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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禧年以來，全世界在完成普及基礎教育的目標上，有了令人驚豔的進步。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學的註冊率提高了 18 個百分點，在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

更多有限的進展。雖然全球目前仍有 6,900 萬名學齡兒童未能就學，但比起 1999
年的 1.06 億名失學的學齡兒童來說，這是非常豐碩的成果。 

 
 
 
 
 

在 2015 年前，讓所有學齡兒童都能接受小學教育，是聯合國《千禧年發展

目標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一項實施上最接近成

功的目標。各國藉由取消學費、於偏遠地區建立學校、採用學生的母語教學、並

以學校提供免費餐點為誘因，鼓勵父母讓子女就學等措施，而成果卓著。在某些

國家，父母若讓自己的女兒就學，便能自世界糧食計劃署 (World Food Program) 
取得數袋食物。一個在衣索比亞的計畫，則給每個就學的女孩一隻綿羊或山羊，

以鼓勵女孩長期就學。 
 
 不過許多地方因為新學生的湧入，造成原本運作就幾乎停滯的學校系統，更

加難以負荷。貧窮國家將教育經費極不平衡地投入建設大學當中，因為城市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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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更多學生得以入學，在鄉村地區和都市貧民窟小學

受到忽視的情形，依然很嚴重。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http://www.unfoundation.org/who-we-are/impact/our-impact/empowering-women-girls/population-council-unfpa-early-marriage.html


 

產階級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擁有政治影響力，而普遍嚴重忽視鄉村地區和都市貧

民窟小學的現象，更是罄竹難書。 
 

 
4 歲的 Ashish Dangaura 和 8 歲的 Narayan 參加｢提升讀寫能力｣(Literacy Boost)營， 

於尼泊爾凱拉利縣 (Kailalia District) 的拉吉坡 (Rajipur) 村。 

 
 
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貧窮地區，除了一個老舊黑板之外，經常缺乏書

本或其他的教材，教學方法也只是反覆背誦，甚至有時老師不會學生所熟悉的當

地語言。曠課情形極其嚴重，不只學生，連教師也一樣，而有些教師甚至從未現

身。 
 
不只如此，班級規模更是膨脹到荒謬的程度，這些問題的形成，肇因於政府

沒有能力，以與新學生急遽增加的等比速度，提供教師和新建築。在馬拉威，有

學校每班有 175 名學生。而那些初次入學的兒童，學習上特別難以跟上進度，因

為他們較晚起步，且過去使他們無法就學相同的理由，持續形成學習落後的不利

因素：因為他們來自最貧窮的家庭；家人需要它們的勞力；而且家人忽視女孩的

權益。 
 
究竟這數千萬在過去十多年就學的學童，有學到任何東西嗎？ 
 
開發組織｢兒童救援（港譯：兒童救助會）｣(Save the Children) 進行了一些

調查，以了解實情，調查結果十分令人沮喪。｢兒童救援｣組織的教育研究資深顧

問 Amy Jo Dowd 表示：｢過去我們一直看著許多的兒童雖然升上了較高年級，

但他們卻不會閱讀，也不會基本算術。｣而最讓該組織驚愕的是，就連｢兒童救援

｣組織自己所資助之學校的學童，也面臨相同的問題。他們蓋學校和操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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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供教學資源、鼓勵家長會運作等等，但即使是這些地方的兒童，仍然沒

