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瑛：传统与革命 台湾教改20年反思-搜狐教育

用户名/邮箱/手机号

登录

注册

我的搜狐

邮件

欢迎入驻搜狐媒体平台

首页 - 新闻 - 军事 - 文化 - 历史 - 体育 - NBA - 视频 - 娱乐 - 财经 - 股票 - IT - 汽车 - 房产 - 时尚 - 健康 - 教育 - 母婴 - 旅游 - 美食 - 星座 - BBS

教育 | 新闻 | 出国 | 高考 | 院校库

> 教育新闻 > 教育动态

搜狗搜索

教改 周祝瑛

周祝瑛：传统与革命 台湾教改20年反思
热词：同机同赔

正文

来源：搜狐教育

庞氏骗局 奶爸待产假

扫描到手机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2013年10月12日17:05

成人幼儿园

手机客户端

保存到博客

周祝瑛（著名教育学家、教授、博导）：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台湾的周祝瑛，昨天从台北直飞两个小时，
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山大学，所以觉得非常地荣幸。

刚刚谈到天安门的垃圾的问题，在我发言之前，我先补充一下。那个垃圾从丢垃圾到不敢丢垃圾到丢垃圾
会有罪恶感，这当中可能要花个一二十年的时间。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每年12月31日的时候，全世界各
大都市都会办一个跨年晚会。台湾有一个曾经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叫101大楼，这个大楼每一年也是聚集了
几十万人，每一次办完活动以后，元月1月1日早上清晨人群离去之后，也是垃圾满地，而且这个垃圾里头
会堆积如山，据过去统计是每一年平均17公吨，当然和天安门不能比，但17公吨也十分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呢？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查一下，101垃圾零落地的活动，有一位大学教授带了十几
个学生，真的去捡垃圾，劝导带走垃圾等等，光为101垃圾零落地活动总共花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筹

微博推荐

划。在这种情况下，去年的101垃圾零落地活动从台湾向全世界发声，从原来的17公吨变成垃圾三四公
袁岳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我们遇
到的挑战是，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
值，从事实际操作的人…

吨，但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人力。从十多个人开始、到后来一千多个人一起來做垃圾减量工作。

转发 | 评论

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社会工程包括捡垃圾、宣导垃圾零落地这件事情，由大学教授带着大学生来做，大
概全世界少有可是这个事情一做出来以后，群众开始慢慢有感觉，觉得在跨年的盛会丢垃圾确实是一件不

足夜王涛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
价值，展现了自己，也终于真刀真枪下
看清了自己，更成为一把标尺…

光彩的事情。如果天安门有这样的一个升旗典礼，并且可以做到零垃圾，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全世界说纽
约做不到，但是北京可以做到。以上仅提供台湾的经验。

转发 | 评论
罗崇敏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是学习
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应该把学习作为
人生的习惯和信仰。

昨天杨东平也讲了一句话，许多国家都把教育改革当做是一个运动在做，而且是“一刀切”，从上到下推
行，结果通常都落得不太好的下场。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总是有设想不周全的地方。早上我提到2015年的

转发 | 评论

时候韩国提出全国电子书的推广，文字书全部收起来，这个也是全国由上而下的，可以想见问题一定非常

陆琪
幸福是什么？当你功成名就
时，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和人分享
才会。当你赚到很多钱时…

多。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过去20年的教育改革，从93年开始推动教育改革也犯了同样的问题。我以下跟大家分

转发 | 评论

享的经验，虽然我是台湾教育改革的批判者，我很反对所谓由上而下运动式地推动教育政策，但我必须

李英俊律师
哥们充话费输错号，替
别人交了100元，就打过去电话想让对
方充点回来。对方特郁闷地说…

说，这20年当中的确学到很多的经验，非常地宝贵，也可以做修改。虽然每一代人都是这样潮来潮去，孩
子们长大了，不过等到他们做父母亲的时候，对于由上而下的教育政策，他们会更加地谨慎。

