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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表的一项最新教育素
质全球排名中，名列榜首。这项号
称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排行榜的前
五名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表现超
越欧美国家。
　　这份报告根据76个国家15岁学
生的数学和科学测验成绩综合统计
出排名。完整的报告下周将在韩国
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上正式发
表。
　　排在前五名的国家和地区是
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和
台湾。英国排在第20名，美国排在
第28名。非洲国家南非和加纳排在
最后两名。中国不属于OECD成员
国，因此不在排名内。
　　这是OECD首次对教育素质做

全球性比较。与OECD国际学生能
力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相
比，这项排名覆盖范围更大，而且
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放在同一
标准之下比较。
　　OECD表示，排名统计主要反
映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报告
指，教育水平可强有力地预测国家
长远所能制造的财富。不良的教育
政策和执行情况让很多国家处于一
种“相当于长期经济衰退”的状
态。
　　OECD教育主管安德烈亚·施
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说，
排名的用意是让更多国家，不论贫
富，都能比较自己与世界领先国家
之间的差距，从而发现自己的优
势和弱点，并了解提升学校教育素
质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长远经济利
益。

　　他指出，排名最高的新加坡在
上世纪60年代的文盲率很高，而新
加坡所取得的成绩显示教育对发展
的作用有多大。
　　他说：“如果走进一个亚洲国
家的教室，你会发现教师期望班上
每一名学生都成功。那里要求严
格，并且精力集中，很有连贯和条
理性。这些国家也善于吸引最好的
教师指导最具挑战性的班级，因此
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被最优秀的教
师教导。”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
学院政策与领袖学部副教授陈英泰
说，本地学校一直把数学和科学列
为主要科目，而且着重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掌握重要的数
学和科学概念。教师也不断更新和
提升专业知识和教学法，这些是新
加坡名列前茅的主要因素。
　　他还指出，排名只是凸显成功
教育体制的指标之一。除了出色的
数学和科学成绩，新加坡良好的教
育制度也体现在非学术方面，如着

重好公民教育、团队精神、跨文化
能力等。
　　此外，报告显示，英国每五名
青少年就有一人在离开学校时未完
成基本教育，降低这一比率可为英
国经济带来无法想象的收益。美国
在基础教育方面表现不佳，排在较
发达欧洲国家之后，且落后于越
南。排名也显示瑞典的退步，反映
其教育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报告指，假如加纳的所有15岁
青少年都能掌握基本技能，该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将在这一代人的有生
之年比现在增长38倍。
　　教育部长王瑞杰对新加坡学生
在这次排名中的优异表现感到欣
慰，他昨天出席活动后接受媒体访
问时说，这要归功于学生和教师的
努力，及家长的支持。“更重要的
是，我们应该以这个成绩做为良好
基础，继续栽培学生的未来技能。
这些21世纪技能包括想象力、创
意、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及如何
与他人共事等”。
　　他也希望家长和雇主与教育部
合作，助学生掌握这些技能，为将
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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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将在国庆日前分发约60
万套乐高积木给每一名师生，让教
师使用积木设计趣味活动，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鼓励他们反思新加坡

的过去及展望未来。
　　教育部配合金禧国庆特别推
出这套名为“创造我的新加坡”
（Building My SG）的乐高（Lego）
积木。学校从上个月起陆续收到
这些教学工具。除了能堆砌成本
地 三 座 著 名 地 标 ， 即 加 文 纳 桥

（Cavenagh Bridge）、樟宜机场及
滨海湾花园，这套积木也能用来辅
助其他科目的学习。
　　让学生利用积木建构出加文纳
桥、樟宜机场及滨海湾花园的模型
具有特殊意义。
　　教育部长王瑞杰昨天走访伟源

小学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解释：“学
生能通过加文纳桥了解新加坡的过
去，例如新加坡河在我国历史上的
重要性。樟宜机场象征我国与外界
四通八达的联系网络，它提醒我们
必须向外看，以了解新加坡在国际
上的地位。滨海湾花园则凸显新加

坡人发挥想象力，克服局限的创新
精神。”
　　王瑞杰昨天观察伟源小学两个
班级的上课情形，了解教师如何使
用这套积木教学。
　　除了让学生按配套的说明堆砌
这三座地标，教师也讲述了这些地
标的历史及它们对新加坡的意义。
教师还鼓励学生使用积木，创造出
心目中“未来游乐场”的模型。

