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P課程發展與設置

第三講

▲ ▲ ▲ ▲
�
　

學習前之探究問題　� ▲ ▲ ▲ ▲

1.� 怎樣的課程特色最吸引學生學習？
2.� 學生分流有一定的原則嗎？
3.� MYP 的課程設計整體思維和方向為何？
4.� 如何在 MYP 的框架之下設置中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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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講　MYP課程發展與設置 057

相信一線教學的老師們都同意，在教學的過程中最艱鉅又困難的項目
之一，就是課程發展與設置。一個有效而且完整的課程發展需要具備三大
元素：教學課程設計、書面課程設計、評估課程設計。這三種元素必須是
一貫且相互關聯，在選擇書面課程設計時必須考量到教學課程實施的可行
性，評估操作的適切性。

圖 3-1　課程發展三要素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在筆者討論 MYP課程發展與設置的核心論點之前，先討論至為關鍵
也是令校方、老師都頭痛的問題，即學生學習水平分流和安置。瞭解如何
安排學生在最適當的位置，給予最貼切的課程後，方能進行整體的課程設
計。

教授國際文憑四個不同項目的 IB老師們體會肯定更加深刻，每年對
於國際文憑 PYP小學生或是其他課程系統的學生，畢業後要進入 IBMYP
中學階段學習，如何評估學生的水平？安排適當的位置？一語和二語學生
如何做到公平性、合理性的分流是一大挑戰，因此在進入MYP課程設計
之前，讓我們先瞭解國際文憑MYP中學項目的課程特色，然後討論令課
程統籌及許多教師頭痛的問題―學生分流的安排。

書面
課程

評估
課程

教學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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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MYP 的課程特色及分流原則

一、MYP 的課程特色
國際文憑 IBMYP中學項目課程，主要是為 11歲～ 16歲階段的學生

所設計。主要課程學科共八大學科，包括語言與文學、語言習得、個體與
社會、數學、設計、藝術、科學、體育和健康教育。基本上 IBMYP中學
項目可以分為五年、四年、三年課程完成，香港曾經有國際學校甚至只開
設二年MYP課程，學校可以依區域特性的考量來選擇開設課程的年限。

而 IBMYP中學項目每門科目，學生必須學習至少 50個小時，學校
可視需要調整至 70個小時。學科方面在語言部分分流成二類別，一為語
言與文學課程，二為語言習得課程，此部分的分流會依學生的背景資料、
國籍身分及學習能力三方面來進行考量。然在語言課程上還有一個特殊部
分，在分流的原則下，學生是可以自行選擇語言的學科，通常學生選擇中
文語言與文學科目，在英文方面就會選擇語言習得，換言之，如果學生英
文選擇語言與文學的課程，通常中文就會選擇語言習得。然而現在有越來
越多的趨勢，學生在中文及英文方面都選擇語言與文學，即所謂中、英文
都選擇雙 A學科，那麼就會得到 IB的雙語認證證書，對於學生語言能力
無疑是一種最有利的肯定。

另外的學科包括數學學科組、個體與社會人文學學科組（地理、歷
史、經濟）、科學學科組（物理、化學、生物、環境科學、生命科學、體
能科學、地球科學）、藝術學科組（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設
計工藝學科組（科技技術、信息技術、飲食科技、設計技術）、體育和健
康教育學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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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講　MYP課程發展與設置 059

圖 3-2　MYP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IB國際文憑組織網站（2021.05）

表 3-1　MYP課程項目表

學科 中文（一語、二語）
英文（一語、二語）
數學
個體與社會人文學學科組（地理、歷史、經濟）
科學學科組（物理、化學、 生物、 環境科學、生命科學、體能科
學、地球科學）
藝術學科組（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
設計工藝學科組（科技技術、信息技術、飲食科技、設計技術）
體育和健康教育學科組

