪時間。

圖 7：解說「公民素養寶石」討論活動

圖 9：分享有效教學活動。

下午的課程因為怕颱風的到來會影響交通，所以十分緊湊。第一部分為介紹
世界公民教育，其內容包括「信念與意願」、「知識」、「能力」，各涉及不同教學
元素。第二部分為討論活動，主題「我的公民素養寶石」
，我們分為小學教師組、
中學教師組、大學教師組，從 25 項公民素養中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 5 項，再
小組討論並排出「重要→頗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超級重要」之「公民素養
寶石」
。室外因颱風而開始一種緊張氣氛，室內各組的討論也十分「嚴肅」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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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認真思索自己內心價值觀，並試圖闡述其重要性的依據。當「寶石」產
生時，每個人就自己的教學現場所執行過的活動做分享，互相學習如何落實公民
素養的培育。之後再由各組派一位同學做總結與經驗分享，很有趣的是，教授不
同年齡層孩子，看法有所不同，但「反思」與「行動力」都得到極高重視。
活動後的回饋海報上，除了表達感謝之意，大家還約定了八月樂施會來台的
研習再相會，可見，值得學習的地方還很多。我的行李箱裝滿了樂施會的課本與
桌遊教材，腦子裡充滿下學期班級活動的新點子，套句所長說的話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be!!”
組員分享參訪報告:
分享者 1：坪頂國小校長 蘇穎群
參訪前，對樂施會的瞭解僅限於網路上介紹，並無實際上接觸，而自己學校曾和
幾個 NGO 辦一些活動，並不陌生，但跨國的組織則沒有，透過樂施會台灣區負
責人李嘉敏小姐的介紹，才了解該會的宗旨。「貧窮源於不公平」這個主張我同
意，但沒有實質感受，隨後的體驗活動中，感官、認知重組，對這個主張產生深
刻聯結。「小英和阿 Nick 的故事」，強烈撼動所有人，現場也有人忍不住啜泣起
來，我則是雞皮疙瘩及頭髮都豎起來。這個課程設計團隊有：劇場工作者、社工
師、教師、…，這層樓有 13 個上不同課程的組合空間，專業的劇場音控、燈光，
專業的引導、探索、討論，讓每位參與者用盡所有感官、腦力，以零碎的線索拼
湊出故事的真相，這樣腦力激盪的團體探索課程，無異可以給現今台灣僵化教育
一些思索。期待 8 月份在和樂施會在台灣見面，期待能撞出一些火花！
分享者 2：新市國小教師 連美郁
到了香港樂施會，親身體驗走訪「小英的故事」，著實在我平靜無波的心中投下
了一個震撼彈。平常在報章或網路看到新聞事件或是別人的不幸，有時予以同情、
有時冷靜無感，但未曾「穿上別人的鞋子」看這世界。直到在小英的房裡，竄入
大火的濃煙時，雖然知道那是假的，還是嚇得我淚珠直奔眼眶裡打轉，才真的能
體會到這些受害人心中萬分之一的恐懼。一次真實的『體驗』，比一百張圖片、
一萬句話都還要來得撼動人心。我們的教育正缺乏了體驗，學生才會對社會冷漠、
對世界無感，若是我們也能將這體驗式的教育讓台灣的孩子好好的感受一下，或
許也能為台灣的未來注入一股暖流。
分享者 3：三芝國小教師 詹皓雲
因為之前就透過樂施會在鄧公國小辦研習所發放的簡介本中認識其「滅貧」的中
心理念，這次親身參與了體驗活動，認識了樂施成員，聽取了簡報內容，實在心
生嚮往! 當被問及在台灣是否有類似的組織在進行這種教育時，答不上來的窘境
真令我感到慚愧，不知何時我們才能有自己本土的樂施會?
樂施會充分利用「體驗」來讓參與者建構深刻的情意，協助參與者去發覺平時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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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不察的現象，再由衷的去行動。這些為建立「體驗」的設計簡直是令人望塵莫
及，而其最終的理念：「努力連結自己、本地、世界之間的關係，致力讓每個人
成為行動的載體。」這不正就是我們所強調「世界公民」與「公民行動」的目的
嗎? 但「體驗」式的課程設計實不容易，也是我們教育中很缺乏的一環，非常需
要具創意的團隊合作，需要深切體會受壓迫者處境、甚至出身受壓迫者的教育人
員貢獻最擬真的感受，才會真正打動人心，激發公民的行動力。
分享者 4：萬甲田幼兒園園長 朱正榮
世界公民教育是強調式界上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本
地社會與個人的連繫。
「互學」與「合作」的觀念有助於世界公民教育，互學是互相學習，「互學」是
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合作」是世界進步的動力，「競爭」不是。「競爭」只是
為了「贏」為了彰顯自己的成就，「競爭」一開始，隱性與顯性的戰爭，便悄悄
的啟動。「競爭」沒有愛，「合作」是為了共善，「合作」可以產生愛，愛才是進
步的動力。「合作」是教育的第一課。
分享者 5:忠山國小教師 林献凱
樂施會這個機構可以說是這次港澳行印象最深刻的機構了。仔細的看了一下他們
編的教材，真可以以套用港片的台詞「創意奔放，熱情無限」。信手拈來一本教
材都可以讓學習者快速的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掌握各種尖端的流行議題，每一個頁
面都有精心的設計過，讓學習者可以快速的掌握議題重點。
而在他們的體驗活動中真的是驚奇連連，原本一開始覺得枯燥無聊不知道在做什
麼，體驗過程中的各種舞台等級的聲光效果還真的讓人驚豔不已，沒想到議題可
以有這樣的呈現方式，可以說讓我拍案叫絕，佩服不已，從樂施會拿到的教材我
應該會拿來在社會課使用吧！
分享者 6:康寧大學教師 吳兆祥
今天參觀樂思會是一整天的活動，他們直接帶著我們去體驗，了解富裕背後的貧
窮及辛酸。但是，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在一個設備環境這麼好的場所裡是能怎
樣告訴我們該如何消除這世上不公平的貧窮。最後透過”小英語阿 NICK”的互動
教育，不公平的剝削與不人道的勞力付出深刻我心裡。
樂思會的互動教育課程會配合小學、中學、大學去做區分，討論的內容與範圍層
次也有所不同，透過信念和意願去結合知識然後付諸行動，培養世界公民。
反觀我們台灣卻沒有類似的機構，連學生對是借公民的素養也難以培養，這是我
們值得去反思與檢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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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者 7:新市國小教師 Ben

