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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润恬　报道 
华盛顿

　　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
教育部长王瑞杰7日同美
国教育部长邓肯（Arne 
Duncan）会面。
　　两人在会后签署教育
合作协议，承诺在三方面
加强合作。
　　一个新的合作范围
是师资培训和学校领导
的 栽 培 ； 另 一 新 合 作
领 域 是 教 育 研 究 与 国
际基准（internat ional 
benchmark ing）；第
三方面是延续2002年第
一份合作协议的数理教
学。
　　我国在培训师资和栽
培学校领导方面颇受国际
承认。
　　首先本地教师的素质
高，学业成绩中上水平以
上的人才能当教师，所有
教师都必须在国立教育学
院受训至少一年。
　　教育部制定的薪金机
制能有效吸引和留住高素

质的人当教师。当了教师
后，教育部也有多项计
划，栽培较有潜质的教
师肩负校内更重大的责
任，例如升上部门主任或
校长。
　　一些其他国家则因教
师薪金太低、教师未必经
过统一培训，以及校长未
必有教学经验等原因，无
法保持师资及学校领导的
水平。奥巴马政府非常关
注整体提升教师素质的问
题，两国在这方面有分享
经验的空间。
　　国立教育学院将与哥
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首次
联办领导与教育改革文

学硕士课程（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al Change，
简称MALEC），是两国
在这方面合作的方式之
一，也是新美在教育领域
拓展合作的具体表现。
　　王瑞杰说：“教师素
质是教育制度好坏的关键
所在。”
　　新美有意展开合作
的另一新领域是教育研
究。美国的一些机构在教
育研究方面相当杰出，例
如波士顿学院（Boston 
C o l l e g e ） 对 测 试 学 习
能力和心理素质颇有心
得。

　　另外，我国也有兴趣
研究如何设定基准来衡量
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包
括学业成绩和自信或掌握
资讯科技能力等“21世
纪技能”。
　　更准确的测试是为了
找出个别学生哪些方面比
较弱并需要加强。如果我
国采用的是受国际承认的
基准，那么就能与别国学
生作整体比较。
　　新美在2002年首次
签署有关教育的合作协
议，承诺在数理教学方面
展开合作。
　　十年后的今天，新美
签署的第二份有关教育的

合作协议，也承诺继续
在数理教学方面进行合
作。两国的教育合作范围
将获得扩大及深化合作范
围。
　　王瑞杰说：“无论是
美国或新加坡，我们都希
望我们的孩子为将来做好
充分的准备。为提供孩子
们良好教育，高素质的教
师和高素质的学校领袖必
须携手推出全面且符合未
来需求的课程。借鉴别国
的经验与成就，并参考它
们的研究和基准研究，将
激发我们进步。”
*yewlt@sph.com.sg

　　（游润恬华盛顿报道）外交部长兼
律政部长尚穆根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同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Eric Holder）
会面。
　　外交部文告说，两人针对处理国内
法律课题的经验进行交流，并再次肯定
有意加强目前已经很密切的新美法律合
作关系。霍尔德为此将到新加坡访问。
　　尚穆根7日也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成员艾约特（Kelly Ayotte），针对美
国对亚洲及区域发展的外交政策进行交
流。艾约特注意到新美关系十分良好，
并对两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表示支持。
　　尚穆根也分别同《华盛顿邮报》
的编辑部和大西洋理事会（Atlant ic 
Council）的执行级成员会晤。大西洋
理事会是华盛顿里一个不支持任何一党
的智库。

司徒晓昕　报道

　　教师领导不只应具备领导组织的能力，
在推动教育变革也扮演着重要领导角色。
国立教育学院（NIE）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属下的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首次
推出联合硕士学位——领导与教育变革文
学硕士（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al Change）课程，希望吸引来自
本地、亚洲区域、甚至西方国家具潜力的教
师领导报读。
　　两所学校早在2008年6月就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MOU），加强两校之间的长期合
作关系。经过一轮讨论，两校终于在2009年
10月期间正式投入新课程的设计。这也是教
师学院首次和其他大学合作推出联合硕士学
位。此外，毕业文凭将印上南洋理工大学以

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徽。
　　两所大学合并资源，为课程提供来自两
校最优秀的教员，比例各半。国立教育学院
院长李盛光教授说：“推出这项课程对我们
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课程可让各方的知识
专长、研究工作和资源，如植物间的交叉传
粉般得到更广泛的分配。比如，国立教育学
院的强项是在领导组织，而教师学院是美国
历史悠久并具权威性的教师大学，最强的地
方则在教学课程理论和发展。”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能为研究生的学
习，以及这个专业取得更大的互补性，并培
养出一批在21世纪经过重新设定的教育者和
教师领导。”
　　两校于前日正式为新课程进行推介仪
式。
　　这个为期一年的全日制硕士课程将从亚

