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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摘要 

 

本培訓研究是以海外中文學校為暑期華語志工派任的教學場域，針對外

派前培訓課程規畫策略原則與實踐進行研究分析。透過相關教師培訓理論文

獻和先導研究的理論與實務分析之基礎，作為本培訓研究之規畫原則與策略，

並且經由培訓實踐之歷程，提出相關研究分析與建議。 

華語志工教師的目標來源，是以臺灣國內華語文科系背景在學生或畢業

生為主，此短期進階的培訓課程是架構在其已具備的專業華語文知能基礎上，

透過整體的階段培訓課程規畫，強化培訓教師的僑校課堂教學實作之能力。

此外，透過培訓實踐的四個主要歷程：培訓籌備設置、志工教師招募與面試

甄選、專業主題培訓課程、教學強化訓練等運作，進行培訓規畫的原則策略，

最後再從「原則構想策略」、「規畫應用實施」和「評價討論」等三個觀察角

度之分析，提出本培訓研究之討論與建議，並為未來相關師資培訓研究之發

展參考。 

研究者建議外派前的教師培訓內容規畫，應發揮「銜接式」的培訓功能，

掌握教學場域實際教學需求，針對合適師資來源，採取有效目標人才招募，

培訓內容規畫也應建立在志工教師的供與求之實際條件基礎。透過培訓規畫

原則策略，理想的志工教師培訓規畫架構應包含：培訓行前說明座談會、主

題培訓課程、教學實習訓練、教學參訪觀摩訓練、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返

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等項目，並透過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的實作活

動予以強化。研究實踐的整體討論與建議包含：1.正式培訓前應舉辦說明會。

2.培訓課前師資備課會議。3.各類型僑校志工培訓研究發展。4.志工招募管

道多元化。5.專用網站資訊平臺與電腦 e 化應用。6.合格海外師資人力庫設

置。7.避免培訓資源浪費等。透過海外教學服務，參與者不但克服文化差異、

語言隔閡，更打破了國界疆域、種族藩籬，不僅應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

書」，也實踐了「行萬里路，服萬人務」的真諦，這也是本志工師資培訓的

核心價值。 

關鍵詞: 華語教學、中文學校、師資培訓、僑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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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ining of Volunteer Chinese 

Teachers for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Abstract 
 

This study of teacher training used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as the teaching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volunteer assignments during summer vacation and 

condu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planning 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pre-expatriate training cours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eacher 

training theories and the pilot study served as the bases for the teacher training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al analysis and for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strategy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rough the practical course,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objective of volunteer profess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s to give 

priority to Taiwanese students or graduates with a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background. The short-term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i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hinese language knowledge and ability students already possess. Through the 

overall plan of the course training in stages,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bility to implement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classroom teaching.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four main courses of training practices: training preparation, teacher 

recruitment and interview selection, professional topic training course, and 

intensive teacher training, the study conducted an analysis of the teacher training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inciple 

conception strategy,” “planning,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discuss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teacher training research practices as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future studies on teacher training. 

    This researcher recommends that the planning of teacher training contents 

for pre-expatriates should have the function of training “articulation,” gras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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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teaching needs in the teaching field, and focus on the suitable teacher 

qualifications to obtain valid targets of talent recruitment. The planning of 

training contents is based on the teachers’ actual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Through the training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strategy, the planning structure of 

the ideal teaching training should include a pre-training instructional seminar, 

topic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visits and observational 

training, pre-expatriate instructional seminar, and a homecoming volunteer 

service experience seminar and closing ceremony, which are strengthened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peer teaching skill workshops. The study’s overall 

practical 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Before 

formal training, an instructional seminar should be conducted. 2. Before the 

training course, a teaching preparation meeting should be held. 3. All kinds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volunteer training should b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4. Voluntary recruitment pipelines should be diversified. 5. A dedicated website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computer e-applications should be set up. 6. A 

qualified overseas teaching manpower library should be set up. 7. Wastage of 

training resources should be avoided. Through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services, participants not only overcom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anguage 

barriers, but also break though national borders and racial barriers and not only 

permit “He that travels far knows much,” but also put into practice the true 

meaning of “He that travels far serves many.” These are also the core values of 

volunteer teaching training. 

 

Keywords: Mandarin teaching, Teacher training,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Volunteer Chinese teacher, Chinese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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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對本研究進行概述，依次就研究背景與動機、問題陳述、研究

課題重要性、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等，分項闡述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這國際化的新世代，語言能力代表著重要競爭力。華語，這個在世界

上擁有最多母語使用人口的語言，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和亞洲華人經濟圈的

快速發展起飛，越來越受到國際間高度重視，隨之帶動了全球的中文學習熱

潮。世界各地的華語文教學異彩紛呈，根據方麗娜(2013)研究指出，大抵可

分為兩大類，一是屬於主流正規教育體制之大學、中學或小學階段的「華語

文教學」，是屬於非母語學習的語言教學，主要為非華裔學生所開設，以作

為外語學習目的的中文課程，近年來此類學校的數目和學習人數，正快速增

加中。另一類是海外華人社會的「華文教育」，是以母語或第一語言為華語

的海外華人、華僑為主要教學對象所開展的語言和文化教育，也通稱為「華

僑教育」，具有其獨特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和教學目標。上列的主流華語

文教學與海外華文教育，互為補充與支撐，構成了當今世界華語文教學的基

本格局。「海外華文教育」是指海外華僑、華人在僑居所在國，對其子女所

進行的中華民族語言文化教育。主要是由海外各地的中文班或華文學校所推

動，目的是延續華裔子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海外華文教育至今已有三百多

年的歷史，具有一個不斷發展的華人社會基礎和規模宏大的教學體系。 

臺灣過去在海外僑校長久以來的經營發展，海外臺系僑校相對中系僑校

數量為多，且具有深厚長久的互動關係，但這幾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全力推動

全球漢語發展戰略，積極推廣對外漢語教學體系，大量派遣了對外漢語志願

者教師，分赴海外各地進行志願教學服務，因此，在中國大陸官方對於海外

僑校經營策略、簡體字教材研發與提供，以及僑校華語師資供應的強力運作

下，海外中系僑校和臺系僑校的數量，逐漸出現了彼增我消的現象，海外僑

校使用正體字華語文教材的市場佔有率，也逐年偏低下降，這使得我國在原

有對海外僑校的長久合作優勢，已顯露出經營發展的危機(陳郁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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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海外僑校的暑期課程開班數並不多，但近年隨著華語學習的大量需

求，許多僑校因應學生學習需求而增開了不少的暑期課程，或是配合當地政

府語言政策所推展的中文夏令營之開設，因此每年暑期海外僑校華語課程的

開課量大增，許多僑校普遍面臨了華語師資缺乏的現象。目前海外僑校在這

全球華語學習熱潮影響下，在經營策略發展、教學課程規畫、學生來源背景

多元化，以及專業華語師資需求等，皆處於快速變化的轉型調整期。未來海

外僑校的整體發展與教學品質專業化提升，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

中的師資專業水準與足夠人力的挹注補充，更是直接影響了僑校的教學品質

與未來發展。現今中文僑校在華語師資的數量和質量上，都面臨了專業能力

參差不一、師資需求嚴重短缺，以及教師年齡層老化等現象(李嘉郁，2008)，

因此，如何能快速有效地補充具有專業華語教學能力，並且富有服務熱忱的

年輕教師，以提升僑校華語專業教學，是現今僑校發展所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海外中文僑校的教學發展得由師資的質量提升之紮根工作做起，結合專

業教師師資供給與培訓，此為當前海外僑教成功發展的關鍵之一。 

反觀臺灣國內專業華語文相關科系的師資人才，也亟求海外教學實務經

驗，來豐富本身海外華語教學資歷，以提升未來可能的海外就業實力和機會，

因此，若能針對海外僑校對於專業華語師資的需求，也同時能提供臺灣國內

華語背景師資人才，經由進階的師資培訓與考核派任，以志工服務的方式，

有機會前往海外僑校進行華語教學服務。在目前海內外專業華語師資的供需

之間，獲得一初步有效而可行之道。 

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先進民主國家普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力曾經擁

有志工服務經歷，例如德國有34%的人擔任過志工，美國更高達56%的志工

服務比例，而日本也有26%的比例，可見已有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重視志工

角色和功能，並且積極推動志工的培養和運用。由此可見，從一個國家對志

工服務的認識和支持程度，以及志願服務推廣的深度和廣度，就可以看出這

國家的民主化素養和公民化的層次。「志工精神」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里程碑，

也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勢。一個功利的社會，人們追求自利，為自己的

生活而奮鬥；但是，在一個關懷的社會，人們不但重視公益，也願意為利他

的目的而付出。志工服務的意義不只是在「貢獻」，更重要是「參與」的實

際歷程。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服務志工能從實際的參與中，獲得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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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海外華語教學志工用實際的行動付諸實現，運用自身專長揮灑著努力

的汗水，帶著豐富的國際經驗回來，這不僅能滋養自己的人生經歷，也進而

影響臺灣社會，將社會風氣和價值觀提升到一個更美好的層次。如果臺灣國

內的青年學子在一生之中，都能有一段時間從事志工服務的工作，特別是到

海外服務，相信生命一定可以更多采多姿。參與海外華語教學志工服務，不

但可以貢獻所學所長，除了付出愛心、服務他人，也可以實地接觸不同的文

化和環境來拓展國際觀、豐富人生閱歷，獲得成長的喜悅。不僅認識世界，

也讓世界認識臺灣。 

本研究將以臺灣國內具有華語文相關背景的青年學子，作為初始階段的

主要師資招募來源，在其已具備的華語文專業知能基礎，針對海外中文僑校

的教學特性與需求，實施進階的短期師資培訓課程，透過國內與海外中文僑

校的教學合作計畫，甄選派任條件符合所需的志工教師，前往海外各合作僑

校實際進行華語志工教學服務。透過此師培合作模式，不僅可快速提供海外

僑校所急需的專業華語志工教師，也能使具有華語專業背景的臺灣青年學子

們，透過此進階師資培訓強化專業技能，藉由海外志工的服務來拓展人生經

驗、提升國際視野。 

基於上述對於海外僑校師資需求，以及臺灣國內華語師資人才供給的觀

察，對於專業華語師資的供與需雙方之間，存在著教師的專業教學素質的關

鍵課題。教師是教育事業的支柱，華語教師則是華語教學成功與否的靈魂人

物，如何能提供真正符合海外僑校所需的專業華語師資人才，行前的師資培

訓規畫與實施的成效，將直接影響外派僑校師資的專業品質與表現。 

本研究動機源自研究者過去多年的僑校師資培訓的經驗，研究者發現海

外中文僑校與臺灣國內的華語師資人才的供需雙方，仍持續存在著實際的問

題。此外，對於專業師資的供需雙方，其中間引介橋梁所提供的師資，是否

能夠真正符合僑校需求，這直接關係著外派師資的教學品質，這也突顯了派

任教師的行前師資培訓之重要性。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4 

第二節 問題陳述 

本節將針對從海外僑校的發展與轉型，以及僑校師資的需求問題等方面，

進行相關問題之陳述。 

 

一、海外中文僑校的發展轉型 

早期中國大陸尚未對外開放時，全球華文市場幾乎全為臺系中文學校組

織所掌握，海外華語教材、教法、教師和教學內容大多由臺系中文僑校所主

導。海外人士學習中文時，中小學階段學生大多數在臺灣僑民所創設的中文

學校就讀，以學習傳統正體字和注音符號的教材為主。但1980年以後，隨著

中國大陸海外移民人數的急速增長，海外逐漸出現了以教授簡體字與漢語拼

音為主的中文班或華文小學。1987年中國大陸政府成立了「對外漢語教學領

導小組」(簡稱漢辦)，積極推展國際漢語文化的對外開展與交流，在海外廣

設孔子學院和孔子學堂，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系的中文僑校設立。

由於中國大陸政府不遺餘力的強勢推動海外華文教育，目前海外的華文教材

出版、正簡字體選擇、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的選用、僑教經費發展挹注、對

外漢語師資培訓的舉辦、學習者增加，以及對外漢語志願教師人才的大量供

給等，使得目前海外中文僑教，不再是臺系中文僑校獨領風潮的局勢(陳郁

仁，2009；高崇雲、高欣和高鵬翔，2010)。海外臺系的中文僑校數目正快

速銳減中，臺灣不僅在海外僑校的教材選用和師資來源的優勢逐漸消逝，這

也直接衝擊了臺灣華語文教育相關人才的發展。 

此外，隨著世界各地華語學習風潮的加溫，海外華文教育的學生對象更

加廣泛而多元化，除原來的華僑、華人、華裔背景學生，也逐漸出現了大量

其他語系的當地非華裔學生，涵蓋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各類型學生，加入了中

文學習的行列。為了滿足因應更多元的各類型華語學習需求，海外各地的中

文僑校和華語補習班也大量出現。新增設的教學單位或新開班的現象，使得

海外華文教育內涵和競爭也隨之擴大，目前中文學校的整體經營環境正在快

速改變中，因此中文僑校必須因應時局而轉型發展(方麗娜，2007，2013)。

近年來海外華語的主流和非主流體系的不同中文教育系統，開始出現了相互

聯結的發展趨勢，不僅有越來越多曾在中文學校學習的華裔學生，通過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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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AP中文而獲得了大學的中文學科學分認可抵免，或繼續在大學選修更高

階的中文課程。另一方面，也有日益增多的非華裔學生到中文僑校或語言班

學習中文，以美國的臺系中文僑校來說，因臺灣移民逐年減少的大環境變遷

而亟思轉型，正逐漸朝向與美國主流學校課程之融合銜接為發展目標(葉敏

芬、葉育婷，2010；陳雅芬，2011)。 

林秀惠(2011)也提出了中文僑校的教育要主流化、專業化，應加強和政

府、公立中小學、大學、私營企業以及祖籍國的合作，中文學校也必須要轉

型，對於傳統的僑教教學框架與經營模式，應有重新的思考和發展。這些研

究都顯示了當前的海外中文僑校，已逐漸脫離傳統以華裔的母語教學為主的

僑教，朝向與主流學校融合與接軌的趨勢，成為「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教育」

的一環，海外中文僑校正面臨多元化轉型的發展契機。 

 上述所面臨的中文僑校主流化轉型與否，也牽涉到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情

形：當各主流學校已有中文課程時，海外中文學校(中文班)為何還需要存在?

是否仍存在海外華裔的祖國與文化認同需要?此為海外僑教與華語文教育之

目的不同，是未來海外僑教發展研究中，值得觀察與定位的方向。 

 

二、僑校的師資需求問題 

在歐美地區相當普及的海外中文班，不屬於當地正規教育體制內，而是

近似社團組織的課後補教性質，因此對於課程、師資和教材要求較無法制定

一套完整的規畫和系統。長久至今，僑校師資仍多依賴移民到僑居地的學生

家長來擔任，師資聘任多屬於兼職性質，專職教師比較少，許多資深的僑校

老師擁有豐富的教學實務經驗，但較缺乏專業的華語文相關理論的知識基礎

和現代化的教學科技應用能力(葉敏芬等，2010)。僑校教學模式多屬於母語

式教學方式，但這對於置身在海外的華裔學生並不恰當。隨著僑校資深教師

退休，在師資人力上普遍面臨了新生代華語師資的接替斷層，僑校專業華語

師資的質和量都出現了不足的現象(Wang,S.C., & Green,N.,2001)。而在東南

亞地區為數眾多的華文學校，也同樣面臨了師資的專業品質和人力數量的問

題。亞洲地區的華文學校教師雖多為專職，但具有高學歷者之比例偏低，具

有專業華語相關背景的教師也是相對匱乏。高崇雲等(2010)以印尼為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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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印尼教育部門估計全國需要3萬名中文教師，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但向

華人社團和教育機構請求派出，卻不能如願補充足夠的師資。 

當上述許多研究紛紛指出中文學校最大的問題是師資缺乏時，葉敏芬等

(2010)指出僑校師資缺乏的核心原因，是職業結構所造成的師資不足現象。

其研究指出：大部分海外中文學校以週末班為主，教師大都以兼職授課的方

式，教師薪資範圍依照地區差異和資歷不同，大約於 8.5/h 到 30/h 美金之

間，每週幾個鐘點，一個月四次，薪資遠低於生活所需，很難作為「職業」，

因此很難留住真正的專業師資人才。雖然有許多相關的華語師資培訓管道，

部分教師也十分積極參與，然多數兼職教師平日需忙於正職工作，或因中文

學校薪資不足以形成誘因，很難有動力持續積極地鑽研於教學的專業提升。

此外，其研究也指出對於未經過專業華語教學訓練的教師來說，複製自己孩

童時期的學習經驗，常常成為其課堂教學法的來源和方式，部分母語者老師

經歷了臺灣較早期的教育階段，根植的是教師權威式、背誦、重複習寫等較

傳統的教學方式，但這並不適用於習慣當地教學風格的學生。 

華語學習熱潮對於全球各地的傳統海外中文僑校，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

與影響。隨著中文教學的多元化課程發展和班級開設數量的快速增加，以及

每年暑期大量華語課程或華語夏令營活動的開辦，海外各地的中文僑校往往

在師資專業度和師資人力缺口，出現了顧此失彼而無法兼得的困境。因此，

如何能針對海外僑校的華裔教學特性，在現實環境條件因素的考量下，有效

地提升僑校師資的專業素養提升，以及快速補充師資人力的缺口，這是當前

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的一大挑戰。 

 

三、國內華語師資培育與海外需求之落差 

面對全球中文學習熱潮，海外華語教學已成為華語國際教育的主陣地，

最缺乏的就是專業的華語師資來源(華語專業化首先得由扎根做起，所以師

資的專業定位與多元化的培訓機構之成立，乃當前發展之關鍵(曹逢甫，

2007)，這是因為無論是學門的理論探討、考試測驗研發、教材編撰等，都

取決於教師的素質。李振清(2013)指出在這全球中文學習熱潮的趨勢中，各

中文學習對象階層對於「專業華語文教師」的需求至為殷切。學有專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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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廣博的知識內涵、熟諳教學理論實務的專業華語教師，透過國際教育交流

與跨國合作機制，能有效落實現代海外的中文教學之目標。而以培育專業華

語文師資為目的之學、知、能養成教育，一直是華語文教學相關科系，以及

各師資培訓單位所努力的課程目標。藉由充實的專業課程規畫設置、強化專

業學術涵養，以及教學技能之訓練提升，冀以培育具有華語文教學能力的專

業教師。 

但近年來隨著國際華語學習熱的蓬勃發展，華語文課程設置種類、學習

需求的面向和學生的背景程度，相對地已日趨多樣化。這不僅使得當前華語

文教師的實務教學，益加具有挑戰與變化，加上海外對專業華語師資的需求

也快速增加，華語教師的培育養成與進階的師資培訓，也隨著現今教學場域

的多元化與專門化發展，而更加具有挑戰性。例如：目前國內的華語師資培

訓多以非華裔的外國學生為教學對象，但對於海外為數眾多的僑校教學、僑

校多數的華裔學生教學的研究，以及僑校專業師資人才培育的關注，相對較

少而不足。因此臺灣華語師資培訓的發展成效，是國際華語教學與華語推廣

發展的一個瓶頸因素，這其中包含教師的數量與品質。如何培訓優秀且符合

教學場域的華語教師；如何能透過完善有效率的師資培訓模式，提供海外需

求數量巨大的華語教師缺口；如何透過國際華語推廣與合作制度，作為暢通

海內外師資供需之間的橋梁，這也已是刻不容緩的關鍵時刻。 

 

四、志工型的華語教師需求 

隨著海外華語學習風潮的興起，海外各類型的中文學習課程需求大量增

加，因此對於華語教師的人力需求更多。這對於正處於轉型發展中的海外中

文僑校而言，華語師資的補充人數和專業提升都是需求急迫的問題。近年中

國大陸透過政府官方的大量資金挹注，派遣人數眾多的志願者教師到海外擔

任華語師資，但由於臺灣實質外交關係的困境，很難比較中國大陸的模式由

官方政府大量輸出，因此目前臺灣國內華語師資的海外就業管道，除了由教

育部針對海外主流學校師資合作所提供的名額外，大多數海外教學或實習機

會，都有賴國內各校華語文系所自行規畫或華語教師自行申請，缺乏一機構

來統合國內外師資合作需求，對外華語推廣缺乏統整單位及策略性，因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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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力量分散，導致無法有效凝聚強度，積極地去掌握與開創更多的海外華

語市場。尤其面臨當前海外華語市場的競爭變化，缺乏政策配合，不進則退，

未能掌握先機與趨勢，甚至可能缺乏一展身手的機會，以及國際能見度的提

升，甚為可惜。 

 在當前時空背景下，可透過志工型的華語教師派遣至海外僑校進行教學

服務，是一可行而快速的人力補充的方式。此外，也可提供我國專業華語背

景的在學生或畢業生，能夠透過到海外僑校的志工教學機會，增加海外華語

教學的實務經驗，發揮志工服務的精神。 

 

第三節 本研究課題的重要性 

從上述對於海外中文僑校發展的觀察，明確地指出了目前所面臨師資的

專業素質參差不一，以及人力數量不足等質量問題。教學成敗有諸多相關因

素，其中教師素質決定著教學品質的高下。專業華語教師是海外華語文教育

的支柱，如何能針對海外僑校的實際師資需求，而快速派任合適的志工師資

人才，因此，專業師資培訓項目的效能發揮，即扮演著關鍵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將以海外中文僑校作為合作的教學場域，根據海外僑校的華裔學

習特點，探討外派前的進階師資培訓規畫與課程內容，以能培訓符合僑校所

需求的華語師資為目標。透過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理論為基礎，並以研究

者曾參與的僑校師資培訓計畫案1作為需求基礎之參考，藉由對於先導研究

中的師資培訓項目經驗分析，成為本師資研究策略發展之重要參考。並且結

合國際志工服務教育的培訓課程，規畫進階的專業華語志工教師的培訓計畫，

落實國際華語教學志工的培訓理念。 

 為了達成上列研究目標，本研究將透過與主題相關的文獻探討、需求分

析、策略規畫擬定與實踐等歷程，結合理論基礎、經驗分析與策略實踐。希

望對完善和豐富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專業華語師資培訓、海外僑校華語教學

發展等研究，具有一定理論和實踐價值，為多元化的華語師資培訓發展有所

                                           
1由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系信世昌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專題研究，研究者擔任博士生研

究助理一職。分別為兩年期(2009-2011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

和一年期(2012 年)「全球僑校華語教學志工之專業師培與海外合作推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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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研究成果可用於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或以中文為外語教學的師資培育研

究，以及建立長期性的國際華語師資推廣機制之參考。本研究課題的重要性，

主要包含下列各點: 

 

1. 以「海外中文學校」作為特定目標的教學場域 

本研究以「海外中文學校」作為特定的教學目標場域，探討僑校華語教

學現況，從而發展僑校的教學策略，以作為僑校志工師資培訓課程的內容設

置原則。因此，針對華語師資培訓規畫作為研究課題，在華語文研究領域尚

屬於起步發展，而以「海外中文學校」為教學場域的師資培訓研究，則相對

更少。本研究即是針對「海外中文學校」而進行特定目標導向之培訓研究。 

 

2. 進階的短期師資培訓規畫研究 

本研究是以志工師資已具備的學校師資培育華語知能為培訓發展基礎，

以進階式的短期華語教學實務培訓練，作為志工師資派任僑校前的行前短期

培訓規畫目標。透過相關文獻理論與先導研究的分析，強調海外僑校華裔教

學策略與教學實務應用技能提升，以發展師資培訓規畫的應用原則與策略。 

 

3. 結合志工教育的培訓課程規畫 

本研究強調志工服務的理念與精神，透過志工服務的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融入專業華語資培訓的課程，是本師資培訓規畫的特色，以培訓能符合國際

志工資格條件的專業師資。 

 

4. 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研究 

基於僑校華語教學和師資培訓相關理論文獻基礎，透過研究者參與的先

導研究計畫的研究分析，從而發展師資培訓的規畫原則與策略，以探求一可

行的實踐應用，是一理論基礎、先導實務分析與實踐並重的華語師資培訓模

式之研究。本論文研究者不僅是實際規畫參與者，也同時是研究者身分。因

此，研究者能藉由各研究要項的實施規畫和內容運作之實際參與，而根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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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實踐評估成效，完整而具體地呈現僑校專業華語志工之整體運作架構。 

 

5. 整體師資培訓運作模式之建構 

本研究根據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透過實踐應用的運作過程，在

實踐分析探討中，建構完整而可行的師資培訓模式。 

 

第四節 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研究範圍 

本節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待答問題與研究的範圍界定，分述說明於下： 

 

一、研究目的 

綜觀上述的全球華語文教學現況、師資需求問題與培訓課題的重要性，

本研究將以培訓海外中文僑校所需的華語志工師資為目的，並藉由研究者所

曾參與華語教學志工之專業師資培訓作為實務分析主體，結合相關理論基礎

探討，所進行一系列研究的開展，包含海外僑校的發展現況、志工師資招募

培訓整體策略、專業師資培訓課程規畫，海外僑校師資需求人數與條件、以

及海外僑校教學合作建立等。本研究目的包括下列幾項： 

 

1. 探求目標海外僑校，並發展其教學策略 

本研究是以海外中文學校作為志工師資的海外教學場域。因此，首先須

掌握全球各地海外僑校的大環境發展趨勢，並且針對不同的僑教體系種類進

行特性分析，決定本研究的目標僑校範圍。此外，針對目標僑校的華語課堂

教學進行了解，從而掌握目標海外教學場域的課堂教學策略，以作為僑校師

資培訓的內容發展重點。 

 

2. 規畫進階短期的專業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針對具有華語文相關專業背景志工，以僑校暑期教學服務為目標，掌握

師資培訓的規畫原則策略，規畫進階的短期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並融入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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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課程，落實專業華語教學與國際志工培訓的課程規畫。 

 

3. 研究實踐後進行培訓成效評估以提出規畫建議 

經過本師資培訓研究的課程規畫實踐後，透過對於師資培訓各階段的觀

察與反省，蒐集各項紀錄資料、作業、問卷調查、參訪心得與深入訪談的分

析，進行整體研究實踐的分析，並提出規畫項目與調整之建議。 

 

二、待答問題 

 為了達成上述主要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項問題期望能在本研究中獲得解

答，下列為本研究的待答問題: 

1.  目標僑校的分析 

 海外僑校的發展現況為何?合適的目標僑校為何?其華語志工師資的需

 求為何? 

2. 目標場域的教學策略分析 

目標教學場域的教學現況為何?其有效的教學策略為何?  

3.  臺灣華語志工的師資來源 

臺灣國內的華語師資培訓情形為何?現況的優劣勢為何?發展機會為何? 

4.  師資培訓規畫之原則與策略 

 進階的短期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為何?如何整合運用而發展師資

 培訓課程的內容設置呢?  

5.  師資培訓實踐的運作架構 

 如何將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應用於實踐運作呢?完整的師資培 訓

 運作架構應包含哪些要項?培訓規畫實踐的應用成效與限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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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的培訓研究為目標核心，深入探

討其進階的專業培訓之原則與規畫。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和待答問題，以「海

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的教師培訓」為研究範圍，探討以海外僑校為教學場域

目標，對於行前專業師資培訓項目的架構與內容，進行研究實踐的探討，以

提出一完整可行的僑校師資培訓原則與規畫。本研究主題是僑校師資的培訓

教育，主要的研究範圍(圖一-1)包含了師資規畫原則、師資培訓實踐，以及

分析討論等。 

 

 

 

 

 

 

 
 

 

    

 

 

 

 

 

 

圖 一-1 研究主題內容範圍 

 

師資培訓 

規劃原則 

培訓實踐 

分析討論 

臺灣華語背景師資 

海外合作中文僑校 

本研究

之範圍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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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主題範圍的「規畫原則」方面，包含師資培訓計畫原則擬定和培

訓課程內容的規畫；在「培訓實踐」方面，包含師資招募公告報名與面試甄

選、培訓課程正式實施，以及合格師資考核；在「分析討論」方面，則是透

過研究實踐過程，對於各培訓規畫要項進行觀察分析與評估討論。 

 

第五節 名詞釋義 

 在本文研究討論中，常會頻繁出現幾個常用的用詞術語，其意義與範圍

與一般認知不完全相同，也易與相似字詞的用法產生混淆，因此須重新解釋

說明並定義，界定如下： 

 

一、華語(文)教學 

    「華語」一詞是指對外代表中華的標準語之名稱，以利於外國人學習中

國語言時，所遵循的語音、語法、語詞、語用、語意等語言內容。「華語」

也是本國語言在國際上的代表，華語教學的統稱。外籍人士在學習此種語言

時不致勉強稱為「國語」，因為他們各自有其本國的國語(葉德明，2005)。 

 「華語文教學」是以中文作為外語(第二語言)的教學，即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TCSL)，對象為外籍人士及海外華裔，不同於

對本國人的國語文教學。在臺灣多稱為「華語文教學」或簡稱為「華語教學」，

但兩岸用詞不同，在中國大陸多稱為「對外漢語教學」或近年來較廣義的「漢

語國際教育」；在海外也常用「中文教學」一詞，東南亞地區則多稱為「華

文教育」。 

 以上「華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國際漢語教學」、「中文教學」、

「華文教育」等皆為地域差異的不同用詞，但其意皆相通。本文除了對於一

些大陸學者引述或國外既定的用法翻譯外，原則皆採用臺灣慣稱的「華語(文)

教學」。而從事「華語文教學」相關工作的教師，即為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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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僑校 

 臺灣海外華文教育僑教類型主要有三種：華文學校、中文班和臺灣學校，

三者通稱為「中文僑校」，目前合計有2,783所(僑委會僑務統計，2013年統

計年報)。華文學校共有1,738所，97%都集中在亞洲，是屬於當地學制的全

日制僑校；中文班(或常通稱為中文學校)共有1,040所，75%集中於美國，是

屬於非主流學制的課後補習性質。臺灣學校共有5所，皆位於亞洲，是由我

國的教育部所管轄之私立學校性質。中文僑校以中文語言教授為主要目標，

是海外華人子女學習中文的重要途徑之一，負有海外華文教育的重要使命與

傳承價值，也是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的重要推手。另外，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才

藝教學和經常性的社區聚會，也是中文僑校常見的活動，藉由僑校灌輸中華

文化教育，而維繫僑胞與祖國的文化關係。  

 

三、華裔學習者 

 對於「華僑」、「海外華人」、「華裔」的稱法和定義，因學者不同觀點和

廣狹義界定的差異而易混淆。按照郁漢良(2001)的分類標準，將之定義為： 

「華僑」：凡是保留原籍但旅居海外的中國人。 

「海外華人」： 旅居國外並取得僑居地國籍，仍具有說華語、閱讀華文 書

刊能力。 

「華裔」：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多半不懂華文、不了解傳統的中華文化。 

依據我國國籍法的承認「雙重國籍」，不管華僑、海外華人或華裔，皆

通稱為「華僑」或「僑胞」。 

本研究所指的「華裔學習者」(Chinese heritage learner，CHL)，係指海

外出生的華人後裔，其父母為來自臺灣、大陸、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和印

尼等地區的華人。華裔學習者常受家庭或成長社區背景影響，其口語能力流

利普遍高於讀寫能力。常見中文翻譯有「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生」、「華裔

背景學生」和「傳承語言學習者」，本文論述統一採用「華裔學習者」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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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培訓 

 師資培訓(teacher training)指提供與課堂教學有關的實際技能訓練，不同

於師資教育(teacher education)傳授外語教學相關的理論與研究的基本知識，

也不同於師資發展(teacher development)是在於提高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三

者互有關連，但側重點有所不同。 

 本研究的師資培訓注重培養老師「應該怎麼教」，強調教學方法和技巧

的提升；不同於師資教育注重培養老師「應該知道什麼」，強調基礎知識與

基本技能的基礎素養，也不同於師資發展是教導「當了老師以後怎麼不斷提

高自身素質」，強調教師自我發展的意識。 

 師資培訓注重培養老師的教學方法和技能之提升，是在外界條件支持下

所產生的，相較於師資培育教育的時間長達數年，師資培訓通常培訓時間較

短，為期數周或數月。 

 

五、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voluntary services 或 volunteerism)是指從事非支薪的志願服

務工作者，秉持自發性的服務熱忱，主動從事相關服務工作，為個人在自由

意志下參與的社會活動。志願服務是出自於己願，本著人類互助的美德，不

求報償貢獻己力來表達對社會的關懷，提供不計報酬的各項社會服務，包括

教育、家庭、兒童福利、心理衛生、醫療、休閒育樂、社區發展，以及住宅

與都市更新等方面的工作，是民主社會中公民參與社會的最佳途徑（Ellis & 

Noyes，1990）。 

 此志願服務之定義有四個重要特質： 

 1. 選擇：強調志願服務的自由意志。 

 2. 社會責任：志願服務是有利於他人的。  

 3. 不計較金錢報酬：不是為了經濟上的報酬而從事利他的活動。  

 4. 不是義務：志願服務不是依法必然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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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華語志工教師  

 志願服務工作者（volunteer），簡稱志工或義工，聯合國將其定義為「一

種有組織、有目的、有方法，在調整與增進個人對環境的適應，其志趣相接

近，不計酬勞的人。」是指願意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向需要幫助的群體付出

時間和精神關懷，且不接收物質利益的人。 

 臺灣對志願服務的定義則是「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

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

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的各種輔助性服

務。」 

 「志工教師」是指其服務工作的性質是擔任教師而言，因此「華語志工

教師」(Mandarin volunteer teacher)是從事華語教學服務的志工教師，在中國

大陸通稱為「志願者教師」，亦指志願到海外從事中文教學服務的教師。 

 

七、教學場域 

 「場域」（fields）一詞是由法國社會心理學家Bourdieu(1997) 所提出的

社會學調查架構術語，認為各種社會活動的階層區分，導致建立了各式各樣、

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社會空間中有各種各樣的場域，場域的多樣化是社會

分化的結果，而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的，場域存在於社會

各處，由大大小小、各門各類的場域所組成(朱國華，2004)。 

 本文的目標「教學場域」(teaching field)是指在某國家區域、空間環境、

對象階層、程度差異、目標特點、條件背景等所組成的特定教育時空概念下，

所實施特定目標環境的教學場域 (饒見維，2003:173)。本研究即是以海外中

文僑校為專門目標教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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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從五個方面進行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探討，以做為本論文架構發展

與僑校師資培訓規畫原則的理論依據，共分為五節來進行論述。第一節是從

現今全球華語文教育發展的大環境現況進行檢視，掌握當前世界各國華語文

的發展趨勢與重要語言政策。第二節是探析海外中文僑校發展和所面臨的衝

擊與問題，並深入了解各地僑校教學情形。第三節以海外中文僑校的大多數

華裔學生進行學習動機、學習特點和偏誤等探析，以釐清並掌握華裔學生的

教學策略應用。第四節是對於多元化的師資培訓發展與原則架構進行了解，

探討師資培訓的規畫原則與課程內容的設置。最後，第五節對於僑校華語教

師所應具備的專業教學知能素養和技能範疇等，進行相關的檢視探討。 

 

第一節 全球華語文的發展趨勢 

本節將從當前世界各國華語文教育的發展現況、各國主流教育接軌之趨

勢、重要語言政策發展的推波助瀾、美國星談 StarTalk 語言計畫與 AP 中文

教育政策的發展與影響等進行探討，以了解目前全球化華語文的發展趨勢。 

 

一、中文學習的重要性 

David Graddol曾於2004年在《科學月刊》(SCIENCE)
2，以“The Future of 

Language”（語言的未來）為題，評析預測了英文與中文在21世紀的發展趨

勢與定位。文中強調除了數世紀以來已成為國際語言的英文之外，在2050

年時全世界最普遍的前三大語言將是中文、印度話和阿拉伯話。他也指出目

前亞洲許多商界老闆對於人才選用條件，是否具備中文使用能力的著眼點與

重視度，已逐漸超越英文，未來必學的語言就是中文。Graddol(2006)也在

"English Next"一文中，指出中文將成為世界僅次英語的重要語言，這意味

學中文也就是增加競爭力。 

                                           
2 資料來源：Science on NBC News。上網日期：2014 年 2 月 13 日。取自網站： 

http://www.nbcnews.com/id/4387421/ns/technology_and_science-science/t/english-wont-domi

nate-world-language/#.U8AWAU3lo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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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5日《新聞週刊》(NEWSWEEK) 刊載了“English, English 

Everywhere”一文時，標榜「幾乎在世界各國，英語是追求卓越必備的語言，

同時也最貼近世界語」(In almost every country English is a key to getting 

ahead, and it's the closest thing to lingua franca.)；但是，在24年後的2006年6

月26日，《時代》(TIME)雜誌則以風水輪流轉的語氣，對比套用了以前《新

聞週刊》的報導口號，並將之修訂為「若你想追求卓越，就得學中文」，並

且，《時代》同期也刊出"Get Ahead, Learn Mandarin" (搶占先機，學習中文)

主題報導，細述中文正成為國際通用務實語言的全球性發展趨勢，這突顯了

華語文教育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定位與重要性(李振清，2006)。 

根據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MLA)公布的美

國大學外語學習的正式統計(Language Enrollment Database, 1958-2013)
3，目

前全美大學學習中文的人數已達61,055人(圖二-1)；此外，中文是全美外語

學習人數的第七位4
(Furman & Lusin，2010)，並保持逐年快速成長的趨勢。 

                                           
3
 資料來源：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 Language Enrollment Database, 1958-2013。  

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取自網站： 

https://www.mla.org/cgi-shl/docstudio/docs.pl?flsurvey_results 

4
 根據調查結果，學習人數排名在中文的前六位外語，依序為：西班牙文、法文、德文、

美國手語、義大利文、日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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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全美大學的中文學習人數統計(MLA，2014) 

https://www.mla.org/cgi-shl/docstudio/docs.pl?flsurvey_results 

 

根據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的全美大學中文學習人數統計，1958年的

中文學習人數是615人，可見在半世紀前的中文學習人數是相當少；到了1980

年首度突破到萬人，中文學習人數一直呈現逐年增加中；到了1990年學習中

文的人數共有19,427人，相較於1960年的679人，在這30年間中文學習人數

增加了28.6倍之多。1990年後，每年中文學習人數增加速度更快，在

2002-2006年間的短短四年當中，大幅增加了17,228人，是人數成長速度最

快時期。根據美國MLA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美大學中文學習人數已達

61,055人，相較於最早的1958年統計，中文學習人數在過去55年來，成長了

近一百倍之多，由此可看出中文學習人數的成長趨勢，這也表示中文語言的

重要地位之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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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7年12月George Weber 在《今日語言》(Language Today)
5發表

了“最強語言：世界十大最具影響力的語言”一文，將全球母語使用總人數

進行排名。排名結果的前五位分別是：中文(11億)，依次是英語(3.3億)、西

班牙語(3億)、印度語(2.5億)和阿拉伯語(2億)。排名首位的中文，其母語使

用總人數高達11億，遠超過現今最強勢的國際語言—英語，幾乎是其三倍多。

這也說明了當華人經濟圈崛起後，中文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中文的強勢語言

地位與重要性亦是與日俱增。綜觀上列的評析趨勢、媒體對比強調報導、美

國中文學習人數的正式統計觀察，以及全球母語總人數之首位。從這些事實

可看出當前華語學習重要性與需求強度，中文已逐漸成為重要的國際語言。 

 

二、全球華語文教育發展 

根據姚蘭、董鵬程和何福田(2013)研究指出，目前全球使用華語的人口

多更高達了13億，而世界各地學習華語文人數約有3千萬人，全球已有一百

多個國家、2,500多所大學教授華語文課程，海外中文學習熱潮顯現於世界

五大洲之重要國家，隨著全球華語學習需求的不斷持續加溫，以及各國政府

相關語言學習政策的推波助瀾，中文已進入主流教育體制。為了掌握當前各

國的中文教育發展現況以及發展特點，下列將針對各主要地區的中文主流化

背景和對當地僑教的影響，進行分區重點觀察： 

 

(一) 美洲地區：美國  

美國的中文教育發展的甚早也相當普及，美國政府推行了兩個重要語言

學習政策，一是「AP中文先修學分課程」(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二

是「星談語言計畫」(StarTalk Language Project)，兩者對於美國的中文主流

化之發展影響甚大，下列將針對這兩個重個語言學習政策進行探討： 

 

 

                                           
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世界語言。上網日期：2014 年 5 月 6 日。取自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AA%9E%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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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AP中文先修學分課程) 

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於2003年6月批准增加了AP中文先

修學分課程(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簡稱AP中文)，2006年正式啟動課

程，並於2007年舉辦了首次AP中文考試，象徵華語文教育正是導入美國主

流教育體系。這是自1955年設立AP項目以來，首次增加的新AP語言專案，

是為美國教育界近50年來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對於華語文教育的普及化，具

有重要的影響。新AP語言專案的考量，是基於美國經濟關係、戰略利益和

跨文化意識的因素，表示美國與講這些語言的國家之間的重要密切關係(朱

瑞平，2008；陳雅芬，2011；姚蘭等，2013)。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簡

稱AP中文)為美國公立高中中文科目的大學學分先修課程，是一門中學生選

修的外語課程，課程設計為兩年。通過AP中文考試的考生可以獲得大部分

大學的學分認可，或能選修中文高級課程，或兩者兼得。換言之，通過AP

考試而獲得成績合格者，進入大學後可從第五個學期的中文課選讀。AP中

文課程難度及範圍相當於美國大學四個學期，約250小時的第二外語之程度，

內容包括中文聽、說、讀、寫及中國文化，字體是正、簡字體並用。 

AP中文有五大教學目標，是根據全美中小學教師學會所頒佈的"Goals 

and Standards for K-12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也就是「全美中小學中

文學習目標大綱」的「5C Goals & 11 Standards」，即 Communication (溝通

能力)、Cultures (文化認知) 、Connections (融會貫連)、Comparisons (差異比

較)和Communities (社區廣泛運用)。5C的標準就是運用語言交際溝通、體驗

文化和習俗、與其他學科貫連、比較語言文化特性並在多元社區中廣泛應用

為目標。這五項目標之間相互關聯、互相作用並環環相扣，形成一股彼此交

叉、相互支持、不可分割的合力，以共同促進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形成。

在華語文教學上更具體地描述是：運用中文溝通、體認中華文化、貫連其他

學科、比較語言文化的特性，並應用於國內和國際多元社會。學生需要了解

中華文化的體現和產物，在中美文化、語法等進行比較學習，並且融會貫通

地掌握實際溝通的能力(吳彰英，2008；張金蘭，2010)。 

李秀芬(2010)的研究指出AP中文的課程與教學改變了整個美國中學階

段的華語文教學，5C的溝通教學整合了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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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文語言學習的新模式與能力養成的新目標，並且經由AP中文測驗以

電腦輸入取代傳統紙筆書寫的媒介，進而掌握數位中文能力的運用技巧，成

為「說、聽、讀、寫、打」的新教學模式與「首重溝通表達能力」的教學策

略，儼然成為新一波的華語文教學典範。因為大多數美國大學設有AP課程

學分的相關認定標準與制度，因此曾修習過AP課程或通過AP考試的學生，

考試成績分為五個等級，依其等級換算成大一至大二的學分，在申請大學時

相對具有優勢，相當受到高中學校和學生的重視，所以AP中文的引入也是

美國促進中學教育的多元文化和多語種教育的重要實施策略。因此原屬於

「非普遍教授語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的中文語言，由此開始

正式進入了美國的主流中學教育體系(曾妙芬，2007；賴舒庭，2010)。 

 整體來說，中文被列為AP課程與考試項目後，帶動了全美各地高中的

中文學習風氣，也間接影響了中小學的中文學習的熱潮，AP中文不僅是中

文教學邁進主流教育的一個正式啟端，象徵著中文教學主流化已從大學逐漸

向下延伸到高中、中學的正式語言課程中，AP中文的5C溝通取向所強調的

溝通表達能力，也成為華語文教學課程發展的核心策略之一。 

 

2. StarTalk Language Project (美國星談語言計畫) 

 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 於2006年推出「國家安全語言倡議」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提出美國應加強「關鍵語言」

(critical language) 教育，用以培養阿拉伯文、華語、印度文、伊朗文及俄文

等語言的人才。美國政府於2007年度開始啟動了「國家安全語言計畫」，由

美國國務院、教育部、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等四個部級的國家機關聯

合執行為期八年的「星談語言計畫」，而中文的語言學習計畫，即為其推動

的關鍵外語之語言之一(McGinnis，2009)。 

 2007年首屆的星談計畫，全美共有21個州和DC省設立了星談語言學習

項目，共有448名培訓教師和874名學生參加。隔年的2008年星談項目的總數

增加到81個，參加計畫的教師達到1,038位，共招收了2,608位學生。相較2007

年，參與培訓的授課教師增加了近兩倍半，學生人數也增加了近三倍半，規

模及參與人數逐年快速擴大增加。星談計畫可由其教學理念的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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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ALK)的縮寫，而得知其主張 (丁安琪，2010)： 

 S：以學生為中心 (Studen-centered)。 

 T：要使用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進行教學。 

 A：能適合學習對象 (Appropriateness)。 

 R：要在教學與學習中隨時進行反思(Reflection)。 

 T：要保證任務投入時間(Time on task)。 

 A：強調將語言運用於新的語境(Application to new contexts) 

 L：保證學生所學到的語言知識和技能能夠輸出(Learning outcomes) 

 K：要讓學生在做中學(Knowing is doing)。 

 由此可知，星談計畫的教學理念是要以學生為教學中心，教師應使用目

標語中文來進行課堂授課，不僅要能適合學習對象的程度，在足夠的教學任

務時間的投入下，學生能夠將所學到的語言實際運用於新語境，讓學生能夠

將語言知識和技能輸出，同時強調反思和做中學的重要性。星談計畫成立的

宗旨，乃是為了增加學習關鍵語言、能說關鍵語言、與教授關鍵語言的美國

人數。承接星談計畫的學校單位，莫不透過有創意而具吸引力的暑期語言課

程，讓自幼稚園到大學的學生(K-16)，能儘早接觸並學習目標的關鍵語言，

以期這些培育的學生，將來能成為掌握關鍵語言的人才(賴舒庭，2010)。 

 星談計畫的推動，將中文教學有計畫地推行到美國的各學區與社區，這

促使了中文學習學生的年齡朝向更廣面的發展，也正式地將華語文教學納入

了從幼兒園到大學(K-16)的教育體系之中。從2006年星談計畫的啟動至今，

在這八年來的大量政府資金與人力的計畫推動下，中文教學推行到美國各學

區與社區，促使了中文學習學生的背景更加多元且年齡涵蓋了幼兒園到大學

(K-16)。研究者曾於2008年暑期前往美東Parkland Middle School參與星談計

畫的實際教學現場，擔任華語志工教師，班上共有15名初級程度學生，主要

為五到八年級國中和小學階段學生，其中華裔背景學生有八位，非華裔背景

學生有七位，從這可看出星談中文學生背景的多元化和中文學習者年齡的下

降的實際情況。由於星談計畫的政策推行，在美國不僅有更多較年幼開始接

觸中文學習，也吸引了更多非華裔背景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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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列對於AP中文和星談計畫的分析觀察，可以了解美國的中文教

學在政府的重要語言政策推行下，已逐漸融入主流教學體制，並朝向小學、

中學、高中到大學的課程之銜接規畫，學習中文是全民關注的學習焦點。美

國的中文學習熱潮也對於傳統中文學校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根據夏誠華

(2009)；陳雅芬 (2011)指出，因為美國增加了AP中文考試項目，通過AP

中文考試，可以減少大學就讀的時間及學費負擔，因此許多的高中學生開始

有意願參加學校的AP中文選修，並且因為AP相關課程之程度較高，形成了

開設AP課程越多的高中，即代表該校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素質越高的現象，

所以現在美國主流學校的學生、家長或教師，都相當樂見其就讀的高中能多

開設AP課程。這情形對於當初因父母的要求，而利用假日到中文學校上課

的華裔學生，現在因為學習中文而能參加AP中文的課程及考試，對於未來

申請大學的助益甚大，從而也帶動了華裔學生學習華語的意願與風氣。由於

美國AP中文的推波助瀾，不僅非華裔學生學習中文意願大增，而華裔子弟

也紛紛重視中文的學習，使得全美各地中文學校的中文教學需求大增。 

 

(二) 美洲地區: 加拿大  

 同在北美的加拿大是「馬賽克(mosac)」式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6，境內

的每一塊「瓷磚」都能保持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華語文早已受到重視，甚

至還能獲得政府經費的支持，因此每一種「祖裔語言」都能繼續保有並傳承，

這也是華語文教育在當地能夠自由快速地發展。因為華人在加拿大所占的比

例相當高，全國約有146萬華人，光是溫哥華、多倫多地區就有400多所中文

學校；基於多元文化的語言政策對於各族裔語言的尊重，中文已成為使用人

口最多的第三大語言，僅次於官方語言的英語和法語(Duff, 2006；Li&Duff，

2008)。加拿大的「中英雙語十二年學制」不僅是北美洲首創之舉，也成為

其他國家地區多元外語教學的最佳範例(崔健新，2005)。針對加拿大的多元

外語教學之影響，關之英(2012)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加拿大各大學開設的中

                                           
6
 多元文化政策又稱為「文化馬賽克」模式或「文化色拉碗」模式。認為移民團體應該保

留自身文化，並和其他文化和平地交流。上網日期：2014年5月6日。取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85%83%E6%96%87%E5%8C%96%E4%B8

%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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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課程已成熱門搶手的修課學分，甚至許多修課學生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

華裔學生，主因是這些移民的第二代認清了國際形勢的巨變，學習中文已成

為有力的職涯利器。在加拿大溫哥華，每年約有二千至三千名學生在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7的華語文課程註冊，而在許多公立中英雙語小學，孩子

們可也可以同時學習華語和英語。 

    而針對加拿大的中文僑校發展，關之英(2012)指出加拿大的中文僑校也

因政府積極提倡和建設多元文化，相當重視族裔語言學習，各地的僑教因而

得到發展，也擁有為數眾多的中文學校。根據研究指出，除了安大略省政府

為中文學校編列部分經費挹注，其他各省都沒有任何經費的資助，中文學校

全靠校方自籌資金和有限的學費來經營。在師資方面，加拿大的中文學校教

師多是兼職，薪資酬勞並不高，教師素質參差較大。各中文學校採取不同版

本的中文教材，包括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教材之外，也有校方的自編教

材。在教學方面，則較缺乏針對性和趣味性的教學策略，教學語言則選用國

語(普通話)或粵語，教授的中文字體也有正體字和簡體字的不同選用。加拿

大各地中文學校雖然各自選用發展，但也使得華文教育缺乏一致的發展方向。

此外，加拿大中文僑校面臨了：教材缺乏適應性、師資水平參差、課程缺乏

統一協調，以及教學活動連貫性不佳等問題。這顯示了加拿大中文學校數量

雖多，但普遍在專業華語教學的品質仍有待提升，同樣面臨了師資專業和數

量的問題。 

 

(三) 歐洲地區 

歐洲地區的華語學習熱潮雖不若亞洲，但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尤其近

十餘年來英國的中文教育發展非常快速。根據英國語言信息中心的統計8，

2003年英國提供華語課程的學校只有70餘所，到了2008年這個數字已經達

                                           
7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又名卑詩大學。該校是北美地區相當大的中文

教學體系，主要課程可分兩大系統：非華裔課程 (Non-Heritage Track)和華裔課程

(Non-Heritage Track)，研究者曾於 2010-2012 年在該校擔任亞洲研究系專職華語講師。 

8
 資料來源：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上網日期：2014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www.bacsuk.org.uk/BACS_CHINESEINSCHOOL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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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餘所，短短五年間增加430所，成長七倍，到了2013年已增為500多所，

目前英國的中文學習人數超過七萬人，英國中文學校目前已達130多所，英

國教育部已制定中學的中文學習大綱，並將中文納入初中結業考試和高中會

考科目(姚蘭等，2013)。由此可看出英國政府計畫普及中文學習的政策非常

明顯，但也由於快速的學習需求和發展，英國目前中文教育發展的最大挑戰

就是師資問題，各地區和學校普遍面臨了專業而有經驗的華語教師匱乏，無

法滿足華語快速發展的需求(張新生、李明芳，2007)。由於華語師資的專業

能力和數量，導致了英國華語教學質量的參差不齊，這個問題若不及時解決，

將會影響英國華語教學的進一步發展。 

 法國政府為加強外語的推廣，依各外語分別設立總督學之職，2007年正

式任命白樂桑擔任「漢語總督學」一職，並在高等教育體系中設立華語文專

業科系及碩博士班，使法國成為歐洲華語推行的重鎮，有系統地規畫推動中

文教學(姚蘭等，2013)。目前在法國正規學校學習中文的人數約有5萬人，

專職華語教師人數約近450人，共有151所大專院校和530所中學開設了中文

課程，目前法國學習華語人數在各類外語中排名第五，正以每年增加

20%~30%之速度成長，中文已成為法國外語教學中，發展最快的語種，中

文學習總人數約2萬人，居歐洲國家之首位。法國已繼韓國、日本之後，成

為世界第三「華語托福」考試的國家；但是，隨著華語熱的升溫，法國「中

文教師荒」的跡象不斷地擴大(姚蘭等，2013)。這現象正如法國第一任漢語

總督學白樂桑所說：「在法國找到中國人不難，找會說漢語的人也不難，難

的是找到會教漢語的人」。 

 德國的華語教學基礎在歐洲是最為雄厚的，主因是德國的大學設有漢學

系的數量，位居全歐洲之冠，共有約25所大學設有漢學科系，德國的相關論

文發表總數於西方國家僅次於美國。德國從2004年開始將華語文納入中學的

考試科目，目前約有40多所大學與160所中學提供華語教學。2001年在臺灣

僑委會的推動下，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於漢堡成立(陳郁仁，2009)。然而德

國大學至今卻缺乏中文專業教師，並且隨著各學校層級和中文學校的中文學

習者數量日漸增長，專業華語師資短缺的問題已然浮現，因此，專業華語師

資問題是華語教育發展之關鍵(信世昌、張鳳圻，2009；姚蘭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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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洲地區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在政府全力的政策相挺下，學中文已成了全

民運動。日本學習中文的人數世界第一，將近兩百萬(教育部，2011)9。日本

有500多所大學、553所高中和14所國中開設中文課程，其中85所大學設有中

文專業課程，中文已成為英語之後最主要的第二外語，也是日本中學生入學

考試的可選外語之一。由於華語熱的出現和中文教育的供不應求，日本中文

教育出現了新的教育型態，即課外中文補習班和遠端教學方式應用(姚蘭等，

2013)。在漢語熱最沸騰的南韓，每年到中國以及臺灣學習中文的學生約有

十萬名，在中國大陸的韓國留學生，數量上已經超越日本而躍居首位，在南

韓的三百多所大學中已有三分之二的大學開設了中文相關學系，學習中文的

語言學院更是遍布各大城市。 

由於東南亞各國早期的政策，禁絕華語與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學習，使得

海外華文教育在東南亞地區曾出現長時間的斷層。綜合董鵬程(2006)；高崇

雲等(2010)對於東南亞華文教育的研究，印尼是全球華人最多的國家，約有

1000萬華人，但由於歷史因素，從 1950年左右起，華文教育受到禁止長達

四十年，直到 1999 年印尼政府允許在校學生學習中文，民間可以開辦中文

學校，2003 年將華文教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允許各級學校開辦華文

課程或華文系。近年來隨著華語學習熱潮，在印尼各大城市越來越多的公私

立大學、中學、小學及幼稚園開設中文課程，並已開辦了漢語水平考試(HSK)，

各地的華文學校和補習班也相當受歡迎。現代印尼華語文教育已不具華僑教

育之特徵，而成為印尼主流教育體系下的外語教學和多元文化政策下的華族

文化教育。 

壓制華文教育最力的馬來西亞，也於 1990 年代實施教育開放政策而解

禁了，2006 年華文納入國小學生的語言正課。此外，1992 年泰國政府內閣

會議通過對華文教育採取放寬政策，正式將華文列入英、法、德、日等外文

同等地位進行教學，並且放寬華文教師資格管制，准許聘用不識泰文的外籍

                                           
9
 教育部 (2011 年 12 月 15 日)。提供全方位師資、課程邁向華語文產業輸出大國。教育

部電子報。取自

http://epaper.edu.tw/print.aspx?print_type=topical&print_sn=635&print_num=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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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授華文，1999 年將華語列為大學入學考試科目之一，2006 年宣布將

華語列為第一外語，並積極將華語文納入 2,000 餘所主流中小學課程之中。

在這新的華文熱潮中，發展最快的教學型式是語言中心、私立語言學校，這

類機構在全泰國有 200 所左右。許多泰國人士預測華語將可能取代英語，成

為東南亞各國通用的第一商用外語(姚蘭等，2013)。 

在東南亞地區的華文教育隨著早期大量華人的移民，發展得最早也最普

及。東南亞的華文學校不僅占了全世界華文學校的大多數，而且規模亦是最

大的，幾百人的學校是相當普遍的，上千人的學校也為數不少。東南亞地區

的華校以全日制為主，屬正規的學校教育，已形成從幼稚園到大學的一整套

教育體系，此外，也有不少業餘華文班、華文家庭班。東南亞地區的華校教

師多數為專職，但低學歷者多，專業師資來源相對匱乏(夏誠華，2011)。由

此也顯示東南亞地區也同樣面臨了師資專業和數量的問題。 

 

(五) 大洋洲和非洲地區 

 位於大洋洲的澳洲，自1979年以後開始重視亞洲語言和文化，1995年政

府制定實施了「國家語言政策」，推動所有大學及中學畢業生對中國語言、

文化、經濟、政治等都要有所了解，連在主流教育的小學課程，也增設了許

多有關中華文化的課程，奠定了中文教學的地位。該語言政策中確定中文是

澳洲在國際關係中最迫且需要的、對澳洲最具重要性的主要亞洲語言之一。

繼而，澳洲政府又推行了現行的「多元文化政策」與「新移民政策」的實施，

這使得澳洲當地中文學校得以在安定中更蓬勃地發展，目前約有50所中文學

校，學習人數已近萬人，中文已成為第二大語言，是澳洲最大的外語，各地

紛紛興起中文學習潮，澳洲各高中學生已可選修中文作為第二外國語，大學

亦開始廣設中文系。 

 江惜美(2009a)；何福田、林慶隆和賴明德(2012)的研究指出當前澳洲的

中文教育已與當地的正規教育接軌，中文課程已由選修課改為必修課，並按

照澳洲教育部的語言學習政策設置了VCE(Victor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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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10，凡是選修VCE中文課的學生，皆可依此成績來作為能否進入大