转发 | 评论
急诊科于莺
出门时发现没下雪，还
有太阳，还能看到蓝天，惊呼这一天值
了！

首先，如果从近20年来台湾教育改革的社会脉络，來分析台湾教育发展的历程。我还是认为任何教育政策
真的是不能光靠从上而下。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不觉得需要改的时候，你率先去改，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阻

转发 | 评论

碍。第二个是一定要因地制宜，任何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农村有农村的看法，城市有城市的视
角。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是一定要先有一些示范点、示范区，而且示范点、示范区最好是各地有一些普
遍的不同类型的做法，这样持续下来三五年之后再去做修正，甚至再做调整。

今日推荐
搜狐教育年度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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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过去20年当中就犯了这个毛病，没有真正去做示范，哪怕台湾只有2300万的人民，而且他们的学生
你也许没有参加2014教育

大概只有一百多万人，可是换句话说，87年之后一般民众累计了对教育的不满，94年4月10日，全台湾发

年度盛会，但精彩绝对不

动了民间示威游行（410教改大游行），提到了不满教育，很多家长老老少少带着小孩一起上街去抗议说

容错过……[详细]

我们的教育要改变，希望落实小班小校，希望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教育真谛并非教人混饭吃

96年的时候，社会各方面的民间力量声音很大，主管教育当局不得不做回应，他们的确找了李远哲等台湾

于丹：汉语危机是危言耸听 饭碗导向是真危机

各地的代表包括企业代表、校长代表、大学教授等等来研讨到底怎么样规划台湾的教育改革发展，两年之

王殿军揭教育两大问题：课程无层次 过程无评价

后于1996年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报告书，其中提出5个重要诉求，就是教育松绑，该松的松、该绑的绑，尽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脱离人文，校园就会窒息

量减少政策上或者是法规上的管束，尤其是让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权利。因材施教也是非常强调，还有弱势

年度调查报告：四成家长认为英语比以前更重要

的少数族群的孩子。升学过去都是联考制度、高考制度，希望有多元的入学，可以申请，也可以直升，也
可以靠平时的成绩。这里有一个重点，过去老师可能只有专科毕业，或者高职程度，教改後希望所有的中

热点视频

影视剧

综艺

原创

小学教师都能提升到成硕士、学士水平，提升整体教师素质。最后是终身学习一块，当时有很多的空中大
学、长青学院与社区大学，在各地让成年人可以进修的学院。

归结一下20年来台湾教改的主要争议有以下几点：
赵志红一审被判处死刑

24岁男子被狗主人打死

实拍镇江万人打酱油

游客吴哥拍裸照被驱逐

女偷拍顾客裸照发老公

奇葩贼偷200个茶叶蛋

民工带面具街头讨薪

好歌曲-褚乔不满像汪峰

热播新剧-活色生香

同步热播-神雕侠侣

第一，城乡差距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小班小校，尤其94年提出教育改革的时候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没有注意到，就是台湾人口开始减少，少子女化浪潮即将来临。高中、大学的人口逐渐在减少，当时教
育部没有听内政部、统计单位，说我们的人已经开始少了，学校不要增加太多，教育部没有听进去这句
话，所以后来影响很大。例如很多乡下学校已经很小了，学生也很少，有的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只有6个
学生，而且毕业的时候颁发所有的奖项，一个人领着十几个奖项，因为全校只有6个学生。城市地区人数
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一般一个学校可能就几千人。

教育观念，尽管发展了20年，家长还是认为孩子要全才，还是要上台大、念哈佛。到现在我们还是为这个
事情在努力。我最近以身试法，我的第二个女儿就让她念职高，她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不要
念博士、硕士，我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我要念自己的路。她就念职高了，不念什么名校了。这是她自
己的选择，我也只是尊重。

常态编班，有些孩子比如超迁的孩子就觉得太无聊了，而成绩落后的孩子又觉得赶不上。我们那里不能能
力分班，过去能力分班很多孩子变成了“放牛班”，被社会标签，造成很大的困难。