Experience the Documentary

Of all the schools and programs that I have seen so for this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rogram was by far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I felt like I was placed
within a play or a documentary, not for an audience’s entertainment but for a journey
into self refl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modern issues. Oxfam is a
must website you must learn about. On many levels this program offers many
innovative strides. First, it offers a concrete example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If you
could offer a project like this for your class three times a year, it would make a
powerful impact on how students would ascertain the content and keep the teacher
vibrant with creativity. Secondly, this is great way that an organization can reach into
the schools and make a awesome impact with the community into the schools.
Nevertheless, as well, this project being facilitates a great way for students to more
into service-based project.
分享者 8: 漳和國中教師 許佩雯
原本對於樂施會沒有甚麼概念，就跟慈善工作一樣吧。當說「貧窮」是一種不公
平時，我有些羞愧，因為教師身分，在目前的台灣相對於一般工作的薪資，好像
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我很想知道要如何「公平」呢？接下來，我們一行人進入
一個暗暗的房間，去尋找兩人，循著各種線索，讓我們推敲這兩個人的身分、性
情和遭遇。當答案揭曉時，小英和 Nick 是我們要找的兩個人，繼續不斷丟問題
讓我們思索，這兩人之間的差異，有甚麼樣的辦法可以改變這兩個人的命運呢？
我突然非常驕傲於自己的工作，知識就是力量，能給予改變的選擇和機會。老師
就是知識的分享與啟發者。消彌貧富差距，除了要求「公平正義」，教育更是不
可少的，如果小英受更多的教育，或是小英工廠的老闆受更多品格教育，不再如
此短視近利，輕看工廠安檢，員工的福利，一切都會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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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香港教育學院(詹皓雲)

以下就以當日研討會主講者的發表順序依序提要：
1.香港中文大學 謝均才博士
謝博士的主講題目是香港的反國教運動。香港與中國政府矛盾的起源在於兩
方對於「認同」的詮釋不一，中國政府希望香港對「祖國」有更多政治(其實就
是「政黨」)上的認同，所以本欲強迫施行「德育與國民教育」一科於香港校園，
後因一套「中國模式」的指導手冊中出現盲目效忠黨國的教材，觸發了香港民眾
大規模的「反國教」
、
「反洗腦」運動，最後香港行政區首長梁振英同意不強迫推
行才結束這段抗爭。
在這段反國教歷程中，香港民間共計 23 個團體合組「反國教大聯盟」對行
政區政府強力抗拒，其中包括學生、家長、教師、社工、宗教等各界關心學童教
育的團體。特別是代表學生的「學民思潮」：

「學民」一詞來自我們本有學生的身份，亦同時帶有世界公民、
中國國民和香港巿民的身份，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
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
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
由。我們一班學生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為榜樣，追求自由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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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自由，而非洗腦式的盲目愛國情懷。
當時創立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僅是中學生，後來甚至因帶領罷課集會而
衍生香港最大型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由此顯見接受通識課程批判思考的訓
練後，香港學生勇於有不同的想法，勇於為美好的未來付諸行動，由學生的熱情
再感染社會群眾，團結發出不平之聲。反觀臺灣現今也有「反課綱微調」的爭議，
同樣為反對執政黨派意識型態的洗腦灌輸，雖見各地學校集體表達抗議，卻不似
香港民眾同樣團結，我國民眾是否輕忽了教育的力量?
2.臺灣淡江大學 陳麗華博士
麗華所長的主題則為太陽花學運及其後續效應。太陽花學運是臺灣近年來最
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由研究生及大學生帶領發起，對執政黨黑箱通過與中國的服
務貿易協議之舉進行「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在此學運中，值得肯定的是看似「無
組織」的學生們，卻能組織性的充分利用科技網路，掌握詮釋權，直接與群眾對
話。
學生所引領的太陽花學運，嚇壞了把持政策的政黨，驚醒了政治冷感的群眾，
之後非藍非綠的柯 P 當選台北市長，更顯臺灣民眾厭倦藍綠、跳脫藍綠的「後藍
綠思維」。
然誠言之，臺灣近年來的社運，固然彰顯出人民在受到不公不義的壓迫時，
能有團結展現公民訴求的熱情，但是這些「熱情」是由聚集眾人的同理心而來，
並非如同香港有「通識科」課程的學習背景，因此「熱情」可能容易淪為「激情」，
在激情過後，社會上自然也無聲音倡議我們的課程要注重公民教育了。 由此看
來，香港的通識課程(Liberal Studies)著實是太有遠見的「打底功夫」!
3.香港教育學院 梁恩榮博士
梁博士一直致力於香港的公民教育，其研究的脈絡與我們麗華所長的路向非
常似同，皆以批判思考教育作為核心，隨社會的多元開放，重視底層群眾聲音之
始，便發展成公民教育，促使民眾漸對自己的力量有所意識，可說非常具前瞻性。
引領著香港教育走向的決策當局，非常有力的將「公民教育」置於香港教育
的重點軸心，早以通識課程開始訓練學生的批判思考，「反國教運動」和「雨傘
運動」就好像在他們的預料之中似的，「作為利用通識課程所學到的知識實際踐
行的練習機會」，再加上媒體不同聲音的論述型塑強化學生的觀點。就這樣，公
民教育沒有停留在課堂裡的思考，而更是活生生的深刻體驗!
在群眾運動之後，梁博士特別關注的是，具有「政治素養」的公民教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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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干預日鉅的中國政府，面對回歸五十年後香港民眾的期望，公民教育未來的目
標希冀學生多對政治有所關心，且在政治議題的探討背後還需要有道德素養支持
作正確的選擇，需要道德勇氣以付諸行動。梁博士也強調，香港人並非不認同自
我是「中國國民」，香港人要作為的是對不公義事務有批判權、有省思力的
「Criticized Chinese Citizen」!
香港的公民教育給了我們臺灣幾點啟示：
1.

「公民教育」的教學法要富有建構性。在文本閱讀中培養公民知識之外，還
要利用議題中心的討論，開啟學生間的對話與溝通，練習批判思考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親身參與公民運動，體驗弱勢者的處境，感受了解自己
對社會的責任，型塑出自身的價值觀念與態度勇氣，才會自主組織公民行動，
自發性的付出心力改變環境。

2.