學的標準之一，此皆中文教育於澳洲蓬勃發展的寫照，開設中文課程的大學、

中學和小學已逐年快速增加中。 

 何福田等(2012)的研究中也指出澳洲中文學校的發展情況：澳洲中文學

校是由華人社區為華裔子弟所開設，於周末時間上課，教學以啟蒙為主，間

以輔導其他課程，並按照學生的年齡和中文程度來進行分班上課，教學對象

以學齡前幼兒和小學生為主，約占62%；其次為中學生和成人，各占了17%；

大學生最少，僅占4%。對於澳洲中文學校教師背景的調查分析中，50歲以

上的教師比例約占全部教師的一半，這顯示了其師資年齡較為年長，中文教

師教育程度多為大學和碩士的高學歷。由於紐澳地區的中文學校多在周末上

課，中文教師的工作多屬兼職，薪資較低，因此必須另尋其他工作，才足以

維持日常生活的開銷。由於中文學校的薪資不高，肯犧牲奉獻、力求上進且

長期堅持的教師有限，再加上一星期只有一天的課程，課時少，學生學習動

機不強，易讓教師感到身心俱疲、缺乏動力而放棄此工作，因此當地的中文

教師之汰換率較高。此外，大洋洲中文教育發達的國家除了澳洲，其次就是

紐西蘭，1998年紐西蘭教育部正式宣布將中文列入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外語

科目之一，2000年將中文列入紐西蘭的中學會考，使中文成為外語考試科目

(姚蘭等，2013)。 

    非洲的華人不多，直至近年非洲中文學習熱正逐漸興起。根據郭熙

(2012)；王子義、牛端(2013)的研究指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非洲

開展華語教學歷史最悠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埃及的華語教

育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逐漸向大眾化、正規化、教學多樣化等方向發

展。埃及最早的的漢學教學活動始於1958年首都開羅的艾因‧夏姆斯大學

(Ain Shams University)正式成立中文系(前身為漢學系)，設有非洲與中東地

區最大的漢語教學中心，現在每年招收新生約400名，有大學生、碩士生及

博士生等三個層級。在南非，中文教育日益受到重視，根據2008年的統計顯

示，南非學習中文的華人子弟和南非當地學生累積達10萬人多人。斐京華僑

                                           
10

 資料來源：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上網日期：2014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www.bacsuk.org.uk/BACS_CHINESEINSCHOOL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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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為南非全日制之華僑學校，已有70年歷史。這所學校按照南非教育部之

教學大綱授課，唯一不同的是每位在校生都必須學習中文，因此也吸引了大

批對中文和中華文化有興趣的南非當地人和其他國家的移民子弟來此就讀。

南非著名學府斯坦陵布希大學和南非大學皆設有中文專業課程。 

綜觀上列對於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以及非洲各地的華語發展探析，

可了解當前「華語熱」是全面的，華語學習也已突破領土疆界、政治藩籬和

年齡階段，世界各國人士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紛紛投入了華語的學

習，廣泛帶動了華語文學習的殷切需求，中文已成為炙手可熱的新國際通用

語言之事實，已然可見。此外，從世界各國也展現了對於華語文教育的高度

重視，並在政府的語言學習政策推波助瀾下，將華語文教學列入外語教育政

策的重要一環，華語文教學已從大學往下延伸至中小學，中文已成為主流教

育第二語言教學科目之一，華語教學已逐漸與主流教育接軌，這使得華語文

作為第二語言的普及性與重要性持續地成長。 

 本節從當前全球華語熱現象的來龍去脈，一窺各國華語文教學的主流發

展趨勢，從上述觀察中也可發現各地僑校在華語熱下，都面臨了專業化教學

發展的問題，其核心關鍵即是僑校師資的品質和數量。研究者認為在目前各

國華語教育的主流化發展，以及相關語言政策的推波助瀾下，對於各地傳統

僑教的教學和經營，都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這可能是利機、也可能是危機。 

 

第二節 海外僑校體系與師資問題 

本節將進而針對海外中文僑校的發展體系、教學現況與僑校師資分析等

面向進行探討，以了解當前海外僑校的發展優劣勢、轉型發展、教學現狀與

僑校師資問題。 

 

一、海外僑校的發展體系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社會的地方就有華文教育。早期華人移

民海外，為了傳承母國語言與文化，海外華人紛紛在當地設立了華文學校，

這些分布在各地的中文海外僑校是華文教育推展的重要推手(方麗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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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海外華文教育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海外中文僑校亦已遍佈各大洲。

這些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文僑校，負有「海外華文教育」的重要使命與傳

承價值。 

根據方麗娜(2013)；姚蘭等(2013)研究指出，海外中文僑校的發展體系，

一般可分為五大類：一般華文學校、中文班、海外臺灣學校、泰北、緬北地

區的華文學校，以及獨立辦學之僑校。為了能更精確掌握海外僑校的體系與

特性，下列為各僑教體系的差異和特色： 

 

(一) 一般華文學校 

 概指能維持僑校完整性質之日本、韓國等學校，或已納入當地教育體系

的一環之僑校，如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區的華校，教學型態與當地國的學

校相同，維持全日上課型態，有著固定學期的授課和寒暑假，但華語文課程

時數相較於當地一般主流學校較多，在華語師資方面大多為全職的固定師資

(姚蘭等，2013)。夏誠華(2011)指出東南亞的華文學校，不僅占了全世界華

文學校的大多數，而且規模亦是最大的，其中又以馬來西亞為最多，幾百人

的學校是相當普遍的，上千人的學校也為數不少。例如馬來西亞即擁有完整、

全日制從小學到大學的華文教育體系。 

 

(二) 中文學校 (中文班) 

 一般係指歐美紐澳等地之課後或周末華語班，通稱為「中文學校」。不

是正式的教育單位，屬於非主流教育體制的補習教育性質，因此沒有當地政

府的教育經費挹注，也缺乏教育法規的引導，通常由家長擔任學校行政人員

及教師，歐美地區僑校一般以課後時間或周六、周日的上課型態為主，多借

用當地國的主流學校教室上課。海外中文班是海外華裔子弟學習華語的重要

管道，特別是在無華文學校之地區，中文班取代了部份華僑學校的功能，多

集中在歐美地區(方麗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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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外臺灣學校 

 為臺灣教育部於東南亞地區成立之海外學校，其學制、教材及師資均與

臺灣國內學校制度相同，並能相互銜接，類似國內私立學校性質，例如：越

南胡志明市的臺灣學校和日本東京的中華學校等。 

 

(四) 獨立辦學之僑校 

 如馬來西亞華文中學，華文為主要教學語言，兼授中華文化和當地文化，

經費由當地華人社會捐贈及學生學費收入。目前馬來西亞有60所華文獨立中

學(簡稱獨中)，37所在西馬，23所在東馬(姚蘭等，2013)。 

 

(五) 泰北、緬北地區的華文學校 

 係指泰北、緬北地區利用課餘時間教授華語文等課程，由於當地多數學

生家長仍期望孩子來臺升學，因此學生除學習華文外，亦須修讀回國升學考

試知應考科目。 

 掌握了上列五種僑校體系的性質和運作後，進而針對全球分布範圍和個

體系僑校數量，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表2-1是僑務委員會最新公布的「臺

灣海外華文學校、中文班及臺灣學校分布情形」11 ，此調查針對了上述前三

者的僑校體系：華文學校、中文班和臺灣學校等進行統計12，後兩者的獨立

辦學僑校，以及泰北、緬北地區的華文學校，因較偏於特定單區僑校之性質，

因此並未計入此全球範圍分布的統計數據。 

 

  

                                           
11

 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 2013 年僑務統計年報，2014 年 10 月發佈。上網日期：2015 年

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ocac.gov.tw/OCAC/Pages/VDetail.aspx?nodeid=36&pid=15 

12
 此僑校體系統計的海外華文學校及中文班，係指近年與臺灣僑委會聯繫備查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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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臺灣海外華文學校、中文班及臺灣學校分布表 

(2008-2013 年) 

校別 年度 總計 亞洲 美洲 歐洲 大洋洲 非洲 

華文學校 2008年 1,857 1,580 5 0 1 4 

 2009年 1,856 1,576 9 0 0 1 

 2010年 1,585 1,572 12 0 0 1 

 2011年 1,529 1,501 27 0 0 1 

 2012年 1,743 1,698 44 0 0 1 

 2013年 1,738 1,694 43 0 0 1 

中文班 2008年 1,214 156 858 78 105 17 

 2009年 1,201 149 880 57 93 22 

 2010年 1,263 315 800 53 79 16 

 2011年 1,285 317 819 59 75 15 

 2012年 1,059 123 789 60 74 13 

 2013年 1,040 119 781 60 71 9 

臺灣學校 2008年 5 5 0 0 0 0 

 2009年 5 5 0 0 0 0 

 2010年 5 5 0 0 0 0 

 2011年 5 5 0 0 0 0 

 2012年 5 5 0 0 0 0 

 2013年 5 5 0 0 0 0 

總計 2008年 2,806 1,741 863 78 106 18 

 2009年 2,792 1,730 889 57 93 23 

 2010年 2,853 1,892 812 53 79 17 

 2011年 2,819 1,823 846 59 75 16 

 2012年 2,807 1,826 833 60 74 14 

 2013年 2,783 1,818 824 60 71 10 

(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2013 僑務統計年報，2014 年 10月發佈) 

 

 根據表二-1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球海外僑校的總數已達2,783所，「華

文學校」共有1,738所，除了有43所位於美洲，1所位於非洲之外，其餘的1,694

所「華文學校」全部集中於亞洲地區，高達97.5%。「中文班」共有1,040所，

以美洲地區的781所為多數，約占總數的75%，其次是亞洲地區的119所，約

占11.4%。「臺灣學校」共有5所，皆在亞洲地區。上列三種主要僑教型態「華

文學校」、「中文班」和「臺灣學校」一般通稱為中文僑校或中文學校。在臺

灣，第一類的「華文學校」和第二類的「中文班」是由僑務委員會輔導管轄，

並提供寄發華文教材，而第三類的「臺灣學校」則直屬於教育部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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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本研究是以暑期的教學合作性質為主，上列三類僑校體系分析，研

究者認為第三類的5所「臺灣學校」是類似海外私立學校之性質，其教材選

用、師資派任和運作制度都由教育部直接管轄，授課和放假的期間皆與國內

私立學校類似，因此配合暑假而無授課師資的需求，因此不在本研究範圍。

而第一類的「華文學校」多集中於東南亞地區，是屬於當地政府國民教育體

制的一環，教學型態是全日制，在師資需求以學期制的長期任課為主，較無

短期的師資需求，且配合當地學制放寒暑假，並無短期或暑期的師資需求，

因此也非本研究的主要範圍目標。而第二類的「中文班」多集中於北美、紐

澳和歐洲地區，除了在學期期間大多以周末授課型態以外，在暑假期間也多

以短期中文密集班或中文夏令營進行教學活動，近年來更受華語熱與當地政

府的語言計畫(如美國的星談語言計畫)的支持下，在暑期大力推動中文夏令

營，不僅仍持續招收了華裔子弟，更同時也廣招非華裔學生，這使得中文班

的暑期華語教學的開班量大增，在暑期的華語師資需求更是急迫且龐大。因

此這些在海外為數眾多的「中文班」即是本研究的主要僑校範圍目標。 

 

二、僑校教學現況與師資問題 

根據方麗娜(2013)對於北美地區中文學校教學現況的調查分析，研究發

現在「教師背景」方面，以碩、學士最多，其中學士級占45.32%，語文教

學科系畢業者仍居少數，約占38.58%；在「教學現況」方面，選用由北美

地區教師所編寫的在地教材，教授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的中文學校極為普遍；

在中文教師的「進修需求」方面，僑務委員會所安排的巡迴講座課程中，以

華語文創意教學、漢字記憶法，以及課堂經營管理等課程最受歡迎，而如何

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海外中文學校教師最重視的一個問題。更深入了解

其研究中的「教學現況」部分：在任教年級方面，1~3年級最多(約占26.43%)，

顯示中文學校幼兒班已受到重視，是一可喜現象。中文學校的主要教學語言

使用華語的比例高達85.39%，這是中文學校的特色之一，是讓學習者沉浸

在中文教學環境，這也是吸引當地非華裔者到中文學校學習華語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教材選用方面，最受歡迎教材前三名依次是《美洲華語》(占28%)、

《全新版華語》(14.73%)、《Integrated Chinese中文聽說讀寫》(8.93%)。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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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學方面，以正體字為主的占46.44%，可見正體字依然是海外僑校漢字

教學的首選，而正體、簡化字兼教者占29.59%，以簡化字為主的占23.6%。

雖然「正簡體字兼教」或「以簡化字為主」的比例不如以正體字為主者多，

但因這兩種漢字教學都教授簡化字，兩者總計占了53.19%，仍高於只教正

體字的46.44%，這個數據顯示簡化字教學在北美中文學校受到重視的情形

了。此外，在拼音教學方面，以漢語拼音為主者占55.43%，是最多的；其

次以ㄅㄆㄇ注音符號為主，占35.96%；兼教漢語拼音和ㄅㄆㄇ注音符號者，

只占7.87%。這說明了教漢語拼音仍是多數中文學校的教學趨勢，因此漢語

拼音教學能力已是海外主流或中文僑校教師的必備能力。方麗娜的問卷調查

研究中，對北美的漢語拼音之普遍性，提出了說明解釋，主要原因是北美華

裔學習者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學習漢語拼音相對容易，而且由於電腦使

用已成為學生的基本生活模式，一般電腦的鍵盤一定有英文字母，但不一定

有ㄅㄆㄇ，漢語拼音的abc字母系統有利於漢字打字教學。由此可見電腦的

應用便利性，也是教師選擇教授哪一種拼音的考量之一。 

面對當前海外華語文的多元化發展和競爭，海外中文學校應該如何因應

呢?首先，葉敏芬等(2010)提出了美國中文學校在中文熱下的優勢(strength)

和劣勢(weakness)的觀察，包含了四項主要的優勢：(一)長期累積的中文資

源。(二)引進跨國資源的管道。(三)作為社區凝聚中心、維繫華人認同、宗

教文化中心。(四)提供沉浸式語言環境。透過其具研究觀察指出了由於美國

中文學校遍布各州，在有心推動中文計畫的學區，中文學校是面臨「無中生

有」困境時的現成資源和合作對象。在引進跨國資源方面，以臺系中文學校

為例，由於各區中文學校聯合會組織的帶領，以及臺灣特有的「僑教體系」

之協力推動，因此能夠有效結合跨國的人力、物力或財力的資助。此外，中

文學校在華人社區中扮演著華人凝聚中心的角色，維繫著文化認同的功能。

同時，中文學校提供了更好的沉浸式語言學習環境，因為同儕間具備良好中

文程度者較多，授課程度往往較深。其研究也指出了中文學校的五項劣勢：

(一)職業結構造成師資不足。(二)學習效能不足。(三)與主流教學取向的差異。

(四)教學非主要目的。(五)移民第二代的家長較無傳承文化的觀念。當許多

研究紛紛指出中文學校最大的問題是師資缺乏時，葉敏芬等(2010)認為師資

缺乏的核心原因是職業結構的問題。因為大部分的中文學校以周末班為主，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36 

教師大都以兼職的模式，每周幾個鐘點，一個月四次，薪資遠低一般生活所

需，很難做為「職業」，因此很難留住真正的人才。此外，對未經過專業訓

練的教師來說，複製自己孩童時期的學習經驗常常成為教學法的來源。部分

年長的母語者老師經歷臺灣教育正在改革階段，根植著教師權威式的課堂管

理、背誦學習、重複習寫等較傳統的方式，但這並不適用於習慣美式教學風

格的當地學生。 

針對僑校教學課堂現況觀察，朱浤源、夏誠華和邱炫煜(2010)；葉敏芬

等 (2010)研究也都指出了目前僑校學生中文學習意願低落的現象，認為學

生到中文學校的學習意願和課程及老師的「吸引力」三者環環相扣，而所謂

的吸引力就是課程的品質。如上段所述，中文學校因為薪資結構限制，很難

全面提升教師的專業，教師若無法營造具有吸引力的學習氣氛，再加上學生

不喜歡「周末應該放假卻還要到中文學校上課」的壓力感，就會出現「被家

長逼來」、「不喜歡中文學校」的評價。再加上上課時數少且間隔長，則是另

一個影響學習效能的因素，畢竟良好的外語學習方式是應讓學習者常用、常

說、持續練習，現時僑校的課程模式時數少且集中，不僅學生容易遺忘，教

師對於作業進度的掌握也相對困難。在缺乏能引發學生足夠強烈學習動機的

教學策略，又缺乏強力有效的制度讓教師充分督促學生的學習，兩相失落下

學習效能自然難以提升。 

    根據信世昌、陳雪妮(2010a)研究指出目前海外僑校暑期中文課程教學，

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海外各地中文班所開設的暑期華語密集課程或夏令

營，以華裔學生較多；另一種是美國地區星談計畫的華語夏令營，星談計畫

在美國政府經費支持下，鼓勵當地所有中小學生學習中文，除了華裔學生以

外，當地主流學校的非華裔學生也都參加，因此華裔或華裔背景學生皆有。

上列兩種型態的暑期華語教學對象，從幼稚園、小學和國中都有。研究者認

為隨著目前海外中文班的暑期短期華語課程數量迅速增加，如何能快速有效

補充符合僑校所需的專業華語老師，這牽涉到教師的質和量問題。提供臺灣

國內具有華語專業背景的師資，透過行前以僑校教學為導向的師資培訓，安

排前往海外僑校擔任授課師資或助教，並結合華語專業背景與海外教學志工

的服務性質，提供海外中文班的暑期教學的專業華語師資，是一可行而理想

的方案。不僅能快速有效補充僑校目前的專業師資需求，也同時能讓臺灣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內華語背景師資，經由本研究的行前僑校志工教師培訓課程，成為培訓合格

的僑校志工人才，實際派任至海外各僑校進行暑期教學實務的服務。 

 

第三節 華裔學生的教學策略 

雖然目前海外僑校的學生來源已呈現多元化發展，有越來越多的非華裔

學生加入華語學習的行列，但目前大多僑校的學生來源仍以華裔背景學生為

主要學習學生(吳星云，2010；蕭惠貞，2014)。為了能培訓出具有僑校華裔

教學能力的師資，達成有效的師資培訓目標，本節將針對僑校多數的華裔學

生進行學習特點探究，以掌握華裔學生的最佳教學策略。 

 

一、華裔學生的學習特點 

 華裔學生因其語言與文化背景有不同於其他學生的表達能力、理解能力

和文化常識，傳承語言學習者不同於一般第二語言學習者(McGinnis, 2008)。

 ald s(2001)認為華裔學生「知道這個語言，會內化並使用這個語言的語法，

但是沒有語言的理論概念(metalanguage)去分析討論語法的系統」。Campbell 

& Rosenthnal(2000) 將典型的華裔學習者和傳統的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於語

音、語法、詞彙、社會語言規範、文化、讀寫能力和學習動機，進行了兩者

間的特點差異分析(表二-2)。 

 

表 二-2 華裔學習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之差異比較 

知識和能力 典型的華裔學習者 傳統的第二語言學習者 

語音 發音、重音和語調的習得較能符

合或相近所受教育母語者之標

準語音程度 

能習得 75-85%的標準語音系

統，發音帶有口音 

語法 有 80-90%的語法能力是規範且

穩定的 

知道很多語法規則，但是不

能流利使用，在真實生活溝

通中也不能完全被理解 

詞彙 知道很多詞彙，但限於家庭、社

區、宗教習俗範圍，從主流語言

借用大量詞彙是其明顯特徵 

詞彙相對較有限，停留在所

學程度的語言 

社會語言規範 跟家庭或社區成員口頭互動，能 對社會語言的規範知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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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言詞的語體，但與社會互動

使用語言能力仍有限 

也不易掌握，只有在教室環

境可以表現較合適 

文化 已經學過並吸收了自身民族的

文化，但風俗、價值觀、傳統可

能混合了主流社會的文化 

粗略了解和感受到目標語文

化，很少有機會跟目標語社

會互動 

讀寫能力 初級以上的讀寫能力尚未 

發展 

讀寫能力基礎發展得較慢，

視目標語的書寫系統而定 

動機 學習動機非常廣泛 目標語的實用性 

(資料來源：Campbell & Rosenthnal，2000，pp.232) 

 

透過上述  ald s和 Campbell & Rosenthnal 學者對於華裔學習者和第二

語言學習者之差異研究，其具體的知識和能力表現之特徵，有助於掌握目標

華裔學習者的各項學習特點。Dai & Zhang (2008)則針對華裔學習者的獨特

背景，提出了以「語言特徵」、「文化特徵」及「社會特徵」等三項特徵的檢

視。研究認為華裔學習者具有四個「語言特徵」：1. 特殊的「發音風格」，

通常學習者於家中所習得，如「ㄓ/ㄔ/ㄕ」v.s. ㄗ/ㄘ/ ㄙ」。2. 華語的習得

和維持，常發生與父母、祖父母間之垂直相互的密切關係之中。3. 華裔學

習者與父母、祖父母對話時使用華語，但與其他人自由交談時則使用英語。

4.語言能力的四技發展不均。另外，華裔學習者具有兩項「文化特徵」：1. 華

裔學習者的文化認同態度歧異。2. 華裔學習者的行為和想法，呈現互補或

衝突的狀態。並且，華裔學習者也具有三項「社會特徵」：1. 擁有較多同文

化背景的朋友。2. 不同程度地使用文化傾向的互動模式。3. 社會行為與觀

念複雜、並自相矛盾地共存。根據上述華裔學習者在語言、文化和社會等三

方面特徵說明，更具體地指出華裔學習者的學習特點。 

 王愛平(2006)；陳學志、徐芝君、張爍雲和張叔平(2009)對於華裔學習

者的學習特點，指出華裔學生大多從小浸淫在華語的語音系統中，在語言敏

感期即開始接觸華語，因此即使未學習讀寫，也能使用華語與長輩或朋友溝

通，因此在語言學習中關鍵的語音覺識部分，已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此外，

華裔學生通常有別於其他二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較偏向在文化認同的歸屬

感，從而產生了語言認同「是華人就應該學習華語」，但是，華裔學生雖在

聽說較非華裔學生占有優勢，其讀寫水準卻遠落後於聽說表現，應針對華裔

學生之不足予以強化提升。綜觀其研究論點，華裔學習者具有語言敏感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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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學習目的語動機明確、讀寫表現相對較弱等三項明顯的學習特點。 

 在華裔學生的學習歷程觀察中，Li & Duff (2004)；He (2008)認為華裔學

習者的種族與家庭背景，相較於一般非華裔華語學生，具備了較多也較廣的

語言及文化的基礎知識與能力，且聽、說能力明顯地優於讀、寫能力，但目

前美國現有的華語課程，大多仍只針對一般外語學習者之同步聽、說、讀、

寫的課程目標與教學策略來進行教學，但這並不適合華裔學習者實際的語言

學習需求。華裔學習者的聽、說、讀、寫四技不平衡，以及懸殊的語言現存

能力，造成了被誤置於不適合的語言能力班級，而這相對過高或過低程度班

級的語言學習程度，導致了學習成效不彰或學習興趣低落，語言學習發展及

興趣也無法真正有效發展。前述說明了華裔學生在現有的華語課程中，往往

無法獲得合適的華裔學習環境，且缺乏有效的華裔學習策略之課程引導。 

 

二、華裔學生的整體學習輪廓 

葉德明(2005)根據目前在臺灣各華語學習中心的學生的學習動機，歸納

了兩種學習動機：「整合型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動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其研究中指出「整合型」動機的學習者想與其他

文化、人群互相溝通並和睦相處，此類學生在語文成就、語音、腔調上會學

得較好，目前在各華語文中心約有 34%的學生有此動機。而「工具型」動

機的學習者主要是為了修課、找工作、研究等，通常在語言形式的技巧上，

其詞彙與語法有較好的表現，目前在各華語文中心約有 62%的比率。從語

言的學習與掌控來說，「整合性」動機的整體學習效果，應優於「工具型」

的動機，因為人們想要與對方溝通講話是最大的目的，較易達成學習成效。 

Xiao(2008)統合了諸多學者(Hendryx，2008；Koda, Lu &Li, 2008；Dai & 

Zhang，2008)的研究，從「語言特徵」、「學習途徑」、「個人因素」和「背景

因素」等四方面的學習途徑，提出了華裔學習者的整體學習輪廓(圖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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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華裔學習者的整體學習輪廓 

 (資料來源：Xiao，2008，研究者翻譯) 

 

根據圖二-2 的整體學習輪廓研究，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特徵」方面，

具有「高度變化性」(high variability)、「逐漸耗損退化」(increasing attrition)、

「經常使用語碼轉換」(frequent use of code-switching)等三項特徵。華裔學習

者因為家庭語言背景環境，使得其語言發展有較多的接觸與刺激，語言的輸

入與輸出也有相對多樣性與複雜性，因而具有「高度變化性」，但在大量開

始接觸生長環境的主流英語後，其中文構詞句法擴展能力與語言技能之發展

也就相對受限，中文學習與練習使用機會減少，不進則退，因此中文語言能

明顯產生、「逐漸耗損退化」情形；此時，華裔學習者為了能符合安全而順

利的溝通表達情境，因而自覺或不自覺地經常使用「語碼轉換」，出現明顯

的中英文語言混用之溝通表達(Jia，2008；Jia & Bayley，2008)。 

在語言「學習途徑」方面，華裔學習者常以家庭語言作為學習起點，是

從小生長環境下與家人的溝通交流工具，或是由父母引導識字及閱讀習得，

在耳濡目染下自然發生，語言發展過程的途徑異於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習得，

但並非單一語言的全面技能發展，華裔學習者經常尚未完全習得並發展一定

水平的華語知識與技能，即轉移至主流英語的學習(Li & Duff，2008)。而在

「個人因素」方面，則主要包含了「自我身分認同」(identity)和「學習動機」

•自我身分認同 

•學習動機 
•傳承語言輸入不足 

•多層級社會接觸 

•社會接收的高壓力 

•移民家庭背景 

 

•家庭語言為起點 

•發展異於第一或第
二語言習得 

•高度變化性 

•逐漸耗損退化 

•經常使用語碼轉換 

語言
特徵 

學習
途徑 

個人
因素 

背景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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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兩項因素(He，2008)。華裔學習者本身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自我

身分認同」與對族群認同的價值，皆會影響其學習意願，且其學習動機偏向

是屬於工具型或是整合型的價值觀，也會影響其接觸或學習語言的動力。 

此外，在學習「背景因素」方面，包含了「傳承語言輸入不足」(insufficient 

HL input)、「多層級社會接觸」(multi-level social contact)、「社會接受度的高

度壓力」(high pressure for social acceptance)和「移民家庭背景」(immigrant 

family background)等因素(Lu, & Li，2008)。Koda, Lu & Zhang(2008)認為華裔

學習者的語言習得皆多來自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學習和參加中文學校的華語

課程，但是其中文語言的使用交流對象和練習機會有限，且華裔學生在家庭

成長環境的中文閱讀材料取得和識字活動不夠充足，因此普遍有傳承語言輸

入不足的現象。  

綜觀上述學者對於華裔學習者在「語言特徵」、「學習途徑」、「個人因素」

和「背景因素」的分項學習特徵之研究觀察，其所呈現出的整體學習輪廓，

將有助於教師了解華裔學生的學習背景，以及華語學習特點，是教師應具備

的華裔教學之先備認知基礎。 

 

三、華裔學生的教學策略 

面對海外學習華語人數中眾多的華裔學生，實際上在現有教育體制的華

語學習課程無法有效學習，方虹庭、郭芳君(2006)指出這是因為華裔學習者

背景上的特殊性，一具有專門性且專業的華裔華語學習課程與教學策略，是

華語文教學中亟待發展的領域。其研究中提出了理想的華裔華語教學模式，

應在華裔華語學生人數較多的學校，應另發展適合華裔華語學生需求的軌道

(tracks)，尤其是發展與接軌其亟需的識字技能，得以發揮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上述的華裔教學軌道模式，在現實的華語教學環境和課程設置是具有理

想性而不易配合實施(Li & Duff，2008)，因此提出了華裔學習者之教學原則，

應充分利用學生已有的語言能力和文化背景，規畫合適的華裔教材，提升讀

寫表達的能力，並強化文化認知的融入，鼓勵學習者可在既有的理解基礎和

親身經歷下，運用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斷力，進一步加深華語知識和文化的習

得，從而增強語言能力和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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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力不同教學目標也必須隨之調整改變。方虹庭等

(2006)主張華裔課程設計的架構，應至少分初中高三級，各層級中再針對學

習者的特性、程度與需求區分。初級學習者仍需以大量的語言輸入來提升其

語言能力與正確的語感，以口語表達流利度的訓練，以及增加日常生活所需

的基本漢字量為學習目標。中級程度的華裔學生的口語會話能力，已能解決

一般生活的需求，因此對其口說的要求不再是簡單的口語會話，而是進階到

不同主題的掌握和正式場合的語言表達，並能對簡單的抽象主題做出具體的

描述，在讀寫方面除了漢字認讀之外，也必須開始進入篇章結構的訓練。而

對於高級課程的學習目標，則著重於學習語言、文化、政治、社會等文化深

層的主題，並強化寫作表達的能力。 

前述研究是針對華裔學習者的分級教學策略，而陳麗宇、陳思衛(2012)

的研究則是針對華裔學習者較需加強的讀、寫能力，提出了兩項教學策略，

一、思考不同素材作為讀寫教材應用的可能。二、善用多媒體資源增加讀寫

教學的多元性。其研究提出教授閱讀不一定只能以閱讀的方法進行，可以運

用討論的方式來引導學生思考和表達，以半輔助的提問方式，引導學生猜測

並解析文章的詞彙和文意，而寫作教學是需要培養全方位的語文能力，可藉

由學生的經驗或興趣予以引導，結合聽說讀寫的技巧，結合其二或其三，可

使教學更有變化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也強調善用多媒體工具和資源，若只

是用教學講義或教科書上課，沒有設計任何活動與以強化，學習效果是不佳

的。因此建議可運用中文歌曲、短片或影片等多媒體素材，以聲音、圖像和

影像來輔助教學，不僅可以更具體呈現教學內容，也可以作為課本講義之外

的一種應用資源。孟慶明(2005)針對華裔初級閱讀提出了教學法應用的策略，

認為教師若仍以傳統的教學法，如直接教學、情境教學、文法翻譯等教學法

來進行華裔初級閱讀課程，學習者一定會覺得無聊。建議教師宜盡量以詞彙

教學法、全語言教學觀和合作教學法來進行閱讀教學。尤其是合作教學法，

幾乎每節課都用得上，教師應一些設計寓教於樂的課堂活動，如此能有效提

升學習興趣，達到教與學最大的效果。 

江惜美(2007)則以實際課堂教學應用的角度，配合目前大環境的華語發

展，認為當前的海外中文僑校的華裔教學策略，也應配合 AP 中文所提倡的

5C 溝通標準，以及語言與文化並重的外語教學理念，以因應新的語言教學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3 

趨勢。建議僑校教師在教導華裔學生時，應以AP中文考試的內容取向為主，

以日常生活的實務為教學主題內容，進而全面地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

的中文能力。此外，江惜美(2009a)針對僑校教學，提出了「類化原則」與

「熟練原則」的華裔教學策略應用。其「類化原則」是指教一個新觀念前，

必須先喚起學生的舊觀念，然後進行教學引導。類化必須由近而遠、由具體

而抽象、由簡入繁、由易而難；若教學後發現學生有錯誤或學習欠佳的現象，

則應採用「熟練原則」，也就是施測後修改教學的方法，再教學，再測驗成

果，直到熟練無誤為止，目的是協助學生矯正缺失。上述兩項原則，可適用

在任何階段的僑校學生，善用類化的原理布置語文學習環境。最常用且有效

的方式是將事物貼上中文，引起學生學習欲望，然後再運用「熟練原則」，

在那一段時間大量使用出現的詞，讓學生反複記憶。這種境教的效果是很大

的，學生在不斷反複練習下，可由短期記憶漸而塑形為長期記憶，以至於牢

記不忘。 

信世昌、孫懿芬和鄧麗君(2011)針對海外中文僑校的實際華裔教學應用，

提出了三項具體的課堂教學策略： 

1.  結合生活經驗，透過互動教學以引發學習興趣。 

 透過美國外語學習的 5C目標，將語言學習內容與學習者生活經驗連結，

 使語言學習能達到與人溝通之目的。以其學習特徵與程度為基礎，透過

 互動學習和任務討論交流，啟發華裔學習者學習興趣。 

2.  強調從文化切入的重要性。 

 華裔教材內容應有豐富並與個人經驗有關的文化內容，以提升其文化認

 知與素養。 

3.  語言四技能力平衡發展。 

 華裔學習者通常聽說優於讀寫能力，課程設計 可透過較正式的詞彙、

 語體、表達方式的應用學習，來提升較弱的識字閱讀和寫作運用能力，

 也同時要重視聽說能力的深化訓練，如此可將其日常口語式的「廚房語

 言」(kitchen talk)轉為符合社會語言規範的正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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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強調了華裔教學課程應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以互動溝通為學習目標，

並強調文化教學的重要性，提供多元而充分的語言主題內容之輸入，引導學

生進行廣度或深度的語言輸出，如此其聽、說、讀、寫四技才能均衡地發展，

真正達到雙語者的程度。 

 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許多學者主張應重視語言

教學中的文化內涵，語言教學中應全程貫串文化因素，然而文化是一個內含

非常廣泛的概念，並非所有的文化都合適應用於語言教學，由其是對華裔背

景學生而言，文化教學的引導是其語言發展的支柱(Alvino，1997；方麗娜，

2009；Diaz Rico & Week，2013)。針對華裔兒童學習層的文化教學方面，蕭

慧貞(2014)的問卷研究結果有三項發現：一、兒童教材中的文化主題宜多以

兒童生活相關的題材為主，如「家庭」、「學校」、「人際關係」等。二、海外

中文學校教師認為文化教學內容中，最應優先考慮的主題為「傳統節慶」、「傳

統藝術」「民俗童玩」及「童謠」，但這與現有文化教材之涵蓋內容不盡相同。

三、在主題選取與排序方面，海外實際教學使用之優先考量的因素則為「教

材內容的難易度」和「學生的語言程度」、「節日時程配合」及「教材資源的

取得是否容易」。研究分析出海外教學宜增加實際「動手做」的主題，以引

起學習者的興趣。上述研究中提出華裔兒童的文化教學策略，宜以生活相關

的題材為主。文化教學的難易度應配合學生的語言能力主題的選取教材，按

照節日時序來考慮安排，也要考慮實際材料資源的可獲得性來考量。研究者

認為華裔教學應將文化融入語言技能和語文教學中，以暑期中文課程或夏令

營的教學規畫，文化教學的課程規畫之整體比例更高，海外中文教師認為優

先的考慮的「傳統節慶」、「傳統藝術」「民俗童玩」及「童謠」等，可實際

應用於本研究師資培訓的文化項目課程之主題規畫。  

過去海外僑校多被定位為母語教學，但依據學者的分析研究，華裔學習

者或是中文學校的定位與教學方法，須介於母語與第二語言之間(信世昌等，

2011)。透過本節對於華裔學習者的學習特點發現，相較於一般非華裔華語

學生，華裔學生通常具備了較多、較廣的語言文化的基礎知識能力，普遍在

聽說的能力明顯優於讀寫能力，但是不平衡發展的語言四技能力，往往造成

無法達成有效的運用和表達，甚至被誤置程度不符的班級，影響其學習效率

與信心。此外，Xiao (2008)統合了諸家學者之華裔學習研究，分別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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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學習途徑」、「個人因素」和「背景因素」等四方面的學習途徑，提

出了華裔學習者的整體學習輪廓，這有助於建立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的先備

認知，從而掌握學生學習特點。郭芳君等(2006)也主張華裔的課程設計應至

少分為初中高三級，各層級中再針對學習者的特性、程度與需求來細分區別，

教師應依照不同級別的教學目標，設定不同的教學策略與重點，以達到分級

教學的最佳學習成效。此外，在實際的華裔課堂引導方面，則應結合華裔學

生的生活經驗，以外語學習的 5C溝通目標，透過互動學習和任務討論交流，

啟發華裔學習者學習興趣，並且重視文化內容的切入應用，以提升文化認知

與素養。透過華裔學生的語言四技能力的平衡發展，提供多元語言主題內容

之輸入，以促使進行具有廣度深度的有效語言輸出。 

 

第四節 師資培訓理論與研究 

 高素質的教育來自於高素質的教師，面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華語教學，

陸儉明(2005)針對如何提高教學質量，提出了「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高質量

的漢語教材、高效率的教學方法」。這三大條件都涉及到一個重要而關鍵的

課題，就是師資的養成培育。華語文教學教師們在已具備的華語文教學基礎

下，如何更有效而持續地提升專業知能與強化教學實務，以因應當前國際華

語文教學環境的急劇變化與挑戰，這將是本節的探討重點。 

 

一、師資培訓的分類定位 

 美國學者Waters(2005)將師資養成機制分為三類：「師資教育」(teacher 

education)、「師資培訓」 (teacher training)與「師資發展」(teacher development)，

三者雖然互有關聯但卻不相同(圖二-3)。第一類的「師資教育」是以提供與

課堂教學相關理論知識研究為主，例如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與學程的修業時

間達數年，學習內容多為語言學理論知識。第二類的「師資培訓」是以提供

與實際課堂教學相關的技能訓練為主，例如非正式學歷文憑的華語文師資班、

華語教學第二專長班、海外華文教師回臺研習等，課程內容以外語教學的理

論與技能訓練為主，時間較短。第三類的「師資發展」(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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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以提高在職教師的專業化發展為主，指正式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經由種種

管道獲取新知的自我提升(宋如瑜，2009)。 

 

師資發展

師資培訓

師資教育

教
師
自
身
角
度

外
界
條
件
支
持

 

圖 二-3 師資養成的三大類機制 

(Waters，2005) 

 

根據圖二-3「師資養成三大類機制」，第一類「師資教育」是位在圖示

金字塔的底端，較寬較廣的曲塊表示其為基礎、且需較長期的養成。而在「師

資教育」的上方之中間區塊代表的是「師資培訓」階段，是屬於進階，但相

對時間較短，需要有先備的「師資教育」為其基礎。而位於最上方尖端的三

角區塊，即為「師資發展」，是建立在前備的「師資教育」和「師資培訓」

的階段基礎，即為教師專業成長。「師資教育」和「師資培訓」一般來說是

在外界條件的支持下發生的，而「師資發展」則是指一位老師從自身角度出

發學習並提升素質的過程，需要教師內在的動力。師資養成的三大類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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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師資教育」注重培養老師「應該知道什麼」，是指基礎

知識與基本技能的養成教育；「師資培訓」注重訓練老師「應該怎麼教」，是

指教學方法與技巧的實務訓練；「師資發展」則教導「當了老師以後怎樣不

斷提高自身素養」，是指教師的自我發展意識(宋如瑜，2009；方麗娜，2013)。

基於前述說明的界定，本研究是屬於第二大類的「師資培訓」，是以已具有

第一大類「師資教育」基礎者為培訓對象，第三大類則為探討日後可能的「師

資發展」，因此第一、三大類皆非本研究範圍。 

    虞莉(2007)對於「師資培訓」的分類和上述Waters(2005)的分類看法不

同，是依培訓時間的長短，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師資培訓。短期師資培

訓通常是針對某種教學法理論技巧或測試方法為期幾天的培訓；中期則是為

期數周的，偏重於整體綜合性的培訓；長期則是指一年以上，可頒發學位或

證書的培訓。此外，也依照培訓方式不同，師資培訓可區分為三種：一是注

重某種教學法理論的「講座性培訓」，二是注重教學技巧實踐的「工作方式

培訓」，三是兩者兼而有之的「雙軌式培訓」。 

 臺灣華語師資養成系統分為兩類，一是正規學制的華語師資教育系統，

如各大學院校的華研所、華語碩士、博士學程、應用華語系等。二是非科班

的教師培訓班或專門場域的師資培訓，如各大學相關系所、國語中心或進修

推廣部，以及民間私人機構所開設的華語師資培訓班。由此可知，各大學的

華語系所是屬於師資教育的一環，和一般師資培訓班或專業教學場域的培訓

是有區別的。研究者認為師資培訓項目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師資培訓在很大

程度上彌補了師資教育的缺陷與不足。華語教師的師資培訓工作不僅只是對

某些教學技巧的培養，而是更注重教學法理論與教學實踐之間的密切銜接與

應用，強調如何將最新的研究或教學成果運用到實際課堂教學中。華語教師

第一線的責任是課堂教學，而成功的課堂教學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如果培

訓項目只談理論而不注重實際技能的執行與發展，則只是紙上談兵，無法真

正派上用場。 

 本研究是以海外僑校行前專業華語教學培訓為研究目標，此類的培訓是

屬於後者的專門教學場域之師資培訓，和學校的師資教育是有所區別而不同。

本研究的師資培訓是以僑校教學實務的技巧訓練為目標，是屬於第二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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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培訓」，而培訓時間的規畫基於時程和經費考量，也以為期數周

的短期師資培訓為目標，偏重於整體綜合性的培訓。 

 

二、目標導向的進階師資培訓 

劉珣(2000) 認為師資培訓應具有多樣性，應特別遵循「因材施教」和

「因地制宜」的方針。「因材施教」是對個人及一個語言群體所進行的針對

性教學，而「因地制宜」是根據不同地域國家的差別需求，其華語文教師的

培訓重點也應有所不同。這論點強調了教學對象和背景差異的針對性與因應

策略，這是在進行師資培訓規畫時應掌握的重點，瞭解教學目標學生的學習

需求與背景，並且依國別化或地域差異而調整。相似的華語師資培訓論點是

由徐蔚(2013)所提出的創新「分類分層」培訓模式，強調新思維的華語師資

培訓，應朝向突顯應用性、針對性及發展性，針對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學

生對象、學習特點與目標，並促進教師永續而多元的能力發展。 

 方麗娜(2013)強調海外中文教師的培訓課程規畫，應朝向「課程分級化」

的目標進行，先依幼兒、兒童、青少年、成年人的教學目標不同，以及華語

能力程度作為培訓分段區別來進行，並強化師資導入的實習階段，才能達成

更有效的教學目標。詹向紅、張發清(2013) 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現今

的華語文教學已從「大眾」朝向「分眾」的學習差異需求，如何有效地針對

目標教學國別環境、教學對象的學習背景、學習特點、年齡性別差異區分、

學習目的的需求分析等區別，根據教學目標與培訓策略而量身訂作合適的師

資培訓，這強調了具有針對性和目標導向的進階師資培訓是研究發展的研究

重點與趨勢之一。因此，許多語言教學項目應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的教育原理指導下，特別注重讓受訓教師通過工作坊、討

論心得等實際參與實作演練等方法，有效地發展其教學技能與應用。研究者

認為師資培訓應將華語教師基本能力的培養與訓練，兼容中華文化的修習，

華語教學理論的應用，作為實務操作指標性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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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訓的規畫原則 

師資培訓應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提升教師在整體領域所需的全方

位專業素養，並配合教師整體及個別質性規畫活動(李明懿、林秀惠，2005)，

提出可運用 Goldstein & Gilliam (1990)「教學系統模式」(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model，ISD)的理念，應用於華語師資培訓的規畫設計(圖二-4)。 

 
圖 二-4 華語師資培訓之設計流程 

(李明懿、林秀惠，2005，pp.109-113) 

 

華語教學人力培訓設計包含了「訓練需求分析」、「訂定訓練目標」、「設

計訓練課程」和「訓練評估」等四個主要流程，此外，「訓練需求分析」包

含了對於組織、任務和目標人員等三面向的分析。此師資培訓之設計流程涵

蓋了重要培訓階段的任務，可作為本研究未來培訓設計流程之參考。 

 從培訓者的立場以及長期華語教學的專業本能，李利津(2006)提出了華

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整體規畫內容，應包含「教學場域」、「教學目的」、「教學

時數」、「教學階段」和「教學對象」等五要項，透過(圖二-5)。 

華語師資培訓之設計流程 

訓練需求 

分析 

組織分析 任務分析 人員分析 

訂定訓練 

目標 

設計訓練 

課程 
訓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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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訓規劃要項

教學場域

教學目的

教學時數教學階段

教學對象

華語教學課程
華語教學實務

 
圖 二-5 師資培訓規畫要項 

(李利津，2006，pp. 534544，研究者製圖) 

 

李利津(2006)認為在師資培訓的課程目標，應順應全球華語學習熱潮，

以兼具宏觀視野、務實內容、創意教學等特質的套裝課程，引導培訓教師的

教學實力提升，並且以有系統的教學設計，重視實務基礎，運用模擬演練、

探索歸納等教學步驟，落實主題統整式的個案研討和深度教學。此外，在培

訓課程特色發展方面，應分成兩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為「華語教學課程」，

包含概念綜覽與目標建構；第二階段為「華語教學實務」，包含操作與體驗。

如此不僅有固定時數的課堂教學，也能提供受訓教師個別諮詢管道。 

 基於理論基礎以及多年海外實務華語師資培訓研習會的實務經驗，江惜

美(2009b)則針對海外短期師資培訓所實施的華語訓練和教學應用之實務課

程，提出了一個具體化的師資培訓內容架構，依照三分之二的華語教學課程，

以及三分之一的教育與資訊類課程之比例，來進行師資培訓課程內容之架構

規畫(表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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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師資培訓課程的內容架構 

科目課程 授課內容 時數 

     華語教學類 32 

1 語音及正音 注音及漢拼介紹、發音及正音、第二語言習得、語

音偏誤、語音教學、語音軟體應用 

4 

2 漢字教學 部首教學、六書分類、漢字演進、漢字教學方法、

正簡字比較分析、硬筆字書寫教學要領、書法習

寫、網路辭典介紹應用 

4 

3 語法教學 語法教材介紹、詞性分析、句法教法、修辭技巧、

中西語法比較、語法偏誤糾謬、多媒體語法教材 

4 

4 會話教學 會話教材介紹、會話教材編纂、會話教學法、演說

辯論技巧、多媒體會話教材製作 

4 

5 閱讀教學 閱讀教材介紹、閱讀教材編纂、閱讀技巧、閱讀教

學技巧、閱讀與寫作 

4 

6 寫作教學 寫作教材介紹、寫作技巧、寫作教學方法、寫作教

材編纂 

4 

7 文化教學 文化教材介紹、多媒體民族與節慶教材製作、華人

文化與社會、民俗技藝教學 

4 

8 教案設計與教具

製作 

傳統與數位教案設計、傳統及多媒體教具製作、教

學演示 

4 

     教育與資訊類 14 

9 教育心理 兒童心理、青少年心理、成人心理 4 

10 班級經營 小班經營、複式教學、教室管理、分組教學 4 

11 教師心理衛生 情緒EQ 2 

12 多媒體輔助教學 電腦基礎知識、網際網路的應用、數位教材的製

作、華語文電腦測驗與評量、全球華文網介紹 

4 

總計 46 

(資料來源：江惜美，2009b，pp.15-23) 

 

 表二-3的內容架構中共有12門課程，合計46小時，以每天八小時計，共

為六天的課程，是屬於短期的師資培訓課程。課程1~8是華語教學類的科目

規畫，包含了語音正音、漢字教學、語法教學、會話教學、閱讀教學、寫作

教學、文化教學，以及教案設計與教具製作，共有32小時，占課程總時數的

三分之二，是主要的培訓核心重點區塊。此外，課程9~12是教育資訊類的

科目規畫，分別是教育心理、班級經營、教師心理衛生，以及多媒體輔助教

學，共計14小時，約占課程總時數的三分之一。綜觀此培訓課程科目的規畫，

涵蓋了華語專業知識能力、教育方法、多媒體應用能力等，培訓的範圍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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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相當完整。此外，這些課程可分為動態與靜態兩類，並依照學習原理在課

程規畫中穿插安排，這樣可以使左、右腦可以得到休息，達到最佳的培訓學

習效果。在師資培訓的課程講師來源方面，江惜美(2009b)也提出應成立「華

語教學人力資料庫」，透過教育部各大學教授華語的師資群，分科目建立專

家學者名單，可網羅各界優秀的學者並輪流聘請安排授課，務求為一時之選

的師資陣容，強調課程規畫和師資陣容安排的相輔相成，方能確保培訓目標

的達成與品質保證。研究者認為課程規畫的實施成效往往與培訓授課的師資

的安排息息相關，培訓講師的陣容安排的適切性和培訓課程的成效品質，是

密不可分的。 

 

四、教學實務訓練的引導原則 

 理想而完整的師資培訓不僅除了專業知能的課堂講授培訓，也應結合具

有相關目標性之教學實務的訓練，提供親身見習體會的機會，透過實際的觀

察和參與，從而增長專業知能，才能從看中反省、做中學，這也是實務型的

師資培訓所應該涵括的重要內容(宋如瑜，2008；信世昌、孫懿芬和陳雪妮，

2010b)。「互動式教學過程」實際上就是華語教學的實踐中探索的過程。課

堂教學講究師生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教師會逐漸探知學生的學習基礎，

有效地激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適時適當地調整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吸

收新的知識，提高了語言的能力(范開泰，2011)，並基於個人長期從事華語

文教育實踐的體會，強調華語文教師要善於從教學實踐出發，進行理論和方

法的探索，才能教學相長。因此將從行前師資培訓的教學實務訓練中，所包

含的課堂觀察訓練和反思性教學訓練兩個培訓要項，進行相關研究的探知，

從而掌握培訓引導的原則。 

 

 (一) 課堂觀察的培訓原則 

 課堂觀察(classroom observation)自20世紀50年代起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研

究課堂教學的方法。美國課堂研究專家N.A. Flanders於1960年提出「互動分

類系統」，運用了一套編碼系統 (coding system)，紀錄課堂中的師生語言互

動，透過分析而改進教學行為，這代表著現代意義的課堂觀摩的開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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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方法非常豐富，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相互結合與補充，已成為發展的主

流(Cornelius，2008)。課堂觀察是教師與課堂教學近距離接觸的重要平臺，

能為教師提供一種教學範式的參考，也是進行教學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繫紐

帶。藉由課堂觀摩的訓練，是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的重要手段，提供了一

個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絕好機會(鄭紅艷、張海靜，2013)。透過課堂觀摩，

教師以觀摩者的身分進入課堂，身臨其境，觀察課堂教學進行的各面向，所

以課堂觀摩者不僅是課堂的旁觀者，同時也是課堂參與者，可以透過觀摩經

驗豐富的優秀教師的課堂，學習並仿效教學熟手的教學方法，發展自己的判

斷力與經驗，尤其是對課堂突發事件的應對經驗，為其日後教學做好準備。

鍾鎮城、李希奇(2009)海外華語師資培訓的研究中，許多訪談的培訓教師都

強調了教學課堂觀摩的必要性。這說明了華語教師本身對於語言學、心理學、

教育學及華人文學與文化等相關專業科目訓練的殷切之外，亟需經由相互觀

摩與經驗交流，以獲得教學實務問題上的「立即」解答。 

 梁新欣(2008)發現新手教師13在進行課堂觀察過程，常常有種不知從何

觀察起的茫然，其課堂觀摩能力普遍仍待加強。歸納其因，主要有五個問題： 

1. 對課堂缺少應有的認識，觀摩時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師或學生的 個

 體行為上，忽視了課堂的整體性和教學效果。 

2. 由於沒有進行過課堂教學，對課堂教學缺乏應有的瞭解及評價標準，觀

 摩者很難客觀評價課程。 

3. 課堂中值得注意的面向很多，觀察者常常顧此失彼，注意了教師就忽略

 了學生；注意力放在學生身上時，又顧不了授課教師。 

4. 部分觀摩者都把課堂觀摩的重點方在教師身上，聽課紀錄也主要集中在

 教學環節上，但對課堂教學主體學生的關注不足，往往忽視了學生的反

 應認知過程。 

                                           
13新手教師為宋如瑜(2003，2008，2013)書中所稱用，亦指為實習教師或初任教師。本文

統一使用「新手教師」一詞。是指任教時間不滿兩年的教師，亦稱為初任教師。係指在

大學華語文相關科系就讀，已完成華語專業課程，正進入實習階段的學生，屬於實習教

師的身分。此外也包含任教不滿兩年的在職華語教師(宋如瑜，2012)。相對於須有至少五

年的正式教齡的資深「專家教師」(expert teacher) (Peterson & Comeaux，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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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沒有事先瞭解觀摩的課程，觀摩過程中無法正確理解教學意圖，對課堂

 整體教學把握不夠，「見樹而不見林」缺乏主動有深度的探求。 

 「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如何引導新手教師跨越這道鴻溝，突

破個人片面或主觀的侷限，在進行課堂觀摩時更能廣面而有效。梁新欣(2008)

認為應該鼓勵教師善用專業課堂觀摩工具量表，擴增觀察角度與視野以避免

顧此失彼，以及專業敏銳度的提升與培養。雖然多聽課與提高教學品質未必

能成正比，然而此過程卻是新手教師掌握課堂實境的有效途徑。 

 Borich (2006)從教師觀察力培養的視角，將課堂觀察歸納成為一個完整

的教學訓練系統(圖二-6)，並明確指列出八個具體操作的課堂觀察途徑： 

 1. 感受課堂氛圍。 

 2. 聚焦課堂管理。 

 3. 探詢教學過程的清晰度。 

 4. 查證教學指導方式的多樣化。 

 5. 明確教學目標定位。 

 6. 檢驗教學過程中學生參與。 

 7. 評估學習的成功。 

 8. 培養高品質的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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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 課堂觀察的八個操作領域 

(Borich，2006) 

 

研究者認為Borich(2006)所提出對於課堂觀察的八個具體途徑，能夠補

強梁新欣所提議的教師善用專業課堂觀摩工具量表，兩者相輔相成，透過教

學實務的課堂觀察實施和應用，以及師資培訓的實務參訪觀課引導，能有效

協助培訓教師進行課堂觀察時，具有更廣面而有深度的檢視能力，從而獲得

最大的實際觀課教學參與之培訓成效。 

 

(二) 反思性模擬教學之訓練 

反思型思維是由 Deway(1933)所提出，是指「對任何信念或假定形式的

知識，根據支持理由和傾向得出進一步結論，進行積極主動、堅持不懈和細

緻縝密的思考」。Deway 認為開放的心胸 (open-mindedness)、全心全意

(whole-heartedness)、責任感(respnsibility)是反思態度的三個重要關鍵。反思

是思考技巧或心理過程，更包含了教師情感、道德及存在的真實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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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1991)提出專業發展的反思模式(圖二-7)，強調在培育第二語言教師

時，若是只靠解說教學理論、教學法，甚至教學實務經驗，並無法讓老師充

分掌握教學能力，唯有透過練習、反思、再練習、再反思的持續循環的過程

累積，才能逐步將經驗知識、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的專業能力。 

 

現有概念
基模或
心智架構

經驗知識

理論知識

專
業
知
能
之
精
進

反
思

練
習

 

圖 二-7 專業知能發展的反思培訓模式 

(Wallace，1991) 

 

宋如瑜(2008)將反思型思維模式運用在教學訓練，藉由「反思性模擬教

學」，可幫助新手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進行有計畫、有組織的教學，再

透過同儕觀察、師生互動以及自我省思的步驟，讓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重新

建構，以加速專業成長。研究者認為此模式不僅可鍛鍊培訓教師的理性思維，

從真實教學問題中發展教師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此模式最大優點是簡化

學習任務，可避免讓新手教師一開始就面對超過其能力負荷的教學環境與情

境，可使教師逐步練習掌握技能，循序漸進地達成熟稔的目標，並在模擬教

學的過程中，可從自己的教學行為結果中獲得同儕教師回饋，無論正面或負

面回饋都有其意義與價值，新手教師也能有機會去思考對策。若是教學情境

異常複雜，亦可藉由專家教師的綜觀檢視中，為新手教師掃除盲點，從而發

展正向的專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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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反思型教學」概念而逐漸發展出各有不同特色的教學訓練模式，

Valli (1997)分析歸納出五種反思型的教師培訓模式，分別為： 

1.  技術型反思模式(technical reflection)： 

 以課堂教學與管理為操作焦點，其目標是經由反思行為來檢視並改進教

 學技巧，使得教學更有效率。 

2.  行中思和行後思模式(reflection-in and on-action)： 

 相較上述前者技術型反 思模式，此模式更強調課堂背景因素與教學實

 踐的關係，亦要求教學教 師撰寫教學日誌以檢視反思教學。 

3.  縝密性反思模式(deliberative reflection)： 

 此模式是讓實習教師仔細、權衡 各種對立的理論、觀點、信息，以找

 尋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案。 

4.  人格性反思模式(personalistic reflection)： 

 目的是幫助新手教師考察檢視， 能影響其個人將來成為優秀的專家

 教師的主觀、客觀因素。 

5.  批判性反思模式(critical reflection)： 

 目的是鼓勵畢業生成為社會教育改革者與行動者。 

 

雖然此五種反思模式各有其理論根源，但應用在師資教育訓練上也可能

因不同的目的、階段而兼採數種反思模式。宋如瑜(2008)認為「行中思和行

後思模式」為較合適的師資培訓策略應用之一，以協助新手教師能藉由真實

情境，讓新手教師瞭解課堂內的教學活動及事件，並在教學、觀察、討論後，

反思自己與同儕在面對教學問題時，如何整合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並檢視

有哪些教學操作技巧、應變方式可待修正調整。研究者認為宋如瑜所提出的

「行中思和行後思模式」之師資培訓策略，可以應用於本研究師資培訓的行

前教學實務中，藉由培訓內容的引導，協助培訓教師如何在教學中和教學後

進行反思，以獲得更大的教學反思成效，也可持續應用到日後海外派任的教

學實務中，藉由教學反思訓練不斷地自我成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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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外教學的調適能力培訓 

