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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此次隨台灣省教育會代表團參加第七屆兩岸青少年教育研討會

會，自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共八天。就大會主題探討部分，邀

請四位與會代表發表論文專題報告，分別為「在文化的進步中作智慧

的教師」、「探究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評鑑的關鍵因素」、「這是你的

船」及「教師專業社群之具體實踐」等，會中進行熱烈的研討與意見

交換，並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聯絡部陳愛民部長與中國教育學會馬

建華副秘書長與予歸納結語，期許能促進兩岸教育之發展。緊密的

議題研討外，還利用早、晚餐及休息空檔時候進行教育實務交流，

雙方針對特別感興趣的問題溝通詢談，也因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

收穫。研討會時程緊湊、發言踴躍、討論熱烈、充分溝通交流，活

動圓滿順利。 

其後安排參觀南京外國語學校仙林分校，該校係屬國有私有混

合具多種經濟成分參與股份之新型民辦寄宿型學校。團員對該校面

臨大陸民辦學校辦學競爭挑戰，董事會與全體教職員工用心經營積

極投入的精神皆非常佩服；而不斷創造教學特色，在短短十年間，

不同學部均各有其吸引學子的口碑，尤其德國、澳洲之國際專班成

效，更覺得令人肅然起敬。故該校在學校經營、典章制度與整體績

效表現上，都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參考與省思，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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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團長原為省教育會理事長李建興先生，因故無法成行，臨時指

派常務理事國立二林工商校長陳志福擔任，副團長為常務理事吳光

勳校長（退休），現職公教人員包括國立虎尾高中總務主任吳文貴、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校長鄒義昌、臺中市立潭子國中校長羅能熙、臺

中市立順天國小校長洪文煉、新竹市立朝山國小校長陳智龍等五

位，其他團員除教育會組長劉啟華小姐外，皆為退休教育人員及眷

屬，包括常務理事蔡錦庭、黃永祿校長，常務監事黃清江、徐惠東

校長，理事李燦榮、陳建安、楊家倫、林秀琴、陳春來校長，唐柱

主任、林麗娟組長，洪惠美、王鳳淑、吳麗華、劉秋玉老師，邱淑

真小姐及黃喜作先生，全團共計二十五人。 

 

參、目的 

兩岸青少年教育研討會論壇，自 2007年起，由台灣省教育會與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教育學會共同發起，分別邀請兩岸教育學

者專家、中小學校長、教師代表及社會教育工作者參與，輪流於兩

岸辦理。本屆活動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培訓交流中心承辦，江蘇省

教育會、南京市教育會協辦，假南京中心酒店會議廳辦理，研討主

題為敎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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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本次會議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梁保華先生及中國教育學會

會長鍾秉林先生分別代表主辦單位歡迎與會嘉賓，並報告籌辦經過

與議題之重要意義：台灣代表團陳志福團長也代表李建興理事長致

謝詞，同時報告台灣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之現況，也簡要經驗

分享其服務之國立二林工商辦理情形；江蘇省教育廳沈健廳長、南

京市教育局吳局長、江蘇省教育會楊九俊會長及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培訓交流中心李安晉主任等相關重要人士，均親自與會出席，頗為

盛大隆重。 

就大會主題探討部分，邀請四位與會代表發表論文專題報告，

包括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前教科所所長成尚榮研究員之「在文化的

進步中作智慧的教師」、臺中市潭子國中羅能熙校長之「探究教師參

加專業發展評鑑的關鍵因素」、北京小學豐台萬年花城分校劉顯洋校

長之「這是你的船」及臺中市順天國小洪文煉校長之「教師專業社群

之具體實踐」等，其後安排參觀南京外國語學校仙林分校，創立於

2003年，屬於國有私有混合具多種經濟成分參與股份之新型民辦寄

宿型學校。交流及研討會結束後，接待單位安排南京總統府、夫子

廟等名勝古蹟，也順道遊覽安徽黃山及杭州西湖等鄰近景點，讓此

活動增色不少。沿途團員均特別重視相關文教設施之參觀，也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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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人文風光，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伍、心得  