「公民教育」要敢於挑戰爭議性的議題。民主的社會就該富有爭議性，有爭
議才有對話，有對話才有進步。爭議性的議題讓學生運用不同的角度思考，
習慣接受不同的聲音，和不同意見的人磋商溝通，是建立批判思考能力的良
方。若教育不願觸及敏感議題，只是一味教授學生明哲保身的圓融哲學，我
們的學生將易淪為毫無主見、人云亦云的騎牆派，或許還會因被搧動的激情
隨人上街吶喊，但絕對不會是帶領群眾針砭時政那振振有詞的領頭羊。

3.

「公民教育」的推行要上下一心。此行所交流的香港教育機構不論官方民間、
高等教育至中小學教育，在培養批判思考的公民知識、態度、技巧、行動力
上，皆有一致的準則與方向，而且似有分工合作般各司其職，投注莫大的資
源與熱情。香港或許因其史地條件，土地小易團結、高度國際化，民眾普遍
具國際觀；也或許因其面對中國政府的勢力進逼，不得不設法找出一條生路，
所以其教育走向方能在既非由上而下(臺灣的中央集權)，亦非由下而上(澳門
的無政府)的特殊位置中，群策群力，團結一心為民主香港的未來努力。台
灣雖擁有更高度的政治自由，多年教改的格局卻仍困在公平性的爭議之中，
沒有長遠的眼光與寬廣的視野，沒能將公民教育置於教育的核心，香港強而
有力的改變，未來必定讓臺灣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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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行先進的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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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坪頂國小校長

蘇穎群

透過梁教授及馮智政研究員的簡報，我約略知道在回歸中共之後香港人內心
的焦慮。在上陳所長麗華的多元文化的課時，學習到偏見無所不在，對照香港剛
回歸時，不少港人移居台灣，自己也對他們充滿文化偏見：勢利、口音、飲食習
慣、傲慢…等，是本人的刻板印象。在了解歷史脈絡之後有了新的詮釋，對於香
港的學者反而心生敬佩，他們扛起了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就如歌手何韻詩所唱
的「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不平則鳴，照見真知，縱使可能惹上許多麻煩或危
險，也要讓生活、成長於斯土的人民，清楚了解自己的處境及未來。相對於台灣
的婉君(網軍)文化的大鳴大放，香港的這些學者以知識理論作為邁向更民主化的
過程中的基礎，值得學習。
(2)萬甲田幼兒園園長

朱正榮

公民教育，是教育公民認識公民的權益與如何表達公民訴求。公民的訴求方
式在民主政治的國家應該是「數人頭」而不是「打破頭」，而訴求活動要考慮到
社會成本；最重要的是，不要淪為政黨的工具。
在國內各級學校選班長(班代)或選模範生或選……。不是老師指定而是運用
學生提名、學生投票的方式產生。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公民教育並符合「民主主義」
與「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
(3) 高中教師

吳兆祥

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感覺比我們台灣強大、明顯，而且更容易表現出來，這代
表我們的行動力與道德勇氣稍嫌薄弱了點。或許這就是我們傳統的教育所培養出
的個性吧，讓大多數人可以隨波逐流，雖然保障學生應有的基本能力，但也造就
我們許多公民素養的缺乏。
而且，我發現在台灣有一種現象，越是年長或是長大的人，其公民素養的越
不容易展現出來，感覺像是對社會正義越來越薄弱、越來越事不關己似的，這是
我們需要檢討的地方。
(4)淡江高中教師

楊蕙如

“Living in this chaotic world, we have some obligations.”
香港 2012 年「反公民教育」與 2014「佔中運動」對照台灣「反課綱微調」
與「太陽花學運」似乎都呼應這句話。
這是我第四次造訪香港，1992, 1995, 2010,2015,四次的造訪，香港真的不一
樣了。殖民地時，因著大不列顛帝國的光環，猶記 1992 年時，港人的傲氣；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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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移民潮現的社會不安；2010 年迪士尼之旅，驚見周遭幾乎都是陸客。此次，
我深入了解這個社會的矛盾與無奈。可能撕裂社會合諧的公民運動，與坐以待斃
慢慢被剝奪權利，該選哪一個? 老師教授過程，如何讓「自我專業 professional
selves」凌駕在「自我意識 ideological selves」”之上，實在不易。當我們希望不
要”泛政治化”，但現實中，公民教育必逃不掉”國家認同、社會 正義、基本人權”
等問題，可能弱化到沒有嗎?
(5)坪頂國小教師

何欣蓉

一進校園遠遠地即被「QS 世界大學排名教育領域全球排名 15、亞洲第三」
這標題(圖 3)所吸引，原來香港教育學院來頭並不小呢!在這裡匯聚了全港最強的
教育團隊，心想，要是真能有機會，香港教育學院是未來進修的好選擇。
梁恩榮教授、謝均才教授及馮智政研究員等人，都是香港公民運動的活躍份
子，從演講中可窺見他們致力於公民教育的推動。在謝均才教授講演中(圖 1)了
解到香港現況，即使強迫灌輸性的愛國主義教育政策朝著整個香港襲捲而來，他
們選擇的是站出來，捍衛下一代，並建立一套非政治灌輸、鼓勵學生培養批判性
思考，及關心社會的公民教育課程。相同地，台灣太陽花學運也展開了行動，力
抗台灣民主不被偷走，將真正的民主還歸於民，陳麗華教授演講中(圖 2)，最讓
我感動的一幕是由一位在台陸生--羊男的聖誕節所述寫：「有一種天經地義的東
西，大陸沒有了，香港也快沒有了，台灣今天還有──我彷彿忘記它的名字足足
有二十多年。最近，跨過海峽我終於看見它了。今天我在這裡，去捍衛那些別人
有的我沒有的，是為了終有一天我也能擁有。」心裡有點兒酸酸的，台灣民主隨
處可見，甚至已氾濫逾矩，且有濫用之嫌，在陸生心中卻是企盼渴望不已，可能
這輩子都不復見的，但仍拚了老命地一輩子追求。我想「珍惜民主」是必要，
「捍
衛民主」是得持續不止的公民運動。
(6)忠山國小教師