 行前師資培訓的規畫設計是為了日後海外教學任務做最好的準備。這不

僅包含了專業華語知能的培訓內容，也應包含對海外真實的教學實務工作和

環境造成的可能衝擊，做好最佳的行前的準備和心理調整，使赴任僑校教師

能順利而快速地適應當地的教學環境，這也就是完整培訓引導的重要性(信

世昌等，2010b)。宋如瑜(2013)依其多年來的師資培訓的實務經驗，談到了

對海外教學實習工作的看法： 

 

    「在家千日好，出外時時難」是海外實習教師共同的心聲。實習不同於遊學，

 實習是服務他人，實習教師是學校的工作人員，需滿足工作上的要求；遊學

 是接受他人的服務，通常會受到客人般的接待，兩者的情況完全不同。第一

 次到海外實習的教師，很容易因為沒得到應有的照顧，而對實習的學校不滿。

 (宋如瑜，2013，華語教學新手指南實境點評，180-181)。 

 

    這強調了實習是學習，也就是實地練習，實習教師是學習者，學習如

何服務。此外，宋如瑜(2013：180)也指出赴海外實習前，應先認清下列的

事實，這也能作為師資培訓的海外實習工作的參考： 

第一、海外語言環境的挑戰。 

      在海外教學的華語老師，為了要協助學習者能掌握新語言(華語)，需 

      刻意營造華語學習的情境，並設計能引發學習動機的語言活動，以多 

      元化的溝通活動來吸引學生。 

第二、應對進退的禮貌。 

      海外實習教師的言行舉止要盡量符合當地社會的社會文化規範，也要 

      留意工作規定以外的潛規則。 

第三、尊重當地老師。 

      實習老師要抱持虛心謙和的態度，不宜驟然挑戰當地教師行之有年的 

      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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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習當地語言。 

      新語言不易在短時間內掌握，應及早學習實習目標國家的語言。 

第五、因應設備不足。 

      實習老師應具備能使用簡易可取得的材料，製作教具的能力。 

第六、在工作中反思。 

      反思能釐清並彌補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斷層，從而改善教學。 

 

    對於新手教師教學適應歷程的探索的觀察研究，Cruickshank & Callahan 

(1983)在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k stages and problems of teacher 

development” 一文中談到： 

 

       「Although the distance between a student’s desk and a teacher’s desk is       

  short in linear feet, it is probably the longest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at  

  these young adults have traveled in such a brief time. 」 

  雖然從學生的課桌到老師的講桌之間的距離，僅是短短的幾呎但對這些   

  年輕人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這大概是走過的最長的心理距離了。 

  (資料來源：Cruickshank & Callahan，1983，研究者翻譯) 

 

     所謂的「教學適應歷程」，指的就是從學生的課桌到老師講桌之間的「距

離」。當兩者的距離拉近時，新手教師所關注的觀點，亦會隨之改變，直到

能全盤掌握教學為止，逐漸發展出教學專業。對於新手教師而言，是教學生

涯存活期的關鍵要素。這段歷程適應與否，將可能影響新手教師留任或選擇

離職的意願(邱于真、張德勝和林意雪，2010)。但如果在這個歷程遭遇太多

挫折，或經歷太多不愉快的經驗，甚至可能使新手教師萌生退意而提早退出

教師生涯(饒見維，2003)。  

    Kramer (1974)將新手教師的教學適應歷程分為三個階段，但各階段時間

長短和感受程度的深淺，受到人格特質和教學環境因素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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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蜜月期。 

       帶著美好的幻想和就職的期待開始教職生涯。 

    2. 震驚與後悔期。 

       面對尚未準備好的情境或價值衝突的教學現場，進入困難的適應期 

    3. 復原期。 

       經歷身心的考驗後，能對現實的教學環境做出客觀的調適。 

 

    新手教師在開創個人的教師角色中所產生的掙扎，除了從舊有的經驗與

現實的衝擊中，逐漸形成教師角色的認知外，也需要不斷的調適與因應外在

的考驗，這就是所謂的「實境震撼」(Huberman, 1989；Veenman，1984)。 

研究者認為完善的師資培訓建立，需要透過真實的教學實踐，才能體現其真

實的價值；但是，對培訓合格所派任教師的海外「教學適應」的引導，應落

實納入行前的師資培訓中，以能做好工作和生活適應上的充分準備，如此才

能真正達到海外教學的成效，也才能真實地體現本研究的行前師資培訓之價

值與意義。 

 

第五節 師資專業知能探討 

 專業的僑校華語教師不僅應具備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知能之外，也應針對

中文僑校的教學場域特性，具備更多元化的素養。本節先從華語文教師所應

具備的專業知能進行檢視，從而深入探討海外僑校教師的專業能力素養，以

做為師資培訓規畫之參考。本研究所培訓的志工教師，將前往海外各中文僑

校從事短期華語教學服務，但其肩負著華語專業教學任務，以及協助提升僑

校的專業教學，因此，在師資水準和教學表現的專業要求，是具有一定的專

業標準，而不因屬志工服務而降格以求。因此，以海外僑校為目標教學場域

的華語志工教師，所應具備哪些專業知能與素養，其內涵和標準將透過學者

專家的論點與討論得以一窺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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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堂教學的知能範疇 

宋如瑜(2013)則是從課堂教學的實際需求，來反推華語教師的知識結構，

認為華語教學是屬於跨領域的應用學科，相較於一般基礎學科，所涵蓋內容

更加廣泛。主要可歸納為下列四項： 

1.  為了瞭解教學內容，教師需要有漢語的本體知識，語音、語法、詞彙、

 漢字、文化等，以及聽、說、讀、寫的語文應用能力。 

2.  為了瞭解學習者語言學習歷程，教師本身應具備應用語言學各種知識並

 瞭解語言習得途徑，並有較深刻外語學習經驗和第二語言習得知識。 

3.  為了瞭解教學過程，教師需要掌握教學法、教育心理、測驗與評量等知

 識。具備語言教學專業知識和應變能力，可擔任各種程度、各類型的華

 教學課程，對教學設計、教材編寫、設計各種評量等教學周邊事物，具

 有獨立作業能力。 

4.  為了因應教學科技發展，教師需具備網路、電腦輔助教學、多媒體教

 學設計等能力，能利用媒體、資訊技術進行課堂網絡教學及教材編輯。 

 

    但是Everson(2012)則從華語師資培訓的觀點，強調華語文教師除了華語

文教學的核心能力外，也需具備下列的綜合素養： 

1.  熟悉華語文的特質，包含華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語言習得理論、評量

 與測驗、文化、文學、華人社會等領域之專業知識。 

2.  熟悉並善用華語文教學法，包括外語教學理論，以及現代教學之專業之

 能，包括多媒體課程設計、數位與網路應用於教學之能力。 

3.  具有實地參訪與觀摩外語教學之經驗，並從中汲取經驗，以能不斷地增

 廣與更新教學的技能。 

4.  從事海外實習、獲得文化理解之經驗，與跨國領域研究之知識，包括政

 治、財經、社會、教育、科技、環保和醫療等。 

5.  熟悉學生的母語與文化，藉以透過對比研究與有效溝通，達成語言與文

 化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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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列學者，從學科探討的角度、課堂教學的實際需求，以及師資培

訓的觀點等不同的觀察角度，揭示了華語教師的專業能力範疇，主要包含了

華語學科知識、學習者的習得策略、教學法的掌握和相關教學技能的應用。

這些知識與能力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可以透過後天訓練來獲得的，共同構

成了完整的專業華語教師之知能範疇。這將有助於師資培訓的規畫參考，掌

握並評估所培訓的師資，所應具備的的專業華語知能條件。 

 

二、海外教學的專業標準 

 針對華語教師的海外教學場域，並以中小學年齡層為教學目標，因此進

一步檢視探討海外各國的華語教師專業標準。美國全美中小學中文教師協會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CLASS) 14提

出的《中小學K-12中文教師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K-12 

Chinese Teachers)，具體載列了華語教師的教學與知識能力，應達到的十二

項標準(CLASS，2001)，依序為： 

標準一、語言技能：  

 教師擁有高標準的聽說讀寫能力與技能，並能有效運用在語言溝通、

 理解詮釋和表達演示的三種溝通模式。 

標準二、語言學知識： 

 教師對漢字及語言學擁有廣泛知識，並瞭解中文語法特徵，能掌握語法

 教學和語言運用必須切合學生年齡與文化情境。 

標準三、文化知識： 

    教師對於中國多元文化擁有廣泛而深入的知識，明白語言教學必須持續、

 系統性地融入文化內涵。 

標準四、第二語言習得：  

 教師能有效應用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從教學法、教學實踐與教學策略中

                                           
14 CLASS 是由來自各州中文老師所組成的一個非牟利學術組織，以推廣美國中小學華文

教育為宗旨，致力將中文課程納入美國正式教育體系。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網

站來源：http://classk12.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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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潛能。 

標準五、兒童的成長和發展： 

 了解兒童與少年的學習和發育情況，並能配合 學生的心智發展，以提

 供與之相應的學習機會。 

標準六、各種不同的學習者： 

 教師幫助學生瞭解不同的語言學習方式，利用 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

 資源來滿足學生不同的需求。 

標準七、學習環境：  

 教師熟知如何創造並維持有效的教學環境，以帶動學生積極參與不同課

 堂情境的活動。  

標準八、教學計畫和教學策略： 

 教師熟知外語學習目標的教學計畫及螺旋式教學設計內容，使學生基於

 Krasen提出之i+1理論而提高學習效能。 

標準九、評估： 

 教師要能夠瞭解評估是經常而多元的，並且透過實踐任務的評估，讓學

 生在不同文化的語境裡，適當體現其中文程度。 

標準十、溝通技巧： 

 教師能夠熟知並運用有效的口說、肢體語言和書面的溝 通技巧，並

 創造、加強、支撐課堂和學校的各種互動。 

標準十一、科技知識： 

 教師能夠運用科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運用數位科 技進行課堂教

 學和課程設計。 

標準十二、專業發展： 

 教師積極參加專業團體及學術教學反思活動，尋求提升本身專業水準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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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十二項標準具體載列了在美國K-12中文教師所應該具備的教學與

知識能力，其中標準一~四的語言技能、語言學知識、文化知識和第二語言

習得，牽涉到華語教師的基本能力；標準五~九的兒童的成長與發展、各種

不同的學習者、學習環境、教學計畫和教學策略，以及評估等，主要是關於

教師所應具備的教育方法；標準十~十二的溝通技巧、科技知識和專業發展，

則語華語教師的表達、資訊應用和專業成長有關。透過上列的條件要項檢視，

具體地詮釋了美國理想華語文教師的條件，也強調教師是決定學習效能的最

重要因素。本研究所培訓的派外師資日後赴海外的教學對象正是此K-12的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學齡階段學生，加上此研究所強調的專業華語教學背

景與實力訴求，這十二項海外華語師資標準可作為派外師資能力的目標檢視

參考。 

 

三、跨文化的教學能力 

 Bryam (2009)對跨文化能力一詞的看法，涵蓋了文化態度、文化知識、

文化技能、文化意識和語言能力等五個面向，並強調要以尊敬、寬容、開放、

好奇的態度去看待目的文化和一切文化，要拋棄對目的文化懷疑，並且對本

體文化的確信不移，學會從「第三視角」出發。劉珣(2000)認為跨文化交際

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際行為，這種交際主要是通過語言來進行

的，跨文化交際的差異現象存在於兩種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而衍生不同

的價值思想、人文風俗、語言表現，在語言的發音、意義、語法結構、語境

使用上，呈現了多樣的特質與風貌。 

 胡文仲(1992)認為透過跨文化溝通能力，所達到的交際目的，能提高人

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促進文化間交流與理解。跨文化交際在華語文教師

語言教學的應用，為華語文教學與國際推廣，拓寬了思路。對華語文教師而

言，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同時必須提高自己的雙語能力，培養自己具備「雙

文化的意識與自覺」，才能有效地來幫助學習者理解目的語文化的內涵(Chen, 

1996)。 

 廣義來說，每一個外語教學的教室都是一個跨文化的接觸點，每一次的

上課語講解都是跨文化的溝通，每一次的交流可能促進跨文化的友誼，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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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跨文化的衝突。每一個教師與學生都站在文化交流的最前線，而每

一個教室也都隨時在形成一個獨特的文化當中(an unique and emerging 

culture)，跨文化領域學習對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衝擊與習得，也具有相當的

意義與價值(Chen，2009)。語言教師應瞭解本身的語言知識和文化，進而瞭

解學生的語言知識和文化，也就是要有跨語言、跨文化的知識與素養

(Diaz-Rico
15

 & Weed，2013)。此外，Diaz(2012) 也在談論如何以跨文化教

授英語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English Leaners) 一文 中，強調了一個教授

英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師，就是一個跨文化教育者。語言教師應該瞭解學生本

身的背景文化，並應適度地利用或結合其文化方式來教學生標的語，藉由學

習情感因素的提升及學習焦慮(learning filter)的下降，在其實踐的研究上獲

得實證效果。語言教師(future language teacher)通常對於自己文化的價值觀、

行為的自覺不足，這是可以透過教師自我評估的驅動，則更能瞭解自己的專

業領域和認識自我。 

 王衍(2012)認為華語文教學是一種跨國家、跨文化的教學，對華語教師

而言，其海外教學場所，更是涉及另一個國家的學校和社會，教學與學習都

是在跨文化交際下進行著。對一位專業華語文教師而言，單是通曉華語文化

知識顯然是不夠的。華語教師還須通曉華語語用學知識，如此才能清楚地解

釋語言交際時的一切文化現象及意涵。華語教學相較於其他學科，其工作蘊

含著更強的對外性，在課堂上，華語教師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需

要面對及接受不同行為及思維的挑戰，教師若無法判斷學生的學習反應，無

法體悟學生表達的思維因素，教與學雙方自然在互動成效上大打折扣。 

 朱我芯(2013)強調當代外語學習的最重要目的，是以外語作為跨文化溝

通的利器。華語教師在當今全球化視野下，應特別強調國際語言能力的掌握，

尤其是所在國的外語能力，不僅可適時發揮在教學的應用，使學生能有效學

習，也有助於海外生活的適應及未來個人發展，所以華語教師必須能掌握中

文以外的外語(江惜美，2007)。此外，Diaz-Rico (2013) 認為跨文化的能力培

訓，就是要達成「將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放置在正確的位置」。強調人

                                           
15

 為美國研究跨文化溝通議題研究之知名學者，為研究者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英語教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感謝 Dr. Diaz-Rico 所提供的

跨文化研究議題文章及相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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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時間、場所的合適性。跨文化能力融入華語師資培訓的必要性已逐漸獲

得重視，並成為研究的新課題。錢奕華(2008)強調華語教師在海外教學或實

習，應以跨文化交際為主軸，因為華語文教學涉及全球外國人學習華語與實

際運用，因此海外華語教學更應著重在跨文化交際部分。不僅包含教師與學

生在語言交際的現象，學生本身也面臨華語文化環境，與本身學習中文的跨

文化習得，以及在語言表現與態度上，所呈現的學習策略與交際策略。教師

本身也歷經跨文化交流與文化適應，在教學和交際策略有哪些適應文化的差

異性，這些都是必要的考量。 

 

四、小結 

    透過本章上列主題範圍的相關文獻：全球華語文發展趨勢、海外僑校教

學現況與師資問題、華裔學生之教學策略、師資培訓課題之理論基礎與相關

研究、師資專業知能探討、以及跨文化知能等，對於各相關主題之探討與檢

視，可作為海外僑校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策略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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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一師資培訓之規畫策略探討，經由研究實踐歷程的觀察探討，

來評估其可行性與成效。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取向，包含採用的

研究法說明；第二節是研究架構與設計，包含研究架構、教學目標場域與培

訓場域說明、研究對象和研究步驟之說明；第三節為資料蒐集管理，涵蓋本

研究的問卷調查、訪談紀錄、海外教學報告文本與光碟、教學設計實作、課

堂觀察紀錄，以及參訪心得與觀課反思紀錄等資料管理說明；第四節為研究

者背景、角色及團隊人員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取向 

「研究取向」是研究者在研究某種特定物件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

究視角和研究範式之綜合體(方吉正，2004)。研究取向的差異不是研究方法

上的差異，而是研究視角和研究範式間的差異。質化研究方法的特性，是注

重整個過程的發展，且其關心的範圍是涵蓋整個事件的歷程，而非只是最後

的結果(胡幼慧，2000)。本節研究取向是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教育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過程中，從理論與現況調查，逐步確認研究目的與範圍，並根據師

資培訓的實際需求現況，以及先導研究的架構基礎與資料分析，從研究過程

中逐步調整與發展，根據師資培訓的研究原則進行規畫，並從培訓實踐的運

作過程與架構中，提出修正與建議。 

本研究為一質化研究，主要是採用「發展型研究法」(developing approach)

來進行，經過目標、歸納、分析、策略、實踐、評估及延伸等主要研究發展

過程，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師資培訓原則規畫、培訓課程發展、培訓實施運

作、觀察評估和修正建議之延伸等內容，逐步發展以達成研究的目的。採用

此法的原因是由於此研究核心是華語志工教師的師資培訓，由於高品質的師

資培訓需要較長期的過程，包括師資招募、面試甄選、培訓課程實施、實作

訓練、參訪觀摩、考核評估、行前經驗座談、反省與回饋等。因此，不僅是

靜態的培訓課程設計，亦包括了動態的培訓課程實踐、教學訓練和參訪觀課

等實作，故採用「發展型研究法」並輔以「內容分析法」、「參與研究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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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法」等三種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圖三-1)，以達到本研

究發展之目的。 

本節將透過發展型研究取向之進行程序：「目標、歸納、分析、策略、

實踐、評估及延伸」的進程發展，根據已預定的師資培訓研究目的，以及已

確定的培訓工具和架構，從研究的培訓實踐過程中，進行觀察評估，從而提

出建議。下列為本研究發展中所採用的主要三種研究法，就其研究法特色和

實際運用說明，茲分述之：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又稱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或「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是透過量化的技巧以及

質的分析方法，以客觀的態度及系統化作業方式，對歷史的文獻或文件內容，

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分析，藉以能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探求其

代表的意義。藉由尋求歷史研究的文件資料，透過相關的文件資料的蒐集、

分析、歸納及研究等過程，而獲得一系統化且客觀的考察與描述(王文科，

2008)。因此，文獻分析法的分析資料是所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

的變化，屬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是以文件為要件，而所謂的文件，包括了

所有的正式文件、私人文件、數量紀錄、照片、視聽媒介等。分析因素則可

包括訊息來源、訊息內容、訊息接受者、訊息傳播技巧、訊息效果、傳播理

由等。藉由文獻分析法，能對研究主題相關的發展情況，站在前人的研究經

驗之肩膀上，從此基礎而延伸發展其研究範圍和原則架構。 

本研究首先將透過「內容分析法」將與研究主題師資培訓相關的文獻進

行蒐集與分析歸納，以逐漸釐清研究範圍與研究問題，從而作為本師資培訓

發展之原則規畫參考。接著，也針對先導研究中的兩個師資培訓研究計畫案：

兩年期(2009-2011 年) 的「美國僑教師培案」和一年期(2011-2012 年)的「全

球僑教師培案」共三年的師資培訓相關文件資料和問卷檔案，依師培運作的

分項類別，透過蒐集彙整與分類歸納後，提出各項文件內容的分析結果，以

做為研究重要發展的先導基礎。本研究所用的內容資料依類別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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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資料 

本研究所用的統計資料包含：臺灣僑委會僑務統計年報和統計網站、美

國現代語言協會(MIL)的全美大學中文學習統計等。 

 

(二) 媒體網站 

本研究相關資料多屬於當代的時事議題，因此在新聞媒體和網站皆有眾

多的討論和報導。此外，海外中文教學發展和現況中，也大量運用相關的網

路資源，是本研究蒐集資料和參考的來源，包含了北美新聞網、各國中文學

校組織協會、海外中文學校官網資源、國際志工組織網站、教師網路社群等。 

 

(三) 相關書籍 

包含國內外的博士論文、期刊文章、研究成果報告書，年報資料、國合

會出版之專書等。 

 

(四) 原始文件或報告 

本研究所參考之原始文件包含了先導計畫案的原始師資培訓文件、國內

參訪心得、教學實務紀錄與報告、海外教學心得報告、問卷調查、計畫案年

度結案成果報告書、海外中文學校課程手冊與授課教材、公文、會議紀錄、

實地研究札記、檢討評估報告等。 

研究者對於上述四個主要類別的文件資料：統計紀錄、大眾傳播媒體和

網站、專屬相關主題書籍，以及原始文件或報告等，透過文獻分析法的蒐集

歸納與研究分析，推論文獻資料的背景與關連意義，從中整理分析以獲得本

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海外中文僑校發展現況、華裔學生的教學策略、先導

計畫的資料分析、國際志工組織的運作與培訓，以及師資培訓相關的理論和

研究等，圖三-1 為本研究之文獻來源與內容範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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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本研究文獻來源與內容範圍之關係圖 

 

二、參與研究法 

「參與研究法」(participation research)通常也被稱為「參與觀察法」，是

一種質性研究的類型，也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法。幾乎所有的質性研究或多

或少都會涉及參與觀察，唯一差別就在於運用程度各有不同。參與觀察就如

同其名，需要研究者親身投入到研究選取的主題目標研究中。透過親身融入

的實際，讓研究者親身聽看或實作參與，就如當事人或當局者的親身經驗一

樣。在理想的情況下，研究者會在研究場地，花上相當長的時間，觀察了解

當中研究主題相關的人、事、地、時、物等。使用參與觀察法時，研究者必

須考量研究者角色或立場的問題(李政賢，2007：134)。下列為研究者預計

參與的程度和範疇，研究參與的顯露程度、強度和長度，研究焦點，以及可

獲得的各項資料說明： 

師資培訓之原則策略 

內容
分析 

統計紀錄 

傳播媒體
與網站 

專屬書籍 

原始文件 

海外中
文僑校 

華裔教
學策略 

先導計
畫分析 

國際志
工組織 

師資培
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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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的程度與範疇 

研究者在師資培訓的實踐歷程中，加入海華文教志工團的組織團隊中，

擔任師資教育組長一職，主要負責師資培訓的業務推動，範圍包含了課程規

畫、授課講師規畫與邀請、志工招募與面試甄選、師資培訓課程實施、國內

教學參訪與觀摩、教學實作考核，以及合格師資評估審核等項目。研究者將

全面參與整個師資培訓的實踐，並出席海華文教組織團隊的培訓規畫前、培

訓中和培訓實施後的相關會議討論。 

 

(二) 參與的顯露程度 

在研究參與的顯露程度方面，研究者的角色可能會隨著對參與者揭露研

究目的之程度而有所差別，一方面是完全公開，另一方面是徹底隱瞞(李政

賢，2007)。本研究者將遵循 Taylor & Bogdan (1984)提出的建議，以「信實

但是模糊」(truthful but vague)的方式，向參與者陳述該項研究之目的，但不

特別或重複強調。希望透過公開告知但不特別強調的做法，能盡量獲得研究

之中立。 

 

(三) 參與的強度與長度 

所謂的強度(intensiveness)是指研究者參與的時間期限或每天待在研究

場地的時間而言，而長度(extensiveness)則是指研究者長期下來，待在研究

場所的總共時間長度。就本研究師資培訓實踐運作的排定日期為 2015 年 2

月初-4月底，前後共三個月，但實際進行培訓籌備工作時間始於 2014 年 10

月，此階段主要的研究參與為出席培訓工作小組會議之討論、培訓中心的規

畫布置、培訓講義編印等。研究者為兼任職務，工作參與時間可自行彈性調

整，但是在師資培訓正式登場後的三個月期間，研究者在每周六、日的培訓

日期，皆是全日制 8:30-17:00的全程參與。研究者除了擔任師資培訓的部分

課程授課，以及師資培訓組的工作任務協調外，也能於培訓教室裡全程參與

整個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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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獲得的研究資料 

研究者透過全程培訓的參與，獲得各培訓規畫要項的實施情形記錄，包

含志工師資來源的招募、報名與面試甄選紀錄、培訓課程的授課講義、培訓

課程問卷調查、培訓訪談紀錄、分組教案設計、個人教學實作考核紀錄(華

語教學、文化教學、多媒體教學)、國內教學參訪與課程觀摩心得報告、同

儕學習研習心得紀錄等第一手的資料，此外，還包括培訓工作計畫、定期會

議記錄、培訓會議紀錄等。 

 

三、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法」 (survey research)是以特定群體為對象，應用問卷

(questionnaire survey)、訪談(interviewing)、測量(measurement)或其他等工具，

經由系統化程序來蒐集有關該群體的資料和訊息，藉以了解該群體之普遍特

徵，在較短的時間內蒐集到大量的資料 (吳明清，2007)。調查研究法是一

種與研究對象實質的接觸與溝通，以蒐集相關原始資料的研究方法，因此回

收問卷資料的品質相當依賴受訪者的合作程度、能力及意願 (王文科，

2003) 。吳明清(2007)提出問卷和訪談的實施，均為溝通的方式，具有溝通

的目標性，是一種客觀而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其實施目的在於蒐集所需的實

徵資料。問卷是經由「文字溝通」的方式，由填答者先「讀」後「寫」，而

訪談則透過「語言溝通」，由受訪者先「聽」後「說」。 

「問卷調查法」是一種為了統計或調查用的問題表格，是蒐集資料的一

種技術，對個人行為的量表，特別是針對現況行為及態度取向方面。問卷調

查代表一個普遍而具體的操作過程，必須透過客觀、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在

應用上必須要了解實施的操作過程與程序，才能蒐集到可靠、有效的資料。

優點是讓填答者可以利用最方便的時間填答，問卷具有匿名性、題目標準化，

實施範圍與應用也較廣(黃光雄、簡茂發，2003)。 

「訪談調查法」是一種人與人間的相互溝通，藉由這種交互的作用，訪

問者可得到所需的資料，透過訪問的過程可以知道他人的觀念、信仰、意見

與看法。訪談法是依照一定的調查目的，根據所要調查的主題，藉由研究者

或訪談調查員進行訪問與調查課題相關的當事人，而獲得調查主題資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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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法。訪談因研究的目的、性質或物件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依

照訪談內容的控制程度，又可以分為「結構式」、「非結構式」與「半結構式

訪談」三種(Malcolm，2005:85-88；王盈智譯)。透過訪談既可以獲得語言提

供的訊息，又可以獲得大量非語言提供的訊息，因此可獲得的資料更豐富而

多元，實行上也較靈活而有彈性，應用範圍更廣，也有利於對問題進行更深

入的探索，深度訪談強調透過施測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可對問題重新加

以釐清，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行為感知，以擷取個人內在觀點的

經驗知識(吳明清，2007)。 

本研究以海華文教志工團培訓學員為對象，進行兩次不同「問卷調查」。

第一次是針對師資培訓主題課程和整體師資培訓課程的相關調查，所有培訓

學員皆須參與填寫；第二次是針對參與同儕教學技能學習的培訓成員。本研

究的問卷調查在海華文教志工團開訓之初，即由研究者公開告知說明。第一

次的主題課程問卷調查是依照個別的培訓主題課程為單位，針對培訓課程的

內容、師資、主題、實用性等項目，實施五分制問卷，勾選作答與計分標準。

由於整個師資主題培訓課程的時程較長，前後約有一個多月，因此研究者將

問卷調查的實施日期劃分為三段，共分為三次來進行，並在該分段的課程結

束後立即發下問卷，以能掌握更好的填答時效和記憶作答品質；此外，此問

卷採不計名作答，但以計名點收的問卷回收方式，以期達到全部問卷回收之

理想目標。第二次問卷調查是以同儕教學技能學習的課程為主，共有五次學

習會課程，於課程結束後立即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在「訪談」調查方面，共進行兩次「訪談」調查，但訪談的對象

和內容不同。第一次訪談安排在 2014 年 9-10月，訪談對象是先導研究中的

培訓教師；第二次訪談則安排在 2015 年 4月下旬，訪談對象是本海華文教

志工團的培訓教師。第一次訪談是從先導研究之外派僑校教師中，隨機擇選

5-6位外派師資，進行一對一的半結構式訪談，以探究其過去曾參與的國內

行前培訓和海外僑校教學之經驗，以及個人教學歷程轉化之探析。 

第二次訪談之對象與第一次的對象不同，是針對本研究實踐的海華文教

志工團的 36 位培訓師資當中，擇選 5-6 位培訓合格教師，進行一對一的半

結構式訪談，主要是針對其參加師資培訓的動機、內容參與的經驗，感想和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74 

建議，從而探析師資培訓中的相關問題與價值。研究者將依訪談目標和對象

的不同，分別架構兩次訪談的大綱題目，並徵得受訪者的參與承諾後，正式

進行「半結構性的直接深入訪談」(depth interview)。由研究者以事先預備設

計擬好的大綱問題作為起端，後段續以互動的話題引導開始進行。訪談時間

長度約為 35-45 分鐘，首先進行 3-5分鐘的問候與現職工作生活等詢問開場

暖身，隨後進行約 20-25分鐘的預備問題訪問，最後再進行 10-15分鐘的開

放性討論，全程錄音紀錄進行，且訪談時間宜控制目標的 35-45分鐘，最多

不超過一個小時內完成，以達到在雙方身心狀態最佳化的訪談品質。訪談全

程進行錄音來輔助資料蒐集確認，訪談結束後即進行整理、轉謄文字稿、歸

納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設計 

本節根據研究構成的四個概念。提出本研究的架構圖。並且針對教學目

標場域與培訓實踐場域、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步驟等提出說明。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旨在提出海外僑校師資培訓的策略建構，並透過實踐提出修正建

議。整體研究架構是由四個主要研究概念所構成：研究目的問題提出、策略

建構、培訓實踐、評估建議等部分。以下就各項分別說明： 

 

(一) 研究目的問題提出 

針對海外僑校需求所派任的志工教師，雖已具備臺灣國內華語相關科系

的專業背景，但由於目標教學場域的海外中文僑校具有華裔教學的特點，其

教學環境和教學策略與一般以非母語學習者為對象的海外華語教學不盡相

同，為了能選派符合中文僑校實際所需求的華語教師，並具有國際志工教育

訓練的理想外派師資，因此如何發展一進階並以中文僑校目標導向的專業華

語志工培訓，是本研究所探究的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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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策略建構 

結合文獻探討和需求分析，作為本研究的原則策略之建構。分別從全球

華語發展趨勢、海外僑校教學現況、華裔學生教學策略分析、師資培訓課題

相關研究和知能培訓策略探討等，作為系統化的文獻探討主題內容，並結合

先導研究架構、國際志工組織運作培訓，以及臺灣師資來源背景等進行深入

需求分析，以建構本研究的師資培訓原則策略，作為師資培訓實踐之準備。 

 

(三) 培訓實踐 

根據所建構的培訓原則策略，實際應用於研究之實踐，並從培訓運作中

進行對於實踐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包含透過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分組教案

與教學實作、主題課程大綱講義、主題課堂觀察記錄、參訪觀課報告等資料，

進行系統化的管理與分析。 

 

 (四) 評估建議 

透過研究實踐的歷程觀察與實踐資料的分析，研究者對於本論文的師資

培訓研究進行具體的評估討論與反省修正，並從而提出對於師資培訓的策略

實踐之建議，以為未來相關師資培訓課題研究之延伸參考。 

綜合了上述的四個主要研究概念：研究目的問題提出、策略建構、培訓

實踐、評估建議等部分，圖三-2為本研究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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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校華語志工之行前師資培訓研究 

 

 

 
圖 三-2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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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是以海外中文僑校作為華語志工海外教學的目標教學場域，探究

派任前的師資培訓之規畫策略與培訓之實踐。下列將分別對於「教學目標場

域」和「培訓研究實踐場域」進行說明： 

 

(一) 目標場域：海外中文班 

本研究是以派任至海外合作中文僑校進行教學服務為前提，所發展的行

前師資培訓之研究。因此，師資培訓內容的設計和規畫，是以海外中文僑校

為海外教學之目標場域，具有特定的目標場域。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分析

和統計資料顯示，海外中文僑校的體系有五類，依其教學性質語師資需求情

況，本研究是以海外「中文班」為主要目標僑校體系。海外「中文班」也通

稱為「中文學校」，目前全球各地共有 1,040 所，有 781 所集中於美洲地區，

高達 75%。海外「中文班」一般係指歐美紐澳等地之課後或周末華語班，

屬於非主流教育體制的中文教育課程，是海外華裔子弟學習華語的重要管道。

由於中文學習需求，目前越來越多的海外中文班於暑期也開設了暑期中文課

程，或配合當地政府語言推動政策所開設的星談中文夏令營，使得原本僑校

師資的專業教學和數量缺額的需求更為擴大。本研究即是基於上述中文班的

暑期師資現況需求下，而有行前師資培訓之必要，以培訓符合海外僑校所需

求的專業志工師資。  

 

(二) 培訓場域：海華文教志工團培訓總部 

 「海華文教志工團」為海華文教基金會於 2014年 10月份籌辦成立，於

2014 年 12 月正式成立第一屆「海華文教志工團」，並公開招募甄選前往海

外僑校的華語志工，預計錄取培訓人數為 35~40 名，於 2015 年 2月 6 日~4

月 25日期間展開行前的師資培訓課程。預計海外僑校師資派任為 2015 年 5

月下旬開始，但主要為 6~8 月份。研究者獲海華文教基金會邀請擔任培訓

教育組長一職，負責「海華文教志工團」的師資培訓規畫實施，在獲得海華

文教基金會的同意與支持下，因而有機會將此論文的研究實踐部分，實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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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此志工團的師資培訓之任務中。師資培訓地點設立於海華文教基金會位

於臺北市公園路的培訓總部教室，此為師資培訓主題課程和海外行前說明座

談培訓的主要授課地點，也是本研究實踐的主要場域。此外，師資培訓規畫

也包含了國內教學機構的參訪觀課安排，因此本研究實踐的場域也包含了培

訓學員所參訪觀課的學校。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第一屆「海華文教志工團」的培訓學員為本師資培訓實踐的

主要研究對象。此培訓招募的師資學員主要條件需具有華語文相關科系背景

的在學生或畢業生，且需有良好外語能力證明，配合於 2015 年暑期外派前

往合作僑校，進行華語教學的志工服務。正式招募甄選作業於 2014 年 12

月份展開，預計招募錄取 35-40名培訓師資學員，是本研究師資培訓的主要

培訓研究對象。海華文教基金會是僑委會的關係組織，為非營利的財團法人

組織性質，基於僑務推廣的公益服務理念，全額資助學員的出席率和結業海

外教學完成率，錄取培訓學員需預付培訓保證金，待完成全程培訓後將全額

退還。 

 

三、研究步驟 

本師資培訓研究是基於研究目的來發展建構，主要是依照本研究發展研

究之取向：目標、歸納、分析、策略、實踐、評估及延伸等進程，循序漸進

地累積發展，其實際執行之研究步驟有六：(一) 確定研究主題文獻範圍和

資料可及性。(二) 採用研究法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歸納與分析。(三) 進行

先導研究培訓架構、臺灣華語文師資對象、國際志工組織運作之需求分析。

(四) 發展師資培訓的原則策略和內容架構。(五) 研究實踐運作和觀察參與。

(六) 實踐成效評估並提出研究建議。下列為各研究步驟的說明：  

 

(一) 確定主題文獻範圍和資料可及性 

首先依據研究目的，尋求研究主題的背景和可取得資料來源，以確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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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切入的內容方向與核心。透過大量的文件資料蒐集歸納，逐漸界定與研究

範圍相關的文獻與資料文件之來源與可及性。透過主題範圍的相關文獻：全

球華語文發展趨勢、海外僑校教學現況與師資問題、華裔學生之教學策略、

師資培訓課題之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以及知能培訓策略之探討等，探求海

外僑校師資培訓規畫之原則策略。 

 

(二) 文獻資料蒐集與內容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調查研究法和參與研究法三種研究法，依各研

究法特色，運用在相關的文獻探討和先導研究之文件資料，進行廣面深度的

資料蒐集和歸納分析。透過「內容分析法」的應用，尋求與本研究主題相關

的統計資料、大眾傳播媒體和網站、專屬相關主題書籍，以及原始文件和報

告等。而運用「參與研究法」在師資培訓的實踐運用，對於與研究主題相關

的人、事、地、時、物之觀察，以獲得最真實而深入的現場研究資料。另外

也採用「調查研究法」的問卷和訪談方式，以了解師資培訓實踐時的課程實

施成效，並以半結構深入訪談方式，來獲得深入的訪談資料。 

 

(三) 先導研究、華語師資和國際志工組織之需求分析 

透過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獲得寶貴的先導實踐經驗，從而獲得實際師

資培訓的架構參考，以及培訓經驗之分析。也透過對於國際相關志工組織的

實際運作和培訓模式，了解研究實踐的相關原則和策略。最後，對於師資培

訓的專業師資來源進行需求背景之分析，以獲得師資來源方面的研究資料，

從而掌握其培訓策略。 

 

(四) 發展師資培訓的原則策略和內容架構 

根據上述研究資料的歸納分析，從而發展本研究的師資培訓策略，以作

為研究實踐執行的原則架構和培訓內容。包含師資培訓的招募面試、培訓課

程規畫設計、培訓課程內容設置、志工基礎教育內容編入、主題培訓課程實

施、國內教學參訪與觀摩、分組教案編寫與個人教學實作考核、行前說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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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培訓，以及志工海外服務心得發表等階段培訓。 

 

(五) 研究實踐運作和觀察參與 

研究者實際參與本研究的師資培訓規畫，並引導培訓實踐的運作，透過

師資培訓的現場參與和觀察記錄，並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等研究項目的

資料蒐集，了解研究實踐的過程與品質。 

 

 (六) 實踐成效評估與建議 

對於研究實踐的師資培訓各要項和整體進行評估分析，探討實際的策略

與實踐成效，並總結師資培訓研究，提出修正與建議，以做為未來延伸研究

之參考。 

綜合上述之主題範圍確定、文獻探討和先導研究分析等資料分析，以及

師資招募、培訓課程與運作架構等策略擬定，再透過招募甄選、培訓運作、

參訪觀課和實作考核之培訓實踐過程，最後透過觀察分析，提出研究結論與

建議。圖三-3為本研究步驟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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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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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程序與進度 

本研究實施程序主要分為擬定研究計畫、進行文獻探討回顧、選定研究

方法、資料文件彙整分析、先導研究之需求分析、臺灣華語師資之需求分析、

國際志工組織之分析、策略原則應用、研究實踐實施、觀察參與和成效分析、

結論與建議等實施程序之步驟。 

本研究從 2013 年 11 月決定題目開始，到 2015年 5 月結論的提出，包

含靜態的文獻分析，也包含動態的師資培訓實踐，結合理論、經驗和實務，

透過理論的架構、先導研究的經驗，以及師資培訓的實踐，共計一年半時間。

主要實施程序與進度說明如下： 

1.  決定研究題目方向：決定研究題目後即著手研擬計畫，確定研究目標、

 方向、對象、場域、策略和時間規畫。時間為 2013 年 11~12 月。 

2.  文獻回顧探討：針對本研究所關注的海外僑校外派前之師資培訓，首先

 須確定主題相關的文獻範圍，對全球華語發展趨勢、海外僑校教學現況、

 華裔學生教學策略、師資培訓課題研究和教師知能策略探討等進行文獻

 回顧，以掌握師資培訓的規畫原則，從而掌握發展策略。時間為 2014

 年 1月~3 月。 

3.  研究規畫設計：根據研究目標和現有文件資料等資源，開始著手規畫安

 排研究的進程與實施重點，針對對象、場域、條件可行性進行了解與規

 畫。根據研究目的，採用了發展研究法的取向，並且依照資料來源的特

 點，選定使用內容分析法、參與研究法和調查研究法進行文件資料的蒐

 集歸納和分析。時間為 2014 年 4~6 月。 

4.  資料文件分析：針對本研究所用的統計紀錄、大眾傳播體和網站、專

 屬相關主題、原始文件或報告等，根據資料的分類管理編檔，開始著手

 分析，並歸納出所需的資料。並且對於先導研究、華語文專業師資來源

 和國際志工組織進行需求分析，藉由深入的分析探討，尋求可應用的原

 則策略。時間為 2014年 7~10 月。 

5.  策略發展與實踐：藉由文獻探討和需求分析，歸納形成本師資培訓研究

 的規畫原則，從而建構出本研究策略發展。時間為 2014 年 1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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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訓實踐的分析過程：本研究實踐場域是海華文教志工團的師資培訓，

 全程包含師資招募、面試甄選、師資培訓 課程、參訪觀課培訓、行前

 座談與準備等都是師資培訓的任務項目，也是本研究探討分析的核心。

 間為 2015年 1~4 月。 

7.  結論與建議：依照實踐進程的觀察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時間為 2015年 5月。 

 

第三節 資料蒐集管理 

為檢視本研究所提出的師資培訓規畫策略，在培訓實踐的運作過程中是

否具有實質意義，因此將進行相關資料文件的蒐集，依資料來源方式，主要

包含了先導研究和研究實踐等來源資料。本研究主要依照資料的類型來編檔

管理，可分下列三類資料：一、問卷資料。二、訪談紀錄。三、海外教學報

告文本與光碟。四、教學設計實作。五、課堂觀察紀錄。六、參訪心得與觀

課反思紀錄。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問卷調查 

本研究培訓實踐部分將實施兩次問卷調查：(一)主題培訓課程。(二)同

儕教學技巧研習會。問卷調查規畫和管理說明如下： 

 

(一) 主題培訓課程 

主題培訓課程的問卷設計是採單一主題課程的調查方式，每一單課包含

了八個問卷題目，是針對該主題課程的培訓主題、授課內容、能力強化、有

助培訓認知、授課師資、課程推薦與否、時數安排等課程評估為主，並包含

對於該主題課程的建議與想法或說明。問卷回答主要是依五分制量表來勾選

作答，以利日後的量表統計，但第八題的意見為開放式答案填寫。另外，每

一份問卷後段另有對於整個培訓實施的上課時間安排、培訓環境、講義編排、

團隊專業性等五個整體培訓的問題調查，以及整體心得建議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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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整個師資培訓課程的總時程較長，從 2015年 2 月 6日到 2015 年 3

月 15日，共有七個整天的培訓時間，涵蓋了 16個不同的主題課程，因此本

研究的「主題課程問卷調查」實施方式將分為三次的分段實施調查。第一段

課程的問卷調查為 2/6-2/8，共三天課程；第二段課程的問卷調查為 3/7-3/8，

共兩天課程；以及第三段課程為 3/14-3/15，共兩天課程。每段問卷實施的

日期是在該段課程結束後，立即發下問卷實施，研究者進行簡單說明後，引

導培訓老師當場填寫，實際問卷填時間控制在 10~15 分鐘，以能掌握更好

的記憶作答品質和填答時效。 

課程問卷作答採不計名方式，但以「計名點收」的問卷清點回收方式，

以期達到全部問卷回收之理想目標。此問卷是採五分制層級計分，非常同意

為五分，同意為四分，普通為三分，不同意為二分，非常不同意為一分。表

三-1為主題培訓課程之分段問卷調查實施規畫。 

 

表 三-1 培訓課程的問卷調查管理 

主題培訓課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合計 

培訓授課日期 2015.02.06~ 

2015.02.08 

2015.03.07~ 

2015.03.08 

2015.03.14~ 

2015.03.15 

2015.02.06~ 

2015.03.15 

培訓課程天數 三天 二天 二天 共七天 

主題培訓課程 七個 四個 五個 共十四個 

問卷實施日期 2015.02.08 2015.03.08 2015.03.15 分三次 

 

(二)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是藉由培訓學員個人在專業教學、文化專長或

興趣項目的同儕交流學習會，類似同儕讀書會的運作性質，由研究者協助規

畫，並邀請具有該專長的培訓學員擔任該學習會的引導人，共安排五場：課

室團康活動應用、實用課室英語練習、書法教學一點靈、文字好好玩--漢字

教學、以及中西音樂教學通，於 2015 年 4月 12日到 4 月 25 日進行，每場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時間安排為 1.5 小時，分別邀請不同的培訓學員來擔任

學習會引導人，研究者也從旁協助參與並進行觀察，並於課程結束後實施問

卷調查。此問卷亦採與主題課程問卷之相同形式，共有八題，前七題為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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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量表的勾選作答方式，第八題是對於此課程的收穫與感想，研究者特別加

大第八題的作答空間，也特別鼓勵參與學員多加表達填寫，問卷填答時間為

15分鐘。表三-2 為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問卷調查規畫。 

 

表 三-2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之問卷調查管理 
 課程名稱 引導人 參與人數 課程/問卷實施 

1. 課室團康活動應用 Wanyou 15 2015.04.12下午 

2. 實用課室英語練習 Annie 13 2015.04.19下午 

3. 書法教學一點靈 Jane 13 2015.04.25上午 

4. 文字好好玩--漢字教學 Athena 14 2015.04.25上午 

5. 中西音樂教學通 Ingjie 14 2015.04.25上午 

 

除了上列關於研究實踐的問卷調查外，也對於先導研究之 2012 年海外

僑校教師問卷和學生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需求分析之參考。此兩份問

卷也將進行管理編檔，將於第四章需求分析中進行詳細說明。 

 

二、訪談紀錄 

 本研究共進行三種不同對象與目標的深入訪談：第一種訪談是針對先導

研究的參與學員，訪談內容為培訓學員個人的師培參與經驗，以及赴海外僑

校教學的歷程轉化。第二種訪談對象是針對一位國合會培訓華語志工，參與

國合會華語志工培訓的內容與經驗進行深度訪談。第三種訪談的對象是海華

文教志工團的培訓學員，訪談主題內容是本研究實踐的師資培訓課題，包含

參加此師資培訓的動機、課程內容的規畫實施與建議、參與培訓的感想心得

等，從而探析師資培訓的問題與價值。 

除了第二種訪談是一位受訪老師外，第一種和第三種的訪談是隨機擇選

各 5位受訪者，都是由研究者親自進行一對一的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先架

構訪談的大綱題目，並徵得受訪者的參與承諾後，正式進行一對一的深入訪

談，全程訪談時間約為 35-45 分鐘，最多不超過一個小時內完成。訪談全程

以錄音來輔助資料蒐集確認，訪談結束後即進行錄音檔案整理、轉謄文字稿、

歸納與分析。表三-3 為三種訪談記錄的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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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 訪談記錄管理 

受訪者 先導研究 

(A) 

國合會 

(B) 

海華志工 

(C) 

訪談 

日期 

錄音 

總長 

資料管理

編號 

A1 ˇ   2014.09.06 52分鐘 FT-A01* 

A2 ˇ   2014.09.06 42分鐘 FT-A02 

A3 ˇ   2014.09.12 48分鐘 FT-A03 

A4 ˇ   2014.09.12 45分鐘 FT-A04 

A5 ˇ   2014.09.21 39分鐘 FT-A05 

B1  ˇ  2015.02.20 25分鐘 FT-B01 

C1   ˇ 2015.04.26 42分鐘 FT-C01 

C2   ˇ 2015.04.26 40分鐘 FT-C02 

C3   ˇ 2015.04.029 42分鐘 FT-C03 

C4   ˇ 2014.04.29 38分鐘 FT-C04 

C5   ˇ 2014.04.30 40分鐘 FT-C05 

*代號說明：FT-A01   FT：訪談；A：先導研究；01：編號。 

 

三、海外教學報告文本與光碟 

 此為 2010-2012 年度的三年先導研究之海外教學研究報告書，包含了文

本資料和光碟的文件資料，內容為該年度培訓學員所繳交的海外派任教學資

料，包含了海外僑校教學現況調查說明、教學任務與班級學生說明、教案大

綱與教案編寫、教學工作日誌、課堂觀課紀錄、僑校教師訪談紀錄、僑校學

生觀察或訪談記錄、教學反思紀錄、海外教學心得感想等文件資料，此外，

也包含教學照片和教學錄影檔案的多媒體紀錄。除了報告文本外，另有個別

繳交的光碟，內含文本資料檔案和多媒體照片影片，所有光碟以年度光碟本

統一管理編號。表三-4為海外教學研究報告文本與光碟管理。 

 

表 三-4 海外教學研究報告文本與光碟管理 

年份 份數 報告文本管理編號 報告光碟管理編號 

2010 29 RP2010-01*~PR2010-29 CD2010-01**~ CD2010-29 

2011 25 RP2011-01~ RP2011-25 CD2011-01~ CD2011-25 

2012 27 RP2012-01~ RP2012-27 CD2012-01~ CD2012-27 

*代號說明：RP2010-01  PR：報告文本；2010：年度；01：編號。 

*代號說明：CD2010-01  CD：報告光碟；2010：年度；01：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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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設計實作 

 本研究教學實踐的志工團培訓主題課程：教學設計，是以四人一組的分

組方式來進行「語言教學」和「文化教案」的教案編寫，並依照各組所撰寫

的教案，進行個人的教學實作考核。研究實踐共有 36 位培訓學員，以四人

為一組，共可分為九組。研究者彙整各組的教案，並參與觀察培訓學員的個

人教學實作情形，可供培訓學員專業教學能力表現之觀察與考核。表三-5

為分組教學設計與教學實作之資料管理。 

 

表 三-5 教學設計實作的資料管理 

組 語言教案 

選材與課別 

管理編號 文化教案 

 

管理編號 個人實作 管理編號 

1. 《A教材》 

第二冊第六課 

〈過馬路〉 

LTG-01* 端午 CTG-01** 第 1~4位 DI-1***

DI-2 

DI-3 

DI-4 

2. 《B教材》 

第三冊第十課

〈安安的一天〉 

LTG-02 天燈 CTG-02 第 5~8位 DI-5 

DI-6 

DI-7 

DI-8 

3. 《A教材》 

第二冊第三課 

〈打電話〉 

LTG-03 布袋戲偶 CTG-03 第 9~12位 DI-9 

DI-10 

DI-11 

DI-12 

4. 《A教材》 

第六冊第六課 

〈多一歲而已〉 

LTG-04 十二生肖 CTG-04 第 13~16

位 

DI-13 

DI-14 

DI-15 

DI-16 

5. 《B教材》 

第三冊第十課 

〈春天來了〉 

LTG-05 中秋 CTG-05 第 17~20

位 

DI-17 

DI-18 

DI-19 

DI-20 

6. 《C 教材》 

第一冊第九課 

LTG-06 尪仔標 CTG-06 第 21~24

位 

DI-21 

DI-22 

DI-23 

DI-24 

7. 《A教材》 

第四冊第一課 

〈風來了〉 

LTG-07 虎姑婆 CTG-07 第 25~28

位 

DI-25 

DI-26 

DI-27 

DI-28 

8. 《A教材》 

第四冊第八課 

LTG-08 籤詩 CTG-08 第 29~32

位 

DI-29 

DI-30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88 

〈比力氣〉 DI-31 

DI-32 

9. 《A教材》 

第三冊第四課 

〈西遊記〉 

兒童版 

LTG-09 舞龍舞獅 CTG-09 第 33~36

位 

DI-33 

DI-34 

DI-35 

DI-36 

*代號說明：LTG-01  L：語言課；T：教案；G：分組；01：編號。 

**代號說明：CTG-01  C：文化課；T：教案；G：分組；01：編號。 

***代號說明：DI-01  D：示範；I：個人；01：編號。 

 

五、課堂觀察記錄 

課堂觀察紀錄是研究者對於每一個培訓主題課程，所進行的課堂觀課紀

錄填寫，藉由隨班的參與觀察，不僅能夠掌握培訓課程的實際授課情形內容，

也能藉由課堂師生的互動情形，對於該課程的師資安排和授課內容進行更深

入的觀察評估，是相當重要的文件記錄資料。本研究第一階段的專業進階培

訓課程，共包含了 16 個主題課程，共完成了 16 份課堂觀察紀錄，表三-6

是課堂觀察紀錄之管理。 

 

表 三-6 課堂觀察紀錄的管理 

 記錄日期 主題課程 時數  記錄日期 主題課程 時數 

1. 2015.02.06 海華志工培訓 

與海外華語教學 

2 9. 2015.03.07 文化技藝 

教學設計 

3 

2. 2015.02.06 志工服務精神 

與發展 

1.5 10. 2015.03.08 多媒體教學 

之應用技巧 

3 

3. 2015.02.06 海外僑校發展 

與教學現況 

1.5 11. 2015.03.08 多媒體教學 

之活動設計 

3 

4. 2015.02.07 華語聽說教學 

活動設計 

3 12. 2015.03.14 團康律動 

設計與應用 

3 

5. 2015.02.07 海外中小學班級

經營與課室管理 

3 13. 2015.03.14 華語教學 

設計實作 

3 

6. 2015.02.08 英語課堂教學 

語言技巧訓練 

3 14. 2015.03.15 文化技藝 

教學設計 

3 

7. 2015.02.08 華語創意教學 

活動設計 

3 15. 2015.03.15 多元海外志工

服務實務座談 

1.5 

8. 2015.03.07 文化技藝 

教學設計 

3 16. 03.15 華語海外志工

服務實務座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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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心得與觀課反思紀錄 

 在第一階段培訓的專業進階培訓課程結束後，第二階段的教學參訪觀摩

訓練緊接實施，共安排 3次教學參訪與觀摩，分別是新竹實驗中學、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班的泰國團、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的菲律賓團，由培訓學員自行

登記 1~3 次的參與。所有參訪學員皆須於參訪觀課結束後一周，準時繳交

參訪心得與觀課反思報告紀錄。 

 參訪心得與觀課反思記錄是針對上列 3次的參訪培訓活動，對於所參與

的教學，進行相關的參訪機構和課室的背景說明，包含學校單位的特色和課

程大綱說明。此外，也要求參訪學員對於參與的課堂觀摩，進行詳細的個人

觀察記錄，進而提出反思報告。3 次參訪培訓的參加人數分別為 20、16、13

位，共計 49 位，全部有效回收並建檔管理。表三-7為參訪觀課報告的蒐集

管理說明。 

 

表 三-7 參訪心得與觀課紀錄管理 

 學校 日期 人數 地點 單位 

1. 新竹實驗中學 2015.03.27 20 新竹 新竹實驗中

學 

2.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

泰國團 

2015.03.31 16 臺北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救國團承辦 

3.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

菲律賓團 

2015.04.29 13 臺北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救國團承辦 

共 49份 

管理編號：VR2015-01~VR2015-49 

 

 

第四節 研究者背景、角色及同儕人員 

本節從研究者的背景說起，並說明在此研究實踐中的角色，且介紹志工

團研究團隊的重要關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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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於美國獲得英語教學碩士後，曾於美國太平洋高中(Pacific High 

School，San Bernardino, CA)ESL課程、臺灣國、高中及大學擔任多年專職英

語講師，2007年考取了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博士班。 

2008年暑期研究者由臺師大華研所甄選派任到美東華盛頓DC特區

Parkland Middle School，擔任美國星談(StarTalk)中文語言計畫的華語志工教

師。這是由美國的美東中文協會與馬里蘭州的哥倫比亞中文學校共同統籌規

畫的星談中文夏令營課程。在這近兩個月的暑期課程參與16，對於海外中文

發展、中文僑校教學和美國星談中文課程，有了實際的親身觀察與經歷。 

2009-2012年期間，研究者因前述海外華語志工經驗，獲邀參與了兩個

海外僑校師資培訓研究案，與研究團隊共同推動相關的培訓規畫與執行。在

實際參與師資培訓的探索到實踐的過程中，隨著海外合作僑校的範圍擴展，

逐漸累積了師資培訓的工作經驗和興趣。2012年國科會計畫案結束後，基於

和曾合作僑校所建立的良好互動關係，2013-2014年研究團隊仍持續提供海

外僑校師資的教學合作派遣。 

2010-2012年研究者經由臺灣教育部甄選派赴加拿大溫哥華的卑詩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亞洲研究系，擔任兩年專職華語講

師。在此國際教學合作的派任，除了能親身參與海外大學華語教學實務，也

能就近參與當地的中文僑校的教學培訓活動，協助我國教育部海外的華語推

廣工作，並且也持續進行僑校華語志工教師計劃案的海外合作推廣與派任。 

2012 年研究者返回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系授課，在實際參與國內華

語實習培訓課程時，有感於臺灣國內華語師資輸出與國外師資需求兩者之間，

缺乏了一統整的協調單位組織，導致了國內外的師資需求與管道不夠暢通與

透明，面向海外的華語文教育推廣仍有待努力的空間。 

基於上述的僑校華語志工經歷、師資培訓的實務經驗與海外僑校的互動

觀察，以及臺灣華語師資人才的推廣，研究者發現海外僑校與臺灣國內華語

                                           

16 研究者主要擔任位於華盛頓 DC 的星談中文課程助教，也曾至馬里蘭州哥城中文學校

(Columbia Chinese School)協助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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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才的雙方，仍持續存在著實際的專業師資需求，若隨著之前師資培訓

計畫案結束而中止，誠屬可惜。對於華語志工師資的供需雙方而言，其中間

引介橋梁所提供的師資水準，是否能夠真正符合僑校需求，這直接關係著外

派師資的專業教學品質，也突顯了行前師資培訓之重要性和專業性。 

 

二、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的師資培訓由於是針對海外僑校所進行的行前培訓，對於參與培

訓的師資對象具有背景的特殊性要求，需為臺灣國內華語文相關背景學生，

此外，也由於選派海外僑校的實質需求，因此在研究實踐是屬於較大型的培

訓組織運作，須要工作團隊共同協力、分工合作來推動。因緣際會，適逢海

華文教基金會推展海外僑校的華語師資服務理念，籌備成立了第一屆海華文

教志工團，研究者獲邀加入團隊，擔任教育培訓組長，負責志工團的師資培

訓規畫推展，而有機會實際結合師資培訓研究理論、先導研究的經驗、以及

培訓研究的實踐。研究者主要負責師資培訓的規畫安排、招募簡章計畫撰寫、

師資招募與面試甄選、師培課程規畫設計、師資安排與邀請、培訓課程內容

設置、師培課程問卷設計、組織同儕學習會等。因此研究者在此研究實踐的

角色是「研究者」、「規畫者」和「觀察參與者」。 

 

三、同儕檢核 (peer debriefing) 

