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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小學階段教育革新措施可供借鏡之處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賴協志】 

    法國為歐陸國家中最為典型的單一國，對於地方治理的典型模式，

即是中央政府透過派駐在各地的派出機關，一方面傳達且執行政府政

策；另一方面將地方輿情回報給中央（紀俊臣、陳欽春、紀和均，2018）。

法國自本世紀起即關心學校的未來發展，強調辦學必須要有成效，以

尊重人權、尊重個別差異、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與多元的課程，並提

供優質的學習環境，使用適性與多元的方法教學與輔導學生；對學生

與其家長提供個別化與必要的特殊服務；目的在帶好每一位學生，使

每位學生都有成功的學習，都有良好的生涯發展（林貴美、劉賢俊，

2009）。法國總統馬克宏在競選期間的教育政見以推動受教權平等為

主軸；將閱讀、書寫和運算列為學前及小學教育優先教學目標（駐法

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a）。近年來法國教育支出每年皆佔政府總預算

最高比例，2017 年也不例外；2018 年國民教育預算將達 506 億歐元，

較 2017 年約增加 6 億；在學校教育方面，預算主要目標為提升小學

教學品質、確保學童基本學力、增進讀寫算基本能力、改善課業輔導

制度等（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b，2018a）。我國教育部的教育施

政以國民學習為中心理念，規劃適性學習的教育措施，在國民小學階

段推展的策略主要包含整合教師在職進修機制，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系統；推動教師合理員額配置；持續推動公立小學校舍耐震補強及

校園老舊校舍整建工程；推動各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健全學校三級

輔導機制；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辦理永續校園等（教育部 2018）。本

文蒐集及整理近二年法國小學階段教育革新措施相關國際教育訊息，

以供我國參考及借鏡。 

壹、於教育優先區之小學一年級降低每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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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總統馬克宏與其內閣就任以來便致力推動一系列的教育改

革；除了已經上路的高中會考與大學入學改革之外，馬克宏也在競選

期間宣示要讓教育優先區小學一年級的每班人數限於 12 人（駐法國

代表處教育組，2018b）。為了實踐馬克宏總統所承諾的小學教育改革，

特別是教育優先區低年級小班化這項政策，法國教育部將在 2018 年

增設 3,881 個小學教師職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b）。法國將

從幼稚園開始建立伴學機制，並將教育優先區內國小 1、2 年級的班

級人數減半，藉此提高師生比，讓有需要的學童得到更好的陪伴（駐

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b）。 

教育優先區國小低年級小班化是法國頒布四大教育新政之一，為

了從根本解決學業低成就的問題，法國政府計畫將教育優先區國小低

年級班級人數降至 12 人以下，以利教師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這項

政策於 2017 年 9 月首先在重點教育優先區的國小一年級上路，全國

增設近 2,500 個班級；到了 2018 年開學時，小班化政策將繼續推行

至教育優先區和重點教育優先區的國小一、二年級；然而儘管小班化

的確能改善教學品質、增進學習成效，在具體實行上仍會面臨不少挑

戰，其中最棘手的就是課室和教師數量不足的問題；對此教育部表示，

小班化政策僅會在課室資源充足的學校進行，課室不足的學校維持現

有班級數，並在每班安排兩名教師，以小組方式進行教學；在師資方

面，法國前任總統於任內推行名為「教師數多於班級數」的政策，在

教育優先區班級中安排 2 名教師，1 位負責教學，1 位負責輔導學生；

目前法國教育部的初步構想為使這些負責輔導的教師帶領新增的班

級；這些教師將於暑假期間接受特殊的培訓，以確保教師適應無礙，

並能提供優良的教學品質（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c）。 

貳、小學作息規範鬆綁，並推動作業在校完成 

    法國以往一年上課日數為 144 天，一週 4 天（週三不上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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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授課時數 24 小時；相較其它歐盟國家，法國小學生上課日較少、