技能 品德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
工作實踐
個人設計計畫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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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的主要八大學科／組，在學科下可開設更多細項科目提供給學
生選擇，然就學校而言，每門科目的教學時數需要至少 50小時，大部分
的學校基於聘用老師的人數及上課時數的安排，不一定所有細項科目都會
開設，可能選擇性開設部分科目。例如上頁表 3-1，在藝術學科組方面，
學校一學年僅開設音樂、戲劇和視覺藝術三個細項學科，每一細項科目學
生學習約四個月左右，然後以滾動式的方式進行學習，四個月後更換另一
項新的學科細項，如此方能提升學生對不同藝術學科的不同認識。同樣的
在「個體與社會人文學科」中包括地理、歷史、經濟三個細項科目，學校
也可以用滾動式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夠多元化的吸收三項不同的學科精
華。科學學科組和工藝學科組比較傷腦筋，因為在科技蓬勃發展的今天，
這兩個學科組可開設的細項學科較多，然在有限的教學時間下，學校究竟
要開設哪些細項科目，既能吸引更多學生就讀又能連接預科課程甚至大學
科系，就考驗著辦學者的智慧和經驗了。當然如果學校資源豐富，教師人
數充足，也可以考量在同一個學科組之下開設更多的細項科目，提供給學
生更多科目的選擇性。IBMYP中學項目除了八大學科／組外，另外的課
程特色需要做不同的計畫方案。例如在中學項目中的個人計畫（Personal 
project）和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s）等。

（一）IBMYP 的個人計畫

主要是針對十一年級學生展開，學生可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項個
人獨立完成的研究計畫，以淺論文方式進行分析和評論，透過具體的行動
完成該計畫，藉此展現學生探究及研究調查的能力，學生可以選擇任何學
科科目來完成其個人計畫。舉一個例子來說，筆者的學生就有選擇自己對
雕刻印章的興趣做了一份個人計畫，其中對雕刻技術的歷史、文化和代表
象徵意義做了詳細的分析，最後以實際的行動設計自我身分認同的印章，
而這份報告展現學生利用語文課和工藝課所學的知識，選擇自己喜好和興
趣，以行動展現研究和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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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服務計畫

此計畫大約在學生十年級時展開。計畫要求學生以自己的興趣參與
各種不同社群發展需求，透過學生對社區的服務學習達到關懷社區、強化
全球意識。此項計畫目標不僅能達到學生有效的自我管理與溝通技能，還
可使學生探索自我興趣，透過學習以行動來展示成果。舉一個例子，有學
生在學校蒐集鞋子和足球，透過專業機構的協助將這些物資寄送給非洲伊
索比亞的小學生。從這個社區服務中學生調查、研究，主動聯繫社會專業
的機構、尋求社區人員的協助包裝寄送，最後完成這一項跨國際的社區服
務。當然這樣大規模的社區服務並非每個學生都可以進行，學生可依照自
己興趣和能力選擇社區服務計畫。如海邊清污撿垃圾活動、環境淨村活
動，與校外的社福機構合作在育幼院、老人院照護的活動等，都可透過社
區服務達到關懷社區、強化全球意識的目的。有些學校在十年級時還會與
社會不同的機構或公司行號合作，提供學生到校外工作實習服務社會的機
會（Working experience），也可以當作社區服務的一環。

這兩項學習歷程計畫充分反映出 IBMYP 的課程特色，既培養
IBMYP中學學生的學科能力，也看出國際文憑課程銜接的用意。中學
階段的社區服務計畫（Community services）主要為國際預科 DP課程的
「創造、行動與服務」（CAS）做基礎，而個人計畫（Personal project）
則是在為大學預科 DP課程書寫專題論文做準備。

MYP課程另外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色，不像其他主流課程都有中學畢
業升學考試，如臺灣的國中會考，英國劍橋 GCSE、IGCSE都有中學完成
時的考試。但 IBMYP中學項目是沒有對外的公開考試，除非學校主動參
加國際文憑組織所舉辨的電子線上考試，否則所有的考試都是校內考試，
校內評估，教師依專業判斷給予評估考試的分數，最後由學校給予畢業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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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YP 學生分流原則
瞭解 IBMYP課程特色後，筆者將談到國際文憑中學項目最困難的部

分，也是令老師最頭疼的問題，就是學生分流的安排。請讀者想像一下，
一條主要的幹道有上千輛的車子在行駛，遇到二到三條岔路要分開時，如
果沒有清楚的標誌、完整的指揮、明確的路線，交通車況必定大亂。同樣
的道理，學生的分班分流安排對日後課程開展、課室管理、學生身心平衡
發展極為重要。