 第一屆「海華文教志工團」是海華文教基金會新開展的組織單位，除了

基金會原有的董監事、顧問、專業人員等編制外，另外成立「海華文教志工

團」的培訓團隊組織。在此海華志工師資培訓團隊中，共有四位主要成員共

同推動志工團的實務運作：一是執行長，負責統籌各組負責業務的推動；二

是副執行長，負責行政業務的支援；三是 S 老師，負責海外合作的推廣；

四是研究者，負責師資教育培訓。 

在此師資培訓的質化研究中，包含了同儕檢核(peer debriefing)。此研究

實踐中，除了研究者，另有一位同儕教師--S 老師，與研究者共同推動此師

資培訓的規畫與運作。S 老師亦是研究者於先導研究計畫案的多年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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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也和研究者共同獲邀加入海華文教志工團的培訓團隊。下列是 S 老師

的背景介紹和角色說明： 

S老師現任某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的資深講師，以及該系所的師資養成班

之課程主任。曾任美國紐約大學奧伯尼分校(SUNY Albany)東亞系教師、美

國紐約奧伯尼中文學校教師，以及美國明德大學中文暑期教師，具有海內外

豐富的華語文教學經驗和專業華語師資培訓的經歷。此外，也多年擔任僑委

會的海外華語巡迴講師，授課訪學的足跡遍及全美各地、加拿大、澳洲、紐

西蘭、多明尼加及泰國等地，與當地國的中文僑校建立了相當好的人脈關係，

也相當熟稔海外僑校的教學情況。因此，S老師這次在海華文教志工團培訓

團隊中，擔任海外合作組組長，負責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推廣，以及培訓志

工的外派甄選。 

由於 S 老師豐富的國內外師資培訓的經驗，也是研究者過去在國科會

師培研究案的主要工作同儕夥伴，對於僑校師資培訓的實際運作相當有經驗，

因此研究者在此次的師資培訓實踐上，獲得了 S 老師許多培訓實務的寶貴

建議與實質協助，共同完成培訓項目的培訓課程規畫、師資安排邀請、培訓

志工的面試甄選、培訓課程的現場觀課、培訓師資實作考核等。此外，S老

師也對於本研究各章節內容的撰寫分析，提出了許多客觀的檢視核查與意見

回饋，有效提高本研究的檢核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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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分析 

本章首節以研究者曾參與的兩個國科會僑校師培研究計畫：2009-2011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簡稱美國師培案)，和 2012

年「全球僑校華語教學志工之專業師培與海外合作推展計畫」(簡稱全球師

培案)作為本論文的先導研究分析主體。第二、三節分別藉由 2012 年「全球

僑教師培案」，對於海外僑校學生和教師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進行分題

問卷統計分析說明，以掌握海外僑校師生的實際需求。最後，第四節則針對

臺灣華語文師資來源，進行背景需求的分析檢視，從而掌握臺灣專業華語志

工來源的需求。 

 

第一節 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 

本節對於先導研究的「美國僑教師培案」和「全球僑教師培案」兩個師

資培訓計畫案，依照內容發展的五個面向，來進行需求分析：一、培訓目標

與特點。二、師資培訓的規畫策略。三、與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推展。四、

整體培訓運作架構。五、小結。分述於下： 

 

一、培訓目標與特點 

兩年期「美國僑教師培案」，和一年期「全球僑教師培案」為臺灣首例

以海外僑校華語師資培訓之應用型研究計畫17，並領導研究團隊來協助推展。

此兩個研究計畫最大的特色是所有外派僑校的教師在出國前，皆需參與行前

的進階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並通過培訓課程與教學實作考核後，才能成為合

格外派僑校的志工師資候選者。 

此兩案最大不同是海外合作僑校的範圍，「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是初始

開創階段，主要是針對美國各洲的中文僑校為合作範圍，而「全球僑校師培

                                           
17「美國師培案」和「全球師培案」兩案皆是由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系信世昌教授所主

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案。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94 

案」是「美國僑教師培計畫」的延續擴展，除了原合作的美國地區僑校之外，

教學合作範圍更擴大到加拿大、德國、南非、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家。 

第ㄧ年的「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是臺灣首度運作實施的海外僑校華語志

工培訓研究，在無前例可循的情況下，計畫研究團隊基於相關研究調查、團

隊成員的培訓專長經驗，以及和海外僑校的關係基礎下，開展了一連串的創

新規畫和推行，透過不斷地嘗試與調整，一步步地朝規畫目標努力邁進。與

海外僑校的首度教學合作推動過程中，雖然萬事起頭難，但在研究團隊和僑

委會的合力推行下，逐漸建立與海外僑校合作的各項要點與相關細目之制定。

透過第一年僑校師資培訓與教學合作的規畫和實務經驗，在將理想成真的實

踐運作過程中，雖然偶有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情況，但在計畫執行和危機處理

的經歷過程，以及透過反思評估檢討後之調整，累積了寶貴的第一年度師培

規畫運作之基礎。僑校師資培訓是屬於動態研究計畫，是將理論研究付諸實

際行動的實現過程，在以美國作為研究先導目標區域後，能將海內外的僑校

華語教學合作範圍，更加拓展到全世界各地的僑校。因此續行了第三年度計

畫，將合作僑校範圍擴大到全球各大洲。 

整體研究計畫運作，首先招募甄選合適的臺灣華語文相關背景之志工，

規畫實施以僑校教學目標的進階專業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培訓合格的校外派

師資；同時也與臺灣僑委員會合作，共同推動與海外中文僑校的華語教學合

作關係，實際派任所培訓合格的華語志工教師，於暑期赴任前往合作僑校，

提供專業華語教學的志工服務，快速有效地提供海外僑校暑期華語專業師資

的挹注補充。 

 

二、師資培訓的規畫策略 

 師資培訓規畫的內容運作，可分為下列五個要項：(一)專業背景師資的

招募甄選。(二)師資培訓課程規畫。(三)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四) 

合格師資考核與選派。(五)海外行前座談說明會等，各要項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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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師資的招募甄選 

在招募師資的來源對象方面，以臺灣國內華語文相關系所的在學生或畢

業生為主。首年度的招募遴選資格為：1. 具英語中級能力以上之正式證明，

英語口語溝通能力佳者為優先。2. 個性獨立自主有責任感，具有在國外生

活與教學的自理能力。3. 具有科技教學之專業技能。4. 個性大方、活潑者。

自第二年的「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案」起，資格條件新增列了「文化教學技能」

的專長項目，作為錄取加分之條件，鼓勵具有多元文化教學才能者報名參加。

到了第三年「全球僑教師培計畫案」，又新增了外語能力的加分項目。 

2010 年 2 月 1 日正式展開了首年度的「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案」之招募

簡章公告，對臺灣國內各華語文相關系所統一寄發招募報名簡章，歡迎符合

資格者於 2010 年 2 月 28日前，以電子郵件報名參加，並隨附報名者的個人

學經歷相關證明和海外教學意願書，預計招募人數為 45~50 人。從招募公

告開始到報名截止期間共約四周，共有 143 位報名者。研究團隊於報名期間

同步分批開始進行報名者的書面資料審查初試機制，凡通過初試審查者需再

參加複試的面試甄選，最後擇優錄取了 47 位。正式參加培訓的學員，分別

來自臺灣國內 12所大學院校的 14 所華語文相關科系：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系研究生(6 名)、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僑教組研究生(6 名)、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7名)、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1位)、

臺北市立教大華語文教學碩士學程(1 位)、輔大對外華語教學學程(1位)、文

化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3位)、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2 位)、銘傳大學華

語文教學系(6 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6 名)、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3名)、

彰化師範大學(1 名)、文藻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2名)，以及高雄師範大學華

語教學研究所(2 名)
18。 

基於首年度的招募甄選經驗基礎，第二年度的「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案」

提前約兩個月，因此培訓課程能更提前於寒假期間開始實施。第二年度的招

募管道除了原先的線上個別報名方式之外，新增加了「系所優秀學生推薦」

的推甄管道，是由第一年曾合作的系所統一推薦該系 1~2 名優秀學生參加。

                                           
18資料來源：2010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結案報告，國科會，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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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度透過線上個別報名和系所推甄的報名人數為 141 人，最後擇優錄取

了 46 位，共計有 16 所臺灣大學院校、18 個相關科系的學生參與：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研究生(6 名)、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海外華人社

會與文化組研究生(原僑校組，現已合併，4 名)、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學程(7名)、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1位)、臺北市立教大華語文

教學碩士學程(2 位)、文化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2位)、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

學程(1 位)、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4 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5 名)、聯

合大學華語文學系(2 名)、新竹教育大學(1 名)、逢甲大學(1 名)、靜宜大學

華語文學程(1名)、文藻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2名)、，義守大學華語文學程

(1名) 以及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3 名)。19
 

第三年的「全球僑教師培案」仍延續原來的招募方式、報名管道和書面

審查等機制，但在面試甄選方面，除了原有的一對一直接面試，也增加了

skype 視訊的面試應用，用以方便遠道報名者進行面試。第三年的報名人數

共有 137 位，最後錄取了 40 位，分別來自 10 所臺灣大學院校的 11 個華語

文相關科系：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研究生(2 名)、臺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學程(7名)、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1位)、臺北市立教大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程(1 位)、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程(2位)、中原大學應用

華語系(5 名)、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6 名)、新竹教育大學(2 名)、暨南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所(4 位)、文藻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3 名)、臺東大學華語文研

究所(1名) 以及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6名)
20。 

 經過兩年「美國僑教師培案」和一年「全球僑教師培案」的實際運作和

逐年評估修正，研究團隊在師資招募作業的規畫和執行運作，已更為完善而

有效率。每年分別招募培訓了 47 位、46 位、40位，三年來共完成 133 位合

格僑校志工師資的招募培訓。 

 

                                           
19資料來源：2011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結案報告，國科會，

2012.09。 

20資料來源：2012 年「全球僑校華語教學志工之專業師培與海外合作推展計畫」 結案報

告，國科會，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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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課程的規畫內容 

進階專業師資培訓課程之規畫，是建立在參加培訓學員已有的專業華語

文背景，作為進階培訓課程之發展基礎。強調課堂教學的實作訓練，以強化

教學實務能力為培訓目標。培訓課程內容是根據華語文教學設計學理來進行

規畫，以海外中小學的學齡學生為主要教學對象，並參照華裔教學之特點策

略，重視華裔教學的實務訓練。整體的培訓內容規畫包含了專業華語主題課

程、國內教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摩、文化教學技能工作坊、海外行前講習座

談會等。師資培訓講師是由海內外華語文教學和海外僑教的專家學者，前來

擔任各主題課程的培訓講師。 

全程師資培訓課程費用全免，但參加培訓的學員需於錄取報到時，先行

繳交「培訓保證金」三千元，規定需全程參與所有的培訓課程，凡符合全勤

出席者，將於國內培訓課程結束後，全額退還「培訓保證金」。第二年仍沿

用原「培訓保證金」制度，但新增加了「出國派任意願書」的簽定繳交，以

能掌握培訓學員的海外派任意願與準備，提升培訓外派的實質效益。 

第一年「美國僑教師培案」的專業主題課程，於 2010年 3 月~4 月期間

實施，共有 6 天的培訓(3/14、3/21、3/28、4/11、4/18、4/25)，培訓授課時

間為每周日上午 9-12 點和下午 1-4 點，各培訓主題課程大多為 3 小時，涵

蓋了下列 14 個專業主題課程：華裔師資培訓計畫與推展(1 小時)、美國小學

制度之基本運作實務(2小時)、美國中文學校教育(1.5小時)、美國 StarTalk 華

語文教學計畫(1.5 小時)、教材教法-- 5C 聽說讀寫教學(3 小時)、課室經營管

理(3 小時)、華裔學生之讀寫教學課程設計(3 小時)、Moodle 多媒體教學與

Lingufolio(3 小時)、華裔學生之讀寫教學課程實作(3 小時)、Moodle 多媒體

教學實作(3 小時)、教學活動設計(3 小時)、英語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3

小時)、華裔教學實務座談會(3 小時)、文化教學：扯鈴與中國結教學(3小時)

等，共計 36 小時21。 

基於第一年的實際培訓課程運作基礎，第二年進行了部分培訓講師陣容

                                           
21資料來源：2010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結案報告，國科會，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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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在培訓課程內容規畫更朝向課堂的教學實務訓練為主。第二年的專

業主題課程共安排了七天 (2011.01.23~24，2011.02.13~15，2011.02.20，

2011.02.27)，相較第一年的培訓天數，第二年多增加了一天，培訓時數相較

於第一年的 36 小時，第二年也增加了 6 小時，共計 42 小時，共有 14 個培

訓主題課程：美國中文學校概況(3 小時)、5C 聽說讀寫教學教材教法:美國

小學制度之基本運作實務(3小時)、課室經營管理(3 小時)、華裔學生之讀寫

教學課程設計(3 小時)、文化教學(3 小時)、教學活動設計(3 小時)、多媒體

教學 (3 小時)、華裔學生教學課程實作(一)(3小時)、華裔學生教學課程實作

(二)(3小時)、英語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3小時)、多媒體教學實作(3小時)、

文化教學技巧與實務(3 小時)、教學活動設計--帶動唱(3 小時)、文化課程教

學與實作(3 小時)
22等。 

第三年的「全球僑校師培案」的培訓總時數，是延續第二年的「美國僑

教師培計畫」的 42 小時來規畫，但在個別的專業主題課程和授課講師陣容

上略為調整，除了強調教學實作的能力訓練，也強化僑校所需的文化教學項

目的技能應用教學之培訓，共涵蓋了 15 個主題培訓課程：華裔師資培訓計

畫與推展(1 小時)、海外中文學校概況(2 小時)、華裔學生之讀寫教學課程設

計(3小時)、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3 小時)、多媒體教學文化教學課程設計

(3 小時)、教學活動設計(3 小時)、多媒體教學實作(3 小時)、華裔學生教學

課程實作(一) (3 小時)、華裔學生教學課程實作(二) (3 小時)、文化技能實作

(一) (3小時)、文化技能實作(二) (3小時)、AP中文教材教法(3 小時)、海外

中小學實況經營管理(3 小時)、文化教學與實作(3小時)和海外僑校華裔教學

實務(3小時)等23。 

每年的培訓主題課程中，皆安排了「語言教學」、「文化教學」和「多媒

體教學應用」的實作考核，是以小組分組的型式來進行，包含了分組教案設

計和培訓教師的個別教學演示，由授課培訓講師進行教案和教學實作的點評

與建議，以作為外派師資的培訓考核依據。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培訓課程，增

                                           
22資料來源：2011 年「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計畫」結案報告，國科會，

2012.09。 

23資料來源：2012 年「全球僑校華語教學志工之專業師培與海外合作推展計畫」結案報告，

國科會，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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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僑校華裔教學實務的課程規畫安排，分別邀請了前一年計畫案所外派僑

校的優良志工師資，親自到課堂中為培訓學員進行教學實務的示範分享。 

此外，專業主題課程結束後，研究團隊對於參與培訓學員進行了「培訓

課程問卷調查」，是採個別主題課程的單課調查方式，此問卷採不計名方式

來填答和回收，作為日後培訓課程規畫和師資安排的重要參考。 

 

(三) 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 

專業主題培訓課程結束後，緊接著就是「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

實習」的培訓規畫，以強化培訓學員對於海外中小學的華語課堂教學的熟稔

度。「國內參訪觀課」部分的參訪學校包含了臺北美國學校、歐洲學校中學

部、新竹實驗中學中學部、歐洲學校小學部等。其中，除了美國學校因需配

合校方之教學政策，只能安排參訪但不進行觀課，其他的歐洲學校中學、新

竹實驗中學中學部和歐洲學校小學部，則同時進行了學校參訪、華語課堂觀

課和課後座談會討論。所有培訓學員一律需參加，並撰寫繳交個人的參訪與

見習報告，以作為合格成績考核之一。此外，「隨班教學實習」則是安排每

一位培訓學員到臺灣師範大學推廣中心的華裔青年語文班，每位培訓學員皆

需完成至少 20 小時的隨班課堂實習，並繳交實習報告心得，且需達到該實

習輔導主教師所給予 80分以上之成績考核標準。 

 

(四) 合格師資考核與選派 

合格師資的培訓考核項目包括：「專業主題課程出席與表現」、「教學實

作考核--華語、文化和多媒體應用」、「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等三

項。凡通過此考核標準者，才具有合格僑校華語志工教師的選派資格。「專

業主題課程出席與表現」是個人化計分，包含了培訓課程期間的出席表現、

上課參與表現與作業繳交評分項目；「教學實作考核--華語、文化和多媒體

應用」是小組化的評分，包含了語言教學、文化教學和多媒體應用的小組教

案設計成績和個人的教學演示實作之表現。「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

是個人化計分，包含參訪觀課的反思報告，以及隨班教學實習的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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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通過上列各項考核者，可獲得此研究計畫所正式頒發的培訓合格師資證書，

具有選派海外僑校專業志工師資之資格。 

海外僑校的師資選派，主要是根據該年度合作僑校的具體教學任務需求，

並且配合合格培訓學員的教學專長技能。首先，研究團隊根據海外合作僑校

的師資需求進行需求公告，由培訓學員們自行選填志願序登記後，再由研究

團隊統一進行該校的合適師資人選之甄選派任。此外，也有少部分的合作僑

校負責人或校長，親自前來進行師資甄選的面試或試教。 

 

(五)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在所有外派師資名單都大抵確認後，約於每年五月底或六月初期間進行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的培訓。主要內容是針對出國前的護照、機票、簽

證、和海外保險的各項相關說明，以及出國前的準備和提醒。除了海外當地

國的生活環境說明外，也安排了海外教學和研究任務等事項的說明。所有派

外志工學員在海外僑校除了教學，也要協助進行僑校的問卷調查，以及撰寫

海外教學心得報告。此外，說明座談會中，也邀請了海外僑教的資深校方人

士與僑校教師擔任座談來賓，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海外僑教的經驗分享

交流，強化派外學員的行前各項準備。 

在海外僑校研究方面，研究團隊提供派外教師們協助執行僑校學生問卷

和僑教教師問卷的調查，志工教師需於返臺兩周內繳交「海外僑校教學研究

報告書」，包括志工教師的外派僑校之校方教學資料調查、個人的教學日誌、

觀課紀錄、教案紀錄、反思記錄、教師與學生的觀察主體採訪紀錄和多媒體

紀錄，以提供研究團隊第一手的海外僑校課堂教學之研究材料。 

 

三、與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推展 

與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可從六個相關項目領域的實際推動情形觀察：

(一)教學合作需求調查。(二)合作僑校的師資派任。(三)海外教學服務與研究。

(四)海外教學服務的迴響與反思。(五)返國後的海外教學經驗發表會。(六)

後續兩年的海外教學派任等。各觀察面向之分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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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合作需求調查 

與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推展工作，和臺灣國內的師資培訓工作是同步開

展進行的，以爭取海外僑校教學合作與師資需求規畫的時效性。在拓展與海

外各地的僑校教學合作方面，首先是由研究團隊規畫了兩階段的需求調查方

式：第一階段是「教學合作意願調查」，第二階段是「志工師資需求調查」。

第一階段是透過臺灣僑委會的合作協助，由僑委會統一發函公告海外僑校，

並由僑委會的海外各地僑教中心或派駐點來推動說明，將海外有教學合作意

願的僑校資料彙收後回覆給臺灣的研究團隊。之後，再由研究團隊直接與有

合作意願的各僑校，進行第二階段的「志工師資需求調查」細則的合作，以

及日後合作雙方的溝通聯繫。透過與合作僑校簽訂「教學合作同意書」，明

列雙方教學合作的日期、師資需求人數與教學內容等細節說明。 

 與僑校教學合作的條件方面，是由臺灣研究團隊負責行前的師資招募培

訓，提供參加培訓學員免費的進階專業師資培訓，並派任合格志工師資前往

海外合作僑校擔任華語課程的主課教師或隨堂助教，是為無酬制的志工教學

服務性質。另一方面，海外合作僑校提供暑期僑校的華語教學機會，並負責

提供志工教師服務期間的當地住宿、當地機場接送和教學往返的交通安排等。

而派任的志工教師則需自付往返派任國的往返機票和生活費用等。 

派外教師赴合作僑校服務後，臺灣研究團隊主要是透過僑委會在世界各

地的海外僑教中心或派駐點，提供派外志工教師在當地的僑教教學資源和生

活急難照應。派外教師也應與當地僑委會的駐外單位人員保持互動聯繫，鼓

勵多參與當地的僑教活動，有助對海外僑教發展的深入了解。 

 

(二) 海外僑校需求師資的派任 

在拓展與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方面，研究團隊與僑委會共同合作推展海

外僑校的暑期教學師資需求調查，透過僑委會在美國各僑教中心和派駐點的

公文公告與合作意願表回覆，研究團隊正式與美國 13 所中文僑校簽訂了該

年度的暑期志工教學合作。第一年的「美國僑校師培案」參加培訓的志工師

資共有 47 位，最後正式外派了 24 位培訓合格教師前往美國合作的 13 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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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僑校服務。表四-1 為第一年「美國僑教師培案」的海外派任華語教師之

調查統計，可了解首年度海外僑校的師資需求與教師派任情況。 

 

表 四-1 第一年「美國僑教師培計畫案」的師資派任 

代號 僑校州別 地區 2010年 人數 國內就讀學校 

1 馬里蘭州 華府 6/28-7/20 

(23天) 

2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2 德州 休士頓 6/7-7/1 

(25天) 

5*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文化大學華語碩士學程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3 加州 洛杉磯 6/14-8/13 

(61天) 

2 彰化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程 

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4 加州 舊金山 6/28-7/30 

(33天) 

2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海華組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5 加州 洛杉磯 6/21-8/13 

(54天) 

1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6 加州 舊金山 6/21-8/13 

(54天) 

2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銘傳大學華語系 

7 紐約州 紐約 6/28-8/6 

(40天) 

1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8 康州 康乃狄克 7/26-8/20 

(25天) 

1 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學程 

9 德州 德州 7/10-8/2 

(23天) 

1*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10 伊利諾州 Romeoville 7/6-20 

(15天) 

3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11 加州 洛杉磯 6/28-8/20 

(54天) 

1 東吳大學華語文學程 

12 馬里蘭州 華府 7/5-8/6 

(32天) 

1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 

13 加州 洛杉磯 7/20-8/20 

(31天) 

2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13所合作學校 六州別 6/7~8/20 

(75天) 

共 24*位志工 

*說明：其中一位派任至德州休士頓(6/7-7/1)的志工教師，安排教學服務結束後，

因地利之便，繼續前往德州另一中文學校 (7/10-8/2)服務，因此外派需求人數為

25人次，有一位為重複派任，因此實際外派教師為 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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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美國僑校師培案」也是與僑委會共同合作推動，由僑委會在

全美各地的僑務中心或駐外單位僑務組之協助，對美國各地的中文僑校進行

統一公告及收件彙整。第二年的海外合作需求公告時程，相較第一年的時程，

提前了約兩個月，以能盡早將暑期海外僑校的師資需求人數進行統計。第二

年培訓教師共有 46 位，最後選派了 30位合格的志工師資，順利派任至美國

14所合作僑校進行暑期華語志工教學服務(表四-2)。 

 

表 四-2 第二年「美國僑教師培計畫」的師資派任 

代號 僑校州別 地區 2011 年 人

數 

國內就讀學校 

1 紐約州 紐約 7/5-8/12 2 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2 紐約州 紐約 7/9-8/27 2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海華組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3 德州州 休士頓 6/6-7/1 4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文化大學華語碩士學程 

4 加州 洛杉磯 6/20-8/12 2 世新大學華語文學程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5 加州 洛杉磯 6/27-8/19 4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海華組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6 加州 洛杉磯 6/13-8/12 1 文化大學華語碩士學程 

7 加州 金山灣

區 

6/27-8/19 5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暨南大學華語文學程 

新竹教育大學華語文學程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文化大學華語碩士學程 

8 伊利諾州 芝加哥 6/9-7/1 2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海華組 

9 馬里蘭州 華府 6/24-7/22 2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10 加州 橙縣 7/11-8/19 1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11 加州 西雅圖 6/27-7/29 1 靜宜大學華語文學程 

12 關島 關島 7/11-7/29 1 臺灣師範大學華研所海華組 

13 康乃狄克 康乃 7/25-8/26 2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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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 義守大學華語文學程 

14 加州 聖馬刁

郡 

7/20-8/27 1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14所僑校 七州別 6/6~8/27 30位 

 

根據表四-2資料顯示，第二年「美國僑教師培計畫」共有 14 所合作僑

校，分別派任了 30 位志工教師，於 2011 年 6 月 16 日~8 月 27 日進行暑期

華語教學服務。合作學校除了第一年的原合作六所僑校，第二年新增加了八

所合作僑校。這些僑校在暑期大多為僑校暑期華語課程或承辦美國星談中文

夏令營，由於是暑期課程，在華語教學形式以「寓教於樂」的課程規畫為取

向，在中文學習課程安排中，也加入了多元化的中華文化技藝和團康活動。 

第三年的「全球僑校師培案」合作僑校的地區範圍更加擴大，在與僑委

會的共同合作推動下，也順利地從原先的美國合作範圍，擴展到了加拿大、

德國、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地區。除了第二年的六所美國合作僑校，也擴

展包含了德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地，共計 14 所合作僑校(表

四-3)。 

 

表 四-3 第三年「全球僑校師培案」的師資派任 

代號 國家 地區 2012年 人數 國內學校 

1 美國 舊金山 6/25-8/24 2 高雄師範大學 

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2 美國 洛杉磯 7/9-8/17 1 中原大學應用語文學系 

3 美國 洛杉磯 6/11-8/3 4 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世新大學華語文學程 

4 美國 紐約 6/30-8/17 1 政治大學華語文碩士學程 

5 美國 舊金山 7/10-8/18 2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6 美國 德州 1.6/11~6/29 

2.7/9~7/27 

2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7 加拿大 溫哥華 7/12~7/31 1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8 德國 3/31-4/10 2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9 德國 7/17-8/10 1 高雄師範大學華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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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澳洲 伯斯 7/10-8/28 2 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11 澳洲 雪梨 7/20-8/31 2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2 紐西蘭 奧克蘭 8/1-8/30 2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3 南非 6/25-8/7 1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14 南非 7/21-8/18 1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程 

全球六大州，14所僑校 3/31-8/31 共 26位志工 

 

表四-3 明列了「全球僑校師培案」的 14 所合作僑校和 26 位志工教師

的派任情形。其中德國扶輪社所舉辦的華語加速學習營，是為德國高中生留

學臺灣前的準備營，華語師資的教學需求只有 11 天(3/31-4/10)，合作教學的

時間派任特別早。此外，大多數其他合作僑校皆於 6/11-8/31 期間，進行 4~6

週暑期教學服務。 

綜觀上述，「美國僑校師培案」和「全球僑校師培案」在連續三年國科

會經費挹注下，公開給臺灣華語文相關科系師資報名參加，所有招募錄取者

皆必須全程參加進階專業師資培訓，通過考核後而選派至海外合作僑校，進

行暑期的志工教學服務。因此，可藉由過去這三年來的僑校派任師資人數進

行觀察，而能具體掌握海外僑校對於華語師資的實際需求(表 四-4)。 

 

表 四-4 先導研究的僑校師資需求分析 

年度 國家地區 培訓人數 選派人數 教學期間 校數(所) 

2010 美國 47 24 6/7~8/20 13 

2011 美國 46 30 6/6~8/27 14 

2012 美國、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德國、南非 

40 26 6/11~8/31 14 

合計 133  80 6/6~8/31 41* 

平均 44 26 6~8月 13.67 

*此 41所次的合作僑校統計，包含歷年來重複合作的 13 所僑校之統計計次，因

此共有 28所不同的海外合作僑校。 

 

表四-4為 2010-2012「美國僑校師培案」和「全球僑校師培案」中，三

年來的培訓與派任師資情形。根據資料顯示，2010-2012 年的師資培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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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為 47 人、46 人、40 人，共有 133 位，平均每年為 44 人。而實際選派僑

校的華語志工人數，三年來各派任了 24 人、30人、26人，平均每年約派任

27人。此外，在海外合作僑校方面，每年約有 14 所海外僑校有師資合作需

求。從上列數據事實，可實際反映海外僑校暑期的合作師資需求，相當具有

參考意義。 

根據先導研究計畫中，三年來與海外僑校教學合作之期間統計(表四-5)，

2010年的暑期教學合作派任為 6/7-8/20 期間，2011 年為 6/6-8/27 期間，2012

年為 6/11-8/31 期間，透過與各別合作僑校的教學日期紀錄之統計結果，可

得出每年每所合作僑校的教學合作時間，平均約為36.96天，約5.28週左右。

此教學合作的平均時間，可作為日後海內外教學合作推動之重要參考。 

 

表 四-5 合作僑校暑期教學時間之統計分析 

 僑校地區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1 美國洛杉磯 7/20-8/20 31天 6/27-8/19 52天 6/11-8/3 53天 

2 美國舊金山 6/21-8/13 53天 6/27-8/19 53天 6/25-8/24 60天 

3 美國洛杉磯 6/28-8/20 53天 7/11-8/19 30天 7/9-8/17 39天 

4 美國休士頓 7/10-8/2 23天 6/6-7/1 48天 6/11~6/29 

7/9~7/27 
36天 

5 美國洛杉磯 6/21-8/13 53天 6/20-8/12 53天 - 

6 美國馬里蘭州 6/28-7/20 22天 6/24-7/22 26天 - 

7 美國康乃迪克 7/26-8/20 25天 7/25-8/26 32天 - 

8 美國休士頓 6/7-7/1 24天 - - 

9 美國洛杉磯 6/14-8/13 60天 - - 

10 美國舊金山 6/28-7/30 32天 - - 

11 美國紐約 6/28-8/6 39天 - - 

12 美國伊利諾州 7/6-20 14天 6/9-7/1 22天 - 

13 美國華盛頓 DC 7/5-8/6 32天 - - 

14 美國紐約 - 7/5-8/12 38天 - 

15 美國紐約 - 7/9-8/27 49天 6/30-8/17 49天 

16 美國洛杉磯 - 6/13-8/12 60天 - 

17 美國芝加哥 - 6/9-7/1 22天 - 

18 美國西雅圖 - 6/27-7/29 32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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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國關島 - 7/11-7/29 18 天 - 

20 美國洛杉磯 - - 710-8/18 39天 

21 加拿大溫哥華 - - 7/12~7/31 19天 

22 德國扶輪高中* - - 3/31-4/10 11 天 

23 德國布萊梅 - - 7/17-8/10 24天 

24 澳洲伯斯 - - 7/10-8/28 49天 

25 澳洲雪梨 - - 7/20-8/31 42天 

26  紐西蘭奧克蘭 - - 8/1-8/30 29天 

27 南非斐京 - - 6/25-8/7 43天 

28 南非斐京 - - 7/21-8/18 28天 

合計 461天 535天 521天 

各年平均 35.46天 38.21天 37.21天 

三年平均 36.96天(=5.28 週) 

*2012德國扶輪高中合作時間較為特殊，故不計入 

 

(三) 海外教學服務與研究 

外派教師在海外僑校服務期間的教學和生活輔導，主要是由臺灣研究團

隊來統責，透過電子郵件、電話、skype 視訊等連繫方式，由外派志工教師、

海外僑校校方代表、僑委會海外派駐人員和臺灣研究團隊，四者之間共同支

援協助與輔導。此外，也運用全球華文網(HuayuWorld.com)、Moodle 教學

系統平臺和 Facebook 專有社群網站等，建立教學資源的互聯與交際溝通。 

所有外派志工教師，除了配合當地僑校的教學任務，也要配合臺灣研究

團隊所交付的問卷調查任務，進行「僑校學生」、「僑校教師」和「僑校行政」

等三類問卷的實施。此外，派外教師也需將海外教學期間的教學日誌、觀課

心得、反思記錄、主題觀察心得，以及多媒體紀錄等，彙整為「海外僑校教

學與研究報告書」，於返國後兩周內繳交給研究團隊，是華語教學研究之重

要資源材料。但自第二年的「美國僑校師培案」起，海外問卷僅規畫了「僑

校學生」和「僑校教師」的兩類問卷調查，原「僑校行政」的問卷調查，調

整由臺灣研究團隊直接與海外僑校進行。此外，第二年的「海外僑校教學與

研究報告書」內容和格式的修編，除了延續第一年的海外教學日誌、觀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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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反思記錄、主題觀察心得和多媒體紀錄外，也增加了以僑校教師和僑校

學生當作研究觀察的主體對象，透過報告書的格式與說明引導，讓所有外派

教師都將這段寶貴的海外僑校教學經驗和反思歷程，完整地記錄下來，也是

本研究的重要檔案資料分析來源。 

 

(四) 海外教學的迴響與反思 

首年度美國暑期華語志工外派開始後，在當地海外僑社造成了很大的迴

響。透過美國世界日報、美國世界新聞網等多家媒體的新聞報導，赴海外各

地僑校的志工教師們一一接受當地的新聞採訪。以下是最早的美國世界新聞

網在 2010 年 6 月 27 日，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對於此教學合作計畫案之相

關報導： 

 

「……僑委會為協助海外僑校充實暑期華語師資需求，特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合作辦理「2010 年暑期臺灣華語文師資赴美國地區教學

實習計畫」，由該校遴選經專業培訓的華語文教學系所學生，於 6 月底至八月

中暑假期間赴美中文學校進行教學實習與實地研究，並擔任暑期華語文教師。」

(資料來源：美國世界新聞網，2010 年 6 月 27 日) 

 

 同則新聞中，也針對僑校志工專業培訓內容和要求，進行了採訪報導： 

 

「這些學生在臺灣已接受 36 小時專業教學實務培訓課程，並完成 10 小時以

上教學實習訓練……洛杉磯地區計有 5 位實習學生分別前往 3 所中文學

校……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教學實習.......。該計畫除了落實臺灣華語文教學系所

學生教學實習機會外，同時提供中文學校專業教學人力，並推廣臺灣多元化

華語文教學內涵。」(資料來源：美國世界新聞網，2010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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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 3 日美國世界新聞網也針對在美南的德州休士頓地區的教

學合作，對於所外派的文化教師們進行了相關的報導： 

 

「……30 位膚色各異的美籍中學生，在當地「星談計畫」教師張子芬、張允

配帶領下，進行四周中文課程，學生們學習中文口語會話、書寫、傳統民俗

技藝與歌唱等課程，並由來自臺灣的戴偉勳、陳玉明及吳安睿等三位教師帶

領進行文化研習活動。……而負責課程培訓的文化教師陳玉明，感動得都快

流下眼淚，覺得意義非凡。」(資料來源：美國世界新聞網，2010 年 7 月 3 日) 

 

 此外，美國世界日報也在 2010 年 7 月 24 日，採訪了兩位派任到美西舊

金山的志工教師，並且對於華語和文化課程進行了採訪報導： 

 

「生旦淨丑表演藝術中心所接待的兩位志工教師周旻慧及蔡念妍，從 6 月中

到八月中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華語教學。兩位老師策畫了豐富的文化教學課程，

共分為八個主題教學單元，包括體育、文化、中華料理、靜態文藝、繪本、

故事、生肖，以及七夕的傳統故事。」(資料來源：美國世界日報，2010 年 7

月 24 日) 

 

 透過上列對於兩位暑期華語志工的介紹，可了解派外志工在海外僑校實

際教學工作內容。最後，該報導對於此志工派任的成效，給予了正面的肯定： 

 

「……該計畫除落實臺灣華語文教學系所學生教學實習機會外，同時提供中

文學校專業教學人力，並推廣臺灣多元化華語文教學內涵。」(資料來源：美

國世界日報，2010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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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外教學經驗的反思 

所有派外師資返國後皆需參加九月中旬的「海外志工教學心得發表座談

會」，進行個人海外教學心得分享座談。研究團隊也對優良的海外教學報告

書撰寫教師進行表揚獎勵。下列為派任美國僑校志工 A1 教師的教學經驗訪

談紀錄，透過志工老師的分享，呈現了海外教學的現場。下列是 A2老師談

到初抵海外教學的情形，以及對於華裔孩童班級經營的心得： 

 

 「赴美教學前要應付繁忙的學校功課和期末考，所以非常匆促，無法充份備

課。到了美國，發現學校非常有制度，運作也很成熟，在了解學校的運作情

形後，我也要馬上針對學生的狀況做教學方式的應變。 

     第一天上課，學校老師到班上協助我們維持班級秩序，讓我們不會覺得  

 很孤單，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治服小朋友的小「撇步」，我們現學現用，

 才鎮得住這些古靈精怪的小東西。我覺得班級管理真的是一門大學問，

 因為班上沒有良好的秩序，就沒有學習成效。」(資料來源：FT-A01) 

 

此外，A2老師也提到她個人對教師角色的體悟和教學的反思： 

 

 「老師對學生的付出，並不一定會得到回饋，學生可能體會不到老師的用心

良苦，所以一定要訂出「規矩」（即上課的遊戲規則），獎懲要分明，讓學生

又愛又怕，不能變來變去，讓學生有機可乘。老師也不能有太多負面情緒，

影響自己的健康，但卻必須明確的讓學生知道對錯，對一些不聽教誨的學生，

懲罰必須堅持，不能只是說說而已。」(資料來源：FT-A01) 

 

最後，A2老師提到僑校華語志工的教學服務心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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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中文學校，但是我第一次接觸華裔小朋友，學校裡有

 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提供我們教學的經驗和心得，學校也提供我們觀課的

 機會。短短七週，我們由上課會有點緊張到駕輕就熟，並能掌握學生反應，

 是很寶貴的學習經驗。」(資料來源：FT-A01) 

 

接著，再透過派任澳洲僑校的 A3 志工教師的教學經驗訪談紀錄，來了

解海外僑校的課程規畫與教學情形： 

 

「課程規畫是以每週一課為原則，但可視學生程度、課程難易度等實際情況，

彈性調整。各班級進度為：幼兒班《生活華語》K1；一年級《生活華語》第

一冊；二年級《生活華語》第三冊；三年級《生活華語》第六冊；四年級《生

活華語》第七冊；五年級《全新版華語》第十冊。 

  每間教室都備有傳統白板，但缺乏電腦硬體設備，教師在授課時，僅能 

  運用白板、學習情境掛圖、自製字卡等教學，較難使用多媒體輔助教學，

  在教學資源上較為受限。針對此問題，學校計畫在明年進行改善，加裝 

  投影機等設備，讓教師在教學上能更多樣化。」(資料來源：FT-A03) 

 

A4 教師提到了 2012 年 7 月 20 日在兒童快樂營所進行的文化教學與課

後反思與觀察。她的授課班級學生共有 30位，為 5歲至 12歲孩童，教學主

題為：唐詩帶動唱《春曉》、沙包和童玩 (陀螺、毽子、扯鈴)： 

 

「……以往都以教成人華語為主，這是我第一次帶小朋友，還是一次 30 位小

朋友。海外對孩童的個別需求很用心，有堅果、牛奶等過敏的孩童，會在多

貼一張注意的貼紙，並有志工一對一特別照顧飲食。非必要不能觸碰小朋友。 

  孩童的注意力、專注力非常短暫，所以課堂活動安排與成人迥異，孩童 

  每 10 至 15 分鐘就要讓他們起身唱唱跳跳、動一動，課堂中要多準備音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112 

  樂或圖片，吸引孩童的注意。有時候並不是不聽話，而是「聽不懂」，因

  此要注意對孩童的語速放慢，指令清楚明確，善用肢體動作。(資料來源：

  FT-A03) 

 

下列為派任美國僑校的志工 A5老師，這是她在 2012 年的報告文本，

所紀錄下的「大富翁教學活動」課程內容與備課情形： 

 

【日期】101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14:00~16:00 

【課程進度】 中文二冊    【學生】18 位 

【內容】每個禮拜四的中文課安排為本周的中文複習時間，由於是較為輕鬆    

   的暑期夏令營中文課，所以希望能想一些教學活動代替考試驗收成

   果的方式，於是我和我的拍檔和大老師想出了用大富翁的遊戲方式

   來驗收一個禮拜的成果。 

【備課】 我們用 A4 大小的紙黏出一個空心的長方形，分成小格，小格裡面 

   填寫詩的名稱。每一首詩的題目各先準備好 10 題，小組走到哪一步

   時就可問問題。組別要老師來分，這樣各組實力才會相當，造成競 

   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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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把全班分成 A、B、C、D、E 五組來競賽，輪到的組別抽取 1 到 4 

   的號碼牌來決定要走的步數(因為學校沒有骰子，所以我們製作了號

   碼牌來代替，好處是沒有骰子的 5 和 6，遊戲不會很快的就被走完 

   了)，走到哪一個格子就要回答格子裡的相關題目，走到命運的格子

   可以抽取命運卡。 

【記分方式】大富翁遊戲活動有兩種積分方式，一個為答對題目的加分， 一

    個為秩序的積分，兩者加起來最高分的組別為贏家。(資料來源：

    FT-A05) 

 

 下列是 A5 老師對於此「教學活動」實施後的教學反思心得： 

 

 「……大富翁的效果很好，會讓小朋友積極的想要回答題目，同一組中會有

 程度比較好的學生還有程度比較沒那麼好的學生，當好程度的學生搶著回答

 問題的時候，可以先讓程度沒那麼好的學生試試看，有時候其實不是他們不

 會，只是他們沒有信心說出答案，可以先主動指定他們回答，增加他們一點

 信心。」(資料來源：RP20120-17) 

 

(六) 海外僑校的暑期華語志工師資需求 

隨著 2012 年此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的結束，師資培訓的運作也隨之終止

了。但基於多年與海外合作僑校建立的良好合作關係，以及海外僑校主動對

於志工師資的需求來函，因此研究團隊於 2013 年和 2014 年仍持續進行暑假

的志工師資派任(表四-6)，這也反映了海外僑校對於暑期華語志工的實際派

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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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2013-2014 年度的師資派任 

 合作派任僑校 2013年 師資 2014 師資 合計 

1 美國洛杉磯 6/24-8/1 4位 6/25-8/3 4位 8位 

2 美國舊金山 6/24-8/16 5位 - - 5位 

3 美國休士頓 6/5-7/6 

7/2-7/28 
2位 - - 2位 

4 南非 7/7-8/8 2位 - - 2位 

四所合作僑校 13 位 4 位 17位 

 

根據表四-6資料顯示，2013 年進行了四所合作僑校的 13 位志工師資派

任，而 2014 年只派任了四位師資至同一所合作僑校。研究者認為這結果顯

示了成立長期發展的正式培訓組織之必要性，如此才能持續地推動臺灣華語

教學的海外合作推廣。透過這三年的運作看來，不管是臺灣華語文相關背景

學生和海外僑校專業華語師資之雙方需求，確實是有實際而迫切的師資需求。

因此，若是能設立長期發展的非營利志工組織來推動，年年持續此華語志工

教師的培訓及海外僑校派遣之運作，讓更多臺灣華語文背景學生有機會出國

進行僑校教學服務，這對臺灣華語文教育的海外推展是相當有助益的。 

 

四、整體培訓架構 

基於「美國僑教師培計畫」兩年來的規畫與實務運作調整，在第三年的

「全球僑校師培案」的整體師資培訓規畫和海外教學合作，已更加系統化而

流暢。培訓研究計畫的推行，主要是依照「師資教育培訓」和「海外教學合

作」兩個執行面向來分工合作、同步開展進行，構成了整體僑校師培案的運

作架構圖(圖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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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整體僑校師培案運作架構圖 

 

整體僑校師培案運作架構圖，可分為「海外教學合作」和「師資教育培

訓」兩大部分。在「海外教學合作」方面，透過與僑委會共同合作推動，對

於海外合作僑校進行了教學合作意願調查，並進而與有合作意願的僑校進行

師資需求與合作要項的建立，提供培訓合格的華語志工師資，派赴合作僑校

進行暑期教學服務。而在「師資教育培訓」方面，則包含了華語志工師資的

招募面試、專業主題課程規畫和國內參訪與觀課實習。後續的教學實作考核、

和行前說明座談會、海外僑校教學服務輔導、返國教學經驗發表會和反思檢

討與評估等階段，則由「海外教學合作」和「師資教育培訓」共同推動執行。

透過三年來的逐年修正調整，整體的僑校師培研究運作，已漸趨完整。 

 

海
外
教
學
合
作 

師
資
教
育
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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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美國僑教師培計畫」和「全球僑教師培案」皆以海外僑校作為師資培

訓的海外教學目標場域，根據海外僑校暑期華語師資需求，以及僑校華裔中

小學生的華語文學習特性，作為師資培訓內容之規畫目標，以培訓具有海外

僑校課堂教學能力的我國專業華語志工教師。此外，也推動與海外中文僑校

的教學合作關係建立與擴展，實際外派培訓合格的華語教師至合作僑校，進

行暑期華語志工教學服務，提供海外僑校的實務教學機會，提升臺灣華語文

背景學生的海外職能歷練，擴展國際視野與海外華語教學經驗。另一方面，

研究團隊也藉由僑校華語師資的培訓課程規畫，發展合適的進階華語師資培

訓的課程材料，也藉由派任志工教師到海外僑校的教學現場，進行海外僑校

教學的相關研究調查。 

藉由此師資培訓的運作，對於合作關係的三方的影響觀察：對於海外僑

校而言，能獲得培訓合格的專業華語志工的教學協助；對於臺灣華語文相關

專業背景的學子而言，能在專業的僑校教學培訓下，進而獲得海外僑校的實

際華語教學機會與寶貴經驗；對於擔任此海內外師資需求的中間橋樑角色，

透過師資培訓的運作，不僅能發展培訓課程的相關材料，也能藉由外派志工

的人力協助，獲得海外僑校的真實教學現況之研究材料。因此，在此師資培

訓模式的運作下，合作關係的三方都能互利成長，這對臺灣華語文教育的發

展具有實質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節 僑校學生問卷調查 

本節以2012年「全球僑校師培案」的海外僑校學生問卷調查，依分類分

題的方式進行調查結果分析，進而掌握現今僑校學生的學習背景和華語文的

學習需求，以作為師資培訓課程內容規畫的重要依據參考。此份問卷是由研

究者所設計，考量僑校學生的中文程度參差不一，此問卷調查是採全英文問

卷形式，以增加僑校學生實際作答的有效理解度。本節分為三部分來進行分

析：一、學生問卷有效清單。二、學生問卷統計分題說明。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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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問卷調查之有效清單 

 此份僑校學生問卷調查(附錄1)是由外派到13所僑校的26位華語教師共

同協助執行並繳回。根據問卷調查繳回清單(表四-7)，有效的學生問卷共有

90份。學生組的問卷調查題目分為「背景資訊」(1~8題)和「學習資訊」(9~22)

兩大類型，共有22題。 

 

表 四-7 僑校學生問卷調查之有效清單 

僑校代號 海外僑校地區 管理代碼 份數 

A 美國舊金山 QS-A-01*~QS-A1-10 10 

B 美國洛杉磯 QS-B-01~QS-B-04 4 

C 美國紐約 QS-C-01 1 

D 美國洛杉磯 QS-D-01~QS-D-06 6 

E 美國洛杉磯 QS-E-01 1 

F 美國休士頓 QS-F-01~QS-F-07 7 

G 加拿大溫哥華 0 0 

H 澳洲伯斯 QS-H-01~QS-H-16 16 

I 澳洲雪梨 QS-I-01~QS-I-08 8 

J 紐西蘭奧克蘭 QS-J-01~QS-J-04 4 

K 德國布萊梅 0 0 

L 南非斐京 QS-K-01~QS-K-16 16 

M 南非斐京 QS-M-01~QS-M-17 17 

合計共 13校 90 份 

*代碼說明： QS-A-01   (QS：學生問卷，A：僑校代號，01：編號) 

**該校繳回問卷不全而無法計入。 

***德國扶輪社高中(3/31-4/10)因合作時間較早，未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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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問卷的分題統計分析  

Question 1~10：Background Information 背景資訊 

 

Q1. Gender   性別  

Q1 female male no Answer Total 

People 44 46 0 90 

Percentage 48.89% 51.11% 0% 100% 

Order 2 1 3 - 

 

【結果分析 1】                                                     

 在學生性別方面，男生有 46 位，女生有 44位，合計 90位學生。男生

人數比女生人數多 2 位，差異比例只佔總人數的 2%。 

 

Q2. School that you are attending   就讀的學校 

Q2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junior  senior  

People 10 20 44 10 

Percentage 11.11% 22.22% 48.89% 11.11% 

Order 3 2 1 3 

A-2 university  others N/A Total 

People 1 5 0 90 

Percentage 1.11% 5.56% 0% 100% 

Order 6 5 7 - 

 

【結果分析 2】 

 受訪的僑校學生人數共有 90 位，將近一半(44 位)學生是初中生，占總

人數 48.9%。其次是國小學生，共有 20 位，占 22.22%。但小學生人數比例

還不到國中生比例的一半，兩者人數比例差異較大。而幼稚園學生和高中生

各 10人，各占 11.11%。大學生最少，只有一人。 

 上列資料顯示海外合作僑校暑期中文課程學生，幾近一半是國中生，而

國中和國小學生合計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三，因此國中生和國小學生是僑校師

資培訓的主要教學對象，是培訓課程中值得關注加強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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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How long have you learned Chinese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在上此課程前，曾經學過多久中文?  

Q3 never 3 months or 

less 

3-6 months 6 months 

 to 1year 

1-2 years 

People 16 2 5 6 12 

Percentage 17.78% 2.22% 5.56% 6.67% 13.33% 

Order 2 8 6 5 3 

A-3 2-3 years 3-4 years more than 4 years N/A Total 

People 4 9 35 1 90 

Percentage 4.44% 10.00% 38.89% 1.11% 100% 

Order 7 4 1 9 - 

 

【結果分析 3】 

比例最高者為「已學習中文達 4 年以上」者，占 38.89%。其次為「從

未曾學習過中文」者，占 17.78%。比例第三高是「已學習 1 到 2 年」者，

占 13.33%；其餘按比例高低，分別為「已學習 3-4 年」(10%)、「已學習 6

個月到一年」(10%)、「已學習 3-6 個月」(5.56%)、「已學習 2-3 年」(4.44%)、

「學習不到 3 個月」(2.22%)，有一位未答。 

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僑校學生，已經學習中文 4年以上，因此已具

備較好的中文程度。但是從未學習過中文的人數，卻是排列第二高，這表示

僑校學生的中文學習時程差異頗大，因此學生的程度差異也較大。 

 

Q4. 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Check ALL 

 that apply)   上此課程前，曾在哪兒上中文課? (可複選) 

Q4 never Chinese 

School 

taught by 

parents or 

family 

private 

Chinese 

tutor  

language 

course in 

school 

Choice  13 47 39 6 3 

Percentage 10.56% 38.21% 31.7% 4.87% 2.4% 

Order 3 1 2 5 7 

Q4 summer 

camp 

overseas 

education 

program 

other Total 

(multiple) 

Choice  8 4 3 123 

Percentage 6.50% 3.25% 2.43% 100% 

Order 4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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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4】 

 本題為複選題，是依選次來統計。選項中以「中文學校」的選次最高，

有 47 選次，占 38.21%；其次是「由父母或家人教中文」，有 39 選次，占

31.7%；其次是「從沒學過」，也有 13 選次，占 10.56%。再其次為「夏令營」，

也有 8選次，占 6.50%。 

    從結果來看，上此暑期課程之前，將近四成的學生已在中文學校學習中

文，也有將近三成多的學生是在家由父母教導中文。因此合計至少有七成的

學生都具有中文學習的經驗。而完全未學過的新生也有一成多。因此僑校老

師的暑期教學，不僅有中文程度較高的學生，也有一成完全沒有中文學習基

礎的新生。這情形和第四題的調查結果是大致符合的。 

 

Q5. Do you have any Chinese textbooks that you have used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上此課程前，是否使用過中文教科書? 

Q5 none Yes, but I forgot 

the name. 

Yes, I remember.  

It’s _____. 

N/A Total 

People 28 40 21 1 90 

Percentage 31.11% 44.44% 23.33% 1.11% 100% 

Order 2 1 3 4 - 

 

【結果分析 5】 

 有 44.44 %學生曾經使用過中文教科書，但忘了教材名稱，也有 23.33%

的學生曾使用過中文教科書，還記得名稱；這兩者曾使用過中文教科書的學

生比例，共占 67%，這表示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曾使用中文教科書。 

 此外，根據回答「是的，我曾使用過中文教材」者對於使用的教材名稱

之填答，主要包含了下列教材：雙中文、Chinese Made Easy、Living Mandari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國立編譯館)、國語課本、500

字說華語、語文園地、1~7 年級北京出版社語文課本。上列涵蓋了臺灣、中

國大陸和當地出版的教材，可作為僑校教師對於學生學習背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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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Are you a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 你是否為具有華裔背景? 

Q6 No. Please go 

to Question 7. 

Yes. Please answer 

Question 6a to 6c. 

N/A Total 

People 36 54 0 90 

Percentage 40.00% 60.00% 0% 100% 

Order 2 1 - - 

 

【結果分析 6】 

 授課學生中，有六成(60%)是華裔背景學生，共有 54 位；另外的四成(40%)

是非華裔背景學生，共有 36 位。結果顯示了僑校暑期課程學生的華裔和非

華裔背景比例約為三比二，華裔背景學生是占大多數。 

 

7. What is your Chinese heritage ethnicity?  你的華裔背景為何?  

 (54位華裔背景學生續答)  

Q7 Mainland Taiwan Hong Kong others N/A Total 

People 20 25 6 2 1 54 

Percentage 37.04% 46.30% 11.11% 3.70% 1.85% 100% 

Order 2 1 3 4 5 - 

 

【結果分析 7】 

 在 54 位華裔學生當中，有 25 位來自臺灣，占 46.3%；有 20 位來自中

國大陸，占 37.04%；有 6位來自香港，占 11.11%；其他地區也有兩位，皆

來自印尼，占 3.7%，一位未答。 

 結果顯示僑校華裔學生將近一半來自臺灣，是最多的，研究者認為這可

能與合作僑校大多為臺系的僑校有關。因此，雖然結果顯示來自中國大陸的

華裔學生約占三成七，但研究者認為從這個數據比例，說明了來自中國大陸

的海外華裔學生比例應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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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oes your family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at home?  

 你的家人在家使用中文溝通嗎? (54 位華裔背景學生續答)  

Q8 never occasionally mostly always N/A Total 

People 2 12 17 23 0 54 

Percentage 3.70% 22.22% 31.48% 42.59% 0% 100% 

Order 4 3 2 1 - - 

 

【結果分析 8】 

 在 54 位華裔學生當中，學生表示他的家人在家「總是」使用中文者，

共有 23 人，占 42.59%；回答「大多」者，共有 17 人，占 31.48%；回答「偶

爾」者，共有 12人，占 22.22%；回答「從不」者，也有 2 人，占 3.70%。 

 有四成二的學生家人總是使用中文，這是典型的華裔背景家庭，擁有說

中文的家庭語言環境；也有三成多的學生家人總是經常使用中文，這顯示大

多數華裔背景學生在家裡是有中文語言的環境。 

 

Q9. Do you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as well? 

 你是否也用中文與家人溝通嗎?  (54位華裔背景學生續答)  
Q9 never occasionally mostly always N/A Total 

People 10 12 14 18 0 54 

Percentage 18.52 % 22.22% 25.93 % 33.33 % 0% 100% 

Order 4 3 2 1 - - 

 

【結果分析 9】 

54位華裔學生當中，有18位學生「總是」用中文和家人溝通，占33.33%，

比例最高；有 14 位學生「經常」用中文和家人溝通，占 25.93%；有 12 位

學生「偶爾」用中文和家人溝通，占 22.22%；也有 10 位學生表示「從不」

用中文和家人溝通，占 18.52%。 

此題問題的焦點是華裔學生是否與家人用中文溝通，約有三分之一學生

回答「總是」用中文和家人溝通，這是典型的華裔語言背景家庭特點。此外，

有 10 位學生表示「從不」用中文和家人溝通，對比上題 6-c，也有 10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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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學生表示自己從不和家人用中文溝通，此兩個數據顯示這些華裔學生沒有

中文的家庭語言背景。 

 

10. What is (are) your reason(s) to learn Chinese?  (Check All the Apply) 

 學習中文的動機   (54 位華裔背景學生續答)  (可複選) 
Q10 understand abou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my ethnicity more.  

meet the credit 

requirement or 

pass the exam. 

prepare for 

my career in 

the future. 

learn 

different 

language. 

Choice  29 7 15 16 
Percentage 26.60% 6.42% 13.76% 14.68% 

Order 2 5 4 3 

Q10 request by parents. others  N/A Total 

(multiple) 

Choice  35 5 2 109 
Percentage 32.11% 4.59% 1.83% 100% 

Order 1 6 7 - 

 

【結果分析 10】 

此為複選題，是對於學生學習中文的動機進行調查，依選次高低順序為：

「應父母要求」有 35選次，占 32.11%；、「了解我的族裔語言和文化」有

29 選次，占 26.60%；「學習不同的語言」有 16 選次，占 14.68%；「為未

來職涯而準備」有 15 選次，占 13.76%；「符合學分數要求或準備考試」有

7選次，占 6.42%；「應父母要求」有 35選次，占 32.11%。 

高達六成五的學生表示是父母要求他來上中文課，由此可見大多數僑校

學生是因為父母的要求來上課，非個人主動的選擇意志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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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1~23：Learning Information 學習資訊 

 

11. The reason(s) of joining this Chinese course.(Check ALL that Apply) 

 參與此中文課程的動機 (可複選) 

Q11 personal interest 

of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credit 

requirement 

parents’ 

expectation 

or request 

curiosity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Choice  24 10 63 10 29 

Percentage 14.63% 6.10% 38.42 % 6.10% 17.68% 

Order 3 4 1 4 2 

Q11 pass the exam meet new 

friend 

others N/A Total 

(multiple) 

Choice  9 9 6 4 164 

Percentage 5.49% 5.49% 3.66% 2.44% 100% 

Order 6 6 7 8 - 

 

【結果分析 11】 

此為複選題，學生參與此中文課程的原因依選次高低，前五者為：「應

父母的期待或要求」，有 63 選次，占 38.42%；「了解中華文化」，有 29

選次，占 17.68%；「個人學習外語的興趣」，有 24 選次，占 14.63%；「學

分要求」，有 10選次，占 6.10%；「好奇」，有 10選次，占 6.10% 。 

此題的問題重點是學生"參與"此中文課程，最高仍是「應父母的期待或

要求」，將近四成，這和上題的中文學習動機的最高選次的結果一致，更是

呼應華裔學生的中文學習動機和報名參加課程，和父母的要求或期待有關。

此外，根據問卷回答「其他」的理由填答：Private tutor is on vacation. (私人

家教休假中)、Parents force me.(父母逼我)、part of school subject (學校科目

的一部分)、mother language (母語)等。 

 

Q12. What’s the main part that you like the most in the course learning? 

