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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大學排名看新加坡教育成就對臺灣教育的啟示 
陳俊欽 

新竹縣仰德高中國中部專任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知識爆炸的 21 世紀，高等教育

之表現儼然成為衡量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指標之一。獨立於 1965 年的新加

坡，在短短 40 年間成為亞洲經濟強

權，在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為亞洲國家之新加坡，同樣受到知

識經濟之挑戰，同樣身為海島型國

家，同樣重視經貿與教育發展，卻比

我國在國際評比上有高水準之表現，

故相當值得作為我國因應知識經濟發

展之借鏡（趙健雯，2001）。對於新加

坡而言，教育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存

與發展，也讓政府對於教育的投資預

算僅次於國防預算，也因為教育的成

就造就出現在新加坡的繁榮發展。如

何借鏡新加坡的教育成就，提升臺灣

教育競爭力，實為值得深入探討之議

題。 

二、新加坡高等教育的成就 

張國保（2012）指出，大學是知

識的殿堂，也是菁英人才的搖籃，更

是國際互動評比的重要對象。在學術

無國界競爭思維下，各國高等教育走

向相互評比的機制。下列是世界兩大

最具公信力機構所今年度所公布的全

球大學排名： 

 

 

(一)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全球大學排

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表 1 為 2017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

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全

球 大 學 排 名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全亞

洲第一，南洋理工大學排名亞洲第

七，臺灣大學則名列第 195 名。新加

坡國立大學不僅排名在前，在分數上

也明顯大幅領先其他亞洲的大學。 

表 1 2016-2017 全球大學排名 

全球

排名 
學校名稱 分數 

24 新加坡國立大學 81.7 

29 北京大學 77.2 

35 清華大學（中國） 76.2 

39 東京大學 74.1 

43 香港大學 73.0 

49 香港理工大學 71.1 

54 南洋理工大學 70.0 

72 首爾大學 64.2 

195 臺灣大學 51.0 

資料來源：取自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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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世界大學排名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2017 年 6 月 8 日公布 2018

世界大學排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今年已

連 6 年蟬聯第一，2 至 5 名依序為史丹佛

大學、哈佛大學、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及英

國劍橋大學；亞洲大學最高排名則是新加

坡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名列第 11

名，國立臺灣大學則名列第 76 名。表 2

為 2018 最新全球大學排名。 

綜上可見，新加坡高等教育在全球

的排名高於臺灣甚多，無論土地面積、

人口數、資源條件或相關歷史背景等因

素，臺灣都不亞於新加坡，為何在全球

大學排名如此落後，殊值省思。 

表 2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QS)2018 全球大學排名 

名次 大學 

1 麻省理工學院 

2 史丹佛大學 

3 哈佛大學 

4 加州理工學院 

5 劍橋大學 

6 牛津大學 

7 倫敦大學學院 

8 倫敦帝國學院 

9 芝加哥大學 

10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1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15 新加坡國立大學 

76 臺灣大學 

資料來源：取自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2018 

三、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特色 

(一) 分流教育 

新加坡的教育小學開始便是菁英

教育，全國採行能力分流。新加坡小學

五、六年級為學生性向定位期，小學畢

業會考後決定中學讀四年或五年，以及

學術性或工藝性課程，意相當於於臺灣

國中階段即予以分流，臺灣則至高中階

段才予分流（龔雅雯、王泓翔、張素惠，

2015）。新加坡分流教育制度的主要成

效就是篩選出菁英人才，而讓大部分人

進入職業技能訓練系統。這樣的措施不

但能夠培養社會菁英，也可以提供社會

所需的職業人才，這樣的作法確實值得

臺灣做參考。 

(二) 菁英政策 

新加坡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現代

英國文化和傳統儒家文化的結合，這決

定了它的文化特色及平等觀念與等級觀

念之間的關係，即有著很強的菁英主義

和等級取向（李路曲，2009）。新加坡的

教育小學開始便是菁英教育，全國採行

能力分流，藉由多次的升學考試篩選出

成績優秀的學生。這樣的模式就有如林

文瑛、王震武（1996）所指出，假設社

會只需要十分之一的管理階層，社會上

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機會接受作為菁

英所必須具備的教育水準，不管這樣的

教育是否對所有人的發展都是有益的、

必要的。國家的發展，菁英的存在是必

然的要素，而菁英教育的成功與否對任

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更是

一個國家為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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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化教育 

除了對內實施分流教育，新加坡

政府也對外廣納菁英份子，期許自己

成為亞太區域的學術中心。新加坡推

動國際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由世界各知

名大學到新加坡設立分校，例如法國

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titut Européen 

d'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s, 

INSEA)、高等經濟商業學院 (Ecole 

Suppe SupE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Comerciales, ESSEC)美國的芝加哥

