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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社會急劇轉型時刻，有鑑於人才在競

爭及國家發展上的角色愈趨重要，世界各

國莫不積極推動教改，改善人才培育成效。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提出的「No Child Left Be-

hind」政策，為世界各國多所引用。我國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以「把每個學生帶上來」

作為教改重要方向，學者專家則提出「教導每個

孩子成功」或「一個也不能少」。這個改革理念

在當前少子社會中，顯得格外重要。

以往我國家庭子女多，只要有一、二個表現

佳，好好栽培，便心安理得，其它則早早就業，

即使有所折損，亦無所謂。現在每個家庭最多生

一、二個孩子，父母對子女期望高，未來學齡人

口比以往少了半數，社會發展的支撐要倚賴剩下

的半數人力，處境愈來愈艱難。此際，若在人才

培育上有個損失，社會支柱會愈來愈少。教導每

個孩子成功，不只是個人成長發展之所需，也是

家庭和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一個孩子的失敗，

不只是他個人的失敗，也是一個家庭和整個社會

的失敗，大家要分攤失敗的苦果。不過，要教導

每個人成功並不容易，因為傳統以來學校都採取

競爭及淘汰的模式在運作，這個模式一日不改，

理想的實踐等於緣木求魚。

千萬別再計較

整個教育朝向於競爭名次，

而名次顯示的意義則是：

「有人成功總有人失敗，有人

進步也會有人退步」，大家變

得不在乎實際上學生學會什

麼，而在乎得了第幾名，勝

過那些人，即個人的成功倚

賴別人失敗⋯排名在後的學

生，無論怎麼努力爭取好成

績，若名次沒有進步，他仍

然是失敗者。因為排名的教

育模式，只容許少數人成為

成功者多數人都是失敗者，

藉由學生考試成績排名，名

次不佳的學生一直被澆冷

水，好似有個人在耳邊對他

直說：「算了吧，你再怎麼

認真，還是沒有用，還是遠

遠殿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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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造就學習的惡性競爭