 在本課程學習中，你最喜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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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language 

learning 

culture 

course 

others single choice 

changes to 

multiple 

N/A Total 

People 36 34 6 8 6 90 

Percentage 40.00% 37.78% 6.67% 8.89% 6.67% 100% 

Order 1 2 4 3 4 - 

 

【結果分析 12】 

 此題元為單選題，但仍有 8位學生將單選答案變成複選答案。在此華語

暑期課程中，最受喜歡的課程是「語言課程」(40%)，「文化課程」(37.78%)

次之。根據結果顯示，「語言課程」的受歡迎程度略高於「文化課程」，但兩

者差異不大，在暑期中文課程中，各有約四成的學生喜歡語言課或文化課。

而回答「其他」者，其填寫理由包含：games (遊戲)、writing poem (寫詩)、

yo-yo (扯鈴)、playing (玩)。 

 

Q13.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 of this Chinese 

  learning course? 你知道此中文課程的主要教材名稱是什麼? 

Q13 I don’t 

know 

self-editing 

teaching material, 

unpublished 

I know, the name of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 is_____. 

N/A Total 

People 35 13 36 6 90 

Percentage 38.89% 14.44% 40.00% 6.67% 100% 

Order 2 3 1 4 - 

 

【結果分析 13】 

在課程將結束前所實施的問卷調查中，有四成的學生能夠清楚回答並寫

出此課程的主要教材，根據回答填寫的使用主要教材，包含：全新版華語、

生活華語、初中華文、500 字說華語、翰林出版國中國文 4、翰林出版的國

中國文 1、翰林出版的國中國文 3 等。由上列回答之教材名稱可知道該僑校

教材的使用情形，但也有四成的學生不知道這次使用主教材名稱；一成五的

學生表示是使用自編教材上課。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126 

Q14. How do you feel the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textbook) of this course?  此課程教學內容如何? 

Q14 suitable too 

difficult 

too easy others N/A Total 

People 60 7 10 7 6 90 

Percentage 66.67% 7.78% 11.11% 7.78% 6.67% 100% 

Order 1 3 2 3 4 - 

 

【結果分析 14】 

 對於課程的教學內容，高達 66.67%的學生表示「難易度合適」，此結果

顯示大多學生對於教學內容難易度是可以接受；有 11.11%的學生表示課程

內容太簡單；相對也有 7.78%的學生表示課程太難了。根據上列結果顯示，

反映出僑校學生對於暑期中文教學內容難易程度之認知情形。 

 

Q15. Do you like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textbook) that is used in 

 this course?  喜歡此課程中所使用教學材料? 

Q15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it. It’s 

alright. 

I don’t 

know. 

N/A Total 

People 18 27 35 6 4 90 

Percentage 20.00% 30.00% 38.89 % 6.67 % 4.44 % 100% 

Order 3 2 1 4 5 - 

 

【結果分析 15】 

有將近四成的學生表示此課程中所使用的教學材料「還可以」；約有三

成的學生「喜歡」所使用的教學材料；有兩成的學生「非常喜歡」所使用的

教學材料。因此綜合來說，學生對於此課程中所使用教學材料的喜愛度持肯

定態度者為大多數，幾占九成。這表示僑校的使用教材或材料是受到大多數

學生喜愛的。此外，在續答「Why?」理由的填寫24，包含：很好玩、老師

的教學方式很容易了解、它是ㄧ個按部就班的學習中文標準、符合我的標準、

                                           
24學生問卷回答皆以英文回答，但由於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譯的字數篇幅較多，此處研究者

直接以中文翻譯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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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英語翻譯、因為我喜歡中文、它解釋說明一切需要知道的、適合孩童的

學習、書的標題不太重要且沒意義、不有趣，但具教育性。 

 

Q16. What is the learning part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the most in thi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Check ALL that Apply) 

  在此中文課程中，最感興趣的學習?  (可複選) 

Q16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others N/A Total 

(Mu.) 

Choice  44 53 48 48 2 2 197 

Percentage 22.34% 26.90% 24.37% 24.37% 1.02% 1.02% 100% 

Order 4 1 2 2 5 5 - 

 

【結果分析 16】 

 此為複選題，在此中文課程最感興趣的語言內容學習，依選次高到低為

「speaking 口說」有 53 選次，占 26.90%；「reading 閱讀」有 48 選次，占

24.37% ；「writing 寫作」也有 48 選次，占 24.37%；「聽力 listening」有 44

選次，占 22.34%。綜合上列結果，學生對於課程中的口說學習的興趣最大，

但在聽力學習之興趣相對是最低的。這可能和華裔學生普遍在聽力的程度較

高，相對在聽力學習興趣就減低了。 

 

Q17. In thi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the area(s) that you think 

  you have learned and improved the most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在此課程中，收穫進步最多的部份? (可複選) 

Q17 phonetic 

practice 

oral 

expression 

listening 

ability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oice  13 35 32 33 28 

Percentage 5.96% 16.06% 14.68 % 15.14% 12.84% 

Order 7 2 4 3 5 

Q17 control of 

speaking tone 

writing 

ability 

others N/A Total 

(multiple) 

Choice 23 45 5 4 218 

Percentage 10.55% 20.64% 2.29% 1.84% 100% 

Order 6 1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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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17】 

 此為複選題，共有218選次。學生認為參與此中文課程進步最多的部分，

依選次高低次序為：寫作能力(45選次，20.64%)、口語表達(35選次，16.06%)、

中國字(33 選次，15.14%)、聽力(32 選次，14.68%)、閱讀理解(28 選次，12.84%)、

說話語調(23 選次，10.55%)、語音練習(13 選次，5.96%)。 

較多學生認為自己參與此課程中，在寫作能力的進步最多，但是認為在

語音練習的進步相對不多。這和課程重點和教學策略有關，可作為師資培訓

課程的教學策略引導之參考。 

 

Q18.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teaching progress of this course? 

  你覺得本課程的教學進度如何? 

Q18 moderate/ 

Suitable 

too fast too 

slow 

others single choice 

changes to 

multiple 

N/A Total 

People 65 8 6 4 1 6 90 

Percentage 72.22% 8.89% 6.67% 4.44% 1.11% 6.67% 100% 

Order 1 2 3 5 6 3 - 

 

【結果分析 18】 

對於此課程的教學進度，有七成多(72.22%)的學生認為進度適中，這顯

示大多數學生對於課程進度大致良好；但相對也些不到一成的學生覺得教學

進度太快了，這於這一成左右的學生，教師可以給更多的課堂引導，或是加

強輔導，讓學生能夠慢慢適應而趕上進度，也有少數同學覺得教學進度太慢

了，這可能和學生的程度分班有關，因此教師宜在開課分班之際特別留意，

或也可適時予以調整合適的程度班級，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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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9. What is(ar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of Chinese learning?  

  (Check All that apply) 學習中文哪些部分最困難? (可複選) 

Q19 control of 

speaking 

tone 

consonant 

and vowel 

pronunciation 

Chinese 

character 

handwriting 

listen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oice  28 22 39 16 30 

Percentage 15.91% 12.50% 22.16% 9.09% 17.05% 

Order 3 5 1 6 2 

Q-17 writing others:_____ N/A Total  (multiple) 

Choice  27 6 8 176 

Percentage 15.34% 3.41% 4.55% 100% 

Order 4 8 7 - 

 

【結果分析 19】 

此題為可複選題，是針對學生在中文學習時，較感困難之處之調查。學

生覺得最難的前五位，分別是「漢字書寫」最難，占 22.16；其次是「閱讀

理解」，占 17.05%；「說話的語調控制」，占 15.91%；「寫作」，占 15.34%；「聲

母韻母的發音拼讀」，占 12.50%。 

結果顯示學生學習中文最困難是漢字書寫，這顯示學生普遍在漢字書寫

的掌握度較不足，有待教師應用漢字教學策略予以加強提升。此外，相對的

學生在聽力學習的困難度不大。 

 

Q20. In this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course, the learning part(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more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在此中國文化課程中，你最感興趣的學習部分? (可複選) 

Q20 Chinese knot Chinese Yo-yo paper-cut calligraphy 

Choice 12 52 25 22 

Percentage 8.51% 36.88 % 17.73 % 15.60 % 

Order 4 1 2 3 

Q20 calculation 

with an abacus 

others:_______ N/A Total   

(multiple) 

Choice 8 12 10 141 

Percentage 5.67 % 8.51% 7.09 % 100% 

Order 6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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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20】 

此為複選題，學生在文化課程中最感興趣的學習部分，依選次高低來看，

扯鈴是最受歡迎(55 選次)、依次剪紙(25 選次)、書法(22 選次)、中國結(12

選次)和珠算(8選次)。續答「其他」者的填寫也包含了 Kung Fu (功夫)。因

此，在文化教學的培訓中，可參考學生感興趣的項目進行技能加強，並可應

用於文化課程的教學規畫安排中。 

 

Q21.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are able to increase your 

  interest in Chinese learning. 學習中國文化能否增加你學習中文興趣? 

Q18 strongly 

agree 

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N/A Total 

People 17 58 7 8 0 90 

Percentage 18.89 % 64.44 % 7.78 % 8.89 % 0.00 % 100 % 

Order 2 1 4 3 - - 

 

【結果分析 21】 

有 18.89%的學生「非常贊同」學習中國文化能增加學習中文的興趣；

64.44%的學生「贊同」此論點，兩者的正向贊同度，共占了 83.33%，比例

相當高；持反對意見的「不贊同」 (7.78%)和「非常不贊同」(8.89%)者，只

有 16.67%。這顯示了大多數的學生，是贊同中國文化的學習，能夠增加學

習中文的興趣。 

 

Q22. After finishing the course, would you like to keep learning Chinese? 

 這個課程結束後，你想繼續學習中文嗎? 

Q22 No. Why?  Yes. Why?  N/A Total 

People 10 70 10 90 

Percentage 11.11% 77.78% 11.11 % 100 % 

Order 2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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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22】 

有 77.78 的學生表示此課程完成後，會繼續學習中文；有 11.11%的學生

表示不再繼續學習中文。選擇「不」者的填答包含：太難了、不會用到它、

對中文沒興趣、因為我不喜歡語言等理由。 

 選擇繼續學習中文的比例高達約八成，主要理由25如下：父母要我去學

中文、我想要了解在地的中國人、因為學中文可以幫助我的未來、我可以學

更多、為工作和外語而學、我想學習更多中國詩、因為我想會說流利的中文、

很有趣、老師很好、我可以和我家人更好地溝通、了解我出生的語言、這樣

我就可以不斷地學習新的中國東西、繼續學習中文對我將來有幫助、它是很

實用的母語、可以改善我的中文寫作能力、如果我停止學習，我就會忘記中

文、因為中國的語言是世界上重要的語言、當我爸去中國時，我可以幫助他

翻譯、這是一個有趣的語言和文化、能夠跟中國人溝通、學分需要、因為我

要去中國居住、許多人使用中文、將來我想去中國。由上列學生所陳述的理

由，反映了學生中文學習動機，包含整合型和工具型的不同動機背景。 

 

三、小結 

透過上列分題的問卷調查結果，對於僑校學生的學習背景和學習現況，

可總結歸納成下列重點： 

 

(一) 僑校學生的年齡層和學習背景 

海外僑校暑期課程的主要學生對象，以國中學生最多，幾近一半，國小

學生次之，因此，國中小的學齡學生是派外教師的主力學生。男女學生性別

差異的比例不大，約各占半數。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學習中文已達四年以上，

但也有五分之一學生未曾學習過中文。大多數學生是在中文學校學習中文，

其次才是跟父母或家人學習中文。 

僑校學生約有六成具有華裔背景，另有四成是非華裔背景。華裔背景學

                                           
25

 學生問卷回答皆以英文回答，此處直接以中文翻譯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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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來自臺灣，其次是大陸，再依次是香港。大多數華裔背景學生是生長在

中文語言的家庭環境，不僅家人們在家使用中文來溝通，華裔學生本身也和

家人們使用中文來溝通，在中文的聽說溝通能力都較好。 

高達六成五的學生表示是因為父母要求他學習中文。而參與此暑期僑校

中文課程的主要原因，大多數學生也表示是應父母的期待或要求。其次也包

含了解中華文化、個人學習外語興趣、學分要求、好奇、通過考試和認識新

朋友等動機。 

 

(二) 中文教材的學習調查 

根據學生填寫曾學習使用的教材包含了：《雙中文》、《Chinese Made 

Easy》、《500字說華語》、《Living Mandarin》、《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國立編譯館)、《語文園地》、1~7 年級北京出版社語文課

本等。目前暑期僑校使用的教材除了僑校或授課教師的自編教材外，也採用

《全新版華語》、《生活華語》(Living Mandarin)、《初中華文》、《500字說華

語》、翰林出版的《國中國文四》、翰林出版的《國中國文ㄧ》、翰林出版的

《國中國文三》等。學生對於此課程中所使用教學材料的喜愛度持肯定態度

者為大多數，幾占九成。 

 

(三) 課程學習的實際反映 

華語暑期課程中，學生對於語言課程的喜愛度略高於文化課程。學生對

於口說學習的興趣最大，聽力的學習興趣相對最低，大多數學生認為自己在

寫作能力的進步最多。此外，有四成多學生表示學習中文時，寫中國字的學

習最難，顯示學生的中文學習最大難點為寫中國字，這也反應華裔學生普遍

在寫的學習掌握較不足，這有待教師予以加強協助克服。近七成學生覺得課

程內容的難易度適中，但認為課程內容太難或太簡單者約占兩成。對於整體

教學進度方面，有七成多學生覺得難易適中，相對的也有兩成學生覺得太快

或太慢。這表示大多數學生對於暑期授課安排進度是覺得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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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教學的看法 

大多數學生認同學習中國文化，能增加學習中文的興趣。在文化課程中

學生最感興趣的學習部分，扯鈴是最受歡迎的項目，其次為剪紙、書法、中

國結、珠算和功夫。 

最後，將近八成學生表示此課程完成後，會繼續學習中文。這也顯示中

文暑期課程的實施與需求之必要性，無論學生是出於整合型或工具型的中文

學習動機，但是對於中文的學習是抱持著肯定且必要的正面態度。 

 

第三節 僑校教師問卷調查 

本節根據2012年「全球僑校師培案」的海外僑校教師問卷調查，依分類

分題的方式進行結果分析，從而瞭解掌握現今僑校教師的背景資訊和華語文

教學的需求。本節分從三部分來進行分析：一、教師問卷之有效清單。二、

教師問卷統計分題說明。三、小結。 

 

一、教師問卷調查之有效清單 

此份僑校教師問卷(附錄2)是由研究者所設計由外派到13所合作僑校之

26位華語志工教師協助執行。根據僑校教師問卷調查之有效清單(表四-8)，

有效統計問卷為42份，共有19個問題，題目分為「背景資訊」(1~6題)和「學

習資訊」(7~21題)兩大類型，以中文問卷方式呈現。 

 

表 四-8 僑校教師問卷調查之有效清單 

 海外僑校 管理代碼 份數 

A 美國舊金山 QT-A-01*~ QT-A-07 7 

B 美國洛杉磯 QT-B-01 1 

C 美國紐約 QT-C-01 1 

D 美國洛杉磯 QT-D-01~QT-D-03 3 

E 美國洛杉磯 QT-E-01 1 

F 美國休士頓 QT-F-01~QT-F-0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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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拿大溫哥華 QT-G-01 1 

H 澳洲伯斯 QT-H-01 1 

I 澳洲雪梨 QT-I-01~QT-I-07 7 

J 紐西蘭奧克蘭 QT-J-01~QT-J-02 2 

K 德國布萊梅 QT-K-01 1 

L 南非斐京 0 0 

M 南非斐京 QT-M-1~QT-M-11 11 

合計 13 校 共 42份 

*代碼說明：QT-A-01  (QT：教師問卷；A：僑校代號；01：編號) 

 

二、教師問卷之分題統計分析 

針對僑教教師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共有21個問題，依「背景資訊」與「華

語教學」分類，第1~6題為背景資訊，第7~21題華語教學問題，有效回收問

卷為42份。 

 

第1~6題：教師組背景資訊  

Q1. 性別 

Q1 女 男 未答 合計 

人數 35 7 0 42 

百分比 83.33% 16.67% 0.00% 100% 

排序 1 2 - - 

 

【結果分析 1】 

合作僑校的授課教師共有 42 人，其中女教師有 35 位，約占 83.33%；

男教師只有 7 位，占 16.67%。結果顯示海外僑校的華語教師的性別差異較

大，女男教師比例約為五比一，女性老師占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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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年齡 

Q2 20歲

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

以上 

未答 合計 

人數 2 10 7 11 9 3 0 42 

百分比 4.76% 23.81% 16.67% 26.19% 21.43% 7.14% 0.00% 100% 

排序 6 2 4 1 3 5 - - 

 

【結果分析 2】 

僑校授課教師的年齡分布，以 41-50 歲的人數最多，約占 26.19%，超

過了四分之一；其次是 21-30 歲的教師，約占 23.81%；再其次是 51-60 歲的

老師，也有 21.43%，超過了五分之一；而 31-40 歲約占 16.67%。就年齡的

結構，以 41-50歲為主。而 41-50 歲以上的教師比例超過五成五，由此可得

知整體僑校教師的年齡較長。 

 

Q3. 教育程度 

Q3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合計 

人數 1 5 25 11 0 42 

百分比 2.38% 11.90% 59.52% 26.19% 0.00% 100% 

排序 4 3 1 2 - - 

 

【結果分析 3】 

僑校教師的教育程度以具有大學學歷的教師人數比例最高，約占

59.52%；其次是碩士學歷業者，約為 26.19%；再其次為專科，約為 11.90%。

高中學歷者有一位，僅占 2.38%。就整體師資結構來看，有七成五的僑校教

師具備大學以上的學歷，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背景。 

 

Q4. 華語教學經驗 

Q4 無 1年內 1~3年內 3~5內 5~10年內 

人數 3 6 7 7 5 

百分比 7.14% 14.29% 16.67% 16.67% 11.90% 

排序 5 3 2 2 4 

Q4 10~15年內 15~20 年 20年以上 未答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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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 2 9 0 42 

百分比 7.14% 4.76% 21.43% 0% 100% 

排序 5 6 1 - - 

 

【結果分析 4】 

僑校教師具有「20 年以上」教學年資者，占 21.43%，是最多的；其次

是具有「1~3 年」和「3~5 年」教學年資者，各占 16.67%；具有「1~3 年」

20年以上的華語教學經驗；其次「一年內」者，占 14.29%。具有「5~10 年」

者，占 11.90%。 

這題的結果顯示僑校老師具有 20 年教學年資者最多，占 21.43%，這和

第 2題對於教師年齡較長的結果是有關連且較一致的。但從另一角度觀察教

學年資較淺者，具有 5 年以下年資者，共占 47.63%，這顯示僑校年資較淺

的老師人數比例也相當高，幾占一半。但教學年資並非和年齡成正比，資淺

教師人數比例較高，可能是年輕教師流動較高所致。 

 

Q5. 是否曾經參與華語文相關之教學課程訓練 

Q5 無 有名稱: _____ 未答 合計 

人數 8 33 1 42 

百分比 19.05% 78.57% 2.38% 100% 

排序 2 1 3 - 

【結果分析 5】 

僑校教師曾接受華語文相關教學訓練者，幾近八成。教師填寫的受訓課

程名稱，包含 StarTalk 星談師資訓練、生活華語教學研習、僑委會教師培訓、

美南華語教師研習、中文學校聯誼會暑期教師研習會(休士頓)、海外教師培

訓、佛光華文研習 4 天(兩次)、2012 雪梨地區華文教師研習會 2天、臺師大

2012年 1 月 2-20 日 Training Program of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2012 紐

澳非海外華語師資研習、非洲教師研習營、華語教育學分、紐澳非種子教師

14 天、非洲地區華語文教學研習會、華語函授學校、華語師資培訓班等、

海外種子教師教師培訓(德本)、1986 年中華語文研習班(6 個月，臺北)、網

路華語師資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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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約有兩成僑校教師，不曾接受過任何華語專業訓練課程，這是

值得關注的部分。就上列實際的數據顯示，海外僑校華語老師年齡普遍較長，

多擁有豐富的教學年資和經驗，但在華語專業的培訓背景較不足。僑校華語

教學要提升，師資專業背景和訓練是最重要的。 

 

Q6. 未來是否計畫從事華語教學? (可複選) 

Q6 無，為什麼? 中文學校 小學以下 主流小學 主流國中 

選次 9 22 4 10 6 

百分比 14.29% 34.92% 6.35% 15.87% 9.52% 

排序 3 1 6 2 4 

Q6 主流高中 大學/研究所 其他 未答 合計 

選次 4 5 2 1 63 

百分比 6.35% 7.94% 3.18% 1.59% 100% 

排序 6 5 8 9 - 

 

【結果分析 6】 

有八成五的老師會繼續從事華語教學工作；超過總數一半(52.38%)的老

師打算繼續在中文學校教學；約四分之一(23.81%)的老師以主流小學為教學

發展目標；有 14.29%的老師以主流國中為目標；也有 11.9%的老師以主流

大學的教學發展為目標。其中約一成五回答不繼續教學的原因，包含了：退

休、有別的事業、尋求更好的職涯發展等。 

 

教師組華語教學資訊:第7~22題 

 

Q7. 現任職學校種類 (可複選) 

Q7 中文學校    公私立中小學   公私立高中 公私立大學 

選次 35 8 5 1 

百分比 57.38% 13.12% 8.20% 1.64% 

排序 1 2 4 6 

Q7 補習班或語言中心 其他:_______ 未答 合計 

選次 7 5 0 61 

百分比 11.48% 8.20% 0% 100% 

排序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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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7】 

此為複選題，根據選次高低依序為：中文學校(57.38%)、公私立中小學

(13.12%)、補習班或語言中心(11.48%)、公私立高中(8.20%)、其他(8.20%)

和公私立大學(1.64%)。 

由於中文班的教學性質，大多數僑校教師都是兼職性質。由上列結果顯

示，有五成七的老師是以中文僑校教學為主。其餘在公私立中小學、補習班

或語言中心、公私立高中、其他(短期社區大學和私人家教)和大學教學。 

 

Q8. 授課的全班學生背景 

Q8 華裔 非華裔 兩者都有 未答 合計 

人數 20 4 18 0 42 

百分比 47.62% 9.52% 42.86% 0% 100% 

排序 1 3 2 - - 

 

【結果分析 8】 

在此授課學生的主要背景方面，全班皆為華裔學習背景者，約占47.6%；

華裔和非華裔背景皆有者，占 42.86%；非華裔背景學生者只占 9.52%。由

此可知，僑校教師所任教學校的學生對象，以具有華裔學習背景者為多，幾

近一半，可能是指中文學校。而兩者背景皆有的比例也相當高，這與非華裔

學習學生人數增加有關。 

 

Q9. 班級學生教育程度 (可複選) 

Q9 幼稚園 小學低年級 小學中年級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選次 12 26 23 22 13 

百分比 11.43% 24.76% 21.91% 20.95% 12.38% 

排序 5 1 2 3 4 

Q9 高中 大學 未答 合計 (可複選) 

選次 4 5 0 105 

百分比 3.81% 4.76% 0% 100% 

排序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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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9】 

此為可複選題，依選次高低，教師的教學對象年級，依序為：小學低年

級(24.76%)、小學中年級(21.91%)、小學高年級(20.95%)、國中(12.38%)、幼

稚園(11.43%)、大學(4.76%)和高中(3.81%)。由此可知，僑校老師的主要教

學對象為小學生為主，其次是國中生，再其次是幼稚園。其餘的大學生和高

中生的比例較低。 

 

Q10. 主要華語教材使用 (可複選) 

Q10 臺灣出版

教材:___ 

自編教材

講義 

當地出版

教材:___ 

中國出版

教材:___ 

未答 合計 

(可複選) 

選次 35 17 3 4 0 59 

百分比  59.32% 11.86% 5.09% 6.78% 0% 100% 

排序 1 2 4 3 - - 

 

【結果分析 10】 

僑校教師認教學校的教材選用情形，以臺灣出版的教材最多，高達六成，

包含了：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全新版華語、500 字說華語、康軒中文

教材、翰林中文教材。其次教師自編教材講義，占 11.86；再其次是中國出

版教材，占 6.78，包含暨南大學華語教材簡體版、輕鬆學漢語兒少版。選次

最少者為當地出版教材，占 5.09%，包含了美洲華語。 

 

Q11. 教學採用字體 

Q11 正體字 簡體字 正體為主， 

簡體並列 

簡體為主，

正體並列 

正簡 

都教 

未答 合計 

人數 26 9 7 0 0 0 42 

百分比 61.91% 21.43% 16.67% 0% 0% 0% 100% 

排序 1 2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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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11】 

目前僑校教科書使用的字體選擇，使用正體字教材者最多，高達 61.91%；

使用簡體字教材次之，占 21.43%；而採用以正體字為主，簡體字並列教材

之僑校，占 16.67%。 

這與合作僑校多為臺系中文學校有關，使用正體字教材高達六成多，但

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兼採簡體字的臺系僑校，其比例也高達約四成，這反映

了簡體字受重視的程度了。專業的華語教師應能掌握並具備正體字和簡體字

的教學能力。 

 

Q12. 教學使用的拼音系統 

Q12 漢語拼音 ㄅㄆㄇ 漢拼為主， 

ㄅㄆㄇ並列 

ㄅㄆㄇ為

主，漢拼並列 

未答 合計 

人數 17 13 5 7 0 42 

百分比 40.47% 30.95% 11.91% 16.67% 0% 100% 

排序 1 2 4 3 - - 

 

【結果分析 12】 

在拼音教學方面，使用漢語拼音系統的僑校比例最高，占 40.47%；次

之為ㄅㄆㄇ注音，占 30.95%；其次為ㄅㄆㄇ注音為主，但漢語拼音並列的

方式，占 16.67%；最低是以漢語拼音為主，ㄅㄆㄇ注音並列，只占 11.91%。 

結果顯示目前使用ㄅㄆㄇ注音的僑校，只占三成左右，其他七成則使用

漢語拼音，因此，漢語拼音系統已經是拼音教學採用的趨勢。外派僑校的志

工師資不僅要能掌握ㄅㄆㄇ注音的拼音教學技巧，漢語拼音的教學能力也是

必備的條件。 

 

Q13.課室溝通語言與使用比例 

Q13 幾乎全中文 幾乎全當地語 中文占____% +

當地語占____% 

其他 未答 合計 

人數 13 8 17 4 0 42 

百分比 30.95% 19.05% 40.48% 9.52% 0% 100% 

排序 2 3 1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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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13】 

僑教教師在課堂的教學溝通語言方面，以中文加上當地語者最多，占

40.48%，深入填答所使用語言比例，回答「中文 80% +當地語 20%」有 5

位、「中文 50%+外語 50%」有 4 人、「中文 90%+外語 10%」有 2 人，，中

文 70% +外語 30%的有 2位，中文 30% +外語 70%的也有 1位。 

此外，排序第二者是幾乎全中文，占 30.95%，所以有三成是採全中文

沉浸式的教學方式。排序第三是幾乎全當地外語者，也占了 19.05%，將近

兩成的僑校教師是使用當地語來進行課堂授課。這顯示了教師應具備基本的

當地語表達能力，將有助於課程的有效進展。 

 

Q14. 可運用的教學設備與教具資源 (可複選) 

Q14 一般黑

/白板 

字(詞)

卡 

掛圖 圖片 實物

投影 

電腦 

簡報 

錄音
CD 

影片 

選次 36 29 13 25 13 19 15 15 

百分比 18.56% 14.95% 6.70% 12.89% 6.70% 9.79% 7.73% 7.73% 

排序 1 2 8 3 8 4 6 6 

Q14 網路 電視 Moodle 數位白板 其他 未答 合計(可複選) 

選次 17 2 1 5 3 1 194 

百分比 8.76% 1.03% 0.52% 2.58% 1.55% 0.52% 100% 

排序 5 11 13 10 11 13  

 

【結果分析 14】 

此為複選題，僑校的教學設備與教具方面，依選次高低為：一般黑白板

(36 選次)、字卡(29 選次)、圖片(25 選次)、電腦簡報(19 選次)、網路(17 選

次)、影片(15 選次)、錄音帶(15 選次)、掛圖(13選次)、實物投影機(13 選次)、

數位白板(5 選次)、其他(3選次)和 Moodle(1 選次)。 

由選次結果可知，一般黑白板是最普遍，而字卡、圖片、電腦簡報、網

路、影片都是較常見的教學設備工具。這是對於僑校教學環境設備，所應有

的先備認知。在加強培訓師資的電腦多媒體教學能力外，也要考慮到海外教

學設備的可及性，基本的字卡圖片，甚至板書教學都是基本必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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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教學最常使用的教學設備與教具資源 (可複選) 

Q15 黑/白

板 

字(詞)

卡 

掛圖 圖片 實物 

投影 

電腦

簡報 

錄音
/CD 

影片 

選次 32 28 4 18 15 13 11 9 

百分比 21.92% 19.18% 2.74% 12.33% 10.27% 8.9% 7.53% 6.16% 

排序 1 2 9 3 4 5 6 7 

Q15 網路 電視 Moodle 數位白板 其他 未答 合計 

選次 9 1 1 2 2 1 146 

百分比 6.16% 0.68% 0.68% 1.37% 1.37% 0.68% 100% 

排序 7 12 12 10 10 12  

 

【結果分析 15】 

此題是針對教師個人在課堂教學常使用的教學設備工具，依選次高低：

一般黑白板(32 選次)、字卡(28選次)、圖片(18選次)、實物投影機(15選次)、

電腦簡報(13 選次)、錄音帶(11 選次)、影片(9 選次)、網路(9 選次)、掛圖(4

選次)、數位白板(2 選次)、其他(2選次)，電視和 Moodl (各 1 選次)。 

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的前三種設備工具是黑白板、字卡和圖片，這和

上題僑校提供的前三者教學設備工具，其結果是完全吻合。此外，實物投影

機和電腦簡報的使用也是越漸普遍了。上列常使用的項目應用，也是僑校志

工志工教師應具備的教學基本能力。 

 

Q16. 班級學生較感困難的學習  (可複選) 

Q16 聲調掌握 (聲母韻母)

拼讀發音 

聽力 漢字書寫 閱讀理解 

選次 16 2 3 18 4 

百分比 24.62% 3.08% 4.62% 27.69% 6.15% 

排序 2 7 6 1 5 

Q16 寫作表達 文化認知 其他:_____ 未答 合計(複選) 

選次 15 5 1 1 65 

百分比 23.08% 7.69% 1.54% 1.54% 100% 

排序 3 4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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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16】 

本題可複選，教師認為學生學習中文時，最感困難的項目是「漢字書寫」，

占 27.69%，其次是「聲調掌握」，占 24.62% ；再其次為「寫作表達」，占

23.08%；其他依次為「文化認知」、「閱讀理解」、「聽力」、「聲母韻母拼讀發音」。 

教師指出學生學中文最感困難是漢字書寫，這結果和僑教學生問卷調查

的第 16 題結果是一致的，學生也自認為最難的是漢字的書寫。因此，漢字

學習和書寫策略的引導，也是師資培訓中可以強化的部分。 

學生的第二困難是聲調學習，這是非華裔學生學習中文時普遍面臨的問

題。中文是ㄧ種聲調的語言，這對母語非聲調語言的學生，如英文為母語學

生而言，聲調的正確掌握是學習的一大重點。可在師資培訓課程中，加入強

調學生常見的漢語語音偏誤和實務教學應用之策略。 

 

Q17. 班級學生較感興趣的學習  (可複選) 

Q17 聲調掌握 拼讀發音 聽力 漢字書寫 閱讀理解 

選次 3 4 20 4 11 

百分比 4.84% 6.45% 32.26% 6.45% 17.74% 

排序 6 4 1 4 3 

Q17 寫作表達 文化認知 其他：_____ 未答 合計(複選) 

選次 3 15 1 1 62 

百分比 4.84% 24.19% 1.61% 1.61% 100% 

排序 6 2 8 8 - 

 

【結果分析 17】 

本題是複選題，教師認為學生學習中文最感興趣的是「聽力學習」，占

32.26%；其次為「文化認知」的活動學習，占 24.19；「閱讀理解」和「寫

作表達」各占 17.74%。此題結果顯示教師認為學生對「聽力學習」最感興

趣，但是對照在僑校學生問卷第 13 題中，「聽力學習」卻是排在學生自己認

為最感興趣之末位，教師和學生的看法角度有了較大的出入。教師可先從學

生較感興趣的聽力學習開始，應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循序漸進地發

展較均衡的中文能力。「文化認知」也是學生的學習興趣點，教師應善加運

用，以活化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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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最需要的教學支援或協助  (可複選) 

Q18 合適教

材選擇 

教具 

製作 

課室 

管理 

課堂授

課技巧 

語法語

音知識 

文化教

學協同 

英語授

課應用 

選次 21 20 15 14 6 7 3 

百分比 17.36% 16.53% 12.40% 11.57% 4.96% 5.79% 2.48% 

排序 1 2 3 4 8 7 9 

Q18 教學活

動設計 

多媒體

應用 

正簡字

體教學 

拼音系

統教學 

其他 

：_____ 

未答 合計 

選次 14 13 2 3 1 2 121 

百分比 11.57% 10.74% 1.65% 2.48% 0.83% 2.48% 100% 

排序 4 6 11 9 13 11  

 

【結果分析 18】 

此題為複選題，僑校教師最需要的教學支援協助，最需要的是「合適教

材選擇」占 17.36%；其次「教具製作」，占 16.53%，再其次為「課室管理」，

占 12.40%；而「課堂授課技巧」和「教學活動設計」分別各占 11.57%、「多

媒體應用」則占 10.74%。 

上列僑校老師最需要的支援，可作為師資培訓的課程規畫參考，由於部

分志工教師是擔任主課教師的課堂助理，因此應加強對於上列之「教具製作」、

「教學活動設計」、「多媒體應用」等課程技能的強化，以真正培訓符合所需

的僑校志工師資。 

 

Q19. 希望進修的華語教學專業知識課程  (可複選) 

Q19 第二語

言教學

法 

漢語語

法學 

漢語語

音學 

第二語言

習得 

教育心

理學 

華語數

位教學 

教材和

教案編

寫 

班級經

營與管

理 

選次 12 8 6 5 15 11 10 12 

百分比 10.34% 6.90% 5.17% 4.31% 12.93% 9.48% 8.62% 10.34% 

排序 2 7 11 12 1 5 6 2 

Q19 漢字教

學 

詞彙學 測驗與

評量 

華人社會

與文化 

其他 

：____ 

未答 合計 

(複選題) 

選次 8 7 7 12 1 2 116 

百分比 6.90% 6.03% 6.03% 10.34% 0.86% 1.72% 100% 

排序 7 9 9 2 1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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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19】 

教師希望進修的課程，依選次的高低排序，以「教育心理學」最高，占

12.93%；而「第二語言教學法」、「班級經營與管理」和「華人社會與文化」

三者並列，分別都各占 10.34%；再其次為「教材教案編寫，占 9.48%。 

上列課程是僑校教師們最希望進修加強的部分，派任的志工教師可以強

化此部分的專業能力，也藉由教學交流的研習機會，提供當地老師這些領域

的專業知能。 

 

Q20. 希望進修的華語教學實務應用課程  (可複選) 

Q20 教學活

動設計 

聽說教學

策略 

讀寫教學

策略 

文化教學

設計 

兒歌 

教唱 

教具 

製作 

選次 20 14 13 15 8 12 

百分比 17.70% 12.39% 11.50% 13.27% 7.08% 10.62% 

排序 1 4 5 3 8 6 

Q20 數位教

材製作 

課堂教學

技巧 

其他: 

_______ 

未答 合計 

(複選題) 

選次 16 11 1 3 113 

百分比 14.16% 9.73% 0.88% 2.65% 100% 

排序 2 7 10 9 - 

 

【結果分析 20】 

教師希望能進修的教學實務課程，以「教學活動設計」的需求最高，占

17.7%；依次為「數位教材製作」，占 14.16%；再其次為「文化教學設計」，

占 13.27%；「聽說教學策略」占 12.39。上列教師進修需求度最高的前四項

實務課程，應在志工師培訓中強化，以能補強僑校主課教師要加強學習之處，

提供教師實際授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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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 希望派任志工教師提供的支援協助  (可複選) 

Q21 教具製作 多媒體教

材應用技

巧 

協助小組

/個別口

語練習 

文化教學

應用 

協助課堂

管理   

協助錄影

或照相 

選次 23 20 10 20 10 3 

百分比 19.83% 17.24% 8.62% 17.24% 8.62% 2.59% 

排序 1 3 5 3 5 7 

Q21 華語知能

分享 

課室環境

佈置   

其他: 

_____ 

未答 合計 

選次 21 3 3 3 116 

百分比 18.10% 2.59% 2.59% 2.59% 100% 

排序 2 7 7 7 - 

 

【結果分析 21】 

海外教師最需要臺灣華語志工協助的教學支援，以「教具製作」最高，

占 19.83%；其次為「專業華語文知能」，占 18.10%；「多媒體教材應用技巧」

和「文化教學資源應用」分別各占 17.24%。上列專業知能的訓練強化，可

應用至志工培訓的課程規畫。 

 

三、小結 

海外僑校對於華語志工教師的合作需求，主要可分為兩種性質，一是擔

任該僑校華語主授課教師，一是擔任僑校主教師的隨班助教，協助主教師的

華語課程和文化課程進行。針對教師問卷的分析結果，能夠了解僑校教師背

景和教學需求，可作為華語志工師資培訓的規畫參考。下列為問卷結果的重

點歸納： 

 

(一) 僑校教師的年齡層和教學背景 

僑校教師的女男性別比例約為五比一，女老師人數遠超過男老師，性別

差異很大。目前僑校教師以 41-50 歲的人數最多，約占四分之一，而就整體

年齡結構來看， 41 歲以上的教師比例超過五成五，由此可得知僑校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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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較長。已具有大學學歷的教師人數比例最高，約占六成；其次是碩士學

歷業者，約近兩成六，就整體師資結構來看，有七成五的僑校教師具備大學

以上的學歷，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背景。約有 21.43%的僑校教師具有 20年

以上的華語教學經驗者，但相對 5 年以下年資較淺者，也占 47.63%，幾近

一半，此現象有可能是年輕教師的流失率較高所致。 

 

(二) 僑校教師的專業訓練與發展 

由於中文班的授課多在周末，或部份兼有課後學習性質，因此大多數僑

校教師都是兼職性質，有五成七的老師是以中文僑校教學為主，或兼有在公

私立中小學、補習班或語言中心、公私立高中、短期社區大學、私人家教)

和大學授課。此外，有八成五的老師會繼續從事華語教學工作，其中超過總

數一半的老師打算繼續在中文學校任教。此外，約兩成五教師以主流小學為

未來教學目標，有一成五老師以主流國中為目標；也有一成一的老師以主流

大學為未來發展的目標。 

 

(三) 教材教學方式與課室溝通語言 

僑校教師所任教學校的學生，以華裔學生為多，幾近一半。而華裔與非

華裔學生皆有的，比例也相當高，約有四成二，這可能與非華裔學習學生人

數增加有關。目前任教僑校所使用的教材，以臺灣出版的教材為主，高達六

成，其次是教師的自編教材。使用教材版本的字體選用以正體字最多，約占

六成，其次是簡體字，約占二成一。在拼音教學方面，目前使用ㄅㄆㄇ注音

的僑校，約占三成左右，其他七成的僑校使用漢語拼音，這顯示漢語拼音系

統已經是拼音教學採用的趨勢。教師的課室溝通語言方面，則以中文加上其

他當地語者最多，約占四成之多；採全中文者為次之，約有三成；以當地語

者也約占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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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設備與教具使用 

目前僑校的教學設備教具，一般的黑白板是最普遍，而字卡、圖片、電

腦簡報、網路、影片都是較常見的教學設備工具。而教師最常使用的設備工

具，也是僑校設備排序的前三項：黑白板、字卡和圖片，而實物投影機和電

腦簡報的應用也是越來越普遍，這些設備和教具都是僑校教學的實用工具。 

 

(五) 學生學習難點之觀察 

教師認為學生學習中文最感困難的部分是「漢字書寫」，其次是「聲調

掌握」，再其次為寫作表達，如何掌握有效的漢字策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

漢字的挫折，是僑校師資培訓內容應強調的。另一方面，教師認為學生學習

中文時，最感興趣的是「聽力」學習，其次為「文化認知聽力」，再其次為

「閱讀理解」、「寫作表達」。 

 

(六) 教學支援和強化項目 

教師最需要的教學支援是「合適教材選擇」，而「教具製作」、「課堂經

營管理」、「課堂授課技巧」和「教學活動設計」等，也都是需要支援協助的

項目。教師希望進修的課程，以「教育心理學」最高，「第二語言教學法」、

「班級經營與管理」和「華人社會與文化」三者並列，再其次為「教材教案

編寫。此外，在進修的教學實務課程，以「教學活動設計」的需求最高，其

餘還包含了「數位教材製作」、「文化教學設計」和「聽說教學策略」。海外

教師最需要臺灣華語志工協助的教學支援，以「教具製作」最高，其他包含

了「專業華語文知能」、「多媒體教材應用技巧」和「文化教學資源應用」等。 

因此，在師資培訓中應加強教具製作能力、課室經營的方法和策略、教

學活動設計、多媒體教學應用，以及文化教學等培訓內容，以能實際符合僑

校師資的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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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師資來源之需求分析 

本節針對臺灣華語專業師資的來源，可從下列兩方面進行分析：一、臺

灣華語文師資培育背景之分析，二、國內外華語文師資之需求分析。 

 

一、臺灣華語文師資培育分析 

根據何福田、林慶隆、賴明德(2012)的研究指出，臺灣師範大學於 1995

年創辦了「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而教育部為了鼓勵高等教育體系，

廣設華語文教學單位，於 2006 年訂定「辦理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

學位學程評核作業要點」，並明訂了華語文教學系所的課程內容及修業要點。

自 2006 年政策發布到 2012 年，短短的六年期間，臺灣國內陸續成立了 22

所華語文教學相關的系所，並且設有 48 所華語文中心。這顯示了華語教學

市場的熱潮，直接反映在師資的需求上，而師資的需求增加，也反映在師資

培育系所的相繼成立。隨著時間累進，當時這些大量成立的華語學校科系學

生，如今已隨著畢業，陸續投入華語教學就業市場。根據教育部所公布

「2010-2013 年臺灣華語文教學科系畢業生人數統計」(表四-9)，可得知臺

灣每年所培育的專業華語人才統計。 

 

表 四-9  臺灣華語文科系畢業生人數統計 (2010-2013 年) 

學校(代碼) 科系(代碼) 學位 學

制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計 

華語教學系所 

國立政治大學 

(0001) 

華語文教學學位

學程(140203) 

博士 日 - - 1 1 2 

碩士 日 6 14 14 5 39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0004) 

華語文教學學系
(140203) 

博士 日 - 5 2 6 13 

碩士 日 38 36 23 30 127 

碩士 職 9 6 6 3 24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0014)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140203) 

碩士 日 11 21 13 16 61 

碩士 職 10 11 14 7 42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0021)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140203) 

碩士 日 - - 6 8 14 

國立臺東大學
(0030) 

華語文學系
(220204) 

碩士 日 - - 1 5 6 

碩士 暑 12 23 - 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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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 日 59 39 52 46 196 

國立聯合大學
(0032) 

華語文學系
(220204) 

學士 日 46 47 40 47 180 

國立屏東大學
(0052) 

華語文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班

(140203) 

碩士 職 11 14 22 16 63 

中國文化大學
(1006) 

華語文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
(140203) 

碩士 職 8 12 13 5 38 

銘傳大學
(1016) 

華語文教學學系
(140203) 

碩士 日 1 - 2 - 3 

學士 日 115 108 100 93 416 

開南大學

(1049)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140203) 

碩士 日 - 2 3 0 5 

文藻外語大學 

(1075) 

華語教學學系
(140203) 

碩士 日 - 6 8 15 29 

臺北市立大學
(3002) 

華語文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
(140203) 

碩士 日 1 6 4 6 17 

應用華語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0004) 

應用華語文學系
(220204) 

碩士 日 - - 7 12 19 

學士 日 24 42 44 55 165 

中原大學
(1004) 

應用華語文學系
(220204) 

碩士 日 10 7 13 15 45 

學士 日 53 58 66 60 237 

僑光科技大學
(1062) 

應用華語文學系
(220204) 

四技 日 42 33 40 44 159 

夜 - 16 31 15 62 

文藻外語大學 

(1075) 

應用華語文系
(220204) 

四技 日 43 80 92 84 299 

人數合計  499 586 617 596 2,29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2014 年發布， 

取自 2015年 2 月 7 日，筆者整理製表)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752&Page=16040&Index=7&WID=31d7

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根據表四-9華語畢業生人數統計資料顯示，2010-2013 年的畢業人數分

別為 499 人、586 人、617 人和 586 人，四年來共有 2,298 人，平均臺灣國

內每年約有 575 位畢業生。而再進一步針對畢業學位：博士、碩士和學士(含

四技)三類學歷的畢業人數進行分析，可探知近年來臺灣華語文相關科系畢

業學位結構之統計情形(圖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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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臺灣華語文科系畢業生學位統計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2014 年發布。取自 2015 年 2 月 7日，筆

者整理製圖)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752&Page=16040&Index=7&WID=31d7

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從圖四-1 可得知 2010-2013年期間，臺灣華語文相關科系的 2,298畢業

生，包含博士學位 15 人，碩士學位 569 人，學士(含四技)學位者共 1,714

人。其中以學士學位的人數最多，占總數的 74.59%；碩士學位者次之，占

2010 2011 2012 2013 

學士 382 423 465 444 

碩士 117 158 149 145 

博士 0 5 3 7 

0 5 3 7 

117 

158 
149 145 

382 423 465 444 

臺灣華語文科系畢業生學位統計 

博士 碩士 學士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152 

總數的 24.76%；博士生學位者只占總數 0.65%。平均來看，每年約有 5 位

博士26
(2011-2013 年)、142位碩士和 429 位學士，每年臺灣碩士學位和博士

學位的畢業生總數逐年增加中，而自 2011 年起開始有了博士學位畢業生，

目前已有 15 位博士學位者，因此，整體可觀察得知臺灣國內的華語文師資

學歷，已呈現了逐年上揚提升之趨勢。 

江郁瑩(2009)對於臺灣國內華語文教學市場的研究中也指出「…很現實

的是碩士畢業似乎是很多華語中心徵聘老師的基本要件」。這也意味著現今

臺灣各華語中心師資招聘，幾乎都以「碩士學位」為求職學歷門檻的事實，

這表示學歷趨勢和就業門檻兩者之間是相互關連的結果。但目前臺灣整體華

語培育體系中，仍以「學士學位」為較大多數，幾乎是總人數的三倍。這意

味著這些在臺灣長期培育的專業華語學士級畢業生，所面臨在現今臺灣國內

華語教學師資需求有限的競爭情形。 

 但反觀海外因為華語熱興起，目前美國的各級學校，都普遍面臨了專業

華語教師缺乏的現象，其中以主流中小學、中文僑校或華語補習班，在專業

師資的需求缺口最多 (姚道中，2008；韓曦，2013)。這意味著海外各地的

中文僑校和當地主流中小學都需要大量的專業華語師資投入。但目前美國主

流中小學華語教學，因各州師資認證門檻不一，使得專業華語師資不足的情

形，一時還無法有效地解決。而中文僑校隨著近年華語學習熱潮的推升，除

了專業華語教學需求增加外，也同時積極尋求轉型，紛紛與主流中小學的華

語教學合作，或是轉型為華語補習中心。此外，為了滿足不同層級的華語學

習者需求，海外各類型的專業華語補習班也快速增加擴展，因此普遍出現了

華語師資嚴重不足的現象。 

面對上述海內外的華語師資的供與給問題，江惜美(2009b)認為國內語

言市場已趨飽和，建議應放眼全世界，那麼華語市場還有許多機會，可以透

過華語專業，開發另一個海外職場，發展更多元的教學型態和事業。 

 

                                           

26
 2011 年首次開始有博士畢業生，因此以 2011-2013 的三年來計算平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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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華語文師資的供需 

華語師資的國內就業市場與每年來臺的華語學習生人數，有相當密切的

關聯，華語學生人數增加也意味著師資需求也隨之增加，唯有華語學生人數

穩定成長，才能確保師資需求的穩定成長。表四 -10是教育部公布的

2004-2014年來臺華語學生的人數統計。 

 

表 四-10 來臺外國華語學生的人數統計(2004-2014 年) 

年度 華語生 

人數 

人數 

成長 

成長率 全部外籍生 

(華語生和學位生) 

占全部外籍

生比例 

2004 7,647 - - 9,616 79.5% 

2005 8,182 535 7.0% 11,035 69.8% 

2006 9,135 953 11.6% 13,070 63.0% 

2007 10,177 1,042 11.4% 15,436 57.2% 

2008 10,651 474 5.0% 16,909 54.6% 

2009 11,612 961 9.0% 19,376 51.9% 

2010 12,559 947 8.1% 21,356 53.6% 

2011 14,480 1,921 15.3% 24,539 57.9% 

2012 13,898 -582 -4.0% 25,452 46.8% 

2013 15,510 1,612 10.4% 28,107 55.2% 

2014 15,526 16 0.10% 29,589 52.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取自 2015年 2月 7 日，筆者整理製表)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

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根據表四-10的統計資料顯示，來臺華語學生人數從2004年的7,647人到

2014年的15,526人，這11年的華語生人數增加了將近2.03倍。由來臺華語學

生人數的逐年成長，也同時反映了這股華語學習熱潮的蓬勃發展。但在2012

年卻出現了首次的逆勢變化，來臺華語學生人數下降至13,898人，較上年度

減少了582位，負成長率為-4%。由於這是近年來首度外國華語學生人數出

現負成長，減少的華語學生人數也間接反映在華語師資的實際需求數目，這

是臺灣華語文教學發展的一大重要警訊。2013年外國華語生共有15,510人，

雖人數已稍呈正成長現象，增加了1,612人，但值得留意的是自該年度(2013

年)教育部也開始將來臺的中國大陸及港澳生也併入此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

學生人數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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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世昌、李希奇、方淑華、李郡庭、林姵君(2011)曾對臺灣華語教師的

教學環境及滿意度進行調查，其十年來的變化發展分析顯示，臺灣國內新進

華語教師(年資一年內者)十年來的總比例下降；年資在10-20年者比例亦逐漸

減少。但年資在20-25年或25年以上者，比例則逐年漸增。這顯示了臺灣新

手教師因國內就業市場窄化，而缺少就業機會，表四-11為2006年-2011年臺

灣國內外華語師資的任教人數統計(摘錄自何福田，2013)。 

 

表 四-11 臺灣華語文師資國內外的任教人數  

年

度 

國內 小計 國外 小計 年度

合計

(人) 

華語

中心 

民間

機構 

大學 中小學 

教師 助教 教師 助教 教師 助教 

2006 519 110 629 52 7 -- 11 70 699 

2007 536 110 646 66 8 -- 6 80 726 

2008 584 115 699 73 5 20 21 119 818 

2009 558 115 673 63 15 11 19 108 781 

2010 574 110 684 53 15 7 36 111 795 

2011 554 110 664 48 14 17 27 106 770 

合計 3,325 670 3,995 355 64 55 120 594 4,589 

(資料來源：摘錄自何福田，取自2014年5月2日。網路資料：國家教育研究

院研究報告http：//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25/201508409.pdf) 

 

表四-11資料顯示臺灣國內的任教人數每年平均為670人，每年任教人數

上大致保持穩定，但國內各華語中心與民間機構的師資人力流動不大，實際

師資的出缺有限，這顯示臺灣國內的華語師資需求是相當有限，競爭相當激

烈。2006-2011年間在海外華語文師資的任教人數統計共有594人，平均每年

國外任教人數為99人，人數逐年稍有成長，但海外需求人數和臺灣政府推動

的國際教學合作名額有關，若是加上每年資深教師的連續海外任教申請，對

於資歷較淺的新手教師而言，要透過目前政府海外任教的機會申請，亦是相

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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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目前臺灣華語文相關科系每年約培訓575位畢業生，每年約有5位博士 

(2011-2013年)、142位碩士和428位學士，再加上每年各校華語學程學分畢業

生，以及來自各師資培訓班的非本科系背景師資，明顯可知目前臺灣華語文

的海內外就業管道是相當競爭，這是由於國內師資人力培育和相對職缺不平

衡所致。因此，面對此華語師資人力的供需失調問題，面向海外的華語文發

展與多元管道推廣，是一可行的途徑。 

面對海外華語師資需求，目前臺灣缺乏一強而有力的機構來統合與推展

國內外師資合作。雖然教育部以專案方式選送學生出國，或透過與海外需求

學校選送教師出國，然而名額與機會都相對有限。因此，臺灣華語文背景學

生在海外教學實習或海外就業方面，面向海外的華語教學合作管道和相關資

訊仍可待努力加強。臺灣目前可先藉由長期與海外僑教體系聯繫經營的僑委

會，領頭從中擔任引介推廣的角色，成為國內外教學合作的重要橋梁。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156 

 
  

 



第五章 國際志工組織分析 

157 

第五章 國際志工組織分析 

本章將分別從較具規模的國際志工服務組織進行分析，藉由其志工組織

理念、制度規範、教育培訓和實際運作進行研究分析，以作為未來成立志工

組織和培訓規畫之參考。本章共分為四節：一、美國和平團。二、日本海外

協力隊。三、臺灣國合會的海外華語教學。四、臺灣相關華語志工組織--臺

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分述於下： 

 

第一節 美國和平團  

在美國和平團 (Peace Corps)
 27成立之前，雖然各國都有民間志工團體，

但這是第一次由政府的力量大規模組織志工團體。和平團是美國政府的一個

獨立機構，是由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 1961 年 3月 1日

所創建，為一通過美國政府行政命令成立，並正式立法授權成立28的一個志

願服務組織。其成立的宗旨是藉由美國和平團團員們，在世界各地從事志願

無酬的服務工作，來促進世界和平與友誼(楊子葆，2003)。 

《和平團法案》(The Peace Corps Act)
29

 闡明了美國和平團成立的三項

主要核心目標： 

1. 提供符合受援助國家與地區需要之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 
(To help the people of interested countries in meeting their need for trained men and 

women.)  

2. 讓和平團服務地區的人民對美國人民的進一步了解。 
(To help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s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s served.)  

3. 促進美國人民對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進一步了解。 
(To help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on the part of Americans.) 