林献凱

雖然到這裡由於教授用英文跟廣東話分享有些部分不是聽得很懂，但是還是
覺得當天反公民教育 vs 太陽花學運的台港交流分享十分精彩。
公民教育在台灣跟香港有類似卻又截然不同的走向，同樣身為曾被殖民的地
區，公民教育發展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樣貌。香港曾被英國殖民，留下的文化處
處可見，不同於中國本土人民的高度國際化與經濟發展。台灣曾經被日本殖民，
卻被國民黨政府將日本殖民的痕跡破壞殆盡。
公民教育走到最後，不免會走到我們是什麼人這樣的認同問題，而台灣與香
港的困境幾乎一樣，反公民教育可以說是香港人反對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身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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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最佳寫照。但是台灣人的處境還是遠比香港人還好，期待我們的教育早點建
構成台灣本土認同的教育，而非再像以前心繫中國無台灣的畸形扭曲教育，這樣
的公民教育才能徹底成功解答我們台灣人就是台灣人，許多畸形的社會現象才能
迎刃而解。
(7)新市國小教師

連美郁

香港的公民教育，從中學出發一直延伸至大學，在中學時公民的素養在學生
心中播下種子，讓學生對於社會的議題有所覺醒，到了大學時代開始萌芽轉化成
公民運動。雨傘佔中運動，有如台灣太陽花運動，都是學生公民行動的代表作，
雖然有些爭議、雖然造成社會一些紊亂與動盪，但是這是新一代年輕人表達對社
會關注與發表自己的聲音的一種方式，有訴求、有想法、有無遠弗屆的傳播方式
將這樣的聲音發散到世界各地。很羨慕年輕人的這股熱情，但也期許自己能對這
類的社會事件投注更多的關注，能有更多的參與。

(8)漳和國中教師

許佩雯

香港教育學院走廊的佈告欄：張貼著學校的主要活動與新聞，而非以學生的
社團活動為主，可看出學校校風的嚴謹與踏實。謝昀才博士的「反國民教育」演
說，道出「香港」悲情城市的悸動。梁恩榮博士說明：香港抗議活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人不斷努力以理性訴求、爭取自己權益，謀求與內地雙贏的政策。香港一路
風雨辛苦，和台灣許多處境相似，讓我思索台灣未來要如何走下去？

香港民眾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革命」。(newbloomm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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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革命」號召名眾支持的宣傳語句。(明報；www.spreadshirt.co.uk)

臺灣民眾抗議黑箱服貿的「太陽花學運」。(www.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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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童群益會(連美郁)

參訪心得
香港小童群益會創立於 1936 年。當時的主要服務對象為流連街上的失學貧
童，他們極需保護與培育，藉讀書識字、遊戲和運動、物質支援與技能培訓，從
而發展他們的興趣及培育成為良好的公民。發展至今，香港經濟及社會一日千里，
該機構的使命仍以關懷兒童及青少年的福祉為核心，也是機構茁壯成長的根基。
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年發出《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文件，
「社
會服務」作為五種基要學習經歷的其中一種，「社會服務」本身已是學習目標–
即服務社會。在 2004 年起，課程發展處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全方位學習組舉
辦培訓、種籽計劃、焦點小組等等，並結連社會服務機構，特別是青年服務機構，
與學校合作推動校本的服務學習計劃。然而，根據香港小童群益會對於當時服務
學習計畫的一些觀察:
一、大多以推廣關懷慈愛或慈善救濟作為理念基礎。
二、而服務對象大多是遠離學校所在社區的，大多是居於長者宿舍的長者。
三、服務部份大多為單次的服務，通常在正常課堂以外的時間進行。
四、老師大多接受在計劃中學生與服務對象是有所獲益的。但是，他們覺得這
些計劃有以下的問題：
1、學生只是表面上感覺良好，其學習與反思就相當表面。
2、服務部份單薄：學生與服務對象雖然有所交流，但令大家親近的機會不
多，難以學懂互相守望(Mutuality)。
3、課程與服務的關連薄弱：NGO(非政府組織)的課程只能提供服務策劃及
和為提供服務的技巧，服務未能引起學生對社會的關注(陳國邦，2015)。
鑒於以上問題，香港小童群益會提出，服務學習應該在鄰近學校的社區進行，
提供學生反思及互惠的機會，不但能夠服務社區，也能從服務對象學習，建構自
己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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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區出發的反省性實踐，如老人與椅子 - 向社區學習，與學習服務社區。

火雞三明治或是低糖紅豆糕 – 問題陳顯的批判教學法。

45

長者校園 - 課程資本與社區資本的互動、營造與凝聚。

再藉由社群的集體倡議活動，在學生心中種一顆『共善』的果實。

照片出自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工陳國邦 PPT。

從香港小童群益會帶領學生實際參與社區服務學習的案例中可以見得，他們所
做的不像我們在現場小學，我們也會帶高年級的學生到鄰近安養中心整理環境清
潔、或是協助肢體不便的長輩進行用餐等一次性的服務學習，雖然學生好似有所
感觸，但真正的學習內容卻很難明確。但他們是真正走入了社區，觀察社區的需
求，讓學生能依據社區實際的情況思辨能夠盡一己棉薄之力的地方來改善社區居
民的生活環境，更加入了反思與互惠的精神，再進一步實踐公民教育的行動力。
然而，香港小童群益會社工陳國邦也不諱言，社區服務的學習的課程多由
NGO 組織規劃、協助執行，雖立意良好，但由於學校課程進度與時間上的壓迫，
原本最多有十二所中、小學與小童群益會配合的，到現在變成了零。這樣傳播善
種的工作，卻未能得到學校的支持，其實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反觀台灣，社區
服務多是由學校主導推動，已成為許多學校的校本課程或是淪為學生評比加分的
機會，姑且不論學子們為何而為(為加分、為升學或是為了行善的快樂，千萬別
否定了許多孩子單純樂善的心)，當這樣的種子由教師、學校開始，讓學生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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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參與體驗活動，反思內化，最後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為所應為，然後凝聚眾
人的力量成為一股能夠影響更多人的善念。