全球独有新加坡版积木
　　王瑞杰指出，这套积木是全球
独有的新加坡版积木，非常有意义
和纪念价值。学生能在使用积木的
过程，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遗
产，同时创造和想象未来的新加
坡。与此同时，学生创作的积木
造型，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从
中，他们能激发彼此的创意，互相
学习，培养宝贵的生活技能。
　　他举例说：“学生思考未来游
乐场的模样时，得发挥想象力将它
设计得引人入胜。要把积木一块块
堆砌起来，完成心中所想的构思也
训练他们要有坚韧不懈的精神。间
中，他们也要和其他同学合作。这
些都是非常重要的21世纪技能。教
育意义之外，这套积木也有推动学
生齐心协力、携手共创新加坡的象
征意义。”
　　所有中小学、特别学校、初级
学院及励仁高级中学、工艺教育学
院和理工学院的师生，将在国庆前
分阶段获得这套积木。中小学生将
在课堂上使用这套积木辅助学习，
其他学生则会在国民教育课程及相
关活动上使用积木。另外，在家自
学的小学阶段儿童及回教学校学生
也将获赠这套积木。
　　伟源小学二年级教师蔡崑华
（52岁）认为，这套积木是很灵活
的教学工具。“学生对积木很感兴
趣。它日后或许也能用来辅助英文
或社会学（social studies）课的教
学。堆砌积木不但能开拓学生的想
象力，也能培养他们的专注力。”
　　学生郑善恩（8岁）昨天用积
木制作一个以“滨海湾花园”为主
题，设有“擎天大树”攀爬设施的
未来游乐场模型。她说：“我喜欢
玩积木，因为它让我把脑海里想象
的东西创造出来。”
　　公众可在国庆日后购买这套积
木。乐高教育（LEGO Education）
代理商Duck Learning将在接近国
庆日时通过网站www.buildingmysg.
com公布销售方式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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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档私宅租金上个月突然回
弹的带动下，我国4月份非有地私
宅的整体租金水平和3月份持平，
但受访分析师不认为私宅租金已经
见底。跟去年同期相比，4月份非
有地私宅租金还是下挫了6％。
　　根据新加坡房地产交易信息网
站SRX公布的预估数据，高档私宅
租金在4月上扬0.7％。尽管这是它
在一年来首次扭转跌势，但分析师

认为高档私宅租金只是偶然上扬，
意义不大。中档私宅和大众化私宅
上个月则分别下滑0.1％和0.7％。
　 　 4 月 出 租 的 私 宅 单 位 数 目 下
滑，从3月份的4111个减少至3621
个，跌幅为11.9％。
　　对于高档私宅租金的回弹，戴
德梁行研究部副主管李乃佳受访时
说：“之前的租金水平较低，因此
高档私宅租金（在4月）上扬的意
义并不大。我们还得继续观察，看
未来几个月高档私宅每月的租金变
化是否出现转折点。”
　　不过，他表示，由于高档私

宅 租 金 跟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已 下 跌
7.2％，租户更能够接受目前的租
金。
　　智信研究与咨询总监王伽胜指
出，高档私宅租金在4月上扬只是
偶然。由于公司减少外来派驻人员
的预算，对于高档私宅的整体租赁
需求仍然疲弱。小于1200平方英尺
的单位一般会吸引外来派驻人员共
同租用，而这类单位的租金尺价较
高，因此租金增幅更为显著。
　　他表示，中档私宅租金下滑则
在意料之中。1月份是最多租约更
新和派驻人员来到本地的时候，造

成当时租赁需求上扬。从2月份开
始，租赁需求已经减缓。至于大众
化私宅租金走软，则进一步确定郊
区新公寓的落成对这类私宅出租市
场的冲击。
　　李乃佳指出，由于屋主如今把
租金定在更为实际的水平，私宅出
租量保持强劲。第一季新落成私宅
单位也对租金形成压力，尤其是对
大众化私宅的租金。
　　展望接下来的租金市场，王伽
胜认为，由于今年将有大量私宅
完成，预料私宅租金全年将下挫
7％。根据当局数据，今年将有2万

零824个私宅单位取得临时入伙准
证。
　　另一方面，4月份组屋整体租
金比起3月下滑0.7％，而跟去年
同期相比则下跌3％。其中，五房
式 组 屋 租 金 在 4 月 的 跌 幅 最 大 ，
下挫1.3％。四房式组屋租金滑落
0.9％，公寓式组屋下跌0.4％。
只有三房式组屋的租金逆势微起
0.4％。
　　出租组屋单位也下降，从3月
份的1964个减至1705个，跌幅是
13.2％。

经合组织：新加坡教育素质全球第一

非有地私宅租金环比持平　分析师：仍未见底

伟源小学的教师让学生把各自创造的未来游乐场模型拼凑在一起，希望他们能领略到国家的未来需要每个人携手共创的道理。（何家俊摄）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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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排行榜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发表，报告根据76个国家15
岁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测验成绩综合统计而出。前五
名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表现超越欧美国家。

教育部将分发60万套“创造我的新加坡”教学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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