 

                                           
27

 Peace Corps 臺灣常見的翻譯有「和平工作團」、「和平工作隊」、或簡稱「和平團」、「和

平隊」，本文統一採用「和平團」；中國大陸則使用「美中友好志願隊」一詞。 

28根據美國 10924 號行政法令成立，並於同年得到美國國會以通過《和平團法案》方式來

正式授權。 

29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上網日期: 2015 年 3 月 21 日。網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ace_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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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三項核心價值強調了美國和平團派遣出去的美國人，是符合地主國

真正需要的人，也是符合條件而有能力的人。美國和平團不是設計做為外交、

宣傳或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而是用來幫助美國人民為全世界的合作發展，

盡更充分的心力，以促進世界真正的和平與友誼。以下針對和平團的相關組

織架構、招募與規模、培訓項目、服務內容、教育工作實例等進行探討分析，

以作為國際志工組織發展的參考，進而了解其在教育教學服務方面的發展。 

 

一、 組織架構 

美國和平團隸屬國務院，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是在服務美國對外戰

略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其主任和副主任是由美國總統任命，並得到參議院的

同意，可以靈活而有效地負責相關服務計畫的統籌。和平團是由在「非洲」、

「歐洲地中海亞洲」、「中美和太平洋」等三個主區辦公室來推動全球各區事

務，並由駐服務地區辦事處，直接負責團員的行政管理。這樣垂直式的管理

系統，能有效減少各部門協調的內耗曠時，可避免管理的衝突和效率的空白

不力。因此和平隊的管理運作之獨立性和定位，是相當直接而簡明。此外，

和平團設有獨立的監督機構，以防止弊案、浪費和管理不善。在評核機制方

面，每年都針對參加隊員實施問卷調查，並在年度調查統計報告中，具體反

映團員的意見和想法，包含哪些需求已被滿足和仍待改進之處(美國國務院，

2013) 
30。 

美國和平團成立至今已逾半世紀，至今已有超過 20 萬美國公民參加，

並曾在 139 個國家進行志願服務工作。和平隊的成員來自全美各州的美國公

民，這充分反映了美國文化的多樣性，他們有著不同的膚色、身材、宗教信

仰、種族背景與性別。隨著時代改變，不同社會也面臨新的問題，現在和平

團在第三世界地區，為當地民眾提供的服務也與時而變，像愛滋病防治、資

訊與教育，也成為和平團近年來的重要新工作。美國布希總統於 2002 年號

召美國民眾，一生應奉獻四千小時或兩年的時間，在國內外擔任志工服務，

                                           
30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和平隊績效和責任報告書(The peace corp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Fiscal Year，2013)。 

網站：http://files.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policies/annrept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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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理念的倡導呼籲又讓投身和平團的青年大增。自美國和平團成立後，世

界各國政府與民間，也陸續仿效美國，紛紛成立了類似和平團的海外志工服

務組織(楊子葆，2003)。 

 

二、人才招募 

只有美國公民才具有資格加入和平團，需提前 9~12 個月透過官方網站

提交報名的申請，再經過面試、體檢和法律審核等甄選手續，才能取得錄取

資格。和平隊員以女性較多，約占 60%，男性約為 40%，女性和男性團員

比例為 3 比 2。大部分團員為二十多歲的青年，其餘的年齡則分布在三十歲

到七十歲之間，平均年齡為二十八歲。和平團員在世界各地深入基層、進行

草根性的服務工作，並學習當地語言文化，以瞭解不同國家社會的人。美國

每年報名申請加入和平團的人數，平均為 12,189 人，而正式甄選錄取的人

數是 8,024人，錄取率約為 66%左右(美國國務院，2013)。圖五-1是 2005-2013

年美國和平團的申請錄取統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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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美國和平團申請與錄取的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和平團績效和責任報告書，2013) 
http://files.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policies/annrept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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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傳方面，和平團設有獨立的官方網站31，提供豐富而詳盡的組織內

容和資源，也運用在主流社交網路平臺，如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也擁有官方宣傳網頁，透過有系統而多樣化的文宣方式，以及運用影視多

媒體的優勢，使得和平團在人力招募和宣傳效果上，掌握了專業、廣泛而有

效的策略運作。 

 

三、工作項目與培訓 

綜合 2013 年《和平團績效和責任報告書》內容和楊子葆(2003)的研究，

和平團海外派任的義務服務時間為兩年，再加上於美國境內為期十周的行前

培訓，和平團員的總服務時間約為 27個月。和平團的培訓規畫主要分為「服

務前」和「服務中」的兩大部分，透過「服務前」的十周培訓，有效強化團

員在語言、工作技能以及跨文化溝通理解這三大區塊的能力，並且透過「服

務中」的「到岸當地培訓」(to shore training)方式，持續團員工作技能的深

化培訓，全程培訓合計時間大約為半年到一年。和平團的培訓目標相當清晰：

「是否能夠用當地的語言進行工作、滿足當地的技術需求、與當地人進行良

好的溝通和互動」。美國和平團主要服務集中在全球待開發而較貧困的國家，

團員們需前往自己不熟悉的異國文化環境服務，服務區域可能在城市，可能

在鄉村或偏遠之地，這種生活適應的挑戰，考驗參加者本身的決心、動力、

耐心和適應能力。因此，和平團團員不僅要接受語言強化培訓、專長培訓與

跨文化培訓，並且要學習說當地語言，以能適應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和平團

工作主要分為七個項目，依比例高低為：教育(education)、健康(health)、環

境(environment)、社區經濟發展(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青年發

展(Youth in development)、農業(agriculture)和其他(other)。表 5-1是美國和

平團工作項目與派任統計情形。 

 

 

                                           

31
 美國和平團的官方網站為：http://www.peacecorp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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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美國和平團工作項目與派任統計 

 工作項目 百分比 (%) 參與人數 派任國家數 

1. 教育 40 2,883 53 

2. 健康 22 1,603 43 

3. 環境 12 854 26 

4. 社區經濟發展 11 821 34 

5. 青年發展 7 511 18 

6. 農業 5 354 10 

7. 其他 3 183 -- 

共七大項目 100% 7,209 -- 

研究者翻譯整理製表，2013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和平團績效和責任報告書) 
http://files.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policies/annrept2013.pdf 

 

由表五-1 資料顯示，美國和平團的七個主要參與工作類別中，以「教

育」工作項目的參與人數最多，達 2,883 人次，約占總數的 40%，2013 年

共派遣至全世界 53 個國家，教育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項目。 

而根據和平團官方網站32所公佈的 2013 年和平團的全球合作活動區域

資料統計(圖五-2)，其主要服務的地區範圍，依比例高低排序為：非洲、南

美洲、東歐與中亞、亞洲、北非和中東、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諸島等。 

 

                                           

32
 資料來源：美國和平團。上網日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網站：http://www.peacecorp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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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 和平團的全球合作活動區域 

(資料來源：美國和平團網站，2013，網站 http://www.peacecorps.gov/about/) 

 

圖 5-2顯示目前和平團的合作國家以非洲國家最多，高達 43%；其次是

南美洲 21%，兩者合計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其餘地區則為東歐與中亞(15%)、

亞洲(10%)、北非和中東(4%)、加勒比海(4%)和太平洋諸島(3%)，共畫分為

全球的七個區域。 

 

四、教育項目的實例內容 

    根據 2013 年和平團績效和責任報告書，「教育」工作項目的領域涵蓋了

六個次類別：1.英語作為外語教學(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2.兒童識字(Childhood Literacy)、3.性別權力(Gender Empowerment)、4.數學

(Math)、5.科學  (Science)和 6.資訊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等。各項教育工作項目的執行，是由參與的教育工作團員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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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系列化科目教學和學習活動，包括了英文，數學、科學能力、資訊技術

和幼兒識字等學科式的學習。服務內容涵蓋了學前、小學、中學、大學與教

師培訓單位的各教育階段水平的教學工作，是由和平團員直接進行課堂授課，

或是與當地教師共同協同合作教學。教育服務類別的團員藉由舉辦各類型的

教學工作坊，來提升當地教師的專業知識和相關技能的強化，重視參與體驗

式的學習活動、課堂管理和相關教育資源的研發。此外，也帶動家長和社區

人士共同來參與教育活動，引導學生們積極參與全球公民的準備；並且鼓勵

當地的婦女們成為自己社區的代表，建立生活技能和領導能力，共同發展社

區，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觀念價值。 

為了能更具體地了解工作團在「教育項目」的工作內容，根據 2013 年

和平團績效和責任報告書，以在尼加拉瓜、烏克蘭和中國大陸地區所實際進

行的教育項目服務，舉例說明如下： 

 

(一) 尼加拉瓜：高中英語教科書編審和教學活動引導 

尼加拉瓜教育部請求和平團協助制定全國高中英語教科書的教材審查

和編輯工作(English textbook development)。和平團接到任務請求後，派任了

11位具有此專業背景能力的團員，前往該國進行高中英語教科書的全面審

定、語法建議修正和詞彙編輯，並強化該教科書中的英文教學活動。在尼加

拉瓜政府與和平團之間的共同合作努力下，現在該尼加拉瓜的每位高中生，

都能得到更好的英語語言學習的教材品質和教學活動規畫的引導成效。 

 

(二) 烏克蘭：英語應試的技能發展 

在烏克蘭，由超過 300 位和平團員所組織成立了「英語學習俱樂部」，

負責訓練超過 4,500 位學生，進行各類型的英語競賽活動，如英語奧林匹克

競賽和英文徵文比賽等。和平團員著力於建構學生的英文詞彙量，透過各種

英語學習練習活動，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英語聽力和寫作的能力。此外，「英

語學習俱樂部」也使用美國文化思維角度引導，提供當地學生對於英語的應

試技能、文章寫作與回答摘要問題的美式思考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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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大陸：英語教育與文化的交流活動  

和平團在中國大陸通稱為「美中友好志願團」，目前主要是從事英語教

育和民間文化交流活動的服務(English teaching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以促進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平團員與中國各省的大專院校師生

一起協同工作，共同致力於英語教學的課堂教學、課程規畫和學習活動設計

安排，以提升當地師生英語水平。和平團員通常安排住在當地住宿接待家庭，

讓派駐該地服務的團員能盡快調整新的生活方式、適應新的文化、學習新的

語言，並且了解中國風俗民情，有效地融入中國社會，而成為當地社區服務

工作推動的主力成員。透過了彼此零距離的生活相處，也能讓當地的中國接

待家庭有機會親身實際地了解美國人、體驗美國文化。直到現在，有些和平

團員還和其當地的接待家庭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彼此建立了長期的友誼。

此外，和平團員在中國大陸的教學對象和內容，教育服務的對象相當廣，涵

蓋了學前到大學，也包含在地教師的培訓與研習。在課堂教學的執行上，和

平團員主要採直接課堂授課的方式，或是與當地教師共同合作教學，讓當地

師生都能有實際參與的英語學習體驗。此外，也鼓勵學生家長、社區和婦女

都能共同參與英語教育的學習，進而提升生活技能和性別平等的觀念。因此，

美國和平團教育項目的工作內容和活動是相當豐富而多元的。 

Connell(2013)指出美國政府建立和平團的主要目是贏得非結盟發展國

家的人心，因此既然是以獲得人心為目標，就不能使用強制力於他人。和平

團員身上反映了一些美國人最基本、並以為榮的價值觀：希望、樂觀、自由

和機會，透過在世界各地的志願服務工作推展，而能與當地人能共享這些價

值觀，成為美國與各合作國之間奠立了和平基礎的友誼橋樑。當這些和平團

員們完成海外服務返回美國後，他們不僅拓展了人生的視野而學習到寶貴的

成長經驗，也同時將其海外服務的實務經驗傳播給其周遭的工作或生活的夥

伴們，因此能夠真正而長期地在潛移默化下達成了和平工作團核心宗旨的第

三項信念--促進美國人民對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進一步了解。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2000)在《你只需要愛：和平團與 20世紀 60

年代的精神》33一書中認為，和平團的創建不只是美國政府或總統約翰‧甘

                                           
33英文書名為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60s. Cambridge, 

 



第五章 國際志工組織分析 

165 

迺迪的動機，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公眾的要求。這一機構的建立恢復了美國

人無私的價值觀，展現出人類共同觀念與進步的實現，超越了東西方意識型

態的競爭。劉國柱(2009)也指出和平團從建立起，就如同美國對外援助一樣，

是被當作軟實力資源來使用，和平團透過與美國以外的世界，共享美國最寶

貴的資源—美國人民，來實現其成立目標，和平團在努力促進最基層的持續

性發展與交流方面，已成為一種成功的模式。 

50年前，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勉勵年輕人：「不要問國家

能給你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今天，和平團依然是這個理念

的象徵，至今美國和平團每年派出 8,000 名志願服務工作者，其中絕大多數

是年輕人。和平團的成立與運作讓美國年輕人發現，政治人物所宣稱的世界

秩序或國家利益，不一定是要靠霸道武力來維繫，也可以透過人道關懷、具

體的提供協助來達成這個目的(劉國柱，2009)。其研究指出了年輕人自我理

想的實現、國家的利益目標，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和平福祉之增進，可以透過

和平團的實踐找到結合點，也同時為年輕人的熱情與抱負找到一條出路。年

輕人有機會訓練自己的能力，建立自己的信心，當他回到原本成長的社會，

將比其他人更自信、更有挑戰的能力。 

 

五、小結 

美國和平團在過去 50 年來的發展和經驗累積，在組織架構、招募與規

模、培訓項目和服務內容、教育項目推展等，各方面發展已漸趨完善成熟，

是建構規畫國際志工機制時，相當值得參考的成功運作模式。此外，美國和

平工作團最主要的服務項目為教育項目，其「教育」項目下的英語教學與本

研究目標的華語教學，都是屬於語言學科的教學服務，並且也都是由母語語

言教師，志願外派到海外各地進行教育服務工作，兩者具有相當關連意義與

參考價值。透過教育服務志工在全世界各地的工作推展，所達成的文化交流

和友誼建立的成效，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軟實力發揮。更重要的是這群年輕人

有機會實際到世界各地的基層，接觸並瞭解世界的真實面目，開展自己更寬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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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視野而形塑一個更開放的價值觀，並且也將這些親身經歷的寶貴價值帶

回自己的國家，影響他人，進而也形塑新的社會價值觀。 

 

第二節 日本海外協力隊 

日本海外協力隊（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JOCV）成立

於 1965 年，是由日本政府出資創立的海外派遣日本志願者組織。由獨立行

政法人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34

來負責統籌與推動。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的核心任務是將有服務奉獻精

神的日本人派遣到開發中國家，從事只有基本生活津貼而沒有工作報酬的志

願服務工作，以提供人力資源的合作方式，來協助開發中國家社會、經濟、

教育的進步。本節包含一、國際志工組織說明。二、人才招募與組織培訓。

三、合作方式。四、小結。分述於下： 

 

一、國際志工組織說明 

目前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已在全球 101 個國家設有事務所，不接受

邀請方的工資金錢報酬，每年大約向海外派出 1000 多人，自今已派遣約 3

萬多名日本志願隊隊員，涵蓋 120多種的工作專業，分派到全球 80多個國

家，包含亞洲，中東，非洲，中南美，加勒比和大洋洲，合作的領域項目涵

蓋了環境保護、農林水產業、醫療保健、教育、工礦業、能源、運輸、交通、

通訊等領域的服務。合作派遣單位主要為國家機構和非營利組織，如省政府、

學校、醫院、NGO 組織等。 

 

二、人力招募與組織培訓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每年要受理來自世界各地許多發展中國家和

地區的申請，針對這些申請，定期在日本國內各地公開招募各行各業中具有

                                           
34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上網日期：2014 年 11 月 12 日。網站

http://www.jica.go.jp/volunteer/application/seinen/ 

 

http://www.jica.go.jp/volunteer/application/seinen/


第五章 國際志工組織分析 

167 

一技之長、志願到海外較艱苦、貧困的地區，從事無償技術援助工作的青年

（年齡在 20 歲～39 歲之間）以及中老年（年齡在 40 歲～69 歲之間）的日

本公民，性別不拘。透過線上報名後，需經過兩次嚴格的甄選考核，第一關

為筆試，合格者需再參加第二關的面試，從中選拔出優秀人員成為培訓的協

力隊隊員。這些經由正式培訓後而成為日本協力隊的正式志工，派遣到各國

家地區，為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無私地奉獻自己的才智。每年 4

月至 5 月(春季)和 10 月至 11 月(秋季)，進行年度兩次的志願者招募作業，

只有日本公民具備參加資格，每年約有 5000 多人報考。日本海外協力隊依

照參加者的年齡而區分為「青年海外協力隊」和「年長海外協力隊」兩大類： 

 

(一)青年海外協力隊 

 青年海外協力隊」是由 20-39 歲、具有一定技術、身心健康的日本公民

所組成的，是日本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無償的志工派遣，以支援這些發

展中國家的教育、社會、經濟、文化建設。青年海外協力隊的工作座右銘是

“三同主義”，即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一同思考。目前隊員的專業半數以

上為日語教師，因此提供日語的教學服務，是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服務派遣

的時間為兩年，如果志願者有意願繼續服務，還可以再延長一年。 

 

(二) 年長海外協力隊 

「年長海外協力隊」是由 40－69 歲、身心健康的日本公民所組成的，

是日本政府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提供具有奉獻精神的日本志工的服務派遣，

運用年長者成熟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以培養人才和傳授技術為主，為發展

中國家的建設開發，提供無償的志工服務，派遣的時間為一年或兩年。 

 在海外派任的服務時間，除了上列兩類協力隊是以一到兩年的派任期為

主，尚有一種短期的協力隊志願派遣，為一個月到一年以內的派遣，這是為

了制定接收長期志願者的活動計畫而設置的。首先派遣有志願服務活動經驗

的人作為短期志願者；或者是對於已派遣服務中的志願者，提供技術支援所

進行的點對點派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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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提出申請後，經過日本國內的招募、選拔考試、培訓到派遣的過程，

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錄取合格的志願隊員必須先在日本進行 65 天的

行前培訓，主要包含在專業工作項目的培訓課程、派遣地的語言訓練，以及

外派環境的認知講習等，並且須通過全身健康檢查。抵達派遣國後，再由當

地的日本海外協力隊駐事務所，安排為期三周在地強化培訓，以協助志願隊

員盡快適應當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因此，全程海外外的培訓約 86 天，將

近三個月。 

 

三、合作方式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的海外協力隊為志願者服務，不接受邀請方的

工資等金錢報酬，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負擔的費用包含從日本到邀請單

位的往返交通費、協定隊員的生活費(依派任國生活水平而定)、醫療費、體

檢費、勞動者災害保險費等。邀請申請的國家主要需負擔的項目主要有: 提

供住房(獨間或獨層，含淋浴設備和生活必需品)、網路設備環境、提供因邀

請方公務出差而發生的費用、工作上必須的資料和設備等。 

  

四、小結 

日本海外協力隊在志工來源上，依志工的年齡，做了兩大區塊的區別: 

青年協力隊和年長協力隊之區別。這是一個相當人性化考量的措施，志工服

務不僅限於青年學子，只要有意願者從事志工服務，都可以平等的機會來發

揮所長和特質。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依協力隊的年齡特質，不僅對隊員

提供更仔細的規畫，也對服務接收國要求符合志工實際所需的考量，藉由明

確的合作規範和注意事項，保障合作雙方在志願服務工作的順利推展，是相

當值得參考的部分。此外，日本海外協力隊的培訓分為兩階段，分別為在日

本的 65 天行前密集任務培訓，以及到達派駐國後的三週當地培訓，協助志

願隊員能盡快適應當地的工作和生活，是較周全而人性化的培訓方式，為即

將長期派駐的志工而言，這是相當實用的培訓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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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海外華語教學 

本節以我國的國際志工服務組織—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針對其海外華

語志工和專業華語教師的運作推展和培訓，進行分項的探討分析。 

 

一、中華民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美國和平團是用和平的方式、民間接觸方式，來推動美國與其他國家的

關係，以增進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我國也於 1959 年 12 月 28 日透過「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ICDF，

簡稱國合會)，展開了我國對外志願服務序幕。1961年美國和平團成立的同

年，我國的國合會也成立了「先鋒案執行小組」(Operation Vanguard) ，正

式派遣了第一支農耕隊赴非洲的賴比瑞亞工作，展開我國第一項長期的農業

援助計畫，也為制度化的國際服務工作開啟了大門(楊子葆，2003)。 

    國合會總部設於臺灣臺北，現有國內編制的 116 位職員，並在非洲、中

南美洲、加勒比海、歐洲、亞太及西亞等地區的 29個國家，派駐 38個技術

團，以及 157 位實地執行派駐海外的專業人員(吳臺生，2013)。國合會以「農

業」、「公共衛生」、「教育」、「資通訊」及「環境保護」作為資源配置的優先

領域。圖五-3 為國合會的團隊組織圖，設有董事會(包含監事和諮詢委員)、

秘書長、副祕書長和 12個處室，共同執行各項發展國際合作任務(國合會35，

2014)。 

                                           
35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上網日期：2014 年 12 月 23 日。網站：

http://www.ic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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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國合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國合會網站。上網日期：2014 年 12月 23日)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2666&CtNode=29766&mp=1) 

 

由圖五-3 可知國合會有五個處，分別為：「人道援助處」、「技術合作處」、

「投資融資處」、「國際教育訓練處」及「綜合管理處」等。其中，「人道援

助處」所負責推動的海外服務志工團計畫，與美國和平團最為類似。接下來

就「人道援助處」36海外服務志工團的華語志工項目，進行深入的分析。 

 

                                           

36感謝國合會人道救援處對於「海外志工服務」計畫的相關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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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華語教學志工 

國合會的人道援助處設有兩個組，一是公衛醫療組，二是援助發展組，

其中的援助發展組設有「海外服務工作團」。該團主要是推行教育(英語、華

語、數學、自然科學、美術、音樂和電腦)、農業發展、公共衛生、資訊通

信科技和環境等項目服務。 

「海外服務工作團」始於 1996 年，其實際執行內容37，主要有下列五個

項目：1. 甄選合適志工。2. 提供教育訓練協助志工建構海外志願服務的正

確觀念及能力。3. 遣符合資格且通過教育訓練評量之志工赴合作國家提供

志願服務。4. 依照規定實施派後管理。5. 志工返國分享服務經驗。「海外服

務工作團」每年招募具有與服務內容相符專長的大專畢業人士，或具有國內

外志願工作經驗者，年齡不拘，作為志工來源。至 2013 年止，共派遣了超

過 590名志工，先後遠赴 36 個國家服務，協助開發援助或人道援助的專案，

是臺灣志工與援外工作結合的具體表現。 

華語教學志工即是屬於海外服務團的項目之一，華語教學志工的派任運

作是透過公開招募甄選、培訓、派任、派後管理和返國服務經驗分享等方式，

派任名額是配合各駐外館處的人數需求，從 1996 年至 2013 年共派出了 133

名的華語教學志工，分別派任前往非洲、中南美洲、亞太及加勒比海等地區

的合作國家服務。華語教學志工的海外服務聘任，可分為為短期的一年期制

和長期的兩年期制。每年透過公開報名的招募甄選後，並對即將外派的志工

開始進行行前的短期培訓課程，培訓內容主要是針對未來海外工作的內容認

知，以及當地生活的適應力調整，而非華語專業教學的培訓。 

對於國合會華語志工的培訓內容，基於內部培訓不公開的情形下，研究

者親自訪談了一位 H 老師(代名處理，女)，透過訪談方式來了解師資培訓的

情形。H 老師是在 2004-2006 前往泰國光復高中(Khung Fu Withayakom 

School)擔任華語志工教師，下列是她在當時在臺灣國內的行前培訓情形： 

 

                                           
37資料來源：國合會網站。上網日期：2014 年 12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19834&ctNode=2968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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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志工在上任前都需依合約接受一個月左右的職前訓練，當時共同接受

 培訓的志工教師約有 15-20 人。培訓的開訓典禮地點在國合會臺北總部，之後

 全體移師到臺北的德明技術學院。培訓期間需要全體留營住宿，培訓上課、

 住宿和餐食也在該校。培訓時間通常是從早上到下午，非必要理由不得缺曠，

 下課後和週末是自由時間。除了一般行政人員的訪視，在培訓期間也安排一

 位輔導員同住宿舍，負責生活輔導管理和培訓成績的紀錄。培訓內容主要包

 含了國合會業務簡介、外交現況、國際局勢、專業及外語課程、文化課程、

 急救醫療課程、志工課程、體能課程等。專業培訓課程是依照不同的志工服

 務科目來分開上課，例如電腦、醫護、英語教學、華語教學等等。當時只有

 兩位華語志工，另一位是派駐到印尼，所以專業課程是兩個人一起上課。華

 語師資安排很強，課程內容包含漢語語法、零起點華語教學、語法教學、課

 程設計、華語發音等。 

    此外，由於工作團志工即將分派到世界各邦交或友好國家服務，所以外 

  語的培訓課程是依照派駐國語系而分開上課，包含西語、泰語、印尼語 

  等，語言培訓課程採密集式的每天 3-4 個小時授課，雖然有幫助但壓力 

  頗大。H 老師當時的泰語老師是從零起點的泰語字母、發音學起，所 

  以聽說讀寫都學了個概略。實際赴任後，對於仍有意願學習當地語言的 

  志工，國合會補助六個月學費繼續請家教加強泰語 。(資料來源：訪談

  檔案編號 FT-B01，2015.02.20，研究者記錄整理)」。 

 

三、專業華語教師 

隨著近年來全球的華語學習熱潮，我友邦友好國家對於華語教育之需求

更為殷切，國合會基於華語教學之專業化考量，臺灣近年已培育許多專業的

華語老師，在這方面可以展現優勢，因此於 2012 年終止已實施多年的「華

語志工」項目派任計畫。當所有的華語志工在 2013 年底派任服務到期返國

後，從 2014 年開始改以「專業華語教師」項目派任計畫，此計畫也改由國

合處的國際教育訓練處來負責執行，改以聘任「專業華語教師」到友邦或是

友好國家進行華語教學服務38。藉由專業華語教學的服務，促進邦友好國家

                                           
38資料來源：中央社電子報，2014 年 1 月 2 號，標題為：國合會停華語志工，證照師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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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認識臺灣文化社會，以增加與我國的交流與瞭解，並發揚正體中文之影

響力為計畫目標。 

根據國合處國際教育訓練處提供的資訊39，首年度的「專業華語教師」

計畫在 2014 年度順利派任了十一位臺灣專業華語文教師，分赴拉丁美洲(薩

爾瓦多、尼加拉瓜、巴拉圭、巴拿馬)、加勒比海地區(聖文森)、索羅門和約

旦等七個友好友邦國家。主要是在合作國家的大專院校或外交官方單位，依

其華語師資需求予以派任，專業華語教師的任期通常為兩年。專業華語教師

的甄選條件需具有教育部核發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100 年

前取得證書者應檢付兩年內有效之語言能力測驗成績)，並且有實際的華語

文教學相關資歷。針對赴海外的專業華語教師的培訓方面，國合會主要安排

了五天的行前培訓課程中，主要是針對派任教師在海外服務所需要的基本生

活適應力，協助華語教師能快速了解派任國家地區的生活環境，但無華語專

業的教學能力培訓。 

專業華語教師依派任國的合作需要，每周約進行 15-18小時的華語課程

授課，每周總工作時數平均為 40小時左右。專業華語教師的主要職務包含： 

1.  依友邦提出之需求，撰寫年度華語教學計畫書(中外文)。 

2.  規畫華語教學課程，統一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共 5冊)作為主要課

 綱規畫之基礎，另輔以自製華語教學教材。 

3. 提供華語教學服務，授課時程/時數另訂。 

 海外服務期間，志工應秉持著服務奉獻的精神，遵守當地的紀律與規章，

不得有違反國家政策及國家利益之行為，對於嚴重違反者，則立即停止服務

並立即返國。志工除了必須依照契約內容規定，進行所指派的任務，除了由

駐在地的督導單位予以指揮監督外，每三個月(依季別)志工也必須定期提交

工作報告給國合會，並且在離職前應提出正式的離任報告。 

                                                                                                                           
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401020351-1.aspx 

39感謝國合會國際訓練處提供「專業華語教師」計畫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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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國合會先期(1999 年~2012 年)的「華語教學志工」和現期(2014 年開始

至今)的「專業華語教師」計畫，兩項計畫在華語師資來源方面，最主要的

差異是在師資專業的條件要求。相對的，現期的「專業華語教師」計畫對於

師資的任用資格和條件要求度較高。此外，前者是志工服務性質，有部分的

津貼補助，而後者是專職派任的工作，兩者在工作服務性質上是不相同的。 

國合會在師資培訓方面，兩者皆是以海外行前講習的培訓課程為主，主

要是以培訓派任師資的海外教學所需的能力。前期的志工教師對於專業華語

教學進行了培訓，而後者的專業華語教師計畫，則因選派師資的基本專業要

求，而進行五天的行前培訓方面，主要是協助教師派任海外的生活適應。兩

者培訓目標和內容是不同的。 

國合處的華語志工計畫和本研究師資培訓有較密切的關聯，都是專業華

語師資的派任，但最大的不同是行前的師資培訓。國合會針對選派的華語志

工或教師所進行的海外行前培訓，有助於派任教師對海外專業教學工作和生

活環境的了解和適應。若能針對派任國家、教學對象、教學目標等差異，增

加目標教學場域導向的專業華語教學相關實用技能的培訓，將能有效提升派

任教師在教學工作的能力和信心，不僅更讓派任教師更快地適應當地的教學，

也能有效掌握教學目標以發揮更理想的教學成效。 

因此，不僅要強化志工教師對於海外生活的基本適應能力，也要進行目

標導向的相關專業培訓，選派海外的志工或教師才能真正同步提升其海外生

活適應和專業工作的能力，更快融入當地生活環境，也能在華語教學工作更

得心應手，以發揮專長實力。 

 

第四節  我國的華語志工組織 

本節將對我國國內相關類似的國際華語志工培訓機構--「臺灣青年數位

服務協會」，以掌握相關的國際華語教學志工的實際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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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 

我國有許多非營利性質的海外志工服務組織，自發性努力地推動海外的

各項志工服務工作，但以提供華語志工教學服務為項目者，目前除了少數由

臺灣大專院校或民間機構自行組織志工服務工作團，主動前往東南亞國家較

偏鄉地區，提供華語教學志工的相關服務外，目前臺灣國內以華語教學志工

為主要項目的組織培訓機構並不多。臺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Youth E-Service，

簡稱臺灣 YES 機構)是目前國內少數的華語志工師資組織培訓機構，於 2007

年 1 月 27 日正式成立，是一個源自臺灣公民社會，由青年發起，以青年為

主體，透過數位機會發展、數位內容典藏以及數位學習導入等服務，推動縮

減國際數位落差，落實跨國青年交流為目標的非營利組織。 

臺灣 YES 機構目前主要是推展數位教育和海外華語志工兩大類計畫。

早期初創發展是以提供數位機會發展的服務為主，如協助泰緬邊境縮減數位

落差計畫(2005-2008 年)和協助泰緬邊境發展數位機會計畫(2009 年度)之海

外資訊志工。但因應全球華語學習熱潮，正式成立後也陸續發展開辦海外華

語志工相關專案計畫，成立「全球華語工作營」，以培訓派任前往東南亞國

家的短期華語志工師資為主，招募臺灣華語文相關科系青年學子，投入海外

華語教學暨中華文化體驗課程計畫，進行華語志工培訓和外派之推展。 

 

二、全球華語工作營的運作 

臺灣 YES 機構每年不定期招募前往不同國家的華語青年大使，目前已

在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派任「華語青年大使」前往合作國家的

「華語文化交流營」，以華語志工的教學服務方式，主推東南亞國家地區的

華語文教育推廣合作活動。此外，在華語相關教育計畫方面，YES 機構亦

不定時舉辦華語教學研習活動，如「華語教學新五力研習工作坊」(Global 

Mandarin Workshop)，邀請產官學界資深、專業講師，透過專題演講與綜合

討論，提供有意投入海外華語教學者，在專業能力的建構、專業素養的培育、

新興思維的養成以及工作態度的提醒，鼓勵參加學員以積極的態度和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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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投入華語文教學工作，將我國華語文教學和文化推展到國際40。 

 

三、華語青年大使 

以「2014 越南華語青年大使」活動為例41，臺灣 YES 機構和越南河內

大學大學附屬外國語大學(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進行華語教學合作，表五-2 是其交流單位對象與需求內容。 

 

表 五-2 越南華語青年大使的交流 

教學派任時間 2014 年 6月 21日~2014 年 7月 5日，共計兩週。 

地點 越南河內市 

單位名稱 河內國家大學附屬外國語大學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交流對象 中文系學生 40名 

專長需求與人數 1. 華語文教學，2名。 

2. 文化活動 (捏麵人、武術、料理等)，2名。 

3. 團康活動帶領，1名。 

 

根據甄選簡章的報名資格有三： 

1. 以下條件符合一項即可：(1)就讀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2)擁有華語文

 教學相關經驗，(3)通曉超過一種中華文化技藝，(4)擅長團康活動帶領，

 (5)熟悉越語。 

2. 身心健康、無重大疾病或隱疾，能適應海外工作及生活環境者。 

3. 可與他人合作共識，並實際全程參與本派遣計畫，配合度高者。 

 

行前培訓流程有三：第一階段甄選、第二階段甄選和講習。此計畫透過

公開招募報名的方式，以及面試甄選錄取，並於 4 月 26日到 6 月 20日期間

展開共六天的培訓講習(表五-3)。 

                                           
40

 資料來源：臺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網站。上網日期：2015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yestaiwan.org/ 

41
 資料來源：2014越南華語青年大使甄選2014甄選簡章。上網日期：2015年2月26日。取

自網站 https://yeshuayu.wordpress.com/  

 



第五章 國際志工組織分析 

177 

表 五-3 華語文化交流營之講習培訓規畫 

2014年 內容 

4月 26日 計畫說明：華語青年大使的使命與責任、任務分配。 

5月 10日  

華語交流營企畫與設計 5月 17日 

5月 24日 

6月 14日 活動驗收 

6月 20日 安全規範及行前講習、團隊行前集訓 

 

「2014 越南華語青年大使」的主要工作內容為 1.華語文課堂教學：以

簡體字、拼音為主，並融入臺灣文化。2. 中華文化交流：認識臺灣、武術、

捏麵人、臺灣小吃、書法、臺灣童玩和華語電影欣賞。3. 校外參訪活動；

參訪越南臺商會、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河內著名文化景點。華語青

年大使於回國完成心得報告和成果分享會。 

 

四、小結 

綜合以上針對臺灣 YES 機構的成立宗旨、運作內容、華語青年大使的

志工服務的推展運作的分析，YES 的華語青年大使是屬於短期服務，大多

為兩周的暑期活動的華語志工性質，且以東南亞地區為主。針對其六天的華

語志工培訓講習中，不僅包含計畫說明、行前對於前往國家的環境安全規範

和團隊生活能力的培養，也包含了三天的華語文化交流營企畫與設計和一天

的活動驗收，藉由營隊的運作內容、工作職責和專長，實際參與課程活動的

企畫和自編教材的設計，引導並培養參與學員在華語課程編寫和活動設計的

能力，透過實作的訓練和團隊合作的默契培養，是值得參考的培訓方式之一。

但由於參加學員的華語專業背景各異，若能增加針對目標教學對象之特性與

學習需求的專業華語項目培訓，則不僅能強化華語青年大使的專業能力和信

心，也能更有效提升實際教學應用之成效。 

透過本章對於較具規模的國際志工服務組織，如美國和平團、日本海外

協力隊、我國的國合會等進行分析，就其志工組之理念、制度規範、教育培

訓和實際運作的研究，能具體掌握國際志工組織的運作架構與規畫，以作為

未來成立國際華語志工組織和培訓規畫之參考。研究者建議推動海外僑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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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志工師資培訓，應有一長期性的規畫遠景，應由一常設性的志工組織來推

動，不僅有助於我國華語文教育的推廣合作，也能實際發揮志工的服務精神，

這也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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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師資培訓之原則與實踐 

本章以「海華文教志工團」(簡稱海華志工團)首屆的師資培訓計畫，作

為本研究實踐的觀察主體，採參與式的研究，研究者擔任規畫者、觀察者及

評估者。本章共有五節：第一節為「志工教師的培訓原則」，從第四、五章

的先導研究經驗和需求分析中，所歸納之志工教師培訓的原則。第二節為「培

訓籌備設置」，對於培訓籌備階段的設置項目進行探討。第三節為「師資招

募與面試甄選」，是屬於培訓開展後的師資人力策略。第四節為「整體培訓

規畫與專業主題課程」，涵蓋了整體的階段培訓規畫和主題課程內容。第五

節為「教學強化訓練」，是針對各項教學訓練和強化活動的分析討論。 

 

第一節 志工教師的培訓原則 

 志工教師的培訓原則可從下列五項別來說明：一、培訓目標與時空教學

場域之原則。二、海外教學合作推展之原則。三、志工教師的資格條件與招

募之原則。四、階段式的進階培訓之規畫原則。五、海外教學服務與研究報

告之規畫原則。 

 

一、培訓目標與時空教學場域之原則 

本培訓研究以「暑期」的華語志工教師為派任時間，因此根據對於海外

僑校的需求分析中，將以師資需求較多的「海外中文學校」為目標教學場域，

提供暑期專業華語志工的教學服務。本培訓研究即是針對外派教師在出國前，

所需參與的行前師資培訓課程，培訓學員須通過課程與教學實作考核後，才

能成為合格外派的志工教師。 

根據先導研究中對於合作僑校暑期教學時間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平均

為 36.96 天，約為 5.28 周，最短期的教學合作天數為 14 天，最長的教學合

作天數為 60 天，派任的前後日期為 6/11-8/31。因此，志工教師在海外的教

學期間為 5~6 周左右，約一個半月。海外教學合作範圍包含全球各地有合

作需求的僑校，根據先導研究分析結果，暑期合作的海外僑校分布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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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歐洲等國家，是暑期志工師資外派的主要區

域範圍。 

 

二、海外教學合作推展之原則 

根據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結果，海外僑校的教學合作推展工作和臺灣國

內的師資培訓工作是同步開展的，以爭取教學合作與師資需求的規畫時效性。

在拓展與海外僑校教學合作時，以兩階段的師資需求調查方式：第一階段「教

學合作意願調查」是由臺灣僑委會統一發函公告海外僑校，並由其海外各地

的僑教中心或派駐點來彙收，以能掌握海外有教學合作意願的僑校資料。第

二階段是「志工師資需求調查」則由研究團隊直接與有合作意願的僑校溝通

聯繫，進行志工師資合作的細則。與合作僑校簽訂「教學合作同意書」，明

列雙方的合作日期、師資需求人數與教學內容等細節項目。根據先導研究三

年的海外志工教師派任分析，平均每年選派 27位培訓合格師資到海外的 14

所合作僑校。 

 在雙方的教學合作方面，由臺灣海華文教志工團團隊提供行前的師資招

募與培訓派任，是為無酬制的志工教學服務性質。海外合作僑校提供暑期華

語教學機會與教學服務期間的接送機、當地住宿和教學往返的交通安排等。

而派任的志工教師則需自付往返派任國的往返機票和生活費用等。志工教師

派赴海外僑校後，透過僑委會的海外僑教中心或派駐點，提供當地的僑教教

學資源和生活急難照應。 

 

三、志工教師的資格條件與招募之原則 

志工教師的來源方面，以臺灣國內華語文相關系所的在學生或畢業生為

主要對象。採具有華語專業背景的目標招募方式，遴選條件包含：1. 具英

語中級能力以上之正式證明，英語口語溝通能力佳者為優先。2. 個性獨立

自主有責任感，具有在國外生活與教學的自理能力。3. 具有科技教學之專

業技能。4. 個性大方、活潑者。5. 具有文化教學技能。 

根據先導研究對於培訓人數的分析顯示，三年平均培訓人數為 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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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海華志工團培訓中心的容納現況，因此目標招募 35-40位培訓學員。根

據先導研究中對於志工師資的目標招募方式，是對於臺灣國內各華語文相關

系所統一寄發招募報名簡章，從招募公告開始到報名截止期間共約四周。招

募報名採用個別線上申請和系所推甄兩種方式，可增加合適且優秀的報名者

參加。報名期間採同步分批進行書面資料的審查初試機制，凡通過初試審查

者需再參加複試的面試甄選。面試甄選的面試評審人員安排為 3~4 位，採

一對一的直接面試方式，另外也安排 skype 視訊的面試方式，以方便遠道的

報名者。 

 

四、階段式的進階培訓之規畫原則 

專業師資培訓課程規畫，是建立在培訓學員已有的專業華語文背景，作

為進階培訓課程的發展基礎。重視課堂教學的實作訓練，以強化教學的實務

能力為目標。以海外中小學的學齡學生為主要教學對象，重視華裔教學的實

務訓練。整體培訓規畫是依照四階段的培訓項目來進行：第一階段為專業華

語主題課程，第二階段是教學參訪觀課訓練，第三階段是海外行前說明座談

會，第四階段則是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會暨結業式。培訓講師的延聘規畫

是依照教師的專業背景為考量，由海內外華語文教學和海外僑教的專家學者，

前來擔任各主題課程的培訓講師。 

全程培訓課程費用全免，但參加培訓的學員需於錄取報到時，先行繳交

「培訓保證金」，全程參與所有的培訓課程並全勤出席者，將於國內培訓課

程結束後，全額退還「培訓保證金」。此外，培訓學員也須於培訓開始前，

簽定繳交「出國派任意願書」，以掌握培訓學員的海外派任意願與準備，提

升培訓外派的實質效益。 

 

(一) 專業主題課程規畫之原則 

專業主題課程規劃是以僑校華裔教學為培訓目標，課程內容結合「華語

教學課程」和「華語教學實務」的實務操作與體驗，依照三分之二的「華語

教學課程」，以及三分之一的「教育與資訊類」課程比例為原則，各培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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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課程的規劃以 3 小時為主，涵蓋不同的專業主題課程，授課天數為七天，

共計 44 小時。培訓主題課程安排「語言教學」、「文化教學」和「多媒體教

學應用」的實作考核，以小組分組來進行，包含分組教案設計和培訓教師的

個別教學演示，由授課培訓講師進行點評與建議，以作為外派師資的培訓考

核依據。 

 

(二) 志工基礎和特殊教育培訓課程規畫之原則 

為了落實志工服務的培訓理念，達到華語專業教學與國際志工服務的培

訓目標，因此，整體師資培訓課程中，也同時融入臺灣衛生福利部(簡稱衛

福部)的專業志工培訓課程，包含 12 小時的「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和 6 小時

的「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的培訓課程，以符合我國國家專業志工教育培訓課

程規範。「志工基礎教育課程」包含 6 個主題課程：「志願服務的內涵」、

「志願服務倫理」、「快樂志工就是我」、「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

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發展趨勢」等，每個課程為 2 小時，共計

12 小時。「志工特殊教育訓練」則為華語教學的專業培訓課程，最低時數

要求為 6 小時。 

 

(三) 參訪觀課與教學實習規畫之原則 

「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的培訓規畫，以強化培訓學員對

於海外中小學的華語課堂教學的熟稔度。「國內參訪觀課」參訪學校包含臺

北美國學校、歐洲學校中學部、新竹實驗中學中學部、歐洲學校小學部等。

「隨班教學實習」則是安排每一位培訓學員到臺灣師範大學推廣中心的華裔

青年語文班，每位培訓學員皆需完成至少 20 小時的隨班課堂實習，並繳交

實習報告心得，並達到該實習輔導主教師所給予 80分以上的考核標準。 

 

(四) 培訓考核與派任之原則 

師資培訓考核項目包括：「專業主題課程出席與表現」、「教學實作考核

--華語、文化和多媒體應用」、「國內參訪觀課與隨班教學實習」等，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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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標準者，才具有合格僑校華語志工教師的選派資格。「專業主題課程出

席與表現」是個人化計分，包含了培訓課程期間的出席表現、上課參與表現

與作業繳交評分項目；「教學實作考核」是語言教學、文化教學和多媒體應

用等項目，包含小組教案設計和個人的教學演示實作。「國內參訪觀課與隨

班教學實習」是個人化計分，包含參訪觀課的反思報告，以及隨班教學實習

的成績考核。海外僑校志工教師的選派，根據合作僑校的具體教學任務需求，

由培訓學員們自行選填志願序登記後，再由研究團隊統一進行該校的合適師

資人選之甄選派任。 

 

(五)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之規畫原則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是針對出國前的護照、機票、簽證、和海外保

險的各項相關說明，以及出國前的準備和提醒。對於海外當地國的生活環境

進行說明，並安排海外教學和研究任務等事項的說明。說明座談會邀請海外

僑教的資深校方人士與僑校教師擔任座談來賓，以小組討論方式來進行海外

僑教的經驗分享，強化派外學員的行前各項準備。此外，所有派外志工學員

也須協助配合進行合作僑校的教師和學生之問卷調查，並撰寫繳交海外教學

心得報告。 

 

五、海外教學服務與研究報告之規畫原則 

根據先導研究中的實施分析，外派教師在海外僑校服務期間的教學和生

活輔導，是透過電子郵件、電話、skype 視訊等連繫方式，由外派志工教師、

海外僑校校方代表、僑委會海外派駐人員和臺灣研究團隊，四者之間共同支

援協助與輔導。同時，也運用全球華文網(HuayuWorld.com)、Moodle 教學

系統平臺和 Facebook 海華文教志工團專有社群網站等，建立海內外的教學

資源互聯網與聯繫支援。 

所有外派志工教師需配合當地僑校的教學任務，也同時要執行所交付的

問卷調查任務，實施並回收「僑校學生」和「僑校教師」等兩類問卷。此外，

派外教師也需將海外教學期間的教學日誌、觀課心得、反思記錄、主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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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以及多媒體紀錄等，彙整為「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書」，透過報

告書的格式與說明引導，讓所有外派教師都將這段寶貴的海外僑校教學經驗

和反思歷程，完整地記錄下來並繳交。並在「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

式」中進行海外心得經驗 分享，藉由同儕志工教師海外各地之實際經歷，

擴展海外教學的認識。 

 

第二節 培訓籌備設置 

本節是針對師資培訓前的籌備設置，進行原則策略實踐的探討，主要包

含：一、業務分組與人員編制。二、培訓場地與教學設備。三、培訓實施之

進度規畫等項目。分別以「原則構想策略」、「規畫應用實施」、「評價討論」

等三個觀察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業務分組與人員編制 

 (一) 原則構想策略 

海華文教志工團(簡稱海華志工團)是由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42
(簡

稱海華基金會)，於 2014 年 9月份正式成立的志工培訓單位。對於志工培訓

組織的業務分組方面，本研究根據對於先導研究計畫和國際志工組織的需求

分析中，分別參考了先導研究的實際運作編制，以及臺灣國合會的組織架構，

依照這兩個規模發展不同的志工培訓組織單位，作為海華志工團的現期與遠

期的組織架構之策略發展。 

先導研究計畫的師資培訓之業務編制，是由計畫主持人負責統籌決策，

領導三位團隊成員共同規畫執行。主要分為國際合作、師資培訓和行政業務

三類業務項目，在國際合作和師資培訓方面，是由兩位團隊成員(S老師和

研究者)共同負責推動，相互支援並合作，沒有明確業務分責；另一位專任

助理負責行政業務。 

                                           
4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上網日期：2015 年 1 月 10 日。網站：

http://occ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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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已成立發展近 50 年，具有相當規模

的業務組織，主要設有董事會(包含監事和諮詢委員)、秘書長、副祕書長，

以及 12 個處室，共同執行各項發展國際合作的任務。主要的業務執行單位

分為五個處，分別為：「人道援助處」、「技術合作處」、「投資融資處」、「國

際教育訓練處」及「綜合管理處」等。其中的「人道援助處」所負責的海外

服務志工團「華語志工」項目，但現已終止；已改由「國際教育訓練處」負

責，下設兩個組：教育組和訓練組，來推動「專業華語教師」項目的培訓派

任計畫。 

 

(二) 規畫應用實施 

根據海華志工團成立初期的組織編制43，以「行政業務組」、「教育培

訓組」和「國際合作組」等三組作為主要業務分組，並由海華志工團的執行

長擔任志工團團長，負責統籌各組業務推展之協調管理，召開定期工作會議，

是志工團決策發展的領導者。初始階段的各組人員配置以精簡為原則，各組

設置一位組長，現期由組長一人負責統籌該組的業務之規畫與推動，未來可

視情形再予以擴編組員。 

上列三組的人員編制安排方面，「行政業務組」是由海華基金會副執行

長擔任，為全職編制。「國際合作組」是由 S老師擔任組長，為兼職編制。

「教育培訓組」則由研究者擔任組長，為兼職編制。此外，各組的業務職責

分別為：「行政業務組」負責所有行政文書和聯繫安排的業務，是代表海華

志工團統一對外聯絡的主要窗口；「國際合作組」負責與海外僑校建立教學

合作關係，掌握海外僑校的暑期師資需求，與海外僑校訂定雙方合作細則，

並選派合作僑校所需的志工師資；「教育培訓組」負責師資培訓規畫實施，

包含志工招募簡章擬定、面試甄選、培訓講師邀請、培訓講義編制、師資培

訓計畫等規畫、課程內容設置安排、培訓課程實施與觀課評估、學員考核等。

上列三個主要分組的職責畫分清楚，這和先導研究計畫中，師資培訓項目的

業務是由兩位成員共同來規畫推動的方式有所區別。 

                                           
43

 資料來源：海華文教基金會志工團官方網站。取自：2015 年 1 月 22 日。網站：

http://occef.org.tw/a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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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評價討論 

海華志工團的主要三項業務分組，經過實際運作後的觀察與參與，研究

者認為此分組編制是合適且有效率。因為整體師資培訓業務，透過行政聯繫、

培訓規畫、海外推展三方面的推動，職責明確可以分工進行，各組也能根據

團長的決策來協調統合，透過定期工作會報，共同依照各階段發展目標和任

務來分工執行。 

海華志工團是屬於較大型的培訓運作組織，且為新成立的單位，在實際

業務推展時，「教育培訓組」和「國際合作組」業務是由該組組長一人負責

所有相關規畫和執行，在兼職編制的實際人力，是相當繁重而忙碌。為了達

成更好的培訓品質與長期發展之考量，研究者建議應針對人力運用而擴編組

員，或者可聘請專職專任人員來擔任。 

為了能達到更完整的長期志工組織編制發展，可在現有編制的分組外，

另增列「支援輔導組」，負責教學和生活的輔導支援，負責掌握派外期間志

工的各項需求支援與聯繫，也負責強化數位應用的網站管理，運用更完善的

網站平臺運用與網頁資源，活化志工團海內外的教學、人才、資源的整合管

理，朝向更進步的科技管理運作目標。 

 

二、培訓環境與教學設備 

(一) 原則構想策略 

合適的培訓環境場地和充足完備的教學設備工具，關係著實際培訓工作

的運作，也影響整體的培訓品質呈現。因此，針對師資培訓業務工作的即將

開展，對於培訓環境場地和教學設備方面，培訓規畫者應有下列四項的相關

考量：1.培訓地點的選擇。2. 培訓環境的空間。3. 教學設備的使用。4. 培

訓的教學資源設置等。 

培訓環境資源與交通便利性，關係著環境周遭的資源運用性與人員的便

利性，尤其是海華志工團培訓採用每日上下課、非住宿性質，因此合適而便

利的培訓地點，相對是重要的考量原則。其次，培訓的空間大小，關係實際

培訓人數的空間容量利用。再其次，教學設備的運用，則關係培訓教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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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成效。最後，培訓環境的資源設置，關係培訓教學資源的運用，不僅

有助於培訓工作的推展，也是專業培訓品質的用心呈現。上述四項都與整體

培訓工作推展有關，是師資培訓規畫者應考量的相關項目。 

 

(二) 規畫應用實施 

海華志工團培訓總部週遭環境資源與交通便利提供了理想的培訓資源

條件。例如在主題培訓課程的電腦多媒體實作中，能夠順利就近安排位於同

棟的電腦公司，運用專業電腦教室來進行上機實作培訓。此外，鄰近公園也

是學員進行團康和文化活動練習的理想場地。 

培訓教室空間的人數容納方面，在實際全體 36 位培訓學員進入教室上

課，加上 3~5 位團隊成員與觀課座談來賓後，共約達 40人左右。經研究者

三個月來現場的實際觀察，此空間容納雖然可以全部容納得下，但較為擁擠，

這也是現場學員們普遍反應的事實。培訓教室的設備便利性相當符合動態教

學培訓之運用，例如在進行團康教學活動課程、華語和文化教學的實作，可

將教室內桌椅收納擺放，整個培訓教室的空間即可進行動態的教學課程和活

動。在教學設備和環境資源設置方面，規畫應備的教學設備包含三類：一是

教學設備儀器，包含電腦、投影機、投影幕、音響、無線網路、麥克風、簡

報筆等。二是教具，包含臺灣地圖和全世界地圖之大型教具，可用來標示培

訓學員學校科系和個人檔案，以及合作海外僑校地點和師資需求。三是培訓

資源，包含僑委會華裔教材和出版品、僑教雙週刊和華語文教學相關書籍刊

物之瀏覽或借閱。 

 

(三) 評價討論 

基於較理想的培訓品質，培訓空間的理想容納估約為 35 人左右，但若

扣除現場培訓工作人員與觀課座談來賓等約 3~5 人，實際合適的培訓學員

人數約為 30~32 人左右。此外，由於培訓教室四周無對外窗，此密閉教室

空間更顯得擁擠些，偶有空調不足或不穩現象。研究者建議，除了可在教室

大門上設置一透明觀窗以方便觀課，可盡量避免人員進出的不必要干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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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培訓人數的需求增加，可考慮以分批培訓或是另增借教室方式，可確保

理想的培訓空間之學習品質。 

教學設備因是全新設置，設置相當齊備且好用，是一大優點，但對於地

圖教具和圖書資源的規畫，因在初期人力不足情況下，無法立即在開訓前如

期完成。雖有美中不足，但這也是新成立組織單位常遇到的問題。上述設備

和教具在一一設置完成後，具有相當實用的功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認為理想的師資培訓規畫，除了

以培訓課程為主要重點外，也應將培訓地點、教室空間、設備教具的設置，

一併納入規畫考量，相輔相成，以呈現更好而整體的培訓品質。 

 

三、培訓實施進度規畫 

(一) 原則構想策略 

海華志工團的整體培訓設計規畫，研究者除了參考本研究文獻探討，李

明懿、林秀惠(2005)研究中所提出的師資培訓規畫流程，可透過「訓練需求

分析」、「訂定訓練目標」、「設計訓練課程」和「訓練評估」等四個運作

流程來進行規畫，也同時對於「組織分析」、「任務分析」和「人員分析」

等三方面進行訓練需求。其理念實際應用在此師資培訓的整體運作，則是強

調師資培訓的實際運作過程，應建立在師資培訓的需求，透過培訓目標的設

定來設置師資培訓課程的內容架構，進而實施訓練評估的考核。因此，基於

海華志工團的「行政業務」、「教育培訓」、「國際合作」的三組分工運作

方式，依照時間的流程安排，設定各組的任務實施進程，以作為進度推展之

審視。 

 

 (二) 規畫應用實施 

海華志工團正式成立後，隨即於 2014 年 9 月份即展開師資培訓的相關

實施進度規畫，透過分組的業務職責分工和團隊定期工作會報會議，藉由協

調溝通，確保培訓規畫時程的順利執行。表六-1 為各組所規畫的師資培訓

實施的主要時程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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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 師資培訓的實施進度  

2014年 9 月~2015 年 4月 

月份 師資培訓 國際合作 行政業務 

2014 年

9月 
-招募策略擬定 

-培訓課程規畫 

-課程師資安排 

-海外合作策略擬定與規畫 

 

-教室環境規畫設計 

-教學設備採購 

2014 年

10月 
-招募簡章內容擬定 

-培訓課程師資聯繫 

-兩階段僑校需求表擬定 

 

-教室環境施工 

-相關文件建檔 

2014 年

11月 

-招募簡章與報名表完

成核簽 

-課程師資確認 

-第一階段僑校師資合作意

願表：由僑委會統一寄發海

外僑校，調查暑期師資合作

意願 

-教室環境布置與美化 

-網站建立與維護 

 

2014 年

12月 

-科系優良學生之推薦

開始收件 

-報名書面審查~1/26 

-第一階段僑校師資需求彙

收聯絡 

-報名書面審查~1/26 

-招募簡章公告與公文

寄發(12/26開始) 

-報名書面審查~1/26 

2015 年

1月 

-二月份培訓講義彙編 

-志工面試(1/23、1/24、
1/27) 

-培訓課程問卷設計 

-寄第二階段師資需求表給

海外有合作意願僑校 

-志工面試(1/23、1/24、1/27) 

-報名收件 

-報名截止：1/26前 

-面試安排與聯繫 

-錄取公告(1/31) 

2015 年

2月 

-二月份培訓講義完成 

-第一階段培訓課程開

始(2/6) 

-三月份培訓講義彙編 

-第二階段師資需求表彙收

與僑校聯絡 

-合作僑校師資需求與條件

統計 

-培訓報到安排與學員

資料彙收建檔 

-二月份培訓課程問卷

調查實施 

2015 年

3月 

-三月份培訓講義完成 

-第一階段培訓課程結

束(3/15) 

-培訓成績考核 

-僑校暑期師資甄選分派 -第二階段參訪觀摩學

校的聯繫確認與實施 

-三月份培訓課程問卷

調查實施 

2015 年

4月 

-第三階段海外行前說

明會(4/25) 

-同儕加強學習會輔導 

-僑校暑期師資安排確認 -第三階段參訪觀摩學

校實施 

 

2015 年 

5月 

-海外僑校暑期志工行前準備協助 -志工家長同意書簽回 

-通知在學志工就讀學

校出國教學安排 

-志工出國保險購買 

2015 年

6~8 月 

-志工陸續出國服務：海外教學資源提供與輔導 -國際志工服務證核製 

-海外服務報告書彙收 

2015 年

9月 

-第四階段志工海外服

務心得發表會(9/12) 

-與海外合作僑校聯絡：合

作感謝函 

-國際志工服務證核發 

 

根據表六-1的師資培訓實施進度，主要的規畫時間範圍為 2014 年 9月

~2015 年 9 月，依照「月分別」為單位，共計 13 個月。主要的定期工作會

議實施頻率，可分為 1. 培訓籌備期：2014 年 9 月~2014 年 12 月的培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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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階段，每兩周召開一次定期工作會報。2. 培訓開展期：2015 年 1月~4

月的培訓課程運作期間，則為每周召開一次定期工作會報，並且於每日課後

進行當日的工作會議。3. 派任準備與服務期：2015 年 5月~9 月期間，則為

每兩週召開一次定期工作會報。 

 

(三) 評價討論 

由志工團團長定期召開團隊工作會報方式，經過實際運作後，研究者認

為是一理想可行的團隊合作運作方式。藉由定期的各分組業務推展現況報告，

透過團隊共同討論研議，至今(2015 年 5月)都能確實達成此規畫的進度要求。

此外，透過師資培訓的整體分組任務和時程規畫與紀錄，可做為未來培訓運

作之重要時程參考 

 

第三節 師資招募與面試甄選 

本節是針對師資培訓開展後的培訓師資來源之策略實施，主要包含兩個

項目：一、師資招募。二、面試甄選。分別以「原則構想策略」、「規畫應用

實施」、「評價討論」的觀察角度來進行探討： 

 

一、師資招募 

(一) 原則構想策略 

成功的招募關係著合適的招募對象的品質，如何透過公開公平的方式而

擇優選取理想的培訓人力，是培訓發展成功的關鍵之一(McCurley 2001) ，，

透過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其提出志工人才招募過程中，最常遭遇到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是所有培訓管理者共同的憂慮，就是找不到足夠的志工人才。第

二種問題較不明顯，但更常見，就是沒有招募到足夠的「合適」志工，反而

招募到太多「不合適」的志工。這說明有效的志工招募策略，是能夠招募到

所需的足夠「合適」人才(Curtis & Fisher，1989)。 

本研究的僑校華語教學志工招募對象，是以具有華語文相關專業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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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子為招募目標，具有招募對象的專門特定性。在此專業師資人才的招

募理念(potential Rationale)下，以國內專業華語文相關科系背景的學生或畢

業生作為目標招募(targeted Recruitment)對象，這種目標招募最適合用來尋

找具特定技能的志工為對象來源(McCurley，2001)。因此，在志工人才招募

策略，是採透過全臺灣華語文相關院校系所，來進行志工招募的訊息公告。

此外，也透過多元但相關的招募方式與管道，有效地將僑校華語志工的培訓

計畫予以廣昭宣導，透過志工培訓相關權利與義務內容的清楚說明，吸引更

多理念相同的合適人才報名加入。 

根據對於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中，其師資招募的條件，首要是以臺灣國

內華語文相關系所的在學生或畢業生為主。相關資格條件包含：1. 具英語

中級能力以上之正式證明，英語口語溝通能力佳者為優先。2. 個性獨立自

主有責任感，具有自理在國外生活與教學的能力。3. 具有科技教學之專業

技能。4. 個性大方、活潑者。此外，也包含了「文化教學技能」和「外語

能力」的加分。 

 

