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化學教育 

382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em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2014, 1(4), 382-386 

本期專題 

 

 

圖九：同會場三位老師合影 

【承「上海化學教學參訪與經驗交流：化學

科科展作品交流與參訪心得（上）」】 

 研發成果發表交流感想 

會場內共有三位老師（曉蘭老師、雲瑞

老師及本人，圖九）同時成果發表及實作實

驗，時間很緊湊，每個老師只有約 15 分鐘的

時間做分享及實作，所以三位老師先以 PPT

方式將成果及實驗步驟先講解再做實作，來

自上海學校代表的化學老師對於以毛筆沾取

硝酸鉀飽和溶液寫字反應良好，筆者本以為

上海的老師毛筆字應該會寫得較好，結果發

現大家毛筆字體創意十足，大家看到自己寫

的字體燒出來的時候露出滿意的笑容。 

同時也將自己的字與台灣帶來的手工抄

紙一起護貝，當作此次研習活動的紀念，與

會中老師們也討論起其他化學藥品是否也可

以做類似的實驗？同時針對手工抄紙作了實

驗細節分享，交流過程中發現中國的老師十

分重視教學的目標、井然有序的課程設計及

數據歸納分析，主要還是以「單向講

述」為主要教學方式，雖然教學過程

中也會採用混合式學習（講述加上活

動），但整體上還是以「老師」為學習

主體，對於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學校

教育最重要的一環「創造力」較為缺

乏。反之，台灣在推行十二年國教後，

極力想擺脫以升學制度為導向的教育

型態，促進「教」與「學」的改變，

提倡老師「應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

模式，積極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及活化教學。 

本研習會場有：高雄女中呂雲瑞老師提

出的「學習共同體」在教學上的實際應用及

心得分享；筆者的研發成果發表是以學生在

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共同討論研

究主題及動手做實驗研發新的產品，落實「做

中學」；新北高中鍾曉蘭老師的「美容品

DIY」，讓學生將所學的化學應用到美容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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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創新實驗室 

 

圖十一：智能機器人實驗室 

品，共同打造【參與、分享、樂趣、實踐】

的學習殿堂，內容十分精采！ 

 參與成效及心得分享 

10 月 10 日上海交流活動第一站，上海實

驗性示範性重點高中金山中學，現任校長是

上海市特級校長徐曉燕老師，學校設施一

流，設備先進，當教學管理部教師帶領參觀

「創新實驗室」

時，見識到直逼大

學實驗室設備的

一流實驗儀器：高

壓液相層析儀（圖

十）、多參數水質

分析儀、迴旋蒸發

裝置、藥物殘留檢

測儀…等等，甚至

還有「智能機器人

創新實驗室」（圖十一）！斥資 2.5 億人民幣

教育經費，讓參訪的老師十分羨慕，學校還

提供設施一流的公寓化住宿，遠超乎一般學

校的學習環境。同時學校擁有一支優秀的教

師團隊，凝成了「嚴格、勤奮、踏實、活躍」

的優良校風。校長簡報時特別提到學校在每

個月都會辦理十大校園節氣文化，例如義工

節、社區節、科技節、讀書節…等等，培養

「思想高素質」、「學習高質量」及「生活高

品味」的教育觀，十分值得學習！ 

10 月 13 日參訪第二站，上海海外國語

大學附屬大境中學，參與「聚焦實驗 改進教

學—2014 年上海—臺灣化學實驗及教學交流

研討活動」，整個活動是由上海市中學化學

實驗研究中心主任、大境中學校長姚曉紅主

持，由來自上海市中學化學實驗研究中心、

上海市化學青年教師研修班、黃浦區教育學

會理化生專業委員會及各區縣化學教師代表

一百餘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早上與上海市化學特級教師代表進行座

談，大境中學青年教師馮晴使用「弱電解質

的電離」展示數位化資訊技術在化學實驗中

應用。專家們對兩地化學教育理念、課堂教

學實踐、實驗研究、高考和教育改革等進行

了全方位深入交流，燃起了與會專家和教師

的熱情。會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實驗室管

理方面，中國每八到十個班級可以有一位化

學實驗管理人員，而且一節課是 40 分鐘，主

要採取的教學方式是以講述法為主。同時教

師有分級制度，明訂於教師法及教師考核制

度，中小學教師設高級、一級、二級、三級

教師，令大家好奇的「特級教師」其實是一

種尊稱，為了鼓勵中小學教師長期為教育事

業貢獻，提高其社會地位。 

下午施建輝、鍾曉蘭、廖旭茂等老師交

流了「化學百寶箱在教學上的應用」、「模

型化教學和 POEC 教學法」、「行動電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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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耀隆老師氣體性質示範 

 

 

圖十三：瓊蘭老師示範趣味化學 

 

圖十四：上海磁浮列車 

 