有真正學習到東西。｢兒童救援｣組織在衣索比亞的提格里州 (Tigray) 所資助的

學校中，23% 的三年級生，無法在一分鐘內讀出一個單字；相同情形在尼泊爾，

甚至高達到 50%。 
 
｢兒童救援｣組織的應對方法，是成立｢提升讀寫能力 Literacy Boost｣方案，

目前於 12 個國家的學校中實施，並在今年擴大到另外六國。｢提升讀寫能力｣並

非一套課程，它在各種語言和文化中，與既有的國家教育課綱共同實施。該方案

每月為教師們舉辦團體學習會，實施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訓練，並與村民合作，

在家庭與社區中成立課外閱讀協助，並進行嚴格的考核。 
 
Idalina Mauaie 是莫三比克 Chingoe 村的一位教師。她在她的一年級班上實

施｢提升讀寫能力｣方案，持續在每一年應用這些方法在同一群學生上，他們現在

正要升上四年級。在方案實施前，她自稱是一位幸運的教師，只有 32 名學生，

且每個人都能有一本教科書，但她說她的教學方法自實施方案後，產生了巨大的

轉變。 
 
她表示：｢過去我只有使用教科書，現在我用自製的教具來促進學生學習。

我採用小組學習法，可以在我評估一組學生的同時，讓其他小組繼續做功課。｣。

她製作寫有學習要點的壁報，例如音節如何劃分。｢這能幫助學生記憶，讓他們

能從每一課中學到內容，而不會忘記。｣現在她所有的學生現在都能夠讀和寫。 
 
為期九個月，一次四小時的團體學習會，於每月的一個周六舉辦，強調掌握

閱讀方法的五個核心技巧：認識字母、自然發音法、字彙、閱讀流暢度與理解力。

每個訓練階段聚焦在如何教學與技巧評估。教師們學習歌唱、遊戲等互動式教學

方法。在每次學習會結束後，同年級的教師一起討論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效

果不彰，並共同計畫下個月的課程。 
 
方案最具革新性的部分是教室外的教學，目標是讓兒童盡可能暴露在可以閱

讀的環境中。一般是從盡量讓兒童接觸到紙本讀物開始。在某些地方，兒童唯一

可以看到文字的地方，只有在教室裡的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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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凱拉利縣 (Kailalia District) Rajipur 村的 Rupmati Dangaura 老師

帶領 35 名學生進行｢提升讀寫能力｣營。 

 
 
每間學校創立圖書銀行，那是一個約有 200 到 250 本圖書的迷你圖書館，可

供兒童帶回家閱讀。從我的角度來看，這是極其艱鉅的工程。我曾經參觀過秘魯

一間學校，那裡的老師帶我到處參觀，並提醒我｢我們的圖書館『不太完善』。｣。

她說的對，那裡連一本書也沒有。即便在大城市裡，即便對一間理論上能收藏一

小部份眾多西語童書的圖書館而言，這也不奇怪。我很好奇非洲的村落要怎麼在

適合當地的兒童讀物十分罕見的狀況下，讓他們拿出幾本書；何況是以當地母語

所著的童書，就算真的存在，家長也不見得有錢可以購買。 
 
在一些地方，｢兒童救援｣和地方出版商、非政府組織或政府部門合作出版圖

書。但在更多的情境裡，｢提升讀寫能力｣靠著一個巧妙的解決方法─自製圖書，

來解決這個問題。有時候大人會負責寫下孩子喜歡的故事，但故事的作者大部分

是兒童。例如在 Chingoe 村，兒童被要求用圖畫畫下他們的生活，像是媽媽在做

飯、處理家事等等。然後用文字描述圖畫，將幾幅圖畫縫在一起，你就得到了一

本圖書。每本書本可以有自己的主題，在莫三比克為｢兒童救援｣提供教育服務的

Damiao Mungoi 表示，有很多的主題都和環保有關。他說 Chingoe 村的一位五年

級學生，寫下像是｢停止燃燒灌木｣等短語，表達當地大量砍伐灌木作為柴薪的危

害。 
 
兒童將書本帶回家，與父母或較年長的孩子一起閱讀。社區志工帶領閱讀營，

在 Chingoe 村，兩位學生家長主辦定期工作坊，帶兒童玩字母和文字遊戲，大部

分都使用自製的單字卡。村裡還會舉辦閱讀園遊會，有閱讀競賽、說故事和學生

的圖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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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d 說：｢讓這些資源可以普及到家庭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父母不識字