一、家長要的是好學校好老師

競爭的學校如何運作呢？孩子入

學前家長先要評估那個國小最好，

把戶籍遷到該校的學區內，以便讓

孩子順利入學。有的家長不滿意公

立學校，乃送孩子進入自認為合適

的私立學校；有的家長更進一步關

心孩子分配到那個班、該班老師是

誰，設法讓自己的孩子給明星教師

教；選到好學校和好老師後，家長

始鬆了一口氣，但往後要耽心的事

還很多。

二、教師用的是齊一式教學

孩子就學後，開始接受老師的教

學和評量。教師採取班級教學模

式，班級學生數愈多教起來愈困

難，雖現已少到三十人左右，但要

顧到每個學生的學習，還是不太容

易。老師對全班進行教學，多半採

取講述法，有些老師會按教學單元

的性質，採取較為活潑且有效的方

法。不過班級教學總是齊一的，目

標、內容、活動、時間和進度都是

全班一致。換言之，每個孩子接受

相同時間、相同內容及相同進度的

教學。由於孩子是不同的，他的能

力、性向、興趣、經驗和社經文化

背景都不一樣，有的在家已有很好

的準備，學起來很快，有的入學前

未做好準備，便學得很慢，經過老

師齊一式的教學，其學習成果仍然

是參差不齊的。

三、學習評量重考試分數及排名

老師怎麼知道學生的學習成果

呢？除了上課觀察及作業批改之

外，老師在每個科目教學中都會安

排學習評量（或考試），每個單元

會有小考，學期中和學期末會有段

考，老師與學生一起檢討答錯之

處。但有的孩子落後較多，光靠老

師課堂上的教學和檢討，不足以改

善其學習結果，有些家長乃藉重課

後補習，希望他的孩子能夠精熟學

習，名列前茅。

老師和家長在考試過後，不只要

看孩子在各學科考幾分，還要看他

考第幾名，名次不只在班級內比

較，還要在全校比較，幾乎每一科

都可以排名。老師和學校不只做各

科成績排名，也排總分名次，強調

學生學習成績的相對比較。學生所

要學習的除了分數高低，還要注意

自己在同學中的位置，即他贏了

誰，又輸了誰。是以，分數高低是

一回事，排名先後是另一回事。

四、排名帶來的「名次症候群」

這種重視名次的教育模式，產生

了許多負作用，統稱為「名次症候

群」。整個教育朝向於競爭名次，

而名次顯示的意義則是：「有人成



功總有人失敗，有人進步也會有人

退步」，大家變得不在乎實際上學生

學會什麼，而在乎得了第幾名，勝

過那些人，即個人的成功倚賴別人

失敗。即使考試成績分數相差不

遠，名次還是可以定下來，分出勝

負。

排名在後的學生，無論怎麼努力

爭取好成績，若名次沒有進步，他

仍然是失敗者。因為，排名的教育

模式只容許少數人成為成功者（例

如前三名、前五名），多數人都是失

敗者，藉由學生考試成績排名，名

次不佳的學生一直被澆冷水，好似

有個人在耳邊對他直說：「算了

吧，你再怎麼認真，還是沒有用，

還是遠遠殿後嘛！」

至於排名在前的學生又怎樣？也

許他的自信心和榮譽感會被強化，

但他每天關心的是考試成績好不

好，名次是否會掉下來，可否再向

前推進，誰是可能的威脅者，他該

怎麼辦？這種維持好成績、高名次

的身心焦慮，是時時存在的。在排

名制度中，名次在中後的學生也會

憂慮，耽心的是誰會來把他們擠到

更後面，讓他們不得翻身。

另一個症候是合作的價值被貶

低，學生學到的是「優勝劣敗，適

者生存」，要重視競爭，設法把別人

踩在腳底下，怎可隨意幫助別人？

為了爭取到好成績，只要有助於提

高成績和名次的都要做，而凡不利

於成績和名次的都不願做。例如擔

任班級幹部，替同學服務，無助於

名次提升，便沒有人要做。又如藝

能科目上課，因不屬於升學考科，

表現優良也沒什麼用，所以便馬馬

虎虎應付過去。

名次競爭還會造成學生在學習表

現上的欺騙，用各種可能的手段矇

騙別人，例如考試作弊是其中的嚴

重問題，作業抄襲也很常見。排名

競爭到了最後，變成只有第一名才

算是好表現、才值得慶祝，拿到其

它名次都不會滿意；但即便是第一

名，代表的只不過是考試得到最高

分，其它重要的學習表現還在未定

之天。

排名對教育的衝擊

學校和教師為何非要排名不可？

對教師而言，老師運用排名來鑑別

學生的學習表現，更藉由排名激勵

學生的學習士氣；有了排名，名次

高的學生會持續努力以維持其地

位，名次較低的學生會受到激勵而

力爭上流，老師的教學變得很省

力。就學校而言，統一考試和班級

成績排名，有利於了解教師教學績

效、認知教師教學問題，提升全校

升學士氣和成績，並可進而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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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學。家長常是排名次的要