一、 主題研討部份：就四篇論文發表報告摘要如下： 

（一） 在文化的進步中作智慧的教師：  

1. 教師應涵養「第一哲學」才具有大視野大格局：除

任教學科知識外，與學科有直接關係、間接關

係、無關係的知識，都應涉獵，教學與課程實踐

知識，結構方法的條件知識，比學科更重要的「第

一哲學」，才能發展出像徐志摩大師級之「再別康

橋」般美的意境；今年世界盃足球賽德國奪冠，源

自異地訓練堅忍毅力與鬥志維繫「鐵的紀律」之動

機培養。 

2. 教師的「第一專業」建立於以學習者為主體：教學

應站在兒童學生立場與學生為教學活動之中心。

教師專業發展應以認識與發現真正的兒童與學生

為研究，將教育與學生發展融為一體、深度互

動。「女阿姨」是幼童慣用語，出自兒童發展性別

概念建立之過程，學生兒童是教師「熟悉的陌生

者」，頗值得玩味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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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應以學習者發展的方式，完整的投入其生活

的世界：唯有回到學習者本身的思路，返璞歸真

的接納學習者，才能體現學習者多元智慧無限偉

大之處，像放風箏遊戲一樣，曉得何時收何時

放。 

（二） 探究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評鑑的關鍵因素： 

1. 學校的先備條件： 

（1） 曾經有教師參加教育部相關活動經驗。 

（2） 學校為學習型組織。 

（3） 教師間的互動較為開放。教師習慣於接受

外來的訊息，比較願意走出封閉的教室，

探索外界的知識，滿足成長的需求。 

2. 參加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特質： 

（1） 多數具有成長動機，高度配合學校政策。 

（2） 兼任行政教師對學校的配合度相對較高，

部分非兼任行政教師會因為個人生涯規劃

的對價需求而配合學校政策參加。 

3. 參加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具備之成長動機︰ 

（1） 期盼能夠提升自己的專業成長、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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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地位、增強教學效能。 

（2） 能將自己提升能力加諸於學生學習表現。 

（3） 較會想爭取家長的認同者。 

4. 教務主任扮演火車頭及關鍵性的角色： 

（1） 妥善行政規劃，避免走錯路，浪費時間。 

（2） 和教師同仁關係良好，溝通能力佳。 

（3） 以身作則親自參與評鑑。 

5. 校長的領導決定與支持是絕對關鍵：校長是學校

的負責人，是學校校務的推手，也是學校的靈魂

人物，校長態度會影響學校發展。 

 

（三） 這是你的船： 

1. 以美國「本福爾德號」導彈驅逐艦的故事，作為該

校建構榮譽典範團隊向心力之經驗分享。當年該

艦士氣低落，績效非常不好，正面臨被撤裁解編

的命運，艦長邊克爾‧亞伯拉古夫接任，透過全

艦官兵交心與人人參與服務的改造，建立共同的

規範體制，整體績效快速表現出來，士氣隨之高

漲，很短的時間變成為美國海軍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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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卓越發展始於教師每位優秀： 

（1） 教師選擇更多付出與用心，須有理想與目

標，建立使命感。玄奘取經龍馬寓言引人

共鳴。一樣的兩匹白馬，走到西天取經返

回長安的，立刻成為天下第一名馬；留在

磨坊裡的，卻是平凡的白馬。牠們走一樣

長的路途，也是同樣的負重，一樣的辛

苦，卻是不同的選擇造就不同的命運。一

樣教學辛苦，要成為名師，還是平凡的庸

師呢？ 

（2） 優秀卓越名師發展之規劃：建立教師本身

「書架」，知道教學重點，有主張方向，明

白未來發展與定位，更重要實踐行動。從

組織導師團隊，成立專業工作室，將教育

主張、經驗文集，轉成課程特色，並彙為

專題報告，交流於展示平台。 

（3） 鼓勵閱讀感恩教師：多想老師的難，多唸

老師的好，多看老師的長，多留老師的

利，常記四多於心，以豐富教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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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專業社群之具體實踐：臺中市立順天國小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透過教師間彼此專業對話，經