 (二) 規畫應用實施 

基於先導研究的招募師資條件方式，海華志工團也是以專業師資人才的

招募理念，展開了目標招募(targeted recruitment)，但更強調個人個性特質與

志工服務理念之訴求。正式實施的招募資格條件為：1. 臺灣國內各大學華

語文相關系及學程畢業或在學學生。2. 滿 20歲以上，身心健康、具有服務

熱忱。3. 良好的英語(外語)聽說溝通能力。4. 具備基礎電腦應用能力。5. 個

性獨立有責任感，能自理海外教學與生活者。此外，招募簡章(附錄 3)也特

別強調須全程參與國內專業培訓課程，並能於 2015年暑期出國教學服務。 

本屆師資招募的培訓人數規畫，是根據對於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結果所

參照考量，平均每年招募培訓 40-45 人為規畫參考。也基於培訓教室空間容

量，調整下修為 36-40人。此師資招募規畫的相關策略設定，獲得研究團隊

的會議共識後，即由培訓組負責初擬撰寫海華志工團招募簡章、報名表和相

關公文，後經會議修正通過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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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華志工團的正式招募簡章公告，統一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到全臺灣

華語文相關系所和學程單位、華語文相關學會機構，同時於海華文教基金會

官網進行招募訊息之公告，並提供電話專線作為諮詢聯絡服務。主要的報名

管道是採以電子郵件寄送報名表的方式，於報名截止日完成報名，共有三周。

除了以個人線上報名的申請方式，考量海華志工團為首屆成立，知名度與專

業口碑尚待建立。因此，也採用先導研究分析中的推甄報名管道，由過去於

先導研究中曾合作的國內華語文相關系所，推薦該系 1~3名優秀學生參加，

增加更多專業優秀的人才加入。此外，也透過與各華語系所的互動聯絡，告

知志工團與過去合作團隊之直接關聯，而主動推薦該系優秀學生。 

報名收件開始，即同步進行書面資格審查作業以爭取時效。通知初審者

準備進行面試甄選。此次報名人數共有 75人，來自國內外 26 學校，其中包

含 44位網路個別報名和 31 位推薦學生。 

 

表 六-2 海華志工團的招募報名統計                         (單位：人) 

 學校科系 線上報名 系所推甄 合計 

1.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系 3 4 7 

2.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學程 2 1 2 

3. 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系 0 4 4 

4.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1 4 5 

5. 文化大學華語文學程 3 0 3 

6. 世新大學華語文學程 1 1 2 

7. 新竹教育大學中文所華教組 0 3 3 

8. 銘傳大學華語文學系 0 1 1 

9.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0 1 1 

10. 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博士 1 0 1 

11.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 1 0 1 

12. 輔仁大學華語文學程 2 0 2 

13. 東吳大學中文系 1 0 1 

14. 中央大學中文系 1 0 1 

15. 元智大學中文系 1 0 1 

16.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18 6 24 

17.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2 1 3 

18.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 0 1 1 

19. 暨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 0 1 

20.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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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程 1 0 1 

22. 東華大學中文系華語學程 1 0 1 

23.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0 2 2 

24.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1 2 3 

25. 美國Marshall University教育系 1 0 1 

26.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語文教育系 1 0 1 

總計 44 31 75 

 

(三) 評價討論 

此次報名人數共有 75人，在目標招募人數為 35~40 位的情形下，對於

新成立志工組織而言，報名人數是錄取人數的兩倍，這樣的成效反映招募策

略在實際運作是可行的。其中，透過個別報名和系所推薦的招募人數比是

44:31，這顯示了這兩種管道都發揮了目標招募的目的，也達到理想報名人

數，此兩種招募管道方式各有所長，可予以結合運用，是一理想的招募策略。 

根據報名者的學校科系顯示，大多數報名者具有華語文相關專業科系或

學程背景，僅有少數報名者不具專業背景資格。但若具有資深的華語教學經

驗或曾接受相關專業華語師資培訓者，經評估後則可列入資格符合。由於海

華志工團的行前師資培訓是屬於進階專業培訓內容，所有培訓課程內容是建

構在已具備的專業華語學科基礎上，以實務教學技能之強化提升為培訓目標。

因此，在其專業基礎要求必須謹慎把關，如此才能確保培訓品質與成效。 

 

二、面試甄選 

(一) 原則構想策略 

進行志工甄選的面試者需熟知此志工計畫，清楚了解合適的志工條件與

特質。準備工作是面試成功的關鍵，優良適任的面試者應能夠透過充分的面

試前工作準備，以及合宜的面試場地安排，如地點的容易到達、氣氛友善和

具隱密性。此外，主持面試者應該有敏感的耳朵和關懷的胸襟，透過預先計

畫好的面試談話方向和面試問題內容，著重於探索潛在志工的個人特質，擇

優挑選出合適培訓目標的志工人選(Heiderich，1991)。 

海華志工團的華語志工教師，不僅需要具有專業華語教學能力，也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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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熱忱的服務精神，身心健康、品行優良，並且願意、也能夠於培訓合格後，

接受海外僑校服務的工作任務。如何透過有效的面試甄選，從 75位報名者

中，擇選出合適的 35~40 位錄取者，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上，這需要透

過完善的面試甄選過程，才能真正找到合適的志工師資人才。 

 

(二) 規畫應用實施 

面試方式有兩種選擇，一是直接面試；另一種是透過 Skype 視訊面試，

是為了方便遠道的外縣市報名者，由報名者在報名表上勾選面試方式，每位

面試時間為 10-15 分鐘。擔任面試評審共有 4位，分別是海華文教基金會的

執行長與三組組長。每位面試評審皆有豐富的面試經驗，師資培訓組長和國

際合作組長曾於先導研究計畫中，擔任多年僑校志工的面試評審。每位面試

評審針對不同領域內容提問，主要內容包含參加動機、學經歷特殊背景說明、

華語文教學資歷探索、文化教學專長、社團組織職務經驗、國內外志工服務，

以及對於未來職涯規畫等。經過三天的個別面試後，研究團隊進行了審慎評

估討論，通知錄取 40 位，經過培訓和外派意願回覆確認，正式錄取 36 位。。 

 

 (三) 評價討論 

有些遠道的面試者原本可選擇以 Skype 視訊方式進行面試，但選擇親自

前來。經詢問後得知，這些面試者對海華基金會不熟悉，因此相對地慎重考

慮是否合適參加，而透過親身觀察來了解。這提供了另一個思考角度，當面

試評審在進行面試，面試者也同樣在進行選擇評估，供與求之間，決定於志

工機構的專業品質和公信力，這是未來努力的發展目標。 

經過三天的面試，由於四位面試評審都擁有豐富面試經驗，加上面試前

的準備周全得宜，因此實際運作時由評審分工輪流進行，面試者的應答表現

大致流暢，時間也能有效控制。由於面試者整體表現具有水準，因此在 50%

的錄取率中必須擇選一半，雖有少數報名者因培訓時間問題而主動退出，但

選擇相對不易。表六-3是海華志工團錄取者的學歷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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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3 海華志工團錄取者的學歷背景分析                   (單位：人) 

 學校 大學生 研究生 博士畢 合計 

1. 臺灣師範大學 - 8 - 8 

2. 臺北教育大學 1 4 - 5 

3. 輔仁大學 1 - - 1 

4. 世新大學 1 - - 1 

5. 文化大學 - 1 - 1 

6. 東吳大學 - 1 - 1 

7. 聯合大學 4 - - 4 

8. 中原大學 7 1 - 8 

9. 新竹教育大學 - 2 - 2 

10 臺中教育大學 - - 1 1 

11. 東華大學 1 - - 1 

12. 高雄師範大學 1 - - 1 

13. 金門大學 2 - - 2 

合計 13 所學校 18 17 1 36 

 

從表六-3 資料顯示，這錄取學員分別來自 13所學校，其中有 1位博士，

17 位研究生和 18 位大學生。各校錄取如下：臺灣師範大學 8 位(華語教學

系研究生 6 位、臺灣語文所碩士生 1 位人、應用華語系研究生 1 位)、臺北

教育大學 5 位(4 位研究生和 1 位大學生)、輔仁大學 1 位(大學生)、世新大

學 1位(大學生)、文化大學 1 位(研究生)、東吳大學 1 位(研究生)、聯合大學

4位(大學生)、中原大學 8位(1 位研究生和 7位大學生)、新竹教育大學 2 人

(研究生)、臺中教育大學 1位(博士畢)、東華大學 1位(大學生)、高雄師範大

學 1位(大學生)和金門大學 2 人(大學生)。 

上述錄取的培訓學員中，研究所以上者有 18人，大學生也有 18人，人

數比是 1：1，各占一半，符合團隊在師資培訓和外派人力規畫目標所需。

 上列招募學員背景資料，對照本研究的對於臺灣國內的華語文師資人才

的培育現況分析，目前臺灣每年培育約 575 位畢業生，以學士人數最多，約

占七成五；每年約有 5位博士、142 位碩士和 429位學士；且碩博士畢業生

總數逐年增加中，對照本屆招募錄取學員的學歷比例，顯示碩博士畢業生總

數逐年增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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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整體培訓規畫與專業主題課程 

本節是對於「整體培訓規畫」和「專業主題課程」兩方面進行探討，此

為師資培訓的核心課程。將依原則構想策略、規畫應用實施、評價討論等觀

察角度，來進行審視討論： 

 

一、整體師資培訓規畫 

(一) 原則構想策略 

對於整體師資培訓的規畫，透過對於先導研究中的實施分析之參考，主

要分為「專業培訓課程」、「華語教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國內教學

實習訓練」、「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

等五個主要培訓項目。各項的原則策略構想是： 

1.  「專業培訓課程」： 首先進行進階的專業華語課程培訓後，讓培訓學

 員對於僑校教學的專業知能奠定基礎，並透過課堂實作訓練，加強教

 學實作的能力。 

2.  「華語教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前往國內華語教學機構進行參訪與

 課堂觀課，使培訓學員對於華語教學環境和課堂授課有進一步了解，

 並能透過課堂觀課進行教學反思訓練。 

3.  「20小時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安排於華裔青年語文班進行 20小時

 的教學實習訓練，藉由主課教師的一對一實習訓練的帶領與指導，對於

 華裔班的華語教學運作，能夠有實際的教案編寫、教具製作、教學實作、

 觀課反思、課業輔導等實際國內教學實際經驗。 

4.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規畫舉辦海外行前座談說明會，除了針對培

 訓學員派外的各種教學、生活、研究方面的準備，進行重要的提醒說

 明外，也透過海外教學的實務經驗分享，讓培訓學員對於即將外派任務

 能有更具體的認知，在經驗座談的問答中能更進行深入的了解。 

5. 「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透過志工返國後海外心得經驗 分

 享，能藉由同儕志工教師海外各地之實際經歷，擴展海外教學的認識。 

 



第六章 師資培訓之原則與實踐 

197 

(二) 規畫應用實施 

在實際應用於海華志工團的培訓規畫時，上述整體師資培訓的規畫構想

第 3 項：「20 小時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無法按計畫安排，主要是因為先

導研究是屬於臺灣師範大學的國科會研究案，在校內教學資源申請下，能安

排於該校所承辦的華裔青年語文班，進行國內教學實習訓練。但志工團是新

成立的獨立培訓組織，無法順利應用此構想策略，因此強化專業主題課程的

教學實作和教學參訪觀課訓練的培訓。因此，正式的整體師資培訓規畫，依

照培訓項目性質，區分為四個培訓階段(表六-4)： 

 

表 六-4 整體師資培訓的四階段規畫 

培訓階段 培訓場域 培訓項目 時間 

第一階段 國內 專業進階培訓課程 2015.02.06~2015.03.15 

第二階段 國內 教學參訪觀課訓練 2015.03.27~2015.04.29 

第三階段 國外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2015.04.26 

第四階段 國內 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 2015.09.12 

 

完整的四階段培訓，包含了第一階段的「專業進階培訓課程」，是以進

階實務導向的專業主題課程為主，為核心培訓課程。第二階段是「教學參訪

觀課訓練」，分別安排到新竹實驗中學、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和臺北歐洲學

校小學部等三所學校，進行華語教學參訪和教學觀摩訓練；第三階段為「海

外行前說明座談會」，為即將派外的培訓學員做好行前的教學、研究、生活

之準備與說明；第四階段是「海外服務心得發表會暨結業式」，實施海外教

學服務分享，並頒發志工培訓證書和榮譽獎章。在培訓開課的首日，每位培

訓學員領取培訓講義一本，內容包含培訓上課須知與培訓考核說明、志工培

訓的權利與義務(附錄 4)，以及各階段的課表和授課講義，隨即展開上列階

段式的培訓課程。 

此整體培訓費用全免，但參加培訓學員需於培訓報到時繳交「培訓保證

金」。待志工全勤出席完成國內培訓考核及海外服務返國後，將於「返國志

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全額退還。但若志工未能完成國內師資培訓考核

與海外志工教學全程服務者，將不予退還。志工出國教學的往返機票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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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由培訓學員自理；海外服務期間由合作僑校安排免費住宿與接送機

場，少數學校備有部分餐食；海華基金會則支付海外教學期間的保險費用。 

 

(三) 評價討論 

針對原規畫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項目，雖然此次在海華志工團的師資培

訓規畫尚無法實施，但研究者基於對於先導研究的需求分析結果，此教學實

習訓練能提升實際課堂的教學能力，因此是相當重要而有意義的培訓規畫項

目，建議可尋求此教學實習資源的合作可能。 

而目前實施的四階段的師資培訓規畫，經團隊會議建議，應可增規畫另

一個階段的「培訓行前說明座談會」，將原先在第一階段開訓首日的志工團

背景、目標與培訓說明、外派僑校、權利與義務等說明課程，提前於「培訓

行前說明座談會」中進行。如此，可讓錄取者透過「培訓行前說明座談會」，

能夠海華志工團有更清楚的認知，並在理念一致的情況下，透過「培訓保證

金」的繳交，並能配合派任出國者，才能取得正式錄取的培訓資格。此外，

研究者也認為原 20 小時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是相當重要的教學能力整

合培訓，應尋求合作資源予以規畫。因此提出了「理想的六階段培訓規畫」。

表六-7為理想的六階段培訓規畫建議： 

 

表 六-5 理想的六階段培訓規畫 

規畫階段 規畫項目 實施場域 建議 

階段一 培訓行前說明座談會 國內 新增 

階段二 主題培訓課程 國內 沿用 

階段三 教學實習訓練 國內 加入 

階段四 教學參訪觀摩訓練 國內  

沿用 階段五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國外 

階段六 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 國內 

 

培訓在「培訓保證金」方面，經過實際運作後，雖然部分學員反映可否

取消繳交或降低金額，但研究者透過實際培訓運作的觀察和訪談發現，保證

金的金額對培訓學員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金額，因此為了能符合退還的規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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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對於培訓相關要求會特別留意配合。從這次培訓過程中，學員們都

能保持準時出席上課、不遲到、不請假，重視每一個階段培訓的確實參與完

成。因此，此保證金制度確實能促使培訓學員發揮自我管理督責之成效，建

議應保留沿用。 

在海外教學的往返機票和生活費用的支出，是由培訓學員自理負擔。部

分培訓學員所就讀學校系提供了部分補助申請，或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這

能有效提高加入本志工團的參與意願，也能減輕志工教師的經濟負擔。若是

有經濟上的負擔考量，由於合作僑校範圍較廣，建議其可申請前往距離較近

的亞洲國家進行教學服務，可實際減輕往返機票之負擔。  

 

二、志工精神的培訓規畫 

(一) 原則構想策略 

為了落實志工服務的培訓理念，達到華語專業教學與國際志工服務之培

訓目的，並符合國家專業志工教育培訓課程規範44，因此，研究者在整體的

師資培訓規畫，也同時融入衛福部的專業志工培訓課程項目，包含 12 小時

的「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和 6 小時的「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的培訓課程。凡

完成此華語志工師資培訓課程者，都能同時符合衛福部認證資格而取得國際

專業志工證，成為符合國際志工資格的華語專業教學志工。 

在志工教育培訓的課程規畫方面，根據衛生福利部的志工教育訓練規定，

主要包含 12 小時的「志工基礎教育課程」和 6小時的「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之培訓課程要求(表六-4)。 

 

 

 

 

                                           
44根據內政部 2001 年 4 月 24 日臺(90)內中設字第 9074750 號的志工教育訓練規範，資料

來源：衛生服務部「全球志願服務資訊網」http://vol.mohw.gov.tw/vol/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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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6 志工教育培訓之時數規畫 

 志工基礎教育課程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1. 志願服務的內涵 2小時 6個主

題課程 

專業培訓課程 

(華語教學) 

 

2. 志願服務倫理 2小時 

3. 快樂志工就是我 2小時 

4.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小時 

5.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6.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2小時 

共 12小時 共 6小時 

6個培訓課程，共計 12+6=18小時 

 

根據表六-4，志工基礎教育課程有 12小時，包含「志願服務的內涵」、

「志願服務倫理」、「快樂志工就是我」、「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

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發展趨勢」等；「志工特殊教育訓練」有 6

小時，但因志工團培訓為專業華語師資培訓，已符合課程時數規定。如何將

「志工基礎教育課程」的 12 個小時，融入此師資培訓課程的規畫，是一規

畫上的新嘗試。 

 

 (二) 規畫應用實施 

為了符合志工基礎教育訓練的培訓，因此將此 12 小時的基礎志工課程

課程，融入四階段的培訓課程規畫中。表六-6 為「志工基礎教育課程」課

程之融入對照表。 

 

表 六-7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之融入對照表 

 海華志工團培訓 時數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時數 

第一階段 海華志工培訓與海外華語教學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志工服務精神與發展趨勢 3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2 

海外志工服務實務實務座談 3 志願服務的內涵 2 

第三階段 海外教學服務任務說明 3 志願服務倫理 2 

優良志工海外教學經驗座談會 3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第四階段 海外服務心得發表會 2 快樂志工就是我 2 

共計 16小時 共計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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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六-6 的課程融入對照表，可得知志工團培訓課程(16 小時)已超過志

工基礎培訓(12 小時)的時數要求，因此經正式送審通過實施。 

 

 (三) 評價討論 

在志工基礎教育訓練的課程融入規畫，經過培訓實踐後的觀察，針對志

工培訓課程的融入設置不難，但實際的困難處是此課程的培訓內容和培訓講

師的理想安排。志工課程的合適講師是聘請志工協會的專業講師，但由於此

志工培訓課程與部分條文法規相關，培訓學員對於此主題的興趣相對不高，

問卷調查顯示志工相關課程實施成效的得分較低。研究者建議日後可以將志

工培訓的課程，予以實務化的引導，透過更活潑而生活化的志願服務課程解

說，才能真正發揮志工培訓課程的實質意義。 

 

三、專業主題課程 

(一) 原則構想策略 

第一階段的「專業主題課程」師資培訓是本師資培訓的核心課程，以進

階實務的「專業主題課程」為主軸，強化課堂華語教學的實務培訓。根據本

研究文獻探討，李利津(2006)認為華語師資培訓課程規畫，應包含五要項：

「教學場域」、「教學目的」、「教學時數」、「教學階段」和「教學對象」等。

強調以有系統的教學設計，重視實務基礎，運用模擬演練、探索歸納等教學

步驟，落實主題統整式的個案研討和深度教學。此外，在課程發展應分成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華語教學課程」，包含概念綜覽與目標建構；第二階

段為「華語教學實務」，包含操作與體驗。 

 對於師資培訓課程內容和時數的規畫，也參考江惜美(2009b)所提出的培

訓內容架構，依照三分之二的「華語教學課程」，以及三分之一的「教育與

資訊類」課程之比例，來進行師資培訓課程內容之架構規畫。此外，本研究

文獻探討中(信世昌等，2011)的研究指出，在專業主題課程的規畫內容，應

以海外中文班的中小學學齡學生為主要教學對象，並以目前僑校較多數的華

裔背景學生之華裔教學策略應用為重點，結合生活經驗，透過互動教學以引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202 

發學習興趣，強調文化切入的重要性，達成語言四技能力的平衡發展。因此，

依上述的課程規畫原則策略，設定課程設置內容是以華裔教學策略的教學應

用為目標，強調課堂教學實務訓練，並結合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實作示範

培訓，以提升培訓學員的僑校教學能力。 

此外，由於原規畫安排的 20 小時「國內教學實習訓練」無法實施，因

此在專業主題培訓課程中，規畫安排由培訓學員進行華語教學和文化教學的

實作訓練，藉由「反思性模擬教學」幫助培訓學員在特定模擬的教學情境，

進行有計畫、有組織的教學實作練習；再透過同儕觀察、師生互動以及自我

省思的步驟，讓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重新建構，以加速實務技能的成長(宋

如瑜，2008)。透過此簡化學習任務模式，不僅可鍛鍊培訓學員的理性思維，

使其逐步練習掌握技能。並在模擬教學實作中，可從自己的教學行為結果中，

獲得同儕學員的回饋，無論正面或負面回饋都有其意義與價值，受評者也能

有機會去思考對策。 

 

(二) 規畫應用實施 

海華志工團是以「海外中文僑校」為目標教學場域，提供海外合作僑校

暑期的專業華語教學志工服務，此為師資培訓課程規畫設置的主要目標。課

程的規畫應用以僑校華裔學生的教學為培訓目標，也結合了「華語教學課程」

和「華語教學實務」的實務操作與體驗。並且依照三分之二的「華語教學課

程」，以及三分之一的「教育與資訊類」課程之比例來進行規畫。表六-8 為

第一階段的專業主題培訓課程表，是此師資培訓主軸核心課程的運作安排。 

 

表 六-8 第一階段培訓的規畫表 

日期 時間 課數 專業主題課程名稱 時數 

2/6(五) 8:30~ 9:20 - 志工報到 - 

9:30~11:20 1. 海華志工團與海外華語教學 2 

11:30~12:00 - 始業式 - 

13:30~15:00 2. 志工服務精神與發展 1.5 

15:10~16:30 3. 海外僑校發展與教學現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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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六) 9:00~ 12:00 4. 華語聽說教學活動設計 3 

13:30~16:30 
5. 海外中小學班級經營 

與課室管理 

3 

2/8(日) 9:00~ 12:00 6. 華語課堂之英語技巧訓練 3 

13:30~16:30 7. 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3 

3/7(六) 9:00~ 12:00 8. 華語讀寫教學活動設計 3 

13:30~16:30 9.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3 

3/8(日) 9:00~ 12:00 10. 多媒體教學之應用技巧 3 

13:30~16:30 11. 多媒體教學之活動設計實作 3 

3/14(六) 9:00~ 12:00 12. 團康律動設計與應用 3 

13:30~16:30 13. 華語教學設計：分組實作 3 

3/15(日) 9:00~ 12:00 14.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分組實作 3 

13:30~14:30 15. 多元志工服務實務座談 3 

14:40~16:30 16. 海外華語志工服務實務座談 3 

共 7 天 共 16個主題培訓課程 44小時 

 

 上列表六-8 的七天專業培訓主題課程，共有 16 個主題課程，每個主題

課程的授課時間多為三小時，共計 44 小時。此外也編製了培訓用的講義本，

依月份不同編製，內容為該月份各主題培訓課程的授課講綱和課表。講義本

的編制有助於培訓課堂的學習流暢度，也是重要的學習紀錄。 

開訓首日進行志工團的培訓說明會，主要是針對志工團背景、工作團隊

成員、培訓課表、培訓考核方式，以及海外華語志工服務等重要說明與問答。

在培訓課程實施期間，也增編了兩位兼職隨班助教，協助培訓課程的順利運

作。隨班助教 R，具有電腦和文書的專長，主要協助每位授課教師在教學現

場的電腦操作和相關環境設備儀器的設定，並協助培訓班務的文書製作、公

告事項與作業繳交彙收等。隨班助教 S 具有美工專長，主要協助培訓教室

的班務協助、學員簽到管理，以及培訓總部環境布置。兩位助教的任務專長

協助，使得整體師資培訓的運作過程，更加順暢而專業。研究者認為這也是

師培訓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如何能提供更完善而周全的協助與支援，也

就是專業用新的品質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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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語教學和文化教學的實作訓練之規畫，是透過分組實作的方式，由

各組則選一份華語教材，設定教學對象和學習程度後，開始進行華語和文化

的教案編寫，並且根據編寫的華語教學教案和文化教學教案，實際於課堂中

進行個人的教學實作示範，透過培訓講師同儕的教學實作回饋表(附錄 5)，

並從教學反思紀錄報告中，重新檢視教學的因應對策。表六-9 為此培訓實

作的各組教學主題。 

 

表 六-9 華語與文化教學之實作主題 

組 華語教學實作 文化教學實作 

1. 《A教材》第二冊第六課〈過馬路〉 端午 

2. 《B教材》第三冊第十課〈安安的一天〉 天燈 

3. 《A教材》第二冊第三課〈打電話〉 布袋戲偶 

4. 《A教材》第六冊第六課〈多一歲而已〉 十二生肖 

5. 《B教材》第三冊第十課〈春天來了〉 中秋 

6. 《C 教材》第一冊第九課 尪仔標 

7. 《A教材》第四冊第一課〈風來了〉 虎姑婆 

8. 《A教材》第四冊第八課〈比力氣〉 籤詩 

9. 《A教材》第三冊第四課〈西遊記〉兒童版 舞龍舞獅 

 

 (三) 評價討論 

海華志工團的專業主題課程包含了 16個課程，合計 44 小時，共為七天

的課程，是屬於短中期的師資培訓課程。整體的培訓課程內容架構，是依照

三分之二的「華語教學課程」和三分之一的「教育與資訊類課程」比例來進

行規畫。表六-10為專業主題培訓課程的內容架構分析，A 架構為「華語教

學課程」，B架構為「教育與資訊類課程」。 

 

表 六-10 專業主題課程的內容架構 

 專業主題培訓課程 小時 架構  專業主題培訓課程 小時 架構 

1. 海華志工團與海外

華語教學 

2  A* 9.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3 A 

2. 志工服務精神與發

展 

1.5 B** 10. 多媒體教學之應用技

巧 

3 B 

3. 海外僑校發展與教

學現況 

1.5 A 11. 多媒體教學之活動設

計實作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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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華語聽說教學活動

設計 

3 A 12. 
團康律動設計與應用 

3 A 

5. 海外中小學班級經

營 

與課室管理 

3 B 13. 
華語教學設計：分組

實作 

3 A 

6. 華語課堂之英語技

巧訓練 

3 A 14.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分組實作 

3 A 

7. 華語創意教學活動

設計 

3 A 15. 多元志工服務實務座

談 

3 B 

8. 華語讀寫教學活動

設計 

3 A 16. 海外華語志工服務實

務座談 

3 A 

A：11 科，30.5 小時(69.32%)；B：5 科，13.5 小時(30.68%)=100%，共 44 小時。 

*說明：A類為華語教學類  

**說明：B類為教育資訊類 

 

上表六-10 中，A 類的「華語教學類」科目規畫，包含了海華志工團與

海外僑校教學、海外僑校發展與教學現況、華語聽說教學活動設計、華語課

堂之英語技巧訓練、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華語讀寫教學活動設計、文化

技藝教學設計、團康律動設計與應用、華語教學設計：分組實作、文化技藝

教學設計：分組實作、海外華語志工服務實務座談，共有 11 科，合計 30.5

小時，約占三分之二。而 B 類的「教育資訊類」科目，包含了志工服務精

神與發展、海外中小學班級經營與課室管理、多媒體教學之應用技巧、多媒

體教學之活動設計實作、多元志工服務實務座談，共有 5 科，合計 13.5 小

時，約占三分之一。 

研究者在實際進行課程規畫時，需考量如何結合華語實務進階課程、志

工基礎教育訓練，以及能符合整體內容的比例設置，是最大的考驗與學習。

但在整體課程內容架構完成後，如何有效達成該主題課程的培訓內容才是最

大的考驗。因此，課程規畫者還需進一步將每一個培訓課程的內容要項，具

體規畫出課程方向與培訓重點，避免課程內容的重複或缺漏。並且再尋求合

適擔任此課程的培訓講師，透過與培訓講師的充分溝通，以期達成該主題課

程設置的目的與成效知發揮。表六-11為專業主題培訓課程的內容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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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1 專業主題課程的內容要項 

 主題課程 時數 培訓內容要項 

1.  海華志工團 

與海外華語教學 

2 海華志工團組織與沿革、工作團隊成員介紹、培訓

環境介紹、培訓規畫與課表說明、上課注意事項、

志工培訓考核要項與標準、志工權利與義務、海外

僑校之華語教學服務。 

2. 志工服務精神 

與發展 

1.5 志願服務的精神、志願服務法規、志願服務的發展

趨勢、衛生服務部的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與志工服務

規範事項。 

3. 海外僑校發展 

與教學現況 

1.5 海外中文僑教整體發展分析、歐美僑校教學現況、

暑期僑校華語課程類型與教學內容。 

4. 華語聽說教學 

活動設計 

3 兒童華語聽說教學策略、聽說教學常見的問題分析

與因應技巧、聽說課堂活動設計、聽說活動練習。 

5. 海外中小學班級

經營 

與課室管理 

3 小學課堂經營策略、中學課堂經營策略、正向的班

級經營的新思維與應用技巧、the star system 實例

管理系統說明、華語教師的角色與理念激勵。 

6. 華語聽說教學活

動設計 

3 華語課堂中的英語運用原則與技巧、常用必備的課

室英語能力、實例應用與講解、分組演練。 

7. 華語創意教學 

活動設計 

3 教學魔法師、啟蒙式的創意教學、華語教學創意秘

笈、語文遊戲與活動、創意教學活動設計要點與注

意事項、活動實作：全身學習系列。 

8. 華語讀寫教學 

活動設計 

3 兒童華語讀寫教學策略、讀寫教學常見的問題分

析、讀寫課堂活動設計、讀寫活動應用練習。 

9. 文化技藝教學 

設計 

3 華語課堂中的文化教學、如何設計一門文化課、短

期營隊的文化教學、文化教學材料需求表之應用、

文化實作練習、文化教學的實作考核說明。 

10. 多媒體教學 

之應用技巧 

3 數位課堂教學、多媒體教學設計、行動裝置的教學

應用、讓教室動起來的 APP 應用實例。 

11. 多媒體教學 

活動設計實作 

3 華語課堂的多媒體教學活動設計：示範與實作(培

訓地點：巨匠電腦公司專業電腦教室租借)。 

12. 團康律動 

設計與應用 

3 開場帶動唱設計、建立個人活動主持風格與特色、

活動設計的實際應用、活動設計安全、歡樂結尾。 

13. 華語教學設計 

分組實作 

3 分組(4人 1組)的華語教案設計與教學實作考核。 

14. 文化教學設計 

分組實作 

3 分組(4人 1組)的文化教案設計與應用實作考核。 

15. 多元志工服務 

實務座談 

1 分別邀請三位資深的海外多元志工講師實例說明

海外志工服務經驗和注意事項。 

16. 海外華語志工 

服務實務座談 

2 海外合作中文僑校之介紹說明。(3位僑校志工) 

共 16個主題培訓課程 共 4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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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培訓課程所聘任的授課講師之延請，是以教師的專業背景為考量。

將近一半是曾在先導研究中合作過的資深培訓講師，基於多年的合作基礎，

雙方在課程理念的溝通傳達相對有效，但此次也有部分所邀請或推薦講師，

因為初次合作，所以需要較多的溝通了解。培訓者不僅應就培訓主題課程的

內容方向進行溝通，也需就志工團的理念和學員背景進行說明。因此，研究

者建議，若能邀請擔任此師資培訓講師，共同參加「培訓前之授課講師備課

會議」， 則能透過共同的溝通討論，掌握培訓目標理念，培訓成員背景程度

以及各主題課程的授課內容重點，真正強化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第五節 教學強化訓練 

本節包含了下列教學強化訓練項目：一、教學參訪觀課訓練。二、同儕

教學技能學習會。三、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採用相同一致的觀察分析角度：

原則構想策略、規畫應用實施、評價討論來進行探討： 

 

一、教學參訪觀課訓練 

(一) 原則構想策略 

 理想而完整的師資培訓不僅除了專業知能的課堂講授培訓，也應結合具

有相關目標性之教學實務的訓練，提供親身見習體會的機會，透過實際的觀

察和參與，從而增長專業知能，才能從看中反省、做中學，這是實務型的師

資培訓所應該涵括的重要內容(宋如瑜，2008；信世昌等，2010)。 

 課堂觀察是教師與課堂教學近距離接觸的重要平臺，是教學理論與實踐

之間的連繫紐帶，藉由課堂觀摩的訓練，是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的重要手

段，提供了一個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絕好機會(鄭紅艷、張海靜，2013)。「內

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梁新欣(2008) 提出可善用專業課堂觀摩工具

量表，擴增觀察角度與視野，藉由專業敏銳度的提升與培養，協助培訓學員

跨越這道鴻溝。因此，將引導學員善用課堂觀摩工具量表，透過教學實務的

課堂觀察，以及師資培訓的實務參訪觀課引導，能有效協助培訓學員具有更

廣面而有深度的檢視能力，從而獲得最大的實際觀課教學參與之培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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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訪前透過培訓程課的教學示範，教導學員如何使用「教學觀摩紀錄

表」(附錄 6)，引導學員練習使用。並於正式進行教學參訪的課堂觀課，進

行紀錄撰寫並繳回考核，以引導學生日後海外教學的課堂觀課使用紀錄。 

 

 (二) 規畫應用實施 

第二階段培訓為「教學參訪觀課訓練」，基於先導研究分析結果評估，

因此規畫安排四所曾參訪的國內合作學校，分別是：臺北美國學校、臺北歐

洲學校小學部、新竹實驗中學和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等。培訓實施方式是由「行

政業務組」負責參訪行程的聯繫安排，由培訓學員們自行選擇登記兩所學校

進行參訪觀課訓練，並於參訪一周內準時繳交心得報告和教學觀摩評估表。 

但是聯絡期間，因美國學校和歐洲學校小學部，因學校活動安排而無法

成行，因此調整至新竹實驗中學雙語班、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泰國班，以及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菲律賓班，進行課堂觀課參訪活動。依培訓參訪時間不

同，分成三個梯次進行，培訓學生可自行選擇登記學校參加。下列是新竹實

驗中學雙語班和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泰國班的參訪培訓情形，可透過其實際

的課程引導了解此運作成效： 

 

A. 新竹實驗中學雙語班 

新竹實驗中學的參訪共有 17 位培訓學員參加，抵達後校方安排了半小

時的歡迎說明會，透過學校簡介短片，對於學校發展背景和多元化課程有了

清楚的認識。該校教學大綱是依照美國 Common Core Learning Standards 所

編定，再依照學生學習特性和能力程度調整。說明會後，校方安排了一節課

堂觀課，並在觀課後與授課教師進行討論會。新竹實驗中學雙語班的中文課

程分為甲、乙、丙三類系統，甲班是依循課程升班的常態學生，乙班跟丙班

分別為中途才回臺念書或是語文程度較低的學生，並再按照學生分級程度指

標，分成了 38個小班的中文課程。今日參訪觀課班級是四年乙班的中文課，

共有 12 位學生，學生的中文分班程度為小學 4 年級，但實際學生包含了八

年級到十一年級的學齡學生。新竹實驗中學雙語班的中文班班級數較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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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一班的學生人數並不多，因此，班級教師可以照顧到每一位學生的個別

學習需求。 

     

B.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 泰國班、菲律賓班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泰國班共有 16 位參訪學員參加，是由救國團所承

辦，並由課程主任負責規畫華語課程和參訪觀課之安排。首先安排了 30 分

鐘的簡報，說明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的起緣和課程特色之後，即進行進班的

課堂觀課近班。這期的課程有六週，共有 105位泰國華裔學生，依照能力分

級分為 6 個班級，每班約有 18 位學生，年紀是從 14 足歲到 24 歲之間。由

於此期已開課一週，學生的學習都已進入軌道。此次進行課堂參訪的培訓學

員，分別指派到不同的 3個班級進行一整節課的觀課，並在課後也進行教學

討論會。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菲律賓班共有 13 位參訪學員參加，和泰國班一樣

都是由救國團所承辦，由課程主任負責規畫華語課程和參訪觀課的安排。在

30 分鐘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起緣和課程特色簡報後，隨即分配至 3 個班

級進行課堂觀課，並在課後進行教學討論會。 

 

(三) 評價討論 

此屆海華志工團的教學參訪觀課訓練，原規畫安排了四所參訪學校，但

因故調整至新竹實驗中學雙語班、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泰國班，以及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班菲律賓班三所學校。雖然計畫趕不上變化，但這也考驗課程規

畫者和聯繫者的應變能力。 

在進行教學參訪觀課訓練前，對於觀課的培訓教師應先進行相關培訓引

導，分別包含了專業的觀課反思，以及觀課應有的個人禮貌態度。並且藉由

專業的華語教學觀課紀錄評估表，能確實有效協助培訓學員從觀課的課堂參

與反思中，進而提升課堂教學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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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新竹實驗中學的參訪培訓學員 A 對於教師的實惠教學策略應用

的觀課反思： 

 

「……老師讓學生學的每一個詞彙，都與生活產生真正關連，使他們非得知

道其意義，並懂得如何運用……學生不僅真正掌握學會了詞彙的意思，也達

到認知教學目的。」(資料來源：參訪觀課心得報告 VR2015-07，學員 A，2015) 

 

學員 A 表示經過此觀課活動，觀察到了語言課不僅只是上語言，只要

在學生程度能力基礎下，也能夠加入更實際的深入討論與應用。例如觀課時

的授課老師挑選了青少年現階段最關心的感情話題，讓學生用心去體會和感

覺每一個形容詞發生在人生上造成的影響，讓學生們投入並且認真思考教師

的每一個提問。因此認為課堂活動設計，應符合學生認知程度和學習興趣領

域，才能真正引發學習的熱情和效能。下列為另一位學員 B的反思紀錄： 

 

「……整體而言，教師的熱情與活潑是課程不可或缺的。然而，身為語言教

 師不僅 要提供正確、可輸入的語言，更要創造讓學生多開口的機會。在面

 對不確定學生使否吸收、懂了的情況下，如何利用提問的技巧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是教學是上很重要的觀點。教師需常常進行換位思考，以學生的角

 度反思教學，不然容易被自己的盲點所困住。」(資料來源：參訪觀課心得報

告 VR2015-18，學員 B，2015) 

 

透過上列兩位學員的實際參訪心得觀課反思，可了解此項培訓活動課程

的規畫設置安排是有其重要性。透過課堂的觀摩培訓活動，學員以觀摩者的

身分進入課堂，身臨其境觀察課堂教學的各面向，可以透過觀摩經驗豐富的

優秀教師之課堂，學習並仿效其教學方法，發展自己的判斷力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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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 

(一) 原則構想策略 

因應學員的要求，希望能有機會繼續強化本身能力較不足的華語教學和

文化教學的技能。在獲得海華團隊的支持下，安排規畫「同儕教學技能學習

會。」借重本屆培訓學員的專長才藝，以類似讀書會的運作方式，針對僑校

教學所需要的專長技能，邀請具有專長的培訓學員來擔任課程引導人，組織

有興趣的同儕學員自由報名參加，對於興趣的主題技能，共同進行深入的教

學應用討論。 

 

(二) 規畫應用實施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的研習主題和形式不拘，採較精緻的小組實作

來進行研習活動。藉由每場不同主題的同儕引導人的組織安排，讓所有參與

學員都能相互分享自己的專長和經驗，從實作中學習。透過同儕共學、討論

練習的方式，減低課堂講授的壓力，能有效提升華語教學和文化教學的實作

技能，並增長彼此的互動和情誼。表六-12 是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之規畫。 

 

表 六-12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之規畫 

 課程名稱 引導人 參與人數 課程 

1. 課室團康活動應用 Wanyou 15 2015.04.12下午 

2. 實用課室英語練習 Annie 13 2015.04.19下午 

3. 書法教學一點靈 Jane 13 2015.04.25上午 

4. 文字好好玩--漢字教學 Athena 14 2015.04.25上午 

5. 中西音樂教學通 Ingjie 14 2015.04.25上午 

 

(三) 評價討論 

研究者研擬舉辦 2~3 場「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屬於試辦性質。首先

對於全體培訓學員的個人背景資料和專長進行審視，並透過與培訓學員的交

流，了解培訓學員的特殊才能或專長。透過聯絡邀請，陸續獲得了踴躍的應

允回應，五位學員樂意前來擔任「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的引導人。研究者

在每場「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後，分別實施學習會的研習心得調查。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212 

「實用課室英語練習」是由 Annie 學員來擔任研習會引導人，現為華研

所碩士生，大學英語系畢業，具有中等學校英語科教師資格，也曾任美國休

士頓夏令營的教師。當天課程是以小團體方式進行，參與人數共為 13 位，

研習重點包含：練習課室英語-討論如何用英語和家長溝通（如怎麼告知學

習狀況）、討論如何用英語和個別學生溝通（如怎麼稱讚孩子、提醒孩子）、

討論一些班級經營的解決之道（如同學下課打架要怎麼溝通）等。在研習練

習中，少了上課授課式的壓力，在同儕的相互練習與討論，大家都敢開口練

習說英語了。根據參加學員們的研習參與心得：「謝謝 Annie 分享自己在海

外發生的真實經歷，同時也不藏私地提出了許多課室英語及和學生、老師交

談時需要注意的狀況，非常有幫助」；「研習會十分實用，大家用英文討論、

發表意見，以及許多情境的設想，都是實際情況，原本很擔心若碰到該怎麼

辦，現在知道回答的原則就比較放心了，Annie很會領導我們回答，很滿意」；

「今天練習到課室活動的英語指令，以及和學生及家長溝通時需注意的「三

明治」策略，著實受益很多！」 

透過上列學員們的真實參與之心得，真實反映了「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

的實施成效。因此，研究者建議可將「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設置在整體的

各階段式培訓課程規畫中，由課程規畫者來協助邀請學習會的引導人，藉由

「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的實際運作，不僅可以增加培訓學員的同儕實作練

習機會，也可增進培訓學員的情誼。 

 

三、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一) 原則構想策略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中，信世昌等(2010b)研究指出，海外派任的行前專

業華語知能培訓，應包含對海外真實的教學實務工作和生活環境，所造成的

可能衝擊，做好最佳的行前準備和心理調整，引導赴海外教師能順利而快速

地適應當地的教學環境，這是完整培訓規畫的重要性。由於這是許多海華志

工團的培訓學員第一次出國進行華語教學，因此第三階段「海外行前說明座

談會」相對非常重要，主要是針對外派學員即將在海外僑校的教學任務和生

活適應，做最好的行前準備與提醒。宋如瑜(2013：180)也提出新手教師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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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學實習前，應先認清下列的事實：海外語言環境的挑戰、應對進退的

禮貌、尊重當地老師、學習當地語言、因應設備不足、在工作中反思等。這

些也是在海外行前說明會中要強調的，不僅有助個人的專業知能成長，也有

助於個人的待人接物之道。 

Huberman, 1989；Veenman，1984 的文獻探討中，指出了「實境震撼」

的心理調適，初任教師在開創個人的教師角色中所可能產生的掙扎與問題，

強調初任教師從個人舊有的經驗與現實的衝擊中，逐漸形成教師角色的認知，

需要不斷的調適與因應外在考驗。許多志工團培訓學員現仍為在校學生，但

在此行出國將擔任課堂的主課教師或助教，從課桌到講臺的衝擊，在學生和

老師之間的角色轉換銜接，是相當大的改變。加上出國環境的陌生，這些都

應該透過行前的培訓引導，協助外派教師最好行前的身心準備與調適，以迎

接日後的海外教學任務的挑戰。 

 

(二) 規畫應用實施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原規畫安排於 2015 年 5 月底，但由於部分合

作僑校的實際外派師資需求提早，在2015年5月下旬將陸續開始派任出國。

因此，經海華培訓團隊的正式會議討論通過，而提前至 2015 年 4月底舉辦。

表六-13 為「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培訓規畫表。 

 

表 六-13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的培訓規畫表 

時間 培訓主題 培訓分組 內容 

9:00-10:50 派外教學行前說明 國際合作組 行前準備、注意事項、海

外教學和生活之提醒 

11:00-12:00 海外僑教座談 執行長 來賓 A：美東僑教代表 

來賓 B：美西僑教代表 

來賓 C：僑委會僑教處 

13:30-14:20 海外教學研究說明 教育培訓組 海外研究內容說明 

14:30-15:40 海外華語教學座談 教育培訓組 華語志工 A：南非斐京 

華語志工 B：美國紐約 

華語志工 C：美國德州 

16:00-16:30 合格師資外派典禮      行政業務組 全體學員、海華文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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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表六-13 的行前說明會規畫安排，在「派外教學行前說明」方面，

課程內容包含出國服務的行前提醒說明並協助外派志工教師做好各項出國

前的準備，如機票、保險、家長同意書、學校同意書、外派僑校的工作準備，

以及到當地後的心理調適方式。在「海外教學研究說明」講解「海外僑校教

學與研究報告書」(附錄 7)的實施要點與要項說明，引導外派志工如何將海

外僑校的教學經驗紀錄下來，以及僑校學生和僑校老師的問卷調查實施說明。

「海外華語教學座談」邀請了資深華語志工教師，前來分享教學經驗。最後，

透過贈勳典禮與致詞勉勵，為即將開展的海外僑校教學服務做最好的準備。 

 

(三) 評價討論 

根據先導研究需求分析結果，「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通常安排在學員

出國前的一個月，約五月份下旬舉辦。但由於今年部分海外合作僑校的師資

派任需求較早，如最早的柬埔寨派任出發是五月中旬。此外，為了能協助學

員及早準備出國相關事項和行前教學任務準備。因此，將實施日期提前一個

月舉行。經過際運作的觀察，確實能更有效引導學員從容做好出國準備。因

此建議提前實施。  

為了能掌握培訓學員在海外僑校的華語教學任務進行情形，以及能對海

外當地的僑教教學現場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教育培訓組」參考了先導研

究中的「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之實施，在「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中

對於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進行了清楚的說明。希望透過完整而有系統的「海

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協助培訓學員依照說明格式之引導，將個人寶貴

的海外僑校華語教學紀錄下來，並且透過海外的教學經驗和觀察進行反思紀

錄。此外，外派教師也須協助進行海外僑校問卷調查，主要分為教師組和學

生組兩類問卷。教師組是中文問卷，學生組是英文問卷。這些重要的紀錄和

問卷調查，也是海華志工團隊重要的研究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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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培訓實踐的結果與討論 

本章以師資培訓課程的問卷分析，探討培訓實踐的結果。共分為兩節：

第一節為「師資培訓課程之問卷分析」，第二節為「思考與討論」。 

 

第一節 師資培訓課程之問卷分析 

本節針對師資培訓問卷調查(附錄 8)所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培訓主

題課程的分析；第二部分是整體培訓品質的分析。問卷調查的分析如下： 

 

一、培訓主題課程 

第一階段的專業進階主題課程是培訓的核心規畫，七天培訓課程，共包

含了 16 個主題課程。為了能了解培訓課程的實施成效，因此分別在二月份

和三月份課程結束時，進行課程問卷調查。為了讓參與問卷填答者能放心詳

實作答，此問卷採不計名填答方式。問卷調查回收是採取個別點交回收，以

確保問卷的全數回收。希望藉由對於各培訓主題課程的分析結果，以及參與

學員的建議與心得，能真實呈現整體培訓課程的實施成效，以作為整體師培

規畫改進評估與參考。 

此份課程問卷設計採單一培訓主題課程進行，包含七個課程內容問題： 

   1. 培訓授課主題是否符合需求? 

   2. 實際授課的內容是否充實?                  

   3. 培訓課程內容能提升華語文教學的專業知能? 

   4. 培訓課程內容有助於華語文實務教學的應用?     

   5. 授課師資人選安排是否合適?                    

   6.此培訓課程的規畫與安排是否合適? 

   7. 授課時數安排是否恰當? 

   8. 針對此培訓課程的建議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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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題是針對專業主題課程的相關問題，為單選題，共有 5 個選項

的勾選：「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等。

第 8題是針對此課程所提供的建議或想法，採開放式自由填寫。在問卷計分

的方式是採五分制的統計方式，答項為「非常同意」者得 5 分、「同意」者

4 分、「普通」者 3 分、「不同意」者 2 分、「非常不同意」者 1 分。透過 36

份問卷的分題加總得分後，平均後獲得課程評估均值，表七-1 為培訓主題

課程的問卷統計清單，按照問卷統計結果得分來排序。 

 

表 七-1 專業培訓主題課程的問卷統計清單 

 Q1 Q2 Q3 Q4 Q5 Q6 Q7 選項加總 
排序 

五分均值 

1. 華語創意教學

活動設計 

178 179 176 179 179 177 174 1242 1 
4.94 4.97 4.89 4.97 4.97 4.92 4.83 4.93 

2. 多媒體教學活

動設計實作 

174 174 174 175 174 171 165 1207 2 
4.83 4.83 4.83 4.86 4.83 4.75 4.58 4.79 

3. 海外華語志工

服務實務座談 

173 172 173 172 172 170 168 1200 3 
4.81 4.78 4.81 4.78 4.78 4.72 4.6 4.76 

4. 海外中小學班

級與課室管理 

174 174 167 170 175 171 167 1198 4 
4.83 4.83 4.64 4.72 4.86 4.75 4.64 4.75 

5. 文化教學設計 175 171 170 170 172 172 165 1195 5 
4.86 4.75 4.72 4.72 4.78 4.78 4.58 4.74 

6. 多媒體教學之

應用技巧 

170 170 171 172 175 170 165 1193 6 
4.72 4.72 4.75 4.78 4.86 4.72 4.58 4.73 

7. 實作考核：華

語教學設計 

171 165 168 171 172 170 170 1187 7 
4.75 4.58 4.67 4.75 4.78 4.72 4.72 4.71 

8. 海華培訓與海

外華語教學 

165 163 172 173 175 169 163 1180 8 
4.58 4.53 4.78 4.81 4.86 4.69 4.53 4.68 

9. 華語聽說教學

活動設計 

168 168 167 169 171 166 165 1174 9 
4.67 4.67 4.64 4.69 4.75 4.61 4.58 4.66 

10. 實作考核：文

化教學設計 

167 167 167 166 169 166 161 1163 10 
4.64 4.64 4.64 4.61 4.69 4.61 4.48 4.62 

11. 團康律動設計

與應用 

169 166 152 161 171 168 168 1155 11 
4.7 4.61 4.22 4.48 4.75 4.67 4.67 4.58 

12. 華語讀寫教學

活動設計 

158 168 164 164 167 161 162 1144 12 
4.38 4.67 4.56 4.56 4.64 4.47 4.5 4.54 

13. 海外多元志工

服務實務座談 

159 154 162 163 161 159 162 1120 13 
4.42 4.33 4.50 4.53 4.56 4.39 4.5 4.46 

14. 華語課堂英語 158 156 160 157 160 158 161 1110 14 

4.39 4.33 4.44 4.36 4.44 4.39 4.47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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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15. 海外僑教發展

與教學 

159 156 162 163 164 158 144 1101 15 

4.42 4.33 4.50 4.53 4.56 4.39 4.0 4.39 

16. 志工服務精神

與發展 

150 153 163 163 164 145 149 1087 16 
4.17 4.25 4.53 4.53 4.56 4.03 4.14 4.31 

 

根據表七-1 的各培訓主題課程問卷統計結果，進一步按照各問題的五

分制加總得分和平均值，可了解各培訓主題課程問卷結果之排名順序與實施

成效(圖七-1)。所有培訓課程的平均值介於最高的 4.93/5，到最低的 4.31/5

之間，兩者的五分制平均差為0.62/5。每個主題課程的統計分數雖有些差距，

但整體來說，個別課程的分數差距不太。因此，根據上列的培訓課程得分顯

示，整體而言，本研究實踐的課程培訓是成功的。研究者建議可在實際課程

評估時，針對得分較低的課程，對於課程實施情形，更進一步的檢視與觀察，

以做為該課程的內容實施提升之參考。 

 

 

圖 七-1 培訓主題課程的問卷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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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將依照16個培訓主題課程，其整體得分排名之高到低的排列順序，

進行個別主題課程的結果分析，並綜合問卷第 8題的整體課程建議與想法之

開放式的填答，透過受調者者的個人感受和意見回饋，掌握各培訓主題課程

的實施成效。 

 

一、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1,242 分，4.93/5) 

培訓講師已具有豐富的教學年資和經驗，並曾多年擔任僑委會海外僑校

教師研習講座的巡迴教師，曾經外派走訪越南、印尼、菲律賓、美國、加拿

大、英國、法國、瑞士、荷蘭、南非、澳洲、紐西蘭、多明尼加、巴拉圭、

巴拿馬、秘魯、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僑校，亦為全球華文網 ishare 平臺線上教

學教師。「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課程的培訓重點，是透過教學活動的實

際操作，實際應用於華語文課程的課堂教學，並藉由多元的創作活動和創意

遊戲，來活化華語課堂的學習活動。下列是培訓學員們對此課程的想法： 

 

「老師的教學十分生動有趣，上起課來非常樂在其中，期望老師所提供的祕

 法能在自己身上亦有相同的魔力! 」(資料來源：問卷-03，2015) 

 

「非常有效的示範教學，課堂中也帶入了很多課室管理及課堂遊戲的教學引

 導方法，老師超棒，其實時間可以多一點，想聽更多分享。」(資料來源：問

 卷-13，2015) 

 

「上課太精彩了，老師很能掌握孩子們的心理想法，把教學內容融入多媒體

 課程及遊戲，不但能引起學生注意力，還能加深內容的印象。這是我最欠缺

 的部分，這節課充實了不少，獲得了很多教學創意的啟發。」(資料來源：問

 卷-15，2015) 

 

由於培訓課程師資的豐富經驗和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因此深獲培訓學

生的一致好評，而獲得培訓主題課程的問卷分析總得分之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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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教學之活動設計實作 (1,207 分，4.79/5) 

培訓師資為資深的華語教師，並在多媒體教學應用有多年的實際經驗，

也曾擔任僑委會之海外僑校教師研習講座的巡迴教師，外派走訪過許多僑校，

也是研究者過去在國科會師資培訓案的資深培訓師資，教學經驗豐富而風趣，

相當具有口碑。 

此課程的教室場地是向巨匠電腦公司租借電腦專業教室，地點亦位於海

華文教基金會的同棟樓，因此相當便利，每一位培訓學員都能分配到一臺電

腦實際上機實作。透過實際操作上機的實作，引導對於華語教學網站、軟體

和華語懶人包教學活動之運用。對於課程內容引導的實用性，學員提到了： 

 

「學到了很多學校沒有教的，超級實用! FLASH CARD 的網站太有用了，知

  道了非常多實用且簡單的 APP 和網站，要好好練習和吸收，感謝提供的豐 

  富教學資源，實際學到了很多實用的軟體，對於教學數位運用上有很大的幫

  助。」(資料來源：問卷-15，2015) 

 

對於培訓學員對於電腦多媒體實作課程的收穫滿載，其實不出研究者之

意料。因為擔任授課的講師即是研究者 2008 年赴海外僑校的多媒體課程培

訓講師。由於過去多年的培訓授課合作，研究者觀察了這位講師的授課內容

是與時俱進，完全沒有重覆，也都能切中要領，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教授豐

富又實用的華語教學多媒體之應用技巧。研究者深深感受到，相同主題的課

程，不同的授課講師，往往呈現不同的教學效果，培訓講師扮演了畫龍點睛

的角色，是成功課程的靈魂人物。因此，如何能邀請合適的授課師資，這也

是培訓工作的一大考驗。 

 

三、海外華語志工服務實務座談 (1,200 分，4.76/5) 

此主題座談是針對此屆暑期確認合作僑校進行介紹說明，並邀請曾去過

這些合作僑校的四位資深華語志工，分別分享僑校教學的服務經驗，並在最

後進行問與答的討論。培訓學員對此培訓課程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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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知道了星談夏令營與僑校暑期課程的分別，也分享了曾經擔任華語志

 工的經驗，並提供圖片以利說明，很清楚表達海外僑校教學情形、注意事項

 和事先的準備，寶貴的經驗分享與提醒，非常實用，希望還能有更多真實的

 經驗分享，經驗無價。」(資料來源：問卷-11，2015) 

 

「聽到學姐的分享，非常實用，對於海外教學環境有更多的認識，為我們的

 身心打了預防針，讓我把未來暑期海外僑校的教學服務的想像，化為更真實

 的認識，說明得非常清楚也很實在，這真是一個很專業的團隊。」(資料來源：

 問卷-31，2015) 

 

這次研究者也參與了這次志工的分享者，主要是針對 2008 年暑期的華

語志工經驗進行分享。現場的提問相當踴躍，培訓學員們對於海外的僑校教

學充滿了好奇。但每個人關注的問題不太相同，有的關注教學現場、有的關

注教學環境，也有人非常擔心自己的語言能力。但總之，透過座談的問答，

培訓學員對於即將開展的海外教學，有了較清楚的輪廓了。 

 

四、海外中小學班級經營與課室管理 : 1,198 分，4.75/5 

授課教師曾在美國和臺灣雙語中小學任職多年，對於海外中小學的班級

經營相當有經驗。培訓教師也實際運用流利的課室英語溝通，分別示範海外

小學階段和中學階段的實際課室經營原則與方法，並以 the star system 實例

管理系統進行說明。培訓學員們對此課程的感受與想法如下： 

 

「老師講英文好聽又生動，上完課充滿了正向、溫暖、愛的感覺。很喜歡老

 師有效率而有系統性的教學方法，聽完有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的感受。

 相當實用的授課內容，收穫很多的一堂課。」(資料來源：問卷-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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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好! 對於課室經營與管理學到精華，從小孩到青年,老師都給了我們許

 多非常好的建議。老師也提供很多她以前不成功的和成功的經驗，看到老師

 對教學的熱忱相當感動。我們的問題也都有非常好的答案，謝謝海華找到老

 師來幫我們上課。」(資料來源：問卷-36，2015) 

 

身為一個課程的旁觀者，研究者在這堂課程裡，從師生互動和學員專注

眼神中，能夠感受到學員心中的感動，以及被點燃起的教學熱忱。此課程培

訓師資亦為合作多年的夥伴，具有海內外豐富的教學實務經驗，兼具理性和

感性的授課表達方式，就像課堂魔法師，是此門課程極合適的師資人選。 

 