透過圖文的方式，讓學生表達在探訪前、執行任務期間，
以及完成任務後的心得省思前後心境的轉變，明顯可以
看到學生在這中間的成長，很棒的創意。

同行教師心得分享
一、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校長

蘇穎群

不曉得是否因為是受英國殖民影響，香港在法治及正義、公義的詮釋和討論，
個人認為領先於台灣。另一方面可能是相對於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在回歸中國之
後，雖然中方作了相當政治讓利(劃為行政特區)，企圖討好香港居民，但獅子終
究是獅子，不是小貓，在中國實際接管香港後，香港並不領情，因為芒刺在背。
香港小童群益會陳國邦老師的分享，讓我看到許多可能，如：用「社群主義」
角度來看社區有教室作為反省實踐。以「反思」及「互惠」做為中心要素，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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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歷程中體驗出棄絕恩惠式的參訪老人院的公益行動，而以服務-學習-社區，
發掘出真正影響社區的事，來學習「公民教育」，同樣的在這個例子，個人觀察
到了香港知識份子(李榮安、梁恩榮、葉蔭榮…，等教授)的批判和指導，值得吾
等反思及學習。
二、
新北市淡水區萬甲田幼兒園園長 朱正榮
中小學服務學習雖然是很重要的公民教育，但我覺得服務學習不是課程問題；
也不是教材問題。服務學習是融入社會的一種習慣；；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活動之
一。
博愛座形同虛設：在香港、在澳門有博愛座不讓座。
博愛座形同虛設：在臺灣不須博愛座也會讓座。
再者，我認為服務學習可以從幼兒教育與家庭教育著手；如幼兒的照顧自己、
照顧環境、關懷別人。
三、
新北市淡水區淡江高級中學教師 楊蕙如
「服務學習」除了「互惠」以外，更包含了「反思」的要素。
透過小童群益會陳先生的分享，再對照台灣將「服務學習」納入升高中評
比積分的政策，實施上是有些不同的。在台灣，「服務學習」有大半變成家長的
工作，替孩子找附近醫院或圖書館志工工作，甚至找里長幫忙。經由香港經驗，
「服務學習」可以讓「學生、學校、社區」更加結合，無須捨近求遠，至於課程
設計，老師要發揮專業，讓學生確切達到「反思」的成效，才能讓此活動內化至
學生生命價值。「主題引介→社區學習→主題探討→社區探究」的循環模式，是
老師們在規劃服務學習必須遵循，此一循環亦可在學習單中設計呈現。
四、
新北市新店區南強工商教師 吳兆祥
在台灣，學生的公民意識，幾乎都是在學校裡培養，少部分是家長帶領，從
沒有看過有民間團體或是社工積極參與與學校配合。其實讓學生從生活週遭做起
與社區結合，這才是真正的服務實習。
但是在台灣的服務實習幾乎全部變調，為了升學去做義工、為了銷過去打掃
校園、甚至買塑膠袋只為了湊發票當募款來銷過，所有的目的已經變調。講者在
敘述他們課程設計的設計，「主題引介 à 社區學習 à 主題探討 à 社區探究 à 服務
構思」，其中都是不斷地反思，所以他們不單單只是做而已，重要的是會反思期
可能性與意義性，來達成每個人公民素養的養成。
五、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教師 何欣蓉
這是一場由現場實務工作者而非理論派學者的精湛經驗傳承與分享，台灣少
有類似小童群益會的機構可以帶領師生做服務學習，其實，真正的服務學習得要
有意義存在並和周遭環境結合，如社區服務學習—從貼近自我的生活環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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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左)，在我服務的坪頂國小中是實際發生的，以我們的校園環境起點，做清
潔打掃愛校服務學習，擴及到社區鄰里中心打掃，社區掃街服務，及探訪社區中
的安養院，老師們帶著孩子去關懷--在身旁卻而不自知或無感的生活環境，喚起
他們對社區周遭鄰里的意識，了解自身社區與周遭生活環境的社區踏查，對孩子
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環境，卻也是陌生的環境，一如往常的漠視，造就了社區中、
社會中關懷越來越貧乏。不過，在陳國邦老師的服務計畫裡，我看到了我所欠缺
的反思活動設計/反思活動帶領(圖 1 右)，這應該是服務學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否則這些服務學習應該只淪為形式，更應該說沒有深化到孩子的內心層面，做了
再多也只是枉然啊!
六、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國小教師 林献凱
一直覺得香港是個神奇的地方，古典與現代並行，且高度國際化。所謂的現
代的部分就在於香港是個國際化的現代大都會，廣東話與英語一般重要，而古典
的部分就在於雖然同樣是中文，但是用字遣持相對於台灣的中文總是保留一股古
典的美感。小童群益會這樣的名字就是這樣現象的最佳寫照，把兒童寫作小童，
群策群力的概念寫成群益，有一種台灣人絕對不會這樣取名的獨特中文美感。
小童群益會的服務學習做的真的感覺遠比台灣徹底，台灣的服務學習總是感
覺樣板成分很重，總是重視做了多少服務的時數，對於服務學習的本質似乎都很
少著墨。
七、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教師

Ben Harper

In many regards,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s in education that are happening in
Hong Kong seem very dynamic. I remember five years ago, meeting principals at a
small conference in Beijing. The principals proclaimed: We get it, we know how to
thematically fuel inquiry, and set measurable means and scaffold to meet those
objectives all while going up the Blooms Taxonomy chart, but our challenge is one
more of the heart.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students’ intrinsic development. They
saw that their students had little to no interest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charity.
They felt their student were very motivated to get an education as a means to secure
more wealth and have a good job.
Yet now five years forward to see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as way to truly engage students in for nor not just their educational benefit bu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ociety as well. It is shocking to think within 50 years from now Hong
Kong will go back to Mainland China. Fighting ideologies over textbook content
will only be at the surface not to mention state censorship! But for now Hong Kong
is moving so many more steps forward in its development of connecting its students
to current issues through NGO’s and locally and abroad. I felt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sort of trend setting data that might be collected to extend beyond the real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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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ructional piece. It would be powerful to see how over time how this sort of
service learning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a positive effect on those being service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outlook of thos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contributing to
their community albeit locally or globally. What could data represent within just one
generation? What will this mean for the overall passion that citizens and youth will
have for their community? Will these be fuel for 50 years from now? Could the
mainland glean from this model and in some way implement reform? This talk was in
part dynamic to see how service learning plays a role in Hong Kong; however, largely
the implication for the future lead to many more reflective questions.