教具和行動學習」等，並分享了研究的實驗

作品，吸引了與會全體教師，臺上臺下一起

互動做實驗，把會場變成了一個大型的化學

實驗樂園。謝耀隆老師展示「看見氣體的性

質實驗影片分享」（圖十二），王瓊蘭老師

也分享了一連串的趣味化學實驗（圖十三），

吸引了大家的好奇心及探索科學精神。 

來自上海化學實驗研究中心的代表唐增

富、薑家祥、吳民生老師交流了「化學實驗

改進與創新設計」、「數位化化學實驗研究

與探索」和實驗作品，讓學生個性發展，給

傳統化學實驗帶來了巨大的教學變革。 

 結語 

上海是中國基礎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之

一，甚至在國際公認的學生能力國際學生能

力評量計劃（PISA）中，連續兩屆（2009 年、

2012 年）在全部三個單項（數學、科學、閱

讀）測試中均列世界第一，此評量結果顯示

上海的義務教育優質且均衡程度高的特點。

以往在我們的印象中，中國學生過多的考

試，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此次參訪中，在內

心產生很大的震撼！想像中的上海天空是帶

著灰色的霾害，人們在機車陣裡呼吸著虛弱

的氧氣，外灘的浦東區充斥租界區與老上海

新舊交錯的宏偉建築，帶著繁華落盡的異國

情調。沒想到此次交流一下飛機除了飽覽宏

偉壯觀的建築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磁浮

列車（圖十四）！雖然內裝配備還有進步的

空間，但只需 40 元人民幣即可享受超高速快

感，線路西起上海軌道交通 2 號線龍陽路

站，東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大大解決連接

浦東機場和市區的大運量高速交通需求，單

線運行時間約 8 分鐘，設計最高運行速度為

每小時 431 公里，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商業

運營列車線路！再者即是連接各個區域的 16

條四通八達的地鐵網，可以迅速遊覽大上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AD%A6%E7%94%9F%E8%83%BD%E5%8A%9B%E8%AF%84%E4%BC%B0%E8%AE%A1%E5%88%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AD%A6%E7%94%9F%E8%83%BD%E5%8A%9B%E8%AF%84%E4%BC%B0%E8%AE%A1%E5%88%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9%92%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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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穿梭街道間的居民幾乎全面騎乘電動

機車，街道旁的樹蔭讓遊覽閒逛的人消弭了

大半暑氣，難怪有老師說上海這幾年進步很

多，四處可見的標語倡導著「和平演奏者」

及建立「精神文明社會」潛移默化教導居民。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金融中心，素有「東

方巴黎」、「購物天堂」的美譽。參訪期間週

休二日拜訪了豫園、城隍廟、思南路、田子

坊、南京東路步行區、法國租界區…等等，

穿梭在時空交錯的安靜街道是一種享受，值

得放慢腳步，捕捉最美的風景，累了就坐下

來喝杯拿鐵，名人故居外的咖啡廳可以想見

當年歷史的繁華，如今知性恬淡，自成獨特

韻味。 

上海沒有雄偉壯麗的名山大川，也沒有

千年歷史的名勝古蹟，但是上海一直以她獨

有的風韻，吸引著無數的中外遊客綻放獨特

的丰采。  

此次探訪上海重點高中，驚覺上海傳統

的教育方式正快速地在改變，強調解決問題

和創造性思維，從中央到地方，上下一致，

想法簡單：權威的、條理分明的和激勵教師

教學多元。因此中國大陸中央非常重視教師

的分級制度，除了教師分級制度，大陸的教

師還有分骨幹教師，學科帶頭人等職稱，主

要是一種專業上的認可，並非終身職。反觀，

目前台灣教育制度並沒有教師分級制，所以

教學方式十分多元，近幾年政府致力實施十

二年國教，極力想擺脫舊有的教育體制，一

張講台、一支粉筆，「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

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學生為中心」

的課堂。希望老師能以「主動參與、同儕分

享、激發學習樂趣、行動實踐」的精神為主

軸，透過「翻轉教育、學習共同體平台」展

開老師之間的對話、教室的大門越來越開

放，教師也從一人的單打獨鬥轉變成教學團

隊。 

上海教育體制中上海教師的轉變是教育

當局透過各種教師研習，把老師推到教改方

向，轉變他們的教學方式，因此有綿密的學

習網絡、備課組規劃，每個學校、每位教師

都必須定期的上公開課讓其他教師觀課、評

課。所有的教師研習都聚焦於教學能力的提

昇。若我們能夠吸取別人的成功經驗，成為

我們教育的活水源頭，教育就會有一番新的

氣象與面貌。 

此外美國現行的制度，依學生的測試成

績為教師評級，但在測試中得分高的國家或

地區，未有以學生測試分數來定教師薪酬或

解僱教師，但這幾年根據國際 PISA 公布，

英、美的排名則在 20 名以外。有美國專家

指，美國若再不改善中小學教育制度，學生

的水平將難追上亞洲地區。 

金山中學及大境中學都是上海的重點

高中，整體而言學生素質很高，筆者利用觀

課及發表研習空檔在教學區四處走走，發現

上課時學生眼神十分專注，老師聲音鏗鏘有

力，除了版書以外也會使用電腦教學及電子

白板等，教室後的佈告欄「教學園地」除了

小區域張貼例行公事外，可伸縮式黑板寫滿

了師生交流讀書心得及難題挑戰，與台灣中

小學教室後貼滿各式創意的卡通圖案及標語

明顯不同，此外全面禁止電子產品在教學區

域使用，解決了台灣老師的心頭之痛。反思

我們台灣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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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造成教育當局的包袱及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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