的家庭。如果你的家中有印刷物，你更有可能在學校中表現優異，這是普遍的情

形。如果家裡沒有印刷物或識字的家人，那你就會處在一個雙重不利的局面。｣。

她說當方案初次在馬拉威實行時，不識字的父母表示他們不會去參加工作坊，他

們不覺得自己能提供給自己的孩子任何幫助。Dowd 告訴他們：｢你們在口語發

展和背景知識上，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父母即便不識字，還是能夠幫助他

們的孩子，例如說故事、教導字彙，還有詢問小孩當天在學校學了什麼，表達關

心之意。Mauaie 說，當孩子帶一本圖畫書回家，就算是不識字的父母，也能坐

下來陪孩子一起編組詞語，來描述圖片的內容。 
 
方案的第三個要件是｢評估 assessment｣，兒童在方案開始時會接受前測，接

著再定期進行測驗他們的技巧，看看哪些孩童需要更多關注。｢兒童救援｣也招募

目前沒有參與方案的學校作為對照組。有四個國家已經實施至少一年的｢提升讀

寫能力｣方案：莫三比克、馬拉威、尼泊爾和巴基斯坦。每一國的學生都展現出，

比對照組明顯、更多的閱讀收穫。 
 
在｢提升讀寫能力｣方案教室中的學生，到校率比對照組的學生更高。更令人

感到鼓舞的是，原本程度最為落後的學生，進步最多。｢提升讀寫能力｣方案還能

夠彌補大規模班級的教學效果：在馬拉威，方案在 175 名學生的班級中，能夠和

75 名學生的｢小｣班級一樣順利運作。相較之下，不在方案中的學校，其教學成

果會隨著班級規模擴大而低落。 
 

｢提升讀寫能力｣無法突破的困境是教師流失。理由有很多：低薪、不能適應

偏遠地區的生活、士氣低落、H.I.V.比率高等等，教師經常擅離職守 (AWOL: 
Absence without Leave)。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在烏干達有大約 20%的教師曠職

率，在肯亞西部的鄉村小學，也是同樣的比率。 
 
曠職率毫無疑問地隨著教師的負擔提高而增長，假若我的班級有 175 名學生，

我想我也會請一堆病假。｢提升讀寫能力｣期望整個社區能動員起來監督教師。但

是社區監督對於教師曠職卻沒什麼效果。不過，還是有些明顯有效的方法。哈佛

大學貧窮研究員 Esther Duflo，於《印度 60 所鄉村學校實驗報告》中提到：每位

教師都會收到，一台防串篡改時間的相機及日期印章。每天都有一位學生要在上

學和放學時幫教師和學生們拍照，教師依照他們實際到課的日數支薪。這一措施

效果顯著，在實施方案的學校中，教師缺席率是其他對照組學校的一半，嚴重曠

職學的情形（缺席超過半數時間）被消除，而學生的學習時間提高了 33%，測驗

成績也隨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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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有趣的附加效果：雖然｢提升讀寫能力｣僅聚焦於閱讀，｢兒童救援｣

的研究發現，兒童的數學能力也同樣在提升。Dowd 認為這應該是因為閱讀能力

實在太基本的能力了，她說：｢加強兒童的閱讀能力，在許多其它方面都展現效

益。｣。也有可能是，因為計畫中的兒童發現，增加閱讀的專注與支援，對教育

有全面性外溢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更常到學校。收穫雖然不多，但還會繼

續成長，如｢兒童救援｣在近年將於孟加拉及馬拉威推行｢提升算術能力 Numeracy 
Boost｣計畫。 

 
 
蒂娜•羅森貝格以她的著作《鬼怪之地：面對共產主義之後的歐洲幽靈 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榮獲普立茲獎。曾主筆

《時代雜誌》社論，現在則是時代雜誌的《週日》版特約寫手。她的最新著作為

《加入我們吧！看同儕壓力如何改變世界 Join the Club: How Peer Pressure Can 
Transform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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