驗傳承和資源共享，打破班級藩籬，以學年整合方式，

共同翻轉順天場域的教育氛圍，迎接另一個嶄新氣象。

其專業社群進展如下： 

1. 規劃方式：採依年級與任教領域方式分組，邀請

學者專家及實務教師經驗分享，融入校內週三進

修辦理，每學期四次，最後一次為成果報告發表

分享。 

2. 實踐的道路：透過對話凝聚校內共識，各專業學

習社群採自主彈性方式訂定主題和內部分工，協

助整合社區環境資源，簡化學習社群活動紀錄，

提供各學習社群所需之經費與人力的需求，或針

對社群討論時遇到之瓶頸困境，主動邀請資深教

師或專家學者分享經驗等協助，最後安排成果分

享時間與方式，使教學資源全校共享，並以電子

報分享到校外。 

3. 社群效益：提升教師自我省思，增進教師專業素

養；促進教師同儕合作，避免教師孤軍奮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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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教師創新思維，提高整體教學品質；翻轉學校

專業文化，行政教學相輔相成。 

二、 參觀學校部分：南京外國語學校仙林分校是所從小學、初

中到高中住宿型的學校，150班、5600名學生、900名教

師，16班德、美、澳國際高中班為其辦學的口碑指標，外

籍教師與外語教學為主，皆可升學國內外著名大學。其他

值得學習的特色很多，僅提出二點： 

（一） 教師績效責任制度的落實：取消班主任負責制，

每位教師之教學、研究、學生輔導、親師合作及

支援行政等成效，均依照訂定基點考評，教師積

極學校競爭力強。 

（二）  校訓為順其自然，充分尊重學生個性之發展：

提供六個向度，十八個項目的多元發展評價體

系，營造民主、進取、開放、創新的教育教學氛

圍。 

三、 政府善用退休人員扶助重視關注社團部份：主辦活動單位

屬民間社團和基金會，而負責領導人皆由退休高級官員或

學術領袖擔任，而該組織均能充分協助政府推動相關業務

發展；各地景區及相關設施建設規劃，亦有類似地區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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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而政府部門均大力支持輔導。 

（一）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梁保華先生曾任江蘇省

黨書記、省長等要職，仍深具影響力，而其對於

其任內重視教育發展之相關政績，均能一一詳述

且與所屬基金會會推展結合，活動中總是一再闡

述其理念與推展用心，期能宣揚相關成果。 

（二）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鍾秉林先生曾任北京師範大學

校長，學術輩分與地位甚高，退休後來協助該組

織推展，頗能得心順手，像此次活動之教育廳沈

廳長及論文報告之劉校長均為其學生。台灣省教

育會現任李建興理事長曾任職教育部次長與大學

校長，如出一轍。 

四、 文教設施參觀部份： 

（一） 南京市參觀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之南京總統府，從

明、清到中華民國，為最重要機關的辦公場所；夫子廟是

一组規模宏大歷經滄桑的古建築群，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

地方，也是秦淮名勝傳統古街古都的特色景區。 

（二） 安徽黃山風景區以山嶽自然景觀為特色，「奇松、怪

石、溫泉、雲海」四絕，可稱「天下第一奇山」，已列入

「世界遺產」；徽州文化博物館是以徽州文化、地理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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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建築風格為基調，展廳以“徽州人和徽州文化”為主