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商學院、以

及 內 華 達 大 學 拉 斯 維 加 斯 分 校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

UNLV)等，都陸續在新加坡成立分校

招生；另一種模式則是與國外知名大

學合作，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由耶

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與新加坡國立

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共同成立的耶魯-新加坡國立大

學學院(Yale-NUS)（馬湘萍、魏妤戎，

2014）。人力資源是國家最重要的資

產，為了與國際接軌、提升國家競爭

力，故積極培養、爭取具國際視野及

能力之人才實為必然之趨勢。 

四、對臺灣教育的啟示 

(一) 重新檢討教改的缺失 

教改的推行應該多聽人民的心聲

及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而不是

盲目地只由專家學者來執行。 

黃光國（2013）指出，一九九四

年推動的教改，已經讓臺灣的教育品

質大幅滑落。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

臺灣的教育即將面臨全面崩潰的危

機。王娜玲（2017）也表示，1994 年

4 月民間發起四一 0 教育改造運動，讓

臺灣的教育產生巨變；高等教育因而

快速擴張，不但使臺灣邁入幾近「普

及化」高等教育階段，同時，高等教

育的功能不再是「菁英人才」培育，

反倒是「量」的驟增，導致人們對「品

質」的疑慮。 

(二) 恢復能力分班制度 

常態分班教學只能遷就中等程度

學生，優等生覺得淺近，後段生仍感

深奧，教學上困難度很大。最後造成

多數學生平庸化，其結果是整體程度

下降（劉廣定 2013）。教學現場也證

明，實施能力分班，才能讓老師能因

材施教，不讓教學現場成為劣幣驅逐

良幣。 

(三) 國中畢業前確實實施升學分流 

分流教育的原意是依人的性向、

能力、興趣、志向不同，配合個人設

定不同的教育目標，採用不同的教育

方法，選擇不同的教育內容，以使每

一個人都能獲得最佳的發展機會，並

因而獲得最大的教育效率（李秀鳳，

2013a）。 

我們看到太多不擅長學科的學生

繼續就讀普通高中，這是不合理的現

象。應該輔導他們選擇技職教育，而

不是混了三年高中又進入三流大學，

畢業後沒有一技之長，一事無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255-260 自由評論 

第 258 頁 

(四) 菁英教育的必要性 

從最早的聯考、基測到現在的教

育會考，明星高中似乎是教育當局想

要漸漸消滅的對象，透過考試制度及

計分方式的改變，明星高中收到的學

生似乎已不再那麼「明星」了。這樣

做真的是對的嗎？從教育部的「頂尖

大學」到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到

以期刊數量評比大學教師的優劣，臺

灣的高等教育卻仍在強調尚賢的競

爭。矛盾的是初等與中等教育卻否認

高低評比的重要（顏學誠，2014）。 

李秀鳳（2013b）表示，明星學校

存廢之爭議多年，與其陷入菁英導向

論述或平等導向論 述之拉鋸與資源

競奪，不如從多元導向的教育觀點來

看，肯定明星學校存在的價值，積極

鼓勵更多的學校成為多樣化的明星，

以提供學生優質適性的學習環境，方

為實踐社會公平正義之上策。 

既然重視大學排名，卻反而扼

殺、否定明星高中存在的必要性，豈

不自相矛盾？建中、北一女等明星高

中為國家培養出無數優秀人才，不管

是在學術、產業界也都有傑出貢獻，

這是不爭的事實。 

五、結論與啟示 

(一) 結論 

整體而言，在提升與維持新加坡

的全球競爭力上，政府的效率與策略

方向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面對全球化

的浪潮與中國、印度的崛起，新加坡

在策略上很快地朝向擁抱國際化的方

向調整（承立平，2011）。新加坡教育

的成功，證明了政府的決策制定及執

行之重要性。面對未來的挑戰，研究

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 開放大學全面自主化 

教育部 1994 年修正公布《大學法》，

明訂大學享有自治權。2013 年發布之《人

才培育白皮書》更明確宣示「大學自主」

之原則，教育部的角色應從「管制者」

轉換為「輔助者」，由市場機制發揮調

節之功能。但事實上臺灣現在的國立大

學在法律上屬教育部管轄，仍受國家指

揮監督。舉例來說，「學雜費」由政府

訂定收費標準，大學不得自行調整收

費，財務無法完全自主。再者，國立大

學教授敘薪有相關法令規定，無法高薪

留住頂尖教學研究人才。種種相關法令

規範，明顯箝制大學自主發展。 

2. 厚植大學自身的文化底蘊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讓學生獲得

對各種價值的理解和感受是很重要

的，他必須能真切地感受到美麗與道德

的良善，否則他的專業知識只是使他更

像一隻受過良好訓練的狗，而不是一個

和諧發展的人。」在追求評鑑績效、爭

取經費補助及個人教師升等的制度驅

使下，大學教師們是否為了發表學術論

文，而忽略了瞭解社會與學生的實際需

求，部分甚至出現論文掛名、抄襲等扭

曲學術內涵的偏差行為。別忘了，在追

求卓越的同時，大學更要對提升人文素

養、重視社會關懷等工作多付出一些心

力，多承擔一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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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國際競爭實力 

21 世紀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使

得大學必須朝「國際化」發展。而在

知識經濟發展及全球化的趨勢下，國

際間的人才移動已不可避免。臺灣與

新加坡同樣面臨人力培育與國外優秀

人才競逐的挑戰。舉例來說，為積極

面對全球高等教育的競爭挑戰，銘傳

大學在李銓校長的領導下，以「國際

化」為躍升的重要策略之一；2001 年

成立國際學院以來，廣招外籍生，目

前已達 610 人，多年來為外籍學位生

人數屬一屬二的大學（鄭夙珍，

2011）。各大學如何培育多元及優異的

人力資產、提供卓越的學習環境並吸

引國內外菁英人才，進而擠身國際一

流頂尖大學之林，絕對是臺灣提升國

際提升競爭力的重要課題。 

(二) 啟示 

教育乃立國之根本，更是提升國

家競爭力唯一途徑。綜觀新加坡教育

成就，在於為與不為，身為教育工作

者的教師們，不但面對著極大的挑

戰，更肩負著重大的使命。國家要能

強盛，唯有教育一途。韓愈師說：「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

於學生，除了知識的傳授與教導，人

格的養成是更重要的。不管是高等教

育培養的學術菁英，抑或是技職教育

訓練的專業人才，只要具備了高尚的

人格，充分的學識與能力，就會是建

國的良才。有了良好教育做基礎，我

們的國家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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