八、

新北市淡水區三芝國小教師

詹皓雲

小童群益會在當日的研討會中論述的主題為「服務學習」。從其簡報內容可
以看到，他們對「服務學習」的施行成效已經做了一番檢討，不再流於表面的「服
務」，看重的是參與者是否透過「反思」而學習，是否從被服務者身上學習，從
而達到兩者「互惠」的效果。雖說不一定已經做到如此，但光從這些理念來說，
其視野的高度遠遠超過我們! 再結合入社群主義的視角，由社群凝結群力，將在
地社區做為實踐場所，甚至融合學校課程，從「小童」就開始落實「公民行動」
的教育，最終要實現「共善」的社會。
臺灣在「服務學習」方面，既少了這樣的檢討與改進，也不太會有主動與學
校合作的社工團體，或者學校也不見得樂於與社區合作，看來我們的「學習共同
體」還不夠完整，尚有許多可以「共同學習」的社群應該拉入參與孩子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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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訪總結(蘇穎群)
這次參加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陳所長麗華所帶領的港澳教育參訪之
行，收穫滿滿。和去年參加的慈光萬盞-斯里蘭卡教育服務志工、學習共同體-沖
繩參訪，有截然不同的體會。
香港和澳門對個人來說，僅是個旅遊書或網站上常出現的熟悉卻又陌生的地
名，雖然離台灣只有不到 2 小時的航程，但沒有親臨兩地，對這 2 地只有：美食
之都、購物城市、交通樞紐、金融中心、Casino 賭城，及之後回歸中國的「雨傘
佔中」運動的印象。以下僅就文化脈絡、城市建築、教育發展、公民教育實踐做
個人粗淺的觀察描述。

文化脈絡：
澳門地區
澳門和香港同為被殖民地，澳門
於西元 1553 年由葡萄牙人佔據殖民，
歷經：入據、盤據、強據及退出等四
個階段，於 1999 年 12 月回歸中國，
成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中
方同意由澳人治澳，可以保持現有生
活方式和經濟制度 50 年不變。香港於
西元 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被割讓予英國、九龍於 1860 年被割讓、1898 年英
國更進一步要求向中方租借目前的新界地區及 235 個島嶼，租期 99 年，至 1997
年止。同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同樣成為特別行政區，享有「一國兩制」
之下，高度自治，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繼續享有司法獨立、自由貿易
和言論自由，但是這僅是法律文字上的認定，是否享有如英人殖民時期的自由則
值得後續觀察，至少此行和香港學者交流，感覺並不樂觀，
「雨
傘佔中」運動是一個證明。在心態上，普遍香港人自覺優於
澳門人，雖然同文同種，但殖民國不同，英國在當時是強大
的海權國家，在海權及國際法的成就也是舉世皆知。這種複
雜的認知矛盾，但又實際存在，相對於台灣
同時經歷荷蘭、西班牙、法國、明鄭時期、
清朝、日治及國民政府時期，歷史同時開了
這 3 個地區的玩笑，因此主權問題、國家認
同，成為難解的問題，也成為 3 地的政府、
人民及學者努力的方向，但是談何容易？就
拿貨幣來說，出發前已被告知：美金、港幣、人民幣都好用，
但是澳幣只能在澳門使用，出了澳門就很麻煩！我去台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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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港幣，行員還提醒我，進澳門，港幣、美金、人民幣及澳幣都可使用，但是澳
門商家找錢會使用澳幣，如果澳幣沒用完，回台灣後，不管幣值，要兌換成新台
幣一張要收手續費 50 元，令人乍舌！澳門於 1962 年由葡人特許發展博彩業，從
此經濟一飛沖天，博奕事業蓬勃發展，造就如何鴻燊等富豪，相對於日治時期，
親日的幾個台灣大家族，今日也成為台灣舉足輕重的家族企業，有相同的脈絡，
特許造成立場，立場決定位置，位置影響決策，決策造成資源分配，使權力及財
富移動，在這 3 個地區都發生了，公平與正義被機會和關係給霸凌了！
博弈帶來了財富及工作，但同時剝奪了
做夢的權利。當台灣的教育工作者教孩子去
孵一個夢想，成就一個未來，因為教育可以
脫貧，多元讓台灣有李安、古又文、曾雅妮、
林懷民等…..國際知名人士。但相對於澳門，
除了奢豪的資本主義既得利益者，未見世界
知名人士，或說以觀念和行動影響世界的人。 龐大的博弈事業資本市場需要人
力資源，全澳門的產業結構中，博奕事業的人力需求佔 44%強，市場需求使人才
及人力移動，一個地區有將近一半人口急於投入這個龐大的博弈勞動市場，成為
資本主義市場裡的基礎條件，命運就被複製了，夢想不再了，命運在吃角子老虎、
梭哈、俄羅斯輪盤、荷官的骰子被決定，個人覺得不公平，也為其擔心。走在威
尼斯人、新濠天地…這些大型賭場間，看到數以百計的名品店，金碧輝煌的希臘
羅馬式建築、壁畫，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建築，此起彼落的拉霸聲，前方幽幽地搖
來一艘威尼斯風格的船，搖櫓的船夫唱出動人歌聲，來自大陸內地、台灣、日本、
歐美、中東、東南亞等地的遊客拿起照相機、手機瘋狂拍照，想抓住這剎那間的
永恆，我仰望天空，晚霞淒美的渲出圓弧形的天空，空氣中瀰漫出一股清新愉悅
的氣味，我沒到過威尼斯，但霎那間我驚醒，這不是真的，這是個精心堆砌打造
的慾望之都，我只想逃離，心裡感到悲傷，被殖民地區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如何
覺醒？這是澳門人民需要思考的問題。
香港地區
英治時期，香港因其特殊的交通位置，被定位為亞洲交通、航運樞紐、國際
金融中心，殖民政府有系統的規劃及建設，全盛時期有「東方之珠」的美名。又
因人口稠密，複雜便捷的地鐵及噹噹車應運而生，解決了交通問題，也成為經濟
繁榮的基礎條件。因為競爭激烈，也受中方影響，港澳二地在高中以下的教育多
為「一條龍」式的制度，多元教育並不受到重視。鴉片戰爭中的南京條約，使香
港成為被殖民地區，英人的鴉片特許，是歷史上不忍回顧的傷口，但是沒有走上
博弈特許，而全力發展經貿運輸，從今日看來是正確的決定，也讓香港在近 20
年經濟發展上，有亮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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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築
澳門印象
澳門受葡人統治影響，城市建築呈現巴洛克
華麗風格，大膽使用奶油黃、青蘋果綠、白
色，甚是美觀，走在石頭鋪砌的街道上彷彿
置身歐洲，又因博奕事業發達及中資挹注，
城市天際線逐漸消失，氣勢磅薄的高樓林立，
更多華美的博弈園區陸續興建，捷運工程日
夜施工，讓人感覺澳門經濟似乎全速起飛？
事實不然，博弈及彩稅收入逐年漸減，若無中資的大量挹注，
許多教育及社會福利措施寅吃卯糧，財政日漸緊縮。做為以
博奕事業為主要收入的特許區，只好創造更大需求來刺激賭場經濟，讓人有竭澤
而漁的感覺。在精心規劃的城市公園裡漫步總覺得少了一些人文氣息，使整個城
市的建築華麗卻沒有生命。
香港印象
忙碌緊張，如雨刷班急
速掃動的人們的腳步，佈滿
了香港現代又原始的街頭。
現代是指急速現代化的辦公
大樓、商業特區、如蛛網般
密布於街道上的噹噹車軌道及地下的地鐵網絡；原始則是
在這現代摩登的城市建築裡，隨處可見破落簡陋的書報攤、
生命力十足，充滿水果、魚鮮、汗水味的傳統市場和涼茶
鋪。摩登又原始，現代又古老並陳，天際線裡畫滿了雜亂
的電線，高低起伏的石板路，世界最長的扶手電梯，讓個
人覺得無障礙空間的城市友善規劃和建設，仍有一段長路
要走，肢障及視障人士要在這城市移動，應該要具備相當程度的「特異功能」。
令人好奇的是幾天的行程裡，未見幾間較有規模的書店，若說隨處可見的書報攤
可算是書店的話，那麼本人會以為賽馬賭票分析這種小報，是港人日常主要閱讀
材料，因為無人可問，所以這只是個人觀察並不客觀。
教育發展及公民教育實踐
澳門在葡治時期，作為被殖民地，葡萄牙人只關
注自己利益，其他則採取放任態度。於是博弈事業的
稅收、賽馬彩金分配、賽車的賭盤…，舉凡對於葡人
的經濟利益有關的錙銖必較，但教育呢？舉凡殖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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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都差不多，讓被殖民國人民受太多教育會萌發自由的思想及爭取權利的需求
出現，所以葡治時期，不但沒有成立負責教育事業的專職機構，甚至利用中國傳
統社會裡多幫會的文化脈絡，暗中鼓動更多的會社組織成立，小小一個澳門，竟
有 3000 多個會社，自然沒有辦法統一努力的方向，讓人頗有「一盤散沙」的惆
悵。但有為者亦若是，早期宣教士或教會學校仍努力辦學，如此行參訪的「培正
中學」是當地的指標學校，在 PISA 及 PERLS 都有亮麗的表現。回歸中國後，
中資的挹注及習近平在人大的宣示，讓澳門也能有國際規模的澳門大學，但宣示
意義大於實質，當澳門當地沒有創造其他發展建設之需求，所培育的人才也沒有
市場性，自然就讀的動機不足，縱使澳門大學校長及各院院長有強烈使命及願景
想為當地培養人才，但終究如鐵拳打在棉花團上使不上力，反而吸引的是澳門以
外的學生，如：中國內地、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有為人作嫁之感。