題佈展；屯溪、西遞老街是伴隨著徽商的發展而興起的，

堪稱優秀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長廊，「臥虎藏龍」等百餘

部影視作品在老街拍攝，其刻意保留明末清初的街道兩旁

古商業形態、文化建築，具皖南山鎮建築特色。 

（三） 千島湖為興建新江水庫形成的中國第一大人工湖，湖

中有 1000多個島嶼，可欣賞浩瀚雄偉的水利工程及兩岸

青山嫣映下的清澈湖水風光；杭州西湖，以其秀麗的湖光

山色和眾多的名勝古跡而聞名中外，也被譽為「人間天

堂」， 除船遊三潭印月、遠眺雷峰塔等風光外，僅能選擇

花港觀魚公園中之紅魚池，池中滿蓄金鱗紅鯉，池畔花木

扶疏，遊人投餌，群魚爭食，有聲有色，賞心悅目。 

（四） 經此參觀深覺文化傳統與創新才是永續發展的根

本，人文生根才能久長。徽州艱困的自然地理條件，讀書

與經商成為成功必經之路，也造就古今無數的學官仕紳與

紅頂商人，從許許多多的貞節牌坊與楹聯家訓，顯現婦女

勤儉刻苦持家，而覺得深富教化的楹聯代表，更可看出祖

傳家訓之端。「孝悌傳家根本，詩書經世文章」、「幾百年

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迎送遠近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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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進退遲速遊消遙」、「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三分心平氣

和」、「快樂每從辛苦得，便宜多自吃虧來」等，各有其傳

承教誨之精神，而後者號稱天下第一聯，故意將「辛字多

寫一橫、多字少寫一點」，訓勉子弟後輩一定要努力辛苦，

不要怕吃虧才多得便宜。 

五、 其他一般見聞部份：近年來多次造訪大陸，的確感受到其

進步與發展非常驚人，台灣二、三十年的奇蹟，大陸十年

即已趕上的感覺，尤其政府帶頭倡導文明相關國民素養方

面，處處可見宣導標語與布置，不過國民整體素質與生活

水平仍待提昇，然隨著教育宣導與經濟發展，近年來有逐

漸進步趨勢，而且市區越明顯。以下數端依然可見： 

（一） 國民整體生活素質提昇問題：交流期間大陸民眾公

德心 不佳，隨地丟垃圾、不守秩序、攤販林立流竄、

大聲喧嘩等情事經常可見；買賣討價還價、貨物標價

不實或買賣糾紛甚多；民眾不時為小事大吵特吵，也

很能表達對問題見解，很喜歡詢問台灣相關實況，尤

其是很含理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卻不太敢對政

府直接批評，民主素養仍相去甚遠。 

（二） 環保課題：黃山風景區觀光事業驟增，但仍堅持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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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作法，導遊雖言屬地理自然限制，但當地政府介入

與民眾配合，才能維持下來；而西湖過度開發，造成

交通環境破壞日益嚴重，現在才驚覺須去改善面對；

後來開發的太平湖和千島湖，正面臨周圍整體景觀遭

高聳建築物破壞的問題。 

（三） 無障礙觀念與硬體設施：除都會指標建物或觀光景

點外，為身心障礙者或行動不便者之無障礙設施尚未

普及，即使設置了，也有維護欠佳或無法充分考量身

心障礙者之需求，身心障礙人士出現於公共場所情形

也不是想像中的比例，倒是乞討遊民減少了。 

（四） 愛鄉愛土之民族情操與現代世界公民：大陸思想教

育受到資訊發達交流增加，不再那麼死板，大多數民

眾已能關注國際議題，然對鄉土與國家民族認同依然

堅定牢固。像此次導遊伍海峰先生對家鄉與環保永續

的理念，總是反覆的在解說時宣揚。當我們總不斷倡

導多元文化價值，卻缺少本身自我認同隸屬時，將可

能是國家民族的危機。 

（五） 經濟快速發展各項建設突飛猛進：大陸經濟起飛，

政府建設時顯少民眾抗爭，又能集中資源配合需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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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理，像剛舉辦世界青年奧運會，南京市容全面改

造、道路拓寬整建，煥然一新。 

 

陸、建議 

    總之此次交流活動非常順利圓滿。研討會能就主題了解當今兩岸關

注焦點，臺灣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及評鑑的推動，而大陸則對於教師哲學

修養素質提升有所期待；學校則參觀了大陸熱門的民辦學校，重視服務

績效，提供少子化辦學競爭的省思；相關文教設施參訪，有助於了解大

陸豐富的人文與自然地理，在維繫傳統文化與資源創新，並推動現代化

建設方面，都能提供很好的啟示，作為臺灣未來在教育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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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團員與研討會貴賓合影 

 

團長與基金會梁副主席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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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能熙校長發表論文 

 

團長贈與仙林分校錢校長紀念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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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於南京總統府國父銅像前合影 

 

團員於黃山西海飯店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