所謂分流就是學生分班分級的規劃，每個學校課程統籌在規劃
IBMYP中學項目課程時，一定會先瞭解學生在小學 PYP項目或是其他區
域性小學所學的知識及技能到什麼階段，因為瞭解學生的學習水平之後，
方能設計出一套完整有效並適合學生的課程。故大部分的學校在小學進入
中學階段都會有一個針對學生分流的基礎測驗，便於學校初步瞭解學生的
水平，或許這不一定能夠完全測驗出學生真正的知識學習水平，但是卻可
給課程統籌或任教老師有一個學生如何分流的方向。

根據筆者多年的經驗，學生的分班對 IBMYP課程統籌而言是一件巨
大的工程，同一級的學生人數要平均；同一班男女比例要平衡；要考慮到
學生學習水平層次；要考慮學生的身分背景；又要考慮到家長的反應及意
見，所以在每年開學之前都會聽到有學校老師叫苦連天，表達對於學生分
班分流深感痛苦。

既然明白學生分流的困難，讓我們試著找出解決的可能辦法。筆者
以兩個「如何」切入，老師們瞭解兩個「如何」之後，必能對於學生的程
度、背景、適當的課程安排有所掌握，屆時進行學生的分流就容易多了。

（一）如何面對學生分流的難點

如同之前的舉例，車子分流須有明確的資料才能下正確的指示，同
樣的學生進行分流前，老師應該先瞭解學生語言水平程度，作為分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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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以下是 IBMYP中學項目學生在一定的年級上應該有的中文語言水
平。提供給讀者參考：

圖 3-3　小學一語（母語）二語（非母語）中文學生分級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3-4　中學一語學生中文水平分級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3-5　中學二語學生中文水平分級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 Path 1外籍學生，學習中文 0基礎
● Path 2學習中文 2～ 3年左右
● Path 3有比較良好的中文基礎

P
Y
P

小學 1～ 6年級
經過入學測驗使進行分級 

● Year 7學習 6年小學中文基礎以上
● Year 8學習 7年中文基礎以上
● Year 9學習 8年中文基礎以上
● Year 10 & 11學習 9年以上的中文基礎

M
Y
P

國一
國二
國三

高一

● 第一階段―0～ 2年中文基礎
● 第二階段―2～ 3年中文基礎
● 第三階段―3～ 4年中文基礎
● 第四階段―4～ 5年中文基礎
● 第五階段―5～ 6年以上

● 第六階段―6年以上

M
Y
P

國一Year 7
國二Year 8
國三Year 9
高一Year 10

高一Yea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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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大學預科學生中文水平分級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以上這四張圖表，反映出實際學生年齡和學習年限應該呈現一個正比
的趨勢，學校在進行分流時可以初步作為參考。然這幾張表格並非金科玉
律、一成不變，分流、分班、分級總有許多變數，這些變數就是當前的難
點，包括：第一個難點，掌握學生的語文程度差異；第二個難點，瞭解學
生學語文年限、家庭環境及語言輔助的程度。

讀者可能認為這兩點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困難，然困難就藏在細節中。
首先在分班分級時要考量學生的語言程度的差異。以中文語言習得（二
語）學生為例，有些學生國籍上為華人子女，自幼兒園就開始學習中文，
成長的背景環境都在中文的環境之下，但一路以來中文的表現和成績都不
理想，所以升到中學項目時，自然而然就會想朝向語言習得（第二語言）
方面靠攏。而所謂語言習得開設第二語言主要是為毫無中文背景或學習中
文經驗的外籍生所設立，這群華語子弟進入二語之後，對原外籍生而言，
就在不公平的基礎點上。所以在分班分級時，第一個考量的要務究竟是以
學生學習水平作為分班分級的要求？還是以實際學生情況及身分背景環境
作為考量？就值得課程統籌仔細思量。其次，第二個難點在於瞭解學生學
習語文年限，考量家庭環境及輔助的程度。舉個例子，筆者有一位印度
學生，其年齡 15歲基本上已經到了 MYP 10年級的階段（國三），但因
為家庭沒有中文語言環境，也沒有另外補習的支援，因此即便從小學在