香港地區
相對於澳門來
說，雖然同為「一
條龍」式的學校居
多，但是香港當局
有專職的教育主管
單位，負責訂定明
確的短、中、期的
教育政策，同時香港教師的民主及公民素養相當
高，此行有幸能和「基督教宣基中學」的師生作
經驗交換，有很大的體會。個人發現香港教師在
針對不同議題，讓學生獨立思考、批判並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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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歷程，是值得台灣教育工作者學習的！對於自己的主張及要求，權利義務
的思辨非常明確，香港的教學工作者，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企圖讓學生學會思
辨、並做出正確決定。因此在「雨傘佔中」運動中，幾位香港知名學者和老師，
如：梁恩榮教授、馮智政研究員、謝鈞才教授、許承恩老師，並不是躲在學術象
牙塔裡的喃喃自語，而是站在街頭第一線的振聾發聵的體現「公民教育」，我看
到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及其實踐。就如香港歌手何韻詩所唱的「生於亂世，有
種責任」，不平則鳴，照見真知，縱使可能惹上許多麻煩或危險，也要讓生活、
成長於斯土的人民，清楚了解自己的處境及未來。相對於台灣的婉君(網軍)文化
的大鳴大放，香港的這些學者以知識理論建構邁向更民主化的過程中的基礎，值
得台灣學習。

十、其他分享(許佩雯、張旭騰)

(一)許佩雯
2015 年港澳參訪心得
碩專班 許佩雯
2015.7.6 澳門大學
當我們抵達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是夜晚。黑夜中，澳門大學非常遼闊，遊覽
車似乎走得很久，才找到落腳的地方。入住研究所學生宿舍，非常驚豔，乾淨清
爽。最主要的是：安靜。在台北，總有車聲、人聲、電視聲、小孩嘻笑聲……各
樣的聲音環繞，或大聲或小聲∙連深夜也不例外，總有人在活動。而澳門大學的
夜晚，好安靜。

安全的門禁，需要卡片才能開門，內有 安靜高挑的長廊，不同於台灣的建築風
警衛。
格。置身其中，讓人想好好讀一些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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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圖書館時，看到一位掃地的阿姨，阿姨讓我拍下他手中特殊造型的掃把，
遇到一些建築工人，開導覽車的司機，校園中遇到的人都很斯文有禮，是學風感
染嗎？
澳門大學擴建 20 倍，可見其振興教育的雄心，這時覺得地方政府有錢真好，
可以大興土木，以雄厚資本廣招天下之士共襄盛舉。
2015.7.7 澳門培正中學
澳門的建築，各式各樣繽紛的色彩，精雕的樓台，讓我流連忘返。培正中學，
圖書館的童趣盎然，博物館的館藏豐富，科學教室巧妙設計，讓我驚嘆教學者的
用心。這樣環境教育之下長大的孩子，知識不是填鴨的，而是在生活在其中。