第二，广设高中大学造成了一个问题，增加了大学和高中的数量，而且是两到三倍的成长。我知道内地也
有这样的问题，大学扩招。台湾的私立学校增长非常快，尤其扩招之后，私立学校的比例急速增加。这个
急速增加按理来讲可以增加大家的教育机会，很可惜的是教育机会通常念私立学校的孩子在学业上是比较
有问题的，他要付比较高的学费，大概是公立学校两到三倍的费用。我想内地也是这样的情况。台湾的私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

立学校学生大概占70%，公立学校只占30%左右。
11221 习近平十分关心高雄气爆事件-搜狐新闻
提高了升学比例，比如说80%以上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学。台湾有一句话说考不上大学真不容易，因为大
学真的很多很多，可是却未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这是最大的问题。

[评]

10788 习近平将在斐济“请客”八国领导人
[评]

第五，有关职业教育这一部分，早期台湾经济发展是靠职业高中和专科学校培养出來的学生，这个对台湾
经济影响非常大。因为广设高中、大学之后，大部分人都跑去念高中和大学，所以技职教育受到了很大的
影响。更麻烦的是所有的技职院校老师也被强迫要写SSCI等国际期刊论文，每天我们也就24个小时，很多
老师逼迫要去拿博士学位、写论文，他的技术实验这一块就真的慢慢荒废了。由于高中普通大学的数量增
加太多了，中级人力缺乏，台灣只好从东南亚各地引进大量的外籍劳工。很多原本不适合读大学、比较喜
欢动手做的孩子到了大学之后，就变成陪读生了，大学四年也没有真正学到东西。

今天早上我记得有人提到普及大众教育不能牺牲精英教育。以前台湾十八岁的年龄层大概只有30%的人能

9862 习近平夫妇同新西兰总督夫妇进行亲切
友好交谈 [评]

9832 习近平：希望中新两国加强农牧业领域
合作 [评]

8571 习近平访问斐济 穿“布拉衫”接“五重
大礼” [评]

7876 习近平中国梦著述在保加利亚出版发行
[评]

够念大学，可是现在80%的人可以念大学，这造成什么结果？就是文凭的贬值，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生薪
水没有增加，大学生收入差不多是10年前的薪资。更重要的是整个大学生的动手能力下降，孩子们也不愿

6249 哈佛模联将台湾列为国家 中国代表团抗
议被驱逐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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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去做这些所谓劳力的工作。现在大量出现"啃老族"，很多人大学毕业就待在家里。
5912 数百网友试吃转基因大米 反转人士质疑
第六，从94年开始到2013年的19年间，公布的一连串教育法规里，中学的校长必须改为遴选，开放教育也
非常盛行，大学在94年开始基本上校长普选，我也参加了投票选校长的工作。

活动违规 [评]

5040 长沙：青年遭狗咬伤 狗主人拒赔药费将
其打死 [评]

第七，台湾二十年教改，师范教育可說是一个重灾区。全世界教育改革经验中都知道教改要成功的最关键
是师资要配套，因为老师是教育体制下的第一线，而这一部分，台湾把过去很好的师范体系给打破了，因

4176 19岁“最美癌症女孩”离世-新闻图片
库-大视野-搜狐 [评]

为我们学习美国的师资多元化。过去是由不同的师范体系大概有十所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培养初中、高中
和小学老师，而且老師在台湾是医师一个很好的工作，几乎是许多文科学生的首选，但这一套系统在教改
下整个改变了，尤其过去都是公费培养，改变之后所有的大学都可以申请师资培训机构，结果也跟开放大
学一样，人数大幅增加了以后，老师们就找不到工作，原来是计划经济，后来市场化就找不到工作了。而
且中小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不敢招聘老师。很多师资生培育出来之后都已经没有办法教书了，就到补习

社区热帖推荐
看看欧洲的车模都长
啥样
演绎别样性感……[详细]