● A高級及普通文學課程
● A高級及普通文學及語言課程
● A文學與戲劇表演
● B高級課程―8年中文基礎
● B普通課程―6年中文基礎

● B初級語言課程―少於半年

Year 12 & Year 13 

高二 &
高三

I
B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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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講　MYP課程發展與設置 065

PYP項目到中學MYP學習中文年限已經超過 8年，中文水平卻始終停留
在最基礎的家庭詞彙中（爸爸、媽媽……），而且教了又忘，始終在原地
打轉沒有進展。針對這位印度學生的情況在分班分級時就格外困難，若將
其安排與同年齡學生一起，學習程度差異太大。若將其安排與低年級一同
上課，則擔心此學生的心理調適狀況。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所以分班分
級才會如此困擾著學校及老師們。國籍身分是個難點，還有學生在家裡有
沒有額外的支援輔助幫手也需要列入考量，最麻煩的是學過幾年中文未必
代表中文水平就一定達到該有的水平，所以學習中文的時間及年限僅能作
為分班分級的一個參考值。

（二）如何解決難點適當安排學生

明白分流、分級、分班的難點後，筆者訪問許多一線老師企圖尋求解
決的方向。第一個難點可能的解決方向，主要不是以學生學習語言年限為
主要的依據，而是以學生真實呈現出來聽、說、讀、寫的水平為分班的基
準。

許多學校在學生入學時就會進行聽、說、讀、寫的測試，有經驗的
老師通常和學生面談就能知道學生在聽力和說話表述方面的水平，然而許
多學生往往是「聽」和「說」還不錯，但是「讀」和「寫」就令人不敢領
教了，所以建議每一位老師手上應該有聽、說的綜合評量，然後設計三級
（強、中、弱）不同的有關讀寫的測試卷，第一份測試卷針對初學學生程
度稍弱，第二份測試卷針對中級階段學生，第三份測試卷針對高級階段語
言能力較強學生。經過與老師的聽說口語交流後，由老師選擇讀寫的卷子
實際測驗學生能力。最後再將聽說讀寫四項的成績加總，安排學生到適當
的年級和位置。這樣做雖然稍麻煩，但是卻相當準確。

舉一個例子，當教師知道入學的學生已經學過 3～ 4年的中文，教師
可以拿一份中級階段的測試卷給學生進行「讀」和「寫」的測試，看看學
生是否達到其水平。如果學生表現優異或不如理想，教師可以以學生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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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成績決定升級或降級。另外，此法的好處在於便於與家長溝通，因為
學生即席表現就是最真實的學習情況，教師也能以此聽說讀寫的成績與家
長說明，化解雙方的歧見。

至於可能有老師認為「是不是一定要準備三分測試卷，實在沒有時間
準備！」這一點筆者明白，所以準備一份測試卷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
注意語言習得（二語）在設計測試卷的時候，必須有六級不同的程度，也
就是說測試卷可以設計 12道題目，每一級有兩道題目，學生的書寫作答
表現到哪一級立刻一目了然，隨後即可進行分班分級。

此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即便基礎分級考試，簡單區分學生學習的程
度進行分班效果良好，但還是有許多學校分班分級時不採用此法，主要原
因在於校方認為，不應該將水平一致或相近的學生放在同一班，而須採取
強弱穿插的方式安排學生，原因如下：

1. 學生及班級不被標籤化，每個學生都應受到一致的重視。
2. 同班有不同程度學生，可以互相交流激盪，互相拉抬學習，達到
能力共同一致提升的效果。

這一重要的觀點，未來也需要進一步進行研究，尋求一個有效解決學
生分班分級的最佳方案之後，才能真正進入課程的安排，以學生為中心給
予最適當、 最好的教育。

第二節　MYP 的課程設計整體思維和方向

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常常會發出感慨：「教學生的東西，學生一下
子就忘記了，有學卻好像沒有學過。」許多學生也會說：「老師教我很多
知識，不過學過之後大都還給老師了。」對於教與學兩邊的說法，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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