平均課時較長；為減輕學童負擔，法國教育部於 2014 年開始在全國

各學區推動小學和幼稚園的作息改革；改革後週課時不變，惟將上課

日延長至 180 天，一週 4 天上課改為 4 天半，單日總課時不得超過

5.5 小時，半日總課時數亦不得超過 3.5 小時，午休時間不得少於 1.5

小時；法國總統馬克宏在競選期間承諾就任後將鬆綁作息規範，由各

市鎮自行決定最適合當地的學校作息；同時法國教育部也強調，無論

是維持現有的作息，或是回歸改革前的作息，皆須以學校和親師各方

間達到共識為前提，並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為優先考量（駐法國代表

處教育組，2017c）。 

    為了減輕家長負擔，法國推動作業在校完成方案；法國教育部長

布朗凱（Jean- Michel Blanquer）於 2017 年 5 月出席法國公立學校學

生家長聯合會第九十四屆大會開幕典禮，在致辭中強調良好的親師關

係是學生課業成功的關鍵，家長應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重申從 2017

年 9 月起，推動馬克宏總統競選時承諾的教育政策：在達成共識的前

提下調整學校作息、讓小學學生在校完成作業。布朗凱接受媒體訪問

時強調，此舉並非取消課後作業，而是讓學生在學校完成，不必帶回

家寫；主要目的在於減輕家長的負擔、改善家庭氣氛，並降低家庭背

景差異對學童課業表現的影響（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d）。 

參、強化學童閱讀、書寫和算術的基本能力 

    為了確保兒童基本學力，法國教育部長規定教學法；有鑒於國際

上的調查，如學生基礎素養國際評比，一再顯示法國學童的識字與數

學基礎能力有待加強，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凱於教育部公報公布四篇通

告，並向每間學校發送達 130 頁名為「小學一年級讀、寫教學指南」

的手冊，規範內容從教學方法到握筆方式，乃至於作業簿尺寸，鉅細

靡遺。教育部公報的特點，在確立自然發音教學法的權威性；所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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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發音教學法，就是由每個字母的發音出發，透過字母間的組合，讓

兒童自然了解如何拼與讀一個詞；通告中，法國教育部明確指示要讓

學生自然習得單字，不可死記硬背；布朗凱在一場訪問中表示，這不

是他的個人定見，而是眾多研究所得的結果（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a）。法國針對全國小學新生進行語文和數學的能力測驗，以便制

定更符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模式；法語測驗共計 13 大題，答題時間為

1 小時 18 分鐘，數學測驗共 9 大題，答題時間為 32 分鐘，兩者皆為

紙筆測驗；法語測驗試題旨在測試學童的口語能力、專注力、閱讀理

解和書寫能力；數學試題則重在測驗基礎算數能力，包括數目建構和

拆解、1 到 10 數字判讀與書寫等（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e）。 

    為搶救法國學童的閱讀力，政府擬推行新措施；布朗凱表示將要

求小學生每日背誦課文，且需高聲朗讀；計畫要求學生達到每天閱讀

至少一篇文章、每月閱讀至少一本書的標準；不僅如此，他也宣布自

2018 年起會在一年級與二年級統一施行期中考試，內容與難易將交

由甫成立的「教育科學委員會」之專家學者決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

組，2018c）。為挽回作為科學大國的自信，布朗凱委託曾獲費爾茲獎

的數學家，現為議員的維拉尼與教育部數學總督學托洛賢針對數學教

育的未來進行改進研究；他們指出要改善現狀，首重教師培訓；法國

初等數學教育最缺乏的就是興趣：學生不想學，老師也不喜歡教；前

者的問題在把數學純粹當成考試的工具，而後者的癥結出在許多小學

教師只有文史背景，數學也非己所長；因此倡議於 2018 年起，在各

師資培訓學院加強基礎學科，補強各小學教師的數學教學能力（駐法

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d）。 

肆、消弭學習落差，並承諾打造信任校園環境 

    法國政府提倡因材施教的理念，認為教師必須針對不同程度和文

化背景的學生，設計不同的課程作業、評量方式或授課方式，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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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學習，有效達到學業成功；為了消弭初等

教育階段學童的學習落差，法國全國國民教育評估審議會提出有關差

異化教學支持體系的建議包括：規劃多元的學習模式，為學生提供更

好的陪伴；在班級中配置多名教師，以更細膩地顧及全體學生需求；

鼓勵學生合作學習，以增進知識習得和發展人際能力；暫時將學生按

不同需求分組；讓學生擔任小老師輔導有需要的同學（駐法國代表處

教育組，2017f）。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凱於 2017 年 8 月召開 2017／2018 學年度的

開學前記者會，宣布國民教育核心發展目標為打造「信任校園」，採

取必要改革和輔導措施，建立親師和師生間的信任，和教職員對教育

部的信賴；為了在教育中落實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精神，布朗

凱制定一些發展原則，包括：全體小學低年級學生皆應習得 4 項基本

能力：閱讀、書寫、算數和尊重他人；教育優先區小學低年級班級人

數減半，改善弱勢地區教學成效，促進教育平等；推動閱讀書籍，確

保學童閱讀流暢度，培養閱讀興趣；發展融合教育，保障身心障礙學

童受教權；設計因地制宜的教育政策，並確保法國各地（包含海外屬

地）皆可受惠；增加學校作息規畫的彈性，各地依其需求制訂最合適

的作息；與內政部和各級地方政府合作，加強校園全體師生的人身安

全（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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