班做其他的行業。我有一个学生考到教育系不愿意来，因为他做了公安，我们真的很伤心，原先我们给他
公费，他也不愿意来。
说说我家的极品亲戚 常年借住是理所应当？

至于在台湾教改的评估方面，。首先，这近二十年來，台湾教育改革成为全民运动，家长参与非常热烈，

朝鲜女人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 有图有真相

现在几乎所有教育部的政策都要有家长代表，家长声音非常多元。其次，入学的机会大为提升。过去不可

华裔揭秘移民美国之后真实生活 别太冲动

能念大学的学生现在都有机会念了。结果这里面就是就业机会和大学生文凭贬值的问题。第三，少数族群

盘点多名清纯女星罕见的大尺度床戏

如台湾原住民念大学的机会增加很多，性别平等也增加很多。这两天的报告我觉得女性代表还是少一点。

一段母子对话 震惊无数父母老师

的确性别的问题目前在台湾比较重视，所有正式的会议女性代表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第四，我们明年开始
要推动12年过敏基本教育，现在台湾最大的教育热点议题就是12年国教这项政策。对于这件事社会各界有
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一开始也是持反对立场。明年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谈谈台湾的十二年

客服热线：86-10-58511234

国教观问题。

客服邮箱：kf@vip.sohu.com

最重要的是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太重視民意了，尤其受制于选举而出現民粹化的情
况。加上公部门政策理想远大，但忽略现实条件，沟通不够。我不知道内地的教育政策有没有从北京看天
下的情况，可是台湾确实常常被批评有从台北看天下的情况。推动十二年国教经费虽然没有问题，可是教
师等各方面配套问题很多，而且也出現：上面要求成果，下面制造数字，缺乏定期的追踪、调整和回馈机
制等問題。

最后谈谈下一步怎么走？我的建议是要避免照搬外国的模式。台湾很多教育改革是抄袭美国、照搬的。另
外教育观念如何突破家长的心房，这个真的是需要沟通。我觉得教育政策推动很快，老师还好一些，老师
基本上是遵照政策，可是家长是一块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台湾，全世界家长的观念都是非常需要
加以沟通。最后是老师的素质和整个行业士气都需要提振。

现在的孩子资讯太多元了，相对之下，我们学校不是他学习的主要来源的时候，如何再让他留在教室里，
如何去激发他(她)的好奇心，激发他(她)的学习动机，这真的是很大的困扰。很多小孩子现在上网的时间
更多。我前一阵子做了一个调查，班上大三、大四的学生，平均一个礼拜上网和拿手机大概16小时到60个
小时，当我问到这个60个小时的孩子，发现他基本上都在网上。这个到底好不好，我觉得问题很大，60个
小时到底做了什么事，没有人去了解，这样十八九岁的孩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来读大学啊？很值得去了
解。

谢谢聆听，欢迎指教！
(责任编辑：杜秋成)

分享：

[保存到博客]

本文相关推荐
台湾的传统节日

工会干部革命教育

文华大革命 反思

听传统美德后的反思

台湾蝴蝶甲天下教学反思

台湾传统文化教材广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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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祝瑛：传统与革命 台湾教改20年反思-搜狐教育

法国大革命教学反思

革命传统听后感

传统教育图片

我来说两句( 0人参与)

搜狐“我来说两句”用户公约

来说两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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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登录

QQ登录

快速发表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

热评话题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公信力排名西南财大

学生本科阶段没好好学习被指因老师没

教育部长：抵制错误的西方价值观并非

班主任费二三十年没涨 多发钱违纪不*

学英语是为了有效的应用

习大大教你写作文

武书连 2015中国大学专利技术转让100

钱颖一：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

美国名校青睐的学生七大特点

【原创】俞敏洪的家庭教育观-搜狐教*
搜狐正在使用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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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荐

举行教改 阶段性总结会

13-10-28

台湾传统文化

华工广州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改革现成

13-10-25

辛亥革命教学反思

摆脱英语教育应试化是教改题中之义

13-10-25

教改反思

湖南“最彻底的教改实验区”茶陵:校长集体脱官帽

13-10-25

传统文化中秋节教...

第三方机构发布西安教改评价报告

13-10-24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

时评:教改应改变的是英语的教学和应试模式

13-10-22

井岗山传统教育

更多关于 教改 周祝瑛 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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