圖書館的一角，讓學生喜愛在此徜徉
書海。

行政大樓是古蹟，發思古幽情。

新濠天地的午後：我們四人因對賭場無興趣，叫了一杯飲料，就在咖啡
廳聊起了「學習共同體」在台灣中小學的執行狀況。不聊不相識，打
開話匣子，才知都是對教育充滿熱忱之士。
2015.7.8
香港宣基中學參訪
和宣基中學中四學生交流，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我問到，香港學運似乎非常
蓬勃發展，當台灣在「太陽花運動」時，香港有學生專程到台灣聲援。學生譚啟
韡的回答讓我感動：香港是好地方，香港的稅制、交通、美食，世界第一，愛香
港，出去之後要回到香港，留在香港。
當台灣的「愛台灣」常常淪為口號，台灣的中學生忙於學業、打工、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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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確幸，很少聽到有中學生關心國家政治，為國家發展籌畫設想。啟韡的回答讓
我看見，雖然三十多年後不再列為特別行政區感到不安的香港，未來卻充滿希
望。
教育真是神奇魔法棒，讓在政治動盪環境中的學生們，能正向面對而開拓穩
定的局面。讓人期待，這些學生們未來的成就。

感謝這些學生誠懇的交流，讓我們知道「啟發式」的教育，才能教育出獨立思考
的人。
2015.7.9 樂施會
原本對於樂施會沒有甚麼概念，就跟慈善工作一樣吧。當說「貧窮」是一種
不公平時，我有些羞愧，因為教師身分，在目前的台灣相對於一般工作的薪資，
好像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我很想知道要如何「公平」呢？接下來，我們一行人
進入一個暗暗的房間，去尋找兩人，循著各種線索，讓我們推敲這兩個人的身分、
性情和遭遇。當答案揭曉時，小英和 Nick 是我們要找的兩個人，繼續不斷丟問
題讓我們思索，這兩人之間的差異，有甚麼樣的辦法可以改變這兩個人的命運呢？
我突然非常驕傲於自己的工作，知識就是力量，能給予改變的選擇和機會。老師
就是知識的分享與啟發者。消彌貧富差距，除了要求「公平正義」，教育更是不
可少的，如果小英受更多的教育，或是小英工廠的老闆受更多品格教育，不再如
此短視近利，輕看工廠安檢，員工的福利，一切都會不一樣的。

這黑色的箱子中究竟放著甚麼東西
呢？這是怎樣的一個人？

物質豐富卻少有父母陪伴的青少年，過
著怎樣的生活？兩人之間有何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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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0 香港大學參訪
香港教育學院走廊的佈告欄：張貼著學校的主要活動與新聞，而非以學生的
社團活動為主，可看出學校校風的嚴謹與踏實。謝昀才博士的「反國民教育」演
說，道出「香港」悲情城市的悸動。梁恩榮博士說明：香港抗議活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人不斷努力以理性訴求、爭取自己權益，謀求與內地雙贏的政策。香港一路
風雨辛苦，和台灣許多處境相似，讓我思索台灣未來要如何走下去？

非常優秀的學院

海報張貼的報導指出學校務實的方向。

陳國邦先生介紹香港小童群益會’的服務學習，讓我發現，原來服務學習可以這
樣做啊！

我決定帶班上的學生這學期的服務學
習，也去探訪離學小腳程十分鐘的
安養院，也參考小童服務學習省思
單，讓孩子也留下成長的紀錄。

香港教育學院的建築「圓」的造型，不
僅優美，也讓行政大樓與教學區的
銜接流暢，行走其間，沒有稜角衝
撞，一目了然中庭美景。

港澳參訪之旅，雖然告一段落了，我的心仍很激動，很希望，一段時間之後
能再去探望他們，訴說彼此的發現與改變。當我希望學生們能自己思考，而學生
追問著我「標準答案」時，台灣教育改革還有很大的空間，繼續努力吧！

(二)張旭騰
702750208 課程所碩專班(ㄧ) 張旭騰 港澳参訪心得
心得內容：
本次參訪行程，最想與大家分享的兩件事:
一、
我對香港一般老百姓的公民素養非常不認同，最後一天我與所長及阿榮
哥一起到東涌的一家港式飲茶用餐，發生一件令人相當不愉快的事，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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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在台灣不常見的；當我們還沒用餐完畢，餐廳經理、員工就一直在拉動
桌椅，而且聲響非常大，無視我們的存在，而且在旁進進出出，簡直像在工
地用餐。
記得十年前帶全家到香港旅遊也是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讓我對香港留
下不怎麼好的印象；再看看香港導遊講話的口氣，也不難發現他們平常的習
慣。其實，我要表達的是台灣人要看得起自己，我們沒有比別人差，又看到
昨天觀光局公布台北市名列全球熱門旅遊城市第三名，令人驕傲的事實。
二、
全球化課程時我就多次提出看法，老師們應多利用機會出國，也把出國
看成一件平常的事務，自己規劃行程，親自走入異國的每一角落，放大視野
會有不同的體認；到了國外每樣事物都是感到陌生的，在沒有接觸之前或許
心裡浮現的都是疑問，這些疑問就是考驗著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記得有一次我到中東的約旦造訪，是一個人隻身前往，給我最大的震撼
是----這不是電影上出現的場景嗎?怎麼活生生出現在我眼前，駱駝、沙漠、
仙人掌及中東人帶槍佩刀，還觀賞了最傳統的舞蹈---肚皮舞。問我會不會再
去，答案是肯定的----“會”，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善良的民族。
分享以上兩點存屬個人觀點，也很開心這次能與師長同學們同行，下次
日本之行，我決定選課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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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港澳參訪人員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港澳參訪人員
No

姓名(中)

現職

01

陳麗華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02

游家政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03

張月霞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04

梁淑芬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助理

05

蘇穎群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校長

06

林獻凱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國小教師

07

何欣蓉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教師

08

楊蕙如

淡江高中英文教師

09

連美郁

新北市新市國小教師

10

詹皓雲

新北市三芝國小教師

11

朱正榮

淡水區萬甲田幼兒園園長

12

羅伯特

新北市新市國小外語教師

13

吳兆祥

康寧醫護暨專科管理學校

14

張旭騰

新北市莊敬高職教師

15

許佩雯

新北市漳和國中教師

16

李

勻

課程所工讀生

17

李

昕

課程所工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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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港澳參訪感謝單位
103 學年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課程比較研究」港澳參訪感謝單位
參訪機構

協助人員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謝金枝教授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范息濤院長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鄭振偉副院長

澳門大學國際處

Polly Leong 小姐

澳門培正中學

楊珮欣主任

香港宣基中學

許承恩老師

香港樂施會

李嘉敏小姐

香港小童群益會

陳國邦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

梁恩榮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勞藹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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