求者，希望以最簡單的方式了解

孩子在學校和班級中的表現。

然而，排名不但對個別學生造

成嚴重的負面效應，它也將複雜

的教學和學習現象，簡化為分數

和名次。亦即一個活生生的孩

子，所具有的多元且複雜的個人

特質和表現，被嚴重單純化甚或

扭曲了，學生的自我概念和自信

心被摧殘。老師和家長難以藉由

名次去理解學生這個真實的個

體，去提供適切的教育，往往，

排名在後的學生被放棄掉。

排名經由列表公布的過程，最

後做為社會選擇和淘汰學生的工

具，排名在前的學生帶著壓力和

憂慮奮力向前，排名在後的學生

習慣並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由

於排名主要用在升學考試相關科

目的學習評量上，非升學考試科

目常不考試和排名，排名抬高升

學考科的地位，而貶低非升學考

科的價值，導致教學更加不正

常。

改用合作學習模式

家長送孩子就學，都希望他能

成為有能力的獨立個體，除了自

我實現，還要造福家庭、社會、

國家和全世界。社會成立學校辦

教育，其目的亦是如此，唯有每

個學生都教育成功，才是社會的

最大利益。如果學校教育運作起

來，只讓少數學生成功，多數學

生失敗，這個學校必不是社會所

要的學校。

若家長只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成

功，不管別人的孩子失敗，他要

想想，失敗的他人會是自己成功

孩子在未來的沈重負擔，置身度

外並不明智。學習這件事，可以

是你學會、我也學會，而不必要

是你成功、我失敗，教育上不該

創造一個制度去貼標籤，讓少數

人成功、多數人失敗，讓學生彼

此競爭名次，互相猜忌。

希望學校和教師放棄行之已久

的排名制度，直接面對真實的複

雜個體，找到其智能的強項，教

導他們成為有用的人才。學校應

該教導學生接納多元智能的觀

點，接納個別差異及行行出狀元

的事實，讓他們先在學習上相互

合作，以後才能在工作上互相協

助。具體而言，該怎麼做呢？

一、以合作替代競爭的教育模式

教育上應重視合作，用合作學

習的方法替代造成激烈競爭甚或

是惡性競爭的模式，教導學生認

識及體會協助同學成功學習的重

要性，這不但可增進自己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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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和能力的精熟，也可增進自己的

溝通、協調和領導能力，進而深化自

己的成功，合作學習讓大家都得到好

處。

二、以自我及標準比較替代相對比較

在教學上，應由學生和學生之間的

相對比較，改為學生跟自己比較，若

有進步便是成功，每個人都有進步，

每個人都成功。另外，也可以採取標

準比較方式，即評估學生在學習內容

和能力指標上的精熟情形，把學習表

現和要求的標準比較，每個人都可以

達到精熟，別人精熟不致阻礙自己的

精熟。

三、依能力指標和學習內容進行評鑑

在紙筆測驗的考試方式外，宜重視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實際表現的評鑑，

對於學習成果更應重視質性評鑑。評

鑑的重點在於學生是否達到能力指標

和學習內容上的要求，精熟重要的學

習內容和能力，進而分析尚待強化及

改進之處。

四、放棄製發及公布學生成績排名表

把傳統上教師平時考及段考的排名

方式廢除掉，不要再製作全班分數及

排名表給學生和家長，每個學生的考

試成績是屬於他個人的私事，不宜在

班上當眾公布，更不宜列表讓學生帶

回去給其它家長看。

五、製作全班考試成績之次數分配表

部分家長堅持要看孩子在班上的相

對成績表現，替代方案是製作班級各

科考試成績的次數分配表，先把考試

成績分出90以上、80-89、70-79、

60-69、 60以下等級距，把每個級距

的人數統計列出，家長便會知道自己

孩子的相對位置。

六、建立學生個別學習檔案

教師應將每個學生當成獨特的個

體，即每個學生各具能力、性向、興

趣、經驗和志向，每個學生都有其特

殊的多元智能發展型態，應該為他們

進行教育的個別規畫，提供其個別教

育及自我實現的機會。

七、以學習檔案作為補救輔導之用

學生個人的學習檔案內容很豐富，

且是長期累積的個人表現資料，若能

深入進行整體分析，不但有助於各科

教學中提供及時補救，更可作為學生

生涯發展及選擇之參照。以學習檔案

作為溝通媒介，雖然比較麻煩，但卻

具體而實在，又確實而有效。

八、成績只用於期末獎勵及升學之用

學生平常考試及段考成績仍舊建置

於電腦資料庫中，且每個學生都會收

到自己的考試成績。在甄試入學或申

請入學高中高職以上學校時，若有需

要成績排名資料，再配合提送。學校

為鼓勵學生學習表現優異及學習進步

優異，仍可由資料庫取得表現優異學

生名單。（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教育

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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