洲视角了解教育制度的经济、文化和组织背
景，以及改进教育制度的复杂性和发展变
化。
　　研究生也可从课程中带着批判性讨论和
了解各种教育理论立场，以及执行教育领导
工作的一些实际方法。通过循证研究，他们
也学习如何策划、发展和执行教育改进工
作。
　　据了解，这个学位有六门核心必修课、
四门选修课和一门开放选修课。只要有不错
的学士学位或荣誉学位，并至少有四年的教
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皆可报名。
　　课程将在明年1月开课，首届学额是30
个，有兴趣者可在今年5月上网申请。欲知
详情，可上网www.nie.edu.sg/malec或电
邮至nieadmpp@nie.edu.sg询问。

　　*szetohy@sph.com.sg

相隔10年 

新美再签教育合作协议
加强师资和领导培训

教育部长王瑞杰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教育部长邓肯会面后签署合作协议。（教育部提供）

姜贵瑛　报道 
首尔通讯员

    《联合早报》iPad PDF版在2月6日
推出之后，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的读
者下载这个应用软件。韩国的一些用户
在下载试用之后，对这一新产品赞不绝
口。
　　绝大部分的韩国人会下载韩国本地
报章的新闻App，但对能够阅读中文的
韩国和在韩国工作或访问的华人来说，
知道《联合早报》iPad PDF和Web App
的应用软件免费试用的消息后，都表示
非常欢迎，并在第一时间下载体验。
“哇！不错！不错！完全让我感觉到在
看整份报纸的感觉！”这是《联合早
报》的多名韩国读者在试用iPad PDF版

之后给予的评语。

　　平时趁上下班时间用iPad看新闻的
韩国上班族姜先生说：“有了多一家华
文媒体的选择，感到很高兴。早报iPad 
PDF版的清晰度非常高，新闻缩放时的
速度也很快，看得很舒服，这点好像比
韩国媒体做得更要好呢。尤其左右换页
也很方便，确实让我感到在看报纸的感
觉。”
　　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孔裕植说：“真的很像手上拿着
看报纸呢。特别是，下面的缩图一目了
然，容易找到想要看的新闻，这点非常
方便。”
　　目前在韩国研究多媒体文化的台湾
世新大学传播系教授江亦瑄说：“早报
iPad PDF版，完全照顾到了传统习惯阅
读报纸的读者，使读者感到在看整份报
纸的感觉。它有数位储藏的方便，内页
和类别也非常容易找，让读者不会迷失
在太多link上。这好像是早报iPad PDF
的最大优势。”
　　此外，中国《人民日报》驻首尔特
派员马菲说：“早报新闻App，分类比
较明确，容易找到自己想看的新闻。这
就是早报一直以来的最大优点。”
    在韩国专门采访智能手机和IT产业的
中国《科技日报》驻首尔特派员薛严很
喜欢联合早报的Web App版本，他说：
“早报App界面简洁且概括性强，基本
上可以概括到联合早报网大多数新闻内
容。而且，时效性比较强，可以做到即
时更新，满足用户群的新闻需求。尤
其，浅灰色打底，白色和浅灰色背景交

替，基本消除视觉疲劳感，足以看出早
报的细心和诚意。”
    不过，薛严希望，早报的App能提供
“更多的重点新闻推介”。他说：“任
何一张报纸都有自己的头条新闻，简单
的新闻分类还不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新闻类App的竞争非常激烈，必须要有
头条新闻的及时更新，才能够保证自己
未来的读者群。”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李寅浩表示：“我
经常上早报网看两岸新闻和中韩关系方
面的新闻。早报从第三者的立场报道这
方面的新闻，客观明确，这就是早报给
我的总体印象。最近新闻类App出得很
多，其实，读者约在1秒钟的时间内将
决定，要不要看这则新闻，就此，‘分
类’新闻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望早报
App也维持早报‘一目了然’的优点，
继续发展下去。古人说，‘玉不琢不成
器’，玉要雕刻成器才有文化价值。早
报App刚面世，通过不断改进就能够逐
渐走向成熟。”

*kanggy@sph.com.sg

国立教育学院与哥大　联合推出教学领导硕士课程

两国承诺在三方
面加强合作。一
个新的合作范围
是师资培训和学
校领导的栽培；
另一新合作领域
是教育研究与国
际基准；第三方
面是延续2002年
第一份合作协议
的数理教学。

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
（左）会面。(外交部照片）

尚穆根会见美司法部长

早报iPad PDF　韩国用户赞好

上班族姜俊基在韩国的家里使用iPad
看早报。（姜贵瑛提供）

如何下载早报iPad PDF版
iPad PDF版下载步骤
■点击进入AppStore
■搜索“联合早报　PDF”
■点击“Install”下载
从即日起至3月8日，读者可以免费
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