五、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1,195 分，4.74/5) 

由於海外僑校暑期的華語課程或夏令營，對於文化技藝教學是相當重視

的教學活動，因此特別安排此培訓課程，以實作經驗領導培訓學員如何以文

化教學待進華語課堂。此培訓課的師資為資深的華語講師，具有文化技藝教

學的專長，也曾多次擔任海外僑校暑期華語志工，並且也是僑委會海外巡迴

講座的培訓師資，對於海外僑校的暑期華語課程的運作相當熟稔有經驗。下

列是此課程的建議和意見： 

  

「內容豐富，讓資訊極少的文化課前準備，變成一項有用又獨特的教學。不

 僅教了實作，也教了如何準備教案、文化內涵及延伸教學的重要。除了很多

 創意手作之外, 也讓我了解了文化教學的其他意義，活動設計不必太複雜，

 要易學。」(來源：問卷-16，2015) 

 

「非常實用，同時兼具知識與實作，幫助我們學會立即可用的專業知識和技

 能。老師能用幽默的語言提醒我們許多文化課該注意的事情，其中又以文化

 課來帶出語言的內容和作品的延續性，讓我收穫最多。」(資料來源：問卷-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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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學生對於文化課程的培訓感想，可知這門文化課程所帶給

學生的創意激發，以及對於文化課程的實際應用，有了更多的想法和

收穫。這也是培訓者希望能帶給學員的"釣魚工具"，能透過有限的培訓

課程時間，帶給其更多源源不絕的創意，以及思考的能力。 

     

六、多媒體教學之應用技巧  (1,193 分，4.73/5) 

此培訓課程上課前，已通知所有培訓學員帶任何一種行動裝置來上課，

如智慧型手機、ipad、ipod-touch 或筆電等。多媒體培訓的主題包含讓教室

動起來的 APP 應用實例、行動裝置的教學應用、數位課堂教學的運用技巧、

華語教學的多媒體設計應用等，透過行動培訓講義的結合，提供了最新而實

用的多媒體教學應用技巧。培訓學員得課程心得如下： 

 

「太震撼了!學校大一學的東西完全過時，要重新組裝建構。上此課程才知道

 學校的數位課程實在是太基礎太簡單。課程非常精采，顛覆了我原來的舊認

 知，老師擴大我對數位教學的視野，聽到許多從未聽過的資訊，學海無涯，

 要學的東西還好多!」。(資料來源：問卷-31，2015) 

 

數位科技無遠弗屆，尤其對於培訓學員這一 E 世代而言，APP 和數位

應用都是生活中的必備品。但如何能運用隨身行動裝置於華語課程中，培訓

講師的引導讓學員們都大開眼界。也激發了學員如何應用於華語課堂教學的

濃厚學習興趣，讓低頭族不再只是低頭族，是這門課程成功之處。 

 以上是針對排名前六位課程的分析，其實由統計分數可看出，各課程的

差異並不大。下列就其他課程的內容進行說明： 

 

七、分組實作考核：華語教學  (1,187 分，4.71/5) 

分組實作考核，是以四人一組的分組方式來進行，分為華語教學實作和

 



第七章 培訓實踐的結果與討論 

223 

文化教學實作兩部分的考核。在此華語教學設計的實作課程，學員需預先分

組準備，選用海外僑校常用的《美洲華語》、《生活華語》和《全新版華語》

的華語教材為教案選材，分組共同完成。每個小組所自行設計編寫的一小時

華語教案設計，需結合運用培訓課程中所學習的教學策略，並且以小組 15

分鐘的方式來個別呈現個人的教學實作考核。透過資深華語培訓教師的經驗

點評指導，以及同儕的意見回饋，進而提升華語課堂的教學能力，並作為培

訓考核之評估。學員們對於此教學實作的機會和經驗，覺得能從別人身上學

習，並從觀察反思中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是很實用的實作培訓方式。 

 

八、海華志工培訓與海外華語教學 (1,180 分，4.68/5) 

這是第一個上場主題課程，主要是由師資培訓組負責主講海華志工團組

織與沿革說明、工作團隊成員介紹、培訓環境介紹、培訓規畫與課表說明、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說明、上課注意事項、志工培訓考核要項與標準、志

工權利與義務等內容；並且也請海外合作組組長對於海外僑校之華語教學服

務進行說明。目的是讓參與培訓學員先對整個志工培訓有了概念和認同，瞭

解培訓各階段的情形與準備，做好暑期赴海外僑校的暑期教學服務而準備。

透過此培訓的解說，學員們認為可幫助他們對這次海華志工的培訓目的、方

式、規定和任務，都有了更明確的了解，覺得更加安心。 

  

九、華語聽說教學活動設計 (1,174 分，4.66/5) 

此培訓課程的師資是臺北國際學校小學部的資深教師，對於小學階段的

華語課程教學相當有經驗，培訓課程引導的重點包含了兒童華語聽說教學策

略、聽說教學常見的問題分析與因應技巧、聽說課堂教學活動設計，以及聽

說活動應用練習，結合了實際的聽說教學示範，以及各聽說教學的技巧應用

提點，透過分組討論思考活動，讓聽說教學設計更具體而多元化。培訓學生

認為培訓講師對於兒童教學非常有一套，透過分組的教學策略思考，對於海

外的兒童華語教學任務較有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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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組實作考核：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1,163 分，4.62/5) 

文化技藝教學實作，是採 4人 1組的分組方式進行，每一組學員需要設

計一堂課的教案，課堂時間長度可適當彈性調整，並且於課堂中分組進行

15 分鐘的教學示範，每一位成員都須輪流上臺，以作為培訓成績考核項目

之一。學員認為透過分組的文化實作，不僅能觀摩到其他組的文化創意教學，

也能經由老師的講評和同儕觀摩評估，來修改自己教學的方式。 

 

十一、團康律動設計與應用 (1,155 分，4.58/5) 

因為暑期僑校的華語教學多為夏令營性質，在寓教於樂的營隊課程中，

對於志工教師的團康律動之活動帶領，甚至需要協助籌畫結業活動或擔任會

場主持人，因此在培訓課程中安排了此課程。課程內容包含了開場帶動唱設

計、建立個人活動主持的風格與特色、活動設計的實際應用、活動設計安全

考量和歡樂結尾的應用。教室教室也因應活動練習之便，將課堂桌子清空，

把各人椅子圍城一個大外圈，全班分成四大組，由老師在教室中央帶領學員

們實際分組練習與競賽。學員們認為團康的課程很實用，建議以後可以將團

康課放在第一天破冰，讓培訓學員互相認識熟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很好

的課程安排建議。 

 

十二、華語讀寫教學活動設計 (1,144 分，4.54/5) 

此課程培訓講師具有豐富的小學華語教學經驗，課堂中透過了 project 

based learning 的教學原則運用，實際示範如何將華語讀寫的教學技巧，結

合教材的選擇，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學習感到興奮，並想主動學習。

例如教學引導的故事選材選得好，學生就會想繼續閱讀，並想知道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再藉由這份「渴望」來發展口說的討論，甚至最後有感而發地「寫

作」。培訓重點包含了兒童華語讀寫教學策略、讀寫教學常見的問題分析與

因應技巧、讀寫課堂教學活動設計，以及讀寫活動應用練習等。學員認為培

訓講師能藉由實例分享，結合課程及生活經驗，且提供許多操作的示範，讓

我對於教學實務上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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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多元志工服務座談 (1,120 分，4.46/5) 

在多元志工服務座談的培訓方面，分別邀請了兩位資深的海外僑校教學

來擔任課程講師。藉由其在海外僑校服務多年的華語教學經驗，分享其僑教

教學的實例與心得。另外也邀請紅十字的講師，分享其多年的海外志工服務

經驗和緊急應變的處理，內容包含：服務任務評估、出發前的心理準備，以

及當下的心理調適與自身安全保護。由學員的問卷意見反應，此門課程的志

工服務主題，與學員預期內容有差距，部分學員覺得內容與其他課程重複。 

 

十四、英語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 (1,110 分，4.4/5) 

此屆暑期合作僑校多為英語系國家，授課學生包含了初學的中小學生，

因此教師的英語課堂語言能力需要具備較好的能力，合作僑校也多有此英語

外語佳之需求，因此規畫了華語教學課堂中的英語應用技巧訓練課程，希望

能協助培訓學員對於課室英語運用的掌握。授課講師為資深英語講師，具有

雙語翻譯背景，以及多年華語文教學經驗。但由學員反映的課程意見中，課

程內容非常豐富，老師提供了許多實用的網路資源介紹與很多可參考的

youtube 網站，但需要多一些課堂練習英語的機會，若以全英文上課則更好。 

 

十五、海外僑校發展與教學現況 (1,101 分，4.39/5) 

此培訓課程的規畫是以海外僑校的教學發展現況說明為主，講師曾派駐

海外僑務中心，藉由豐富僑校事務的實務經驗，讓培訓學員能了解海外僑校

的最新發展與教學需求。此外，也邀請了兩位來自美國西雅圖的僑校代表，

針對其本身僑校的教學情形進行分享討論。學員們認為能有助海外僑校的發

展的了解，但時間有點緊湊，課程設計可以多增加一些僑校的介紹，如課程

設計內容、制度執行或是歷史背景。 

 

十六、志工服務精神與發展趨勢 (1,087 分，4.31/5) 

此培訓課程是以志工的發展和法規的介紹為目的，不僅是為服務對的志

願服務基礎訓練要求外，也希望能加強學員對志願服務的認同和相關法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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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授課師資為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的專業講師，課程內容包含志願服

務精神、志願服務法規、志願服務的發展趨勢、衛生服務部志願服務的教育

訓練與志工服務規範事項。部分學員認為透過此課程能具備志工服務的先備

知識，學到身為志工應該有的態度和責任；也有部分學員認為發展趨勢的課

程並非必要，可藉由實際的志工服務案分享和實務照片，內容呈現將更生動

有趣。 

 

二、整體培訓品質 

培訓課程問卷調查中，也針對整體培訓的環境、教室設備、課時安排、

講義編製，以及研究團隊專業性等項目，進行整體培訓質品的問卷調查。問

卷分別於 2015年 2月份和 3月份的培訓課程結束後，即刻進行此問卷調查，

採不計名方式進行。整體培訓品質的問卷題目有五題： 

 問題 1. 培訓教室設備充足度。 

 問題 2. 上課時間安排合適度。 

 問題 3. 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 

 問題 4. 培訓講義編排合適度。 

 問題 5. 培訓團隊的專業性。 

 

問卷的答題選項共有五項：「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

和「非常不同意」等，並且提供該選項的說明或建議之自由填寫。整體培訓

品質調查(表六-10)包含了二月~三月和兩月份差的調查統計結果。在問卷計

分是採五分制統計方式，透過 36 份問卷的分題加總得分後，平均後獲得課

程評估均值，表七-2 為培訓主題課程的問卷統計清單。 

 

表 七-2 整體培訓品質調查 

整體培訓品質 
二月份 排

序 

三月份 排

序 

月份和 排

序 

月份差 

總分 均值 總分 均值 總分 均值 總分 均值 

1 培訓教室設

備充足度 151 4.19 4 166 4.61 4 317 4.40 4 +1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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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課時間安

排合適度 154 4.28 3 167 4.64 3 321 4.46 3 +13 +0.36 

3 培訓教室環

境滿意度 143 3.97 5 165 4.58 5 308 4.28 5 +22 +0.61 

4 培訓講義編

排合適度 157 4.36 2 171 4.75 2 328 4.56 2 +14 +0.39 

5 培訓團隊的

專業性 170 4.72 1 180 4.95 1 350 4.86 2 +10 +0.23 

 平均 155 4.30 - 170 4.91 - 325 4.51 - +14.8 +0.40 

6 整體培訓的心得建議 (自由開放式填答) 

 

根據表六-15整體培訓品質調查結果顯示，有下列值得特別關注之處： 

1.   在二月份的調查中，以「培訓團隊的專業性」得分最高，而最低分是

 「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在三月份的調查中，仍然以「培訓團隊的專

 業性」得分最高，而最低分仍是「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但由二月份

 和三月份的「月份差」總分進步最多者是「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這

 顯示儘管「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的改善是最多的，但可能由於先備條

 件限制，仍是所有培訓項目品質中最低分的。因此，「培訓教室環境」

 項目是未來改善的首要之處。 

2.  二月份和三月份的各項培訓品質之排序仍為一致，依得分排序的高到低

 為「培訓團隊的專業性」、「培訓講義編排合適度」、「上課時間安排合適

 度」、「培訓教室設備充足度」、「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因此，整體的

 月份和是相同的，因此這兩個月的調查結果排序，具有一致的穩定性。 

3.  排序結果的前三位分別為「培訓團隊的專業性」、「培訓講義編排合適度」、

 「上課時間安排合適 度」，皆屬於課程規畫者可操控品質的項目，調整

 速度較快。但後兩位「培訓教室設備充足度」、「培訓教室環境滿意度」，

 其品質多為既有因素，相對調整速度較慢或不易改變。因此，整體師資

 培訓品質以人為可控制項目較佳，如：專業度、講義編排和時間規畫等。 

下列就整體培訓品質的五個問卷問題，根據學員的意見反映，團隊所因

應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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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訓教室設備充足度 

針對培訓教室設備充足與否的意見調查，學員反應了雖然教室不大，但

很乾淨，兩個白板很方便。但也有反應個人外套及隨身包擺放不便。因此在

三月份的培訓時，在走廊旁的交誼廳擺設了更多張長條桌，方便學員統一擺

置個人物品及大外套，上課教室的桌椅週遭也能更寬敞舒適，此問題已獲得

解決方式。此外已在教室前增設一張講桌，方便擺放電腦設備和儀器，增加

教室電腦操作上的方便性。 

 

(二) 上課時間安排的合適度 

學員們對於上課時間的安排，大致上都表贊同支持：時間安排得宜、時

間控制得很良好等，因此繼續沿用。但是也在三月份的培訓中，將當日需要

提醒交代事項提前在上課前 10 分鐘進行，並特別注意避免下午放學後的時

間耽擱，讓學員能準時下課，以方便遠途趕車者的需求。 

 

(三) 培訓教室環境的滿意度 

對於培訓教室的環境，大多反應教室空間較小略窄的問題，以及教室空

調設備的忽冷忽熱情形。因此在三月份培訓開課前的年假空檔，海華文教基

金會進行了部分的修繕和改善。除了教室的密封門加裝了玻璃視窗，除了觀

課方便外，也能增加教室的透視寬敞度。在原有的冷氣設備和條件下，三月

份的培訓課程中，特別請隨班助教隨時觀測留意教室溫度，並且開門保持空

氣的流通。而三月份的團康律動課程、華語教學實作課、文化教學實作課、

多元志工座談會，和華語志工座談會等課程，將學生長條桌撤離，只擺放兩

張長條桌在教室前，以及每位學員使用的移動椅的環狀排列，方便課程活動

或實作的進行。 

 

(四) 培訓講義編排的合適度 

對於講義的編排，此次培訓講義以二月份和三月份分別印製，並於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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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課前發予。部分學員反應：搭配很順，非常精美、內容編置美觀而

用心等；也有學員提出希望講義印製顏色深度能再加黑一點，以及部分 PPT

轉印不清楚的問題，因此在三月份的講義印製已加強改善。 

 

(五) 培訓團隊運作的專業度 

這是得分排序最高的培訓品質項目，包含志工團團隊成員和授課講師，

對於培訓團隊專業性，大多數學員是相當認同的，如：「很滿意，非常專業，

比我預期的還棒。」；「師資很棒，培訓工作團隊非常親切專業。」；「術業有

專攻，每位老師都是專業，經驗很豐富。」；「授課老師都很厲害，比起學校

的華教課程，此次培訓的老師都有豐富的現場經驗，可以給我們更實際且能

實用的方法。」這顯示師資培訓的成功關鍵，是在培訓人員的素質。 

 

在七天的師資培訓課程，培訓學員透過課堂的實際參與與學習，所獲得

的收穫與成長，可由下列的對於整體培訓的問卷意見填答中了解： 

「真的由衷感謝給我們這麼美好的學習機會! 感謝主辦單位用心安排， 十分

 受用。老師們辛苦了，我很喜歡這整個培訓，很有系統，規畫也很好。」(資

 料來源：問卷-31，2015) 

 

 「很感謝這次的培訓，受益良多。培訓師資非常厲害，這幾天下來，學習到

 學校沒有教到的東西，隨班助教很有素養、專業又貼心，培訓組全程跟課，

 適當給予協助，很用心。」(資料來源：問卷-31，2015) 

 

「整個培訓組和海華會都很用心地安排最實用的培訓課，很棒的七天課程，

 這些經驗談讓我大大提升了教學知識，受益良多，相信在未來的海外教學中

 都能運用上。(資料來源：問卷-3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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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列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可具體了解整體培訓課程的實施成效，

以及參與學員們的想法和建議。由整體培訓的結果顯示，對於此師資培訓規

畫、課程內容和師資、團隊專業運作等是多持肯定的，對於缺失部分的建議，

可作為日後改善加強之重要參考。 

 

第二節 思考與討論 

本培訓之規畫實施後，研究者經過整體的評估思考後，有下列七項的討

論與建議： 

 

一、正式培訓開課前應舉辦培訓學員說明會 

可於正式培訓開課之前，對於錄取師資和候補師資舉辦「志工團培訓說

明會」，讓錄取師資對於未來整個培訓課程規畫實施、海外教學服務內容、

權利與義務，以及相關重要規定與事項，並藉由問答討論進行雙向交流溝通、

培訓總部環境參觀、培訓工作團隊成員認識等，讓培訓錄取者能清楚整體志

工培訓課程的內容，做好培訓前的準備，並可在正式培訓開課前的時間期限

內，自行決定清楚是否參加，並且繳交培訓保證金，以免造成培訓名額機會

的損失，而培訓單位也能掌握整個招募錄取報到的名額，讓候補名額者有機

會進行遞補。 

 

二、培訓課前的師資備課會議 

此屆志工團的專業培訓課程共規畫了 16 個主題課程，分別由 13位培訓

講師所擔任，其中有 4 位培訓講師為研究團隊組織成員，因此共外聘了 9

位各領域的專業培訓講師，其中將近一半的講師為以前國科會案的合作資深

講師，也有部分為新聘講師。進行培訓師資規畫邀請時，由教育培訓組負責

與各課程師資進行課前溝通，並訂好培訓授課講義的繳交印製日期。但實際

課程運作時，大多數的課程運作與培訓講義繳交相當正常，少數課程的培訓

講師則遲至授課日。就研究者的課堂觀課發現：儘管主題課程的規畫與說明

相當明確，但有少數課程內容有重覆現象或主題課程授課定位不夠明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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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究者也觀察到少數培訓講師對培訓學員背景和未來海外服務不夠清楚，

如此會影響實際培訓授課的品質，是未來可再加以改善之處。因此，基於朝

向更趨完善的培訓規畫目標，聘請的培訓講師人選應慎重考量，以教學的實

用為主，理論為輔，此外研究者建議未來應於培訓開課前舉辦「培訓講師之

備課會議」，藉由邀請所有參與培訓講師群共同出席，進行開課前的備課說

明會議，針對各志工團的培訓目標和培訓主題課程的內容要項，進行相關說

明與溝通，如此將能發揮培訓師資團隊最大的成效。 

 

三、各類型的僑校志工培訓研究 

本論文研究是以歐美各地區的華語師資培訓為目標，是屬於 4~6 周的

短期師資派任，是為無酬制的志工教學服務。研究者建議後續相關研究的發

展將可朝向不同類型的師資培訓，例如以亞洲地區為數較多的全日制僑校，

針對全日制較為長期的華語師資需求，進行相關的師資培訓與教學合作派任

的研究規畫，也能考慮將國內外退職教師加入此師資行列，是ㄧ可行的研究

發展方向。此外，未來也能針對合作學校的不同教學學科的師資或提供服務

志工的需求，朝向不同學科師資或服務的培訓來發展。教育是一門引人走向

希望的工程，藉由不同領域的志工人才投入，人力活水涓滴細流匯集成大海，

讓臺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四、志工招募的管道多元化 

目前志工招募的主要管道有三:一是透過電子郵件寄發招募簡章和報名

表到全臺灣各華語文相關系所；二是透過曾合作系所的優秀學生推薦報名；

三是公告於海華文教基金會的官方網站。研究者建議未來的志工招募，可透

過更多的宣傳管道和方式，如邀請資深志工教師於招募期間，分赴其就讀的

學校系所來進行招募說明與經驗分享，讓更多合適者能進一步獲得招募訊息，

並可透過資深志工的親身經驗分享，吸引更多有志者參加。另外，可集結志

工的培訓過程和海外教學服務的說明簡介影片，透過視聽媒體的優勢宣傳效

果，是可運用的方式之一。另外，在志工招募報名方面，未來也應朝向電腦

e 化的管理結合，直接利用線上網頁報名系統的填寫送出，由系統自動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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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成功，並且將志工檔案資料直接建檔管理。如此不僅可節省許多人力管

理和時間，也能確實有效地完成志工報名手續和志工檔案管理，朝向數位管

理應用的目標。 

 

五、專用網站資訊平臺與電腦 e 化應用 

僑校華語志工師資培訓研究計畫，在先導研究與本研究實踐後，已逐漸

建構出一套較完整的運作系統，未來應朝向教育與科技的結合為發展目標，

研究者建議應可朝向建立專用志工網站平臺的建立來發展，結合志工團組織

理念與宗旨的介紹、合作夥伴組織的介紹、教育培訓規畫、海外合作推廣、

志工海外服務之工作經驗分享、志工交流園地、海外僑校介紹、實用教學資

源、影音媒體、電子報、e 化管理應用等網頁應用。如此，不僅可發揮多媒

體科技傳播的宣傳優勢，清楚有力的呈現培訓組織的專業運作，讓臺灣現任

志工、未來潛力的志工、合作夥伴，以及世界各地的僑校或學校組織，都能

隨時而立即地獲取資訊，也能將整個培訓組織的管理系統逐步朝向更現代化

的 e 化管理。 

 

六、海外師資人力庫的設置 

此次共培訓了 36位合格師資，根據海外僑校今年的師資需求，完成了

34位師資派任，往後若持續各類型的志工師資培訓合作，將會有更多培訓

合格的師資檔案，此為寶貴的海外華語師資人力資源。因此，研究者建議應

將培訓合格師資建立人力庫檔案，進行有效的管理與資料更新，日後有任何

海外教學合作的師資需求，能夠更有效率而精確地從此師資人力庫，獲得符

合師資需求條件者的檔案資料，以便後續合適人選的進一步甄選與安排，也

能考慮將海外退職教師加入師資人才之行列。研究者期許能夠透過組織協力

合作的方式，將臺灣國內優秀的華語文師資派任到海外各地，擔任僑校、當

地中文學習計畫或主流學校的專業華語師資，協助當地中文學校朝向主流的

專業教學，有計畫有效率地使臺灣的華語教學更邁進國際主流地位，提升臺

灣在華語教學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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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避免培訓資源的浪費 

對於「培訓保證金」制度的設置，是指錄取參加培訓者必須在正式開課

報到時繳交某個金額的保證金，若培訓者全程參與培訓、不遲到不早退，並

完成海外服務者，將全額退還保證金。這次共培訓了 36 位學員，最後有兩

位無法參與後續的海外教學服務，共有 34 位完成海外教學的派任。依照研

究者過去在先導研究中的經驗，由於過去實施的「培訓保證金」較低，只需

完成國內階段即可退還，因此後續能配合出國教學的人數只有約 50%。根

據研究者對於此制度實施的長期觀察，以及對培訓學員的訪談評估結果，認

為現階段是有其設置的必要。透過較高的「培訓保證金」能夠讓參與培訓學

員對自己的決定更加謹慎，也對於學員的培訓出席率與出國服務意願，有正

面激勵的意義，因此建議可以沿用此設置，但金額部分則可視情況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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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師資培訓的理論探討，以及研究者參與的先導研究之培訓要

項分析，從中獲取了本研究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透過實際的師資培

訓課程的內容規畫，並從志工團的規畫實踐參與過程中，進行分析與修正，

並提出本研究課題之建議。 

此師資培訓是為了提供派任海外僑校的暑期華語志工，所設置的行前短

期培訓課程，並建構在培訓學員已具備的專業華語知能基礎，所規畫的進階

培訓，強調僑校課堂的實務教學能力之培訓。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索此行前

進階的短期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並實際透過志工團的研究實踐歷程，

對此師資培訓的課程規畫內容與運作，提出實踐討論與分析，從而修正並提

出建議。 

本章第一節為本論文的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說明，第三節則提

出對於研究實踐與未來相關研究發展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論文基於海外僑校志工的華語派任，探討其行前的進階專業師資培訓

規畫策略，回應本研究緒論中所提的五項「待答問題」： 

其一，是關於目標僑校的分析，就其發展現況的掌握，進而探求本研究

的目標僑校與其華語志工師資的需求。透過文獻探討、先導研究分析的問卷

調查和海外教學的訪談，獲得待答問題的回應。因此，本研究將以海外的中

文班為培訓師資的目標教學場域，針對暑期的專業華語志工教學服務，規畫

行前的短期師資培訓課程。 

其二，對於目標僑校的教學現況與教學策略進行了解，主要是透過相關

的文獻探討，掌握全球各地的海外僑校的大環境發展趨勢，進而對於目標僑

校的教學現況進行分析，並針對僑校大多數的華裔學生，探討有效的華裔教

學策略，以作為本師資培訓課程內容的發展重點，以能培訓真正符合海外合

作僑校所需的華語志工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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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從本師資培訓的華語志工對象來源，以其具備的華語科系專業背

景為資格條件基礎。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和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臺灣每

年培育約575位華語專業背景畢業生；其中以學士人數最多，占總數 74.59%；

每年約有 5位博士、142 位碩士和 429 位學士，且每年的碩博士畢業生總數

逐年增加。但在臺灣國內師資需求相對不多的情況下，面向海外的華語相關

發展是一有效的策略。因此，透過僑校的華語教學服務，可提升海外華語教

學的實際經驗與機會。 

其四，進階短期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與策略，是本研究的核心。在強化

提升華語課堂教學實務能力的課程目標下，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先導研究分

析、相關問卷結果和訪談，獲得了本師資培訓規畫的原則和策略要項，透過

華語課程規畫的具體課程比例，並加入志工教育訓練課程的融入，實際應用

於整體師資培訓課程的內容規畫。 

其五，透過海華志工團的師資培訓運作，從志工組織的新成立規畫、整

體業務分組與籌備、至師資培訓的正式開展後，包含了師資招募與甄選、整

體師資培訓課程之規畫架構、課程規畫之原則策略應用、培訓課程之實務運

作等。透過對於師資培訓課程的實踐要項之討論分析，以及培訓課程的問卷

調查，檢視此師資培訓的成效與改進修正之處。 

就研究過程的發現與實施成效之觀察，省思本師培訓研究之規畫，以提

出本研究的結論及相關建議。針對類似的派外專業華語教學，研究者認為有

其行前的師資培訓之必要，如何能將錄取的資格師資，與未來海外的教學工

作和生活，做好順利的銜接與最好的適應準備，透過行前的師資培訓，不僅

能協助提升專業教學能力，也能透過培訓課程的引導，順利地適應海外的教

學和生活環境。 

以下提出結論以為本研究階段的總結，也是研究者在實際擔任此師資培

訓的規畫者、參與者與研究者等角色之際，所認為需要重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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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教學場域之設定 

所有的培訓都是基於需求而存在，師資培訓項目也不例外。進行師資培

訓規畫的首要，就是要先確定教學的場域。不同的教學場域都有其特殊的教

學需求與情況，國外的教學場域環境則差異更大，牽涉的相關問題也更複雜。

國外教學場域還牽涉了教學環境的生活適應力，這些都是師資培訓規畫者需

要首先掌握的培訓需求目標。 

本師資培訓基於文獻探討結果，而在海外不同的僑教體系類型中，以歐

美地區為多的「海外中文班」為師資培訓的目標對象。就「海外中文班」的

教學特性與需求進行分析探討，從而設定了暑期的師資教學派任之目標，有

了派外的實際需求目標，本師資培訓的規畫才有其存在的實質意義。因為海

外僑校的華語師資派任，是以提供專業華語的教學合作，派任師資的專業是

最重要的考量與條件。因此，如何透過短期的師資培訓工作，快速有效地達

到專業教學需求，這時就必須針對培訓師資的專業背景與否，作為師資培訓

對象的應必備條件。研究者認為短期培訓和長期培訓的功能不同，短期培訓

提供的主要是一個「銜接式」的功能發揮，所培訓的人才是必須建立在有其

必備的專業資格或條件上，和長期培訓的逐步建構，甚至從零開始的「建構

式」培訓不同。 

 

二、培訓對象的專業基礎與程度 

短期師資培訓所銜接的另外一方，也就是專業師資的來源對象，因此需

掌握培訓師資的專業基礎和程度。由於僑校派任師資的教學性質，部分為擔

任主課教師，部分為課堂的隨班助教。因此在進行師資來源招募上則不僅需

要考量其所具備的專業華語基礎之程度，也要考量為志工派任的協助教學角

色，若是能結合華語系所的海外教學實習，則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因此，在

本師資培訓的招募對象，其所具備的華語背景或教學經驗，是採目標招募來

尋找具有特定技能的招募對象。但更強調個人個性特質與志工服務理念之訴

求，並以大三、大四學生或二年級以上的研究生為主。此考量是基於其已具

備部分的華語專業知能基礎，需要能有海外教學的實習機會，可依實際培訓

能力前往僑校擔任主課教師或助教教師。短期的進階的師資培訓是建立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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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有的專業知能基礎，所提供的進階式專業培訓。本師資培訓即是建構在

培訓學員已有的華語專業知能基礎，提供以僑校課堂教學能力為培訓目標的

進階式師資培訓。 

 

三、整體的階段式培訓項目規畫 

在整體師資培訓規畫流程，是透過「訓練需求分析」、「訂定訓練目標」、

「設計訓練課程」和「訓練評估」等四個運作流程來進行規畫。強調師資培

訓的實際運作過程是建立在師資培訓的需求，透過培訓目標的設定，設計師

資培訓的課程內容，進而進行訓練的評估考核。 

首先，透過先導研究實施的分析：主要分為「專業培訓課程」、「華語

教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國內教學實習訓練」、「海外行前說明座談

會」、「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等五個階段，各階段依培訓目的

方式的不同來區分。1.「專業培訓課程」是此培訓課程核心課程，主要是透

過僑校教學之策略應用，經由課堂示範與教學實作訓練來進行。2.「華語教

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則是以參訪教學的培訓活動來進行，並且透過課堂

觀課進行教學反思訓練。3.「20小時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則是實際將培訓

所學的知能，運用到課堂教學的真實情境，透過華裔課堂的觀課、教學訓練，

進行能力的整合。4.「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藉由培訓課程的說明引導，做

好外派的行前準備與個人身心的調適，並且透座談說明會，深入了解海外教

學任務的實況。5.「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則是藉由同儕志工教

師海外各地之實際經歷，擴展海外教學的見識。 

但在實際的實踐運作時，上列的「20 小時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無法

實際安排進行，因此加重在「專業培訓課程」的實作課程，以及「華語教學

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的參與次數，而「華語教學機構參訪與課堂觀課」的

原規畫四個參訪學校安排，也有所調整。上述的規畫取消、調整或增加，都

是規畫和實踐之間的差距，是規畫者必須有的心態調整，如何應用資源來補

強，進行彈性的調整。 

在實際研究實踐觀察中，研究者提出了「理想的六階段培訓規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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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四階段培訓規畫，應加入原規畫的「國內教學實習訓練」，時數可視

資源結合彈性調整；另增規畫「培訓說明座談會」置於第一個階段，將志工

團背景、目標與培訓說明和外派等，透過說明與資深志工教師的分享，為未

來的培訓參與有明確的認知。「理想的六階段培訓規畫」應包含：1. 培訓

行前說明座談會。2. 主題培訓課程。3. 教學實習訓練。4. 教學參訪觀摩訓

練。5.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6. 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此外，

也建議可運用「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的規畫設置，安排在各階段的培訓中，

讓參與學員在整個培訓過程中，都能藉由學習會的運作，相互分享自己的專

長和經驗，從實作練習中學習，也增進培訓的情感交流。 

此外，研究者基於海華基金會的僑校專業教學志工的服務理念，將衛福

部 12 小時的「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融入此整體師資培訓的各階段課程的

規畫之中，這也是本師資培訓規畫內容的一大特色，真正落實華語專業教學

與國際志工服務之培訓目的。 

 

四、專業主題課程規畫 

第一階段的「專業主題課程」是本師資培訓規畫的核心課程，是以進階

的華語專業培訓為發展主軸，強化課堂教學的實務培訓。主要是根據華語師

資培訓課程規畫的五要項：「教學場域」、「教學目的」、「教學時數」、「教學

階段」和「教學對象」等，強調系統的教學設計和實務基礎，運用模擬演練

和探索歸納的教學步驟，落實專業主題課程的統整性。在此師資培訓規畫中，

也將課程發展分成「華語教學課程」和「華語教學實務」兩階段。在課程內

容架構上，也採取了三分之二的「華語教學課程」，以及三分之一的「教育

與資訊類」課程之比例，進行師資培訓課程內容之架構規畫。並在課程規畫

內容以海外中文班的中小學學齡為教學對象，並以目前僑校較多數的華裔背

景學生之華裔教學策略應用為重點，結合生活經驗，透過互動教學以引發學

習興趣，強調文化切入的重要性，達成語言四技能力的平衡發展。 

而課程內容的設置是以華裔教學的教學策略為應用，強調課堂教學實務

訓練，並結合華語教學和文化教學的實作訓練，藉由「反思性模擬教學」訓

練，讓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重新建構，以加速實務技能的成長。並在模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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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作中，從自己的教學行為、培訓講師和同儕的觀課回饋，透過此簡化學

習任務模式，不僅可鍛鍊培訓學員的理性思維，使其逐步練習掌握技能。 

 

五、派外教學的強化訓練 

對於派外教學的強化訓練，研究者認為應透過「教學參訪觀課訓練」的

培訓項目規畫，藉由具有相關目標性之教學實務訓練，提供培訓學員一親身

見習體會的機會。透過實際的觀察和參與，從而增長專業知能，從看中反省、

做中學。這是本實務型的師資培訓所依循的規畫策略。此外，也藉由課堂觀

摩的訓練，成為教學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繫紐帶，提供一個將理論轉化為實

踐的絕好機會。並且應用專業課堂觀摩工具量表，藉由專業敏銳度的提升與

培養，協助培訓學員跨越這道鴻溝。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是對海外真實的教學實務工作和生活環境，所

造成的可能衝擊，做好最佳的行前準備和心理調整，引導赴海外教師能順利

而快速地適應當地的教學環境。此外，也需特別叮囑赴海外教學實習前，應

有的認知：海外語言環境的挑戰、應對進退的禮貌、尊重當地老師、學習當

地語言、因應設備不足、在工作中反思等。這些不僅有助個人的專業知能成

長，也有助於待人接物之學習。 

由於其此培訓學員大多仍為在校學生，在赴海外教學後，即刻能在教師

和學生的角色轉換與調適，即面臨了實境震撼的心理調適是初任教師在開創

個人的教師角色中，所可能產生的掙扎與問題，強調初任教師從個人舊有的

經驗與現實的衝擊中，逐漸形成教師角色的認知，需要不斷的調適與因應外

在考驗。若是加上在海外陌生的環境中，更需要透過培訓的引導，可由資深

的志工教師的經驗分享與說明，協助外派教師最好行前的身心準備與調適。 

以上的成果與建議都是本研究的階段結論，在結論檢討的檢視中，仍有

許多可再研究的內容，也是未能完善之處，於本章第三節提出相關的建議與

可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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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有下列六點，分述於下： 

 

一、研究實踐機會之不易 

僑教志工培訓和海外教學合作的研究實踐，是將理想和經驗化為實際行

動的動態研究和實踐過程，也往往是較大規模的運作。其中牽涉到人、事、

地、物等各方面的共同需求條件，也需要較大規模的人力、財力和政策的共

同支持配合，才能夠進行推展。這是本論文在研究計畫之初，對於此師資培

訓的實踐能否順利推展，所存在的不定數，研究實踐的機會，非研究者一人

可決定或完成。 

 

二、多重角色的挑戰 

研究者本身兼有研究者、觀察者、培訓課程規畫者、培訓講師等多重角

色，因此對於培訓研究的判定過程中能否不失客觀，難免有自我質疑反省的

之處，因此對於研究中立的標準，研究者需時刻進行自我提醒，也常需向研

究團隊的同儕尋求檢視。 

 

三、規畫理念的實踐因素影響 

本研究整體培訓實施與海外合作推展，是必須結集整個海華文教志工團

的工作團隊共同推展，非研究者一人所獨立完成，因此所有決策必須在全體

討論的共識下執行推動。研究者擔任教育培訓組組長，主要是負責教育培訓

的規畫和實施，研究者能就職務理念進行相關規畫，但最後決議的執行必須

經過團隊共識而調整，有時是助力，有時是限制。 

 

四、進階的培訓規畫之程度切入 

本師資培訓課程屬於進階的培訓，是建構在培訓學員的專業華語背景之

基礎上。但由於個別的專業知能程度之差異，每個人需要加強的部分也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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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可能有人覺得合適，也有人覺得太難或太簡單，這對課程規畫者也是

一大考驗，這也是新手培訓規畫者常面臨的情況。 

  

五、課程規畫與正式實施的不定數 

研究者在進行規畫時基於原則理念與經驗，決定了師資培訓項目的規畫

設置，但可能因為現實種種因素而無法如願實施安排。在這次培訓規畫中也

不例外，例如研究者對於「國內教學實習」的規畫理念相當認同，也基於運

作經驗的良好成效，規畫了課程和實習單位，但在正式實施時卻無法安排。 

 

六、培訓品質呈現的整體因素 

師資培訓工作的重點在於培訓課程與培訓講師的規畫，但在實際運作的

過程中，往往牽涉到許多環節因素，因素可大可小，甚至是主觀認知的差距，

有時非規畫者能控制或避免的。例如在此次培訓課程實施時，研究者在課堂

參與中也發現了部分授課範圍已與其他主題課程重複。但是在培訓上課前研

究者確實已將課程的培訓內容範圍進行溝通，但仍會有此出乎意外現象發生。

此外，培訓課程運作的人、事、地、物也都可能是影響的因素，甚至是如這

次培訓所反映的教室過擠、空調不穩定等個人感受認知因素，都會影響整體

培訓品質的評估。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基於本研究現階段的研究實踐之基礎，研究者對於後續師資相關的培訓

研究，提出個人的見解與建議如下： 

  

一、進階培訓規畫之程度切入 

 對於進階式的培訓規畫，如何從合適的程度起點切入，將關係培訓實施

的成效。除了透過師資培訓規畫者的經驗累積，研究者認為可藉由下列三項

建議來強化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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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訓學員的來源與程度可透過更明確完善的資格條件予以規範，例如外

 語能力部分，則可使用統一的對照標準，並提出正式外語考試證明。進

 而透過面試甄選的過程，在評審一致的標準下進行，若是評審們的標準

 不一，則很難達成合適人選的錄取共識。 

2.  培訓課程的實施品質，可透過培訓規畫者實際參與課程的方式，以了解

 課程實施的情形，可針對課程內容過難或過易的反應，進行課程的評估

 與後續調整。 

3.  除了規畫者的實際觀課評估外，也可透過與培訓學員或團隊夥伴的互動

 溝通或訪問，透過他人或團隊不同的觀察感受角度，避免流於主觀。 

 

二、培訓課程規畫之備案準備 

 師資培訓課程與正式實施之間的不定數，這是經常面對的實際問題。研

究者建議在進行課程規畫時應有備案的準備，若是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則應

思考彈性方式的取代，雖不能達成預期的完美成效，但確是對於規畫者隨機

應變的考驗。甚至有時的新嘗試，能收到超乎預期的實施成效，例如此培訓

中的「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之試辦規畫，基於學員反應的需求，研究者思

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能發揮實作練習的成效，因此規畫了這無前例可參考

的研習方式，不僅提供了參與學員在教學和實作的 練習機會，也從中發現

幾位相當具有擔任培訓講師潛力的學員。透過「同儕教學技能學習會」，不

僅可提升培訓學員的參與感，也可增加培訓學員間的友誼。 

 

三、長期的志工培訓組織來推動 

 海外教學合作推廣需要較長期的雙方合作推動和口碑經驗的基礎，才能

逐漸累積建立，誠屬不易。本研究的師資培訓是基於海外教學派任的實 際

需求而進行規畫。在研究者所參與的先導研究，因隸屬於國科會研究案，在

培訓計畫結束後而中止，誠屬可惜。研究者建議應建立長期的志工培訓派任

之正式組織，持續性地推動海內外教學合作，才有本行前的師資培訓之需求

存在。此外，研究者也建議與海外的教學合作，師資派任不能中斷，否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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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接上，困難度勢必大增。未來不僅應持續推動，也應持續擴大與僑校、

學校組織的教學合作機會，讓臺灣更多年輕的華語專業師資，得以藉此培訓

派任機會，有機會走向全球各地的華語師資缺口。如此，不僅對於臺灣的華

語師資輸出開拓了另一種模式，也因海外華語教學的軟實力擴張，其後續的

效應是無可限量。 

 

四、小結 

本師資培訓的學員正陸續出國派任中，後續的海外教學歷程中，則是對

於本師資培訓的實際成效之檢驗這些都是為來可以持續發展的研究範圍，可

針對海外華語教學的內容進行相關研究，此外，也能朝向海外服務後的參與

者之個案歷程轉變，探討志工教師在服務中學習，在學習中服務，所得到的

寶貴收穫。透過海外的教學服務，參與者不但克服了文化差異、語言隔閡，

更打破了國界疆域、種族藩籬，不僅獲得專業知能的成長，也能學習世界公

民應具有的國際視野。這些土地上的人事物，更提供了他們成長的養分，不

僅應證了「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也實踐了「行萬里路，服萬人務」的

真諦，這也是本志工師資培訓計畫的核心價值。 

「海外服務」是塊投入心池的石頭，其漣漪雖然不似波濤，但在漣漪內

的所有人事物，卻都會受到深遠的影響。再多的量化數據也無法表達「遠行」

所帶來的感動，更無法衡量從志工服務中，所習得的關懷與謙卑。更有許多

志工教師在返國後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調整人生的目標(陳力俊，2012) 。

而林懷民也曾如此鼓勵臺灣青年學子：「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年輕貴

在有充裕的時間可以體驗生命、盡情學習。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海外服務

成了體驗生命的另一種方式，鼓勵青年學子以學識專長、年輕的本錢，勇敢

地踏出去自己的生活舒適圈，世界觀將因此而改變，藉由志工服務精神，在

服務中學習，在學習中服務。這些在世界各地散播希望與熱情的文化種籽，

期望有一天能發芽茁壯成樹，將其所得到的滋養回饋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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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僑校學生組的問卷調查 

Stud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Questionnaire for Students in 2012 

※ This questionnaire is conducted on an anonymous basis and only serves as the 

 referencefor study improvement.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detail and 

 accurately. Thank you for yourparticipation. 

《A.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Gender    

 □ Female     □ Male 

2.  School that you are attending 

□ Kindergarten   □ Elementary School      □ Junior High 

□ Senior High    □ University     

□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 

3.  How long have you learned Chinese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 Never      □ 3 months or less            

□ 3 to 6 months    □ 6 months to 1 year  

□ 1 to 2 years    □ 2 to 3 years  

 □ 3 to 4 years    □ More than 4 years 

4. 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Check ALL that apply) 

□ Never learn Chinese   □ Chinese School    

□ Taught by parents or family   □ Private Chinese tutor    

□ Language course in school □ Summer camp  

□ Overseas education program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Do you have any Chinese textbook(s) that you have used before taking this 

 course? 

□ None         □ Yes, but I forgot the name. 

□ Living Mandarin         □ MeiZhou Chinese 

□ Integrated Chinese         □ Far East Chinese for Youth 

□ Yes, includ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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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e you a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 

 □ No, please go to Question 11       

 □ Yes, please answer Questions 7 to 10  

7.  What is your Chinese heritage ethnicity?  

 □ Mainland China    □ Taiwan 

 □ Hong Kong    □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 

8.  Does your family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at home? 

 □ Never      □ Occasionally 

 □ Mostly     □ Always 

9.  Do you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at home as well? 

 □ Never      □ Occasionally 

 □ Mostly     □ Always           

10. What is (are) your reason(s) to learn Chinese? (Check ALL that apply) 

□ Understand abou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my ethnicity more 

□ Prepare for my career in the future 

 □ Learn different language  

 □ Meet the credit requirement or pass the examination 

 □ Request by parents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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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earning Information》 

11. The reason(s) of joining this Chinese course (Check ALL that apply) 

 □ Personal interest of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 Credit requirement   □ Parents’ expectation or request 

 □ Curiosity     □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 Pass the examination   □ Meet new friends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What’s the main part that you like the most in the course learning? 

 □ Language learning   □ Culture course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 of this Chinese learning  

 course?  

 □ I don’t know  

 □ Self-editing teaching material, unpublished     

 □ I know, the name of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level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textbook) of this course? 

□ Suitable     □ Too difficult    

□ Too easy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Do you like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textbook) that is used in this  

 course? 

□ I like it very much   □ I like it 

□ It’s alright     □ I don’t know it 

 ※ Wh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In this Chinese languageteaching course, the learning part(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the most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 Listening     □ Speaking    □ Reading 

 □ Writing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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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 this Chinese languageteaching course, the area(s) that you think you have  

 learned and improved the most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 Phonetic practice   □ Oral expression 

 □ Listening ability   □ Chinese character handwriting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Control of speaking tone 

 □ Writing ability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teaching progress of this course? 

 □ Moderate/Suitable   □ Too fast 

 □ Too slow     □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of Chinese learning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 Control of speaking tone  □ Chinese character handwriting 

 □ Listening     □ Consonant and vowel pronunciation 

 □ Writing     □ Reading comprehension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In this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course, the learning part(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the most is (are) (Check ALL that apply) 

 □ Chinese knot    □ Chinese Yo-yo   

 □ Paper-cut               □ Calligraphy     

 □ Calculation with an abacus □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is able to increase your interest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 Strongly agree   □ 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2. After finishing this course, would you like to keep learning Chinese? 

 □ Yes.  □ No.  

 Wh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uggestion or reflection on attending this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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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僑校教師組的問卷調查 

2012 僑校教師組問卷調查 

※非常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華語教學經驗，本問卷共有 21題，採不計名填答，以提

供研究團隊之相關研究與改進參考。希望藉由共同合作與努力，能對海外僑教華

語教學有更進一步研究與推廣成效。 

【教師背景資訊》 

1.  性別 

□ 女      □ 男 

2.  年齡 

    □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 歲 □ 51-60歲 □ 60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 高中      □ 專科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4. 華語教學經驗 

□ 無             □ 一年內           □ 一年至三年內      

□ 三至五年內     □ 五年至十年內     □ 十年至十五年內    

□ 十五年至二十年 □ 二十年以上     

5. 是否曾經參與華語文相關之教學課程訓練 

    □ 無     

    □ 有，名稱及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未來是否計畫從事華語教學 

   □ 無，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有，希望教學機構: □ 中文學校  □小學以下 □ 主流小學             

   □ 主流國中  □ 主流高中     □ 主流大學/研究所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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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任教的華語教學】 ※ 下列可複選 

7. 現職任教學校種類 

   □ 中文學校   □ 公私立中小學   □ 公私立高中     □ 公私立大學 

   □ 補習班或語言中心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在此班級的學生背景 

   □ 華裔居多  □ 當地人居多  □ 兩者皆有(華裔_____% +當地人______%)   

9. 班級學生教育程度 

   □ 幼稚園          □ 小學低年級(1-2)     □小學中年級(3-4)   

   □ 小學高年級(5-6)  □ 初中               □ 高中        

   □ 大學   

10. 主要華語教材使用 

   □ 臺灣出版教材      

   □ 自編教材或講義        

   □ 當地出版教材(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國出版教材(書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比例__________% 

11. 教學採用字體 

    □ 正體字        □ 簡體字       □ 以正體字為主，但有簡體字並列 

    □ 以簡體字為主，但有正體字並列  □ 正體字與簡體字都教 

12. 教學使用的拼音系統 

    □ 漢語拼音      □ ㄅㄆㄇ拼音    □ 漢語拼音為主，ㄅㄆㄇ拼音並列   

    □ ㄅㄆㄇ拼音為主，漢語拼音並列  

13. 課室溝通語言與使用比例 

    □ 幾乎全中文      □ 幾乎全英文/德文/南非語 

    □ 中文約占___________% +英文/德文/南非語約占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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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運用的教學設備與教具資源 

    □ 一般黑/白板 □ 字(詞)卡    □ 掛圖     □ 圖片    □ 實物投影 

    □ 電腦簡報(PPT) □ 錄音帶/CD  □影片    □ 網路    □ 電視         

    □ Moodle     □ 數位白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教學最常使用的教學設備與教具資源  

    □ 一般黑/白板 □ 字(詞)卡    □ 掛圖     □ 圖片     □ 實物 

    □ 電腦簡報(PPT) □ 錄音帶/CD  □影片    □ 網路     □ 電視         

    □Moodle     □ 數位白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班級學生較感困難的學習   

    □ 掌握聲調       □ (聲母韻母)拼讀發音   □ 聽力   

    □ 漢字書寫       □ 閱讀理解             □ 寫作表達             

    □ 文化認知活動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班級學生較感興趣的學習   

    □ 掌握聲調    □ (聲母韻母)拼讀發音  □ 聽力     □ 漢字書寫         

    □ 閱讀理解    □ 寫作表達            □ 文化認知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最需要的教學支援或協助   

    □ 合適的教材選擇  □ 教具製作             □ 課室經營 

    □ 課堂授課技巧         □ 語法語音知識         □ 文化教學協同 

    □ 英語授課應用        □ 教學活動設計         □ 多媒體應用     

    □ 正簡字體教學         □ 拼音系統教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希望進修的華語教學專業知識課程   

    □ 第二語言教學法  □ 漢語語法學     □ 漢語語音學  

    □ 第二語言習得    □ 教育心理學      □ 華語數位教學 

    □ 教材和教案編寫  □ 班級經營與管理  □ 漢字教學          

    □ 詞彙學          □ 測驗語評量      □ 華人社會與文化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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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希望進修的華語教學實務應用課程   

    □ 教學活動設計    □ 聽說教學策略   □ 讀寫教學策略    

    □ 文化教學設計    □ 兒歌教唱       □ 教具製作        

    □ 製作數位教材    □ 課堂教學授課技巧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希望派任志工提供的支援協助   

    □ 教具製作       □ 多媒體教材應用技巧  □ 協助小組/個別口語練習 

    □ 文化教學應用   □ 協助課堂管理         □ 協助錄影或照相         

    □ 華語知能分享   □課室環境佈置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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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海華文教志工團的招募簡章 

 

海華文教基金會  海華文教志工團 

2015年海外中文僑校華語教學志工 

招募簡章 

一、主旨 

    針對海外中文僑校的暑期華語教學師資需求，本案公開招募甄選臺灣各

地華語文相關科系背景的青年學子，以及具有教師證的儲備教師與退休教師，

進行專業進階的華語師資培訓，並選派至海外各地(本階段主要包含北美、

歐洲、紐澳和南非等地區)有合作關係的中文僑校，進行華語教學志工服務。

藉此專業華語師資培訓與海內外華語教學志工服務的合作推動，增益臺灣華

語文專業背景學生及相關教師的海外教學實務經驗、拓展國際視野，進而發

揮志工服務關懷精神。 

二、背景說明 

    本志工團基於國內過去多年相關的華語教學志工培訓之豐富經驗，以及

海外教學服務的合作成果，今年由「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成立第一屆

「海華文教志工團」，擴大推動海內外專業華語志工教學合作與服務。 

三、志工招募對象條件與名額 

1. 國內各大學華語文相關系所及學程畢業或在學學生(年滿 20 歲以上)，   

 以及具有中小學教師證之儲備教師與退休教師，身心健康、具有服務熱

 忱、良好的英語(外語)聽說溝通能力、具備基礎電腦應用能力、個性獨

 立有責任感，能自理海外教學與生活者。 

2. 須全程參與國內專業培訓課程，並能於 2015 年暑期（6 月下旬至 8 月     

 中旬，約 4-6週)出國教學服務者。服務地點（學校）將依對方需求及志

 工專長，採協調及志願選填的方式外派。 

3. 本屆志工招募培訓人數為 40 名，完成全程培訓與海外志工服務者，本     

 會將頒發授與「華語教學志工服務」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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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培訓內容 

《階段一》專業進階培訓課程，44小時 

 日期： 2015 年 2 月 6 日(五)、2 月 7 日(六)、2 月 8 日(日)、3 月 7 日             

   (六)、3 月 8日(日)、3月 14日(六)、3月 15日(日)，共 7天。 

 時間： 早上 9:00~ 12:00，下午 1:30~ 4:30  

 主題： 海外中文僑校教學實務、華裔讀寫教學與實作、海外中小學齡           

   課堂管理技巧、課室教學語言技巧訓練(英語)、電腦多媒體應 

   用教學與實作、創意教學活動訓練、團康活動實務、文化教學

   實作等。 

《階段二》華語教學機構參訪觀摩訓練 

 日期：  3~4 月期間，依機構不同，日期時間將另訂公布。 

 主題： 安排前往國際學校、實驗學校、華裔語文班等，進行參訪座           

   談與課程觀摩訓練。 

《階段三》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日期： 2015 年 4 月 29 日 9:00~16:30 

 主題： 海外教學服務要務說明、海外教學報告書撰寫、出國行前準備

   事宜、國際志工禮儀、海外中文僑校來賓座談、資深華語教師

   海外教學心得分享、合格師資贈勳派任典禮、交誼茶會。 

《階段四》返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 

 日期：2015 年 9 月 20日 9:00~12:00 

 主題：志工海外服務心得發表會、海華文教志工團合格結業典禮。 

五、培訓地點 

    海華文教基金會培訓總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30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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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費用 

 1. 培訓費用全免，但需繳交「培訓保證金」5,000 元。 

 志工國內培訓期間的食宿與交通請自理，培訓保證金請於 2 月 6 日(五)

 報到時繳交。待志工完成國內培訓通過考核及海外服務返國後，將於「返

 國志工服務經驗座談暨結業式」全額退還「培訓保證金」。 

 ※ 但若未能完成國內師資培訓的考核與海外志工教學之全程服務者，

 將不予退還「培訓保證金」。 

2. 海外服務相關費用 

    (1) 志工：出國機票、交通和生活等費用請自理。 

    (2) 合作僑校： 海外服務期間由合作僑校提供免費住宿與機場接送， 

        少數僑校備有部分餐食。 

 (3) 海華文教基金會：免費師資培訓和海外服務期間 400 萬保險金額。 

七、報名方法 

 請於 2015 年 1月 16日(五)中午 12時前，填妥附件報名表後，以電子郵

 件傳送到：occeftw@gmail.com 

 郵件寄件主旨請註明：2015海華志工團報名(請加註姓名)    

八、面試甄選 

1. 本會於報名收件後，將進行書面資格審查，通過初審者將進行個別       

 面談，並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五)、1 月 24 日(六)、1 月 27 日(二)，共

 三天的上午 9:30-12:00 和下午 1:30-4:30 時段進行直接面談，北部 地區

 以外的報名者或可採 skype 視訊面談。 

2. 請於報名表上勾選面試方式(北部地區以外)，以及至少 2 個可安排面       

 試的日期時段，本會將約於 1 月 20日(二)前，以電子郵件和個別電話通

 知面談的時段安排。 

九、錄取公告 

 正式錄取培訓名單將於 1 月 31 日(六) 於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官網( http://occef.org.tw/)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進行個別錄取通知。 

 

mailto:occef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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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四階段的志工培訓課程規畫 

四階段的志工培訓課程規畫  

     《第一階段 專業進階培訓課程》 

日期 上課時間 主題課程 時數 
志工基礎教

育訓練課程 

Day 1 8:30~ 9:20 志工報到   

9:30~11:20 
海華志工培訓與海外華語教

學 
2 

志願服務發

展趨勢(2) 

11:30~12:00 始業式 0.5  

13:30~15:00 志工服務精神與發展 1.5 志願服務法

規之認識(2) 

15:10~16:30 海外僑校發展與教學現況 1.5 

Day 2 9:00~ 12:00 華語聽說教學活動設計 3  

13:30~16:30 
海外中小學班級經營 

與課室管理 
3  

Day 3 9:00~ 12:00 英語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 3  

13:30~16:30 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3  

Day 4 9:00~ 12:00 華語讀寫教學活動設計 3  

13:30~16:30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 3  

Day 5 9:00~ 12:00 多媒體教學之應用技巧 3  

13:30~16:30 多媒體教學之活動設計實作  3  

Day 6 

 

9:00~ 12:00 團康律動設計與應用 3  

13:30~16:30 華語教學設計：分組實作 3  

Day  7 9:00~ 12:00 文化技藝教學設計：分組實作 3  

13:30~14:30 多元志工服務實務座談 1 志願服務的 

內涵(2) 14:40~16:30 海外華語志工服務實務座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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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 華語教學參訪觀摩》 

    ◎請由下列 A~D 學校中選擇登記兩個學校進行參訪觀摩訓練，並於參訪後一周內準

時繳交參訪心得報告。 

 日期 時間 參訪學校 人數 備註 

A   台北美國學校 20  

B   歐洲學校(小學部/中學部) 20  

C   新竹實驗中學 20  

D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班 20  

     《第三階段 海外行前說明座談會》 

日期 上課時間 主題課程 時數 
志工基礎教 

育訓練課程 

 

9:00~12:00 

海外教學服務任務說明  

3 
志願服務 

倫理(2) 出國行前說明 

13:30~16:30 
優良志工海外教學 

經驗座談會 

3 
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2) 

    《第四階段 志工海外服務心得發表會暨結業式》 

日期 上課時間 主題課程 時數 師資 
志工基礎教 

育訓練課程 

 
9:00~ 11:00 志工海外服務心得發表會 

2 培訓組 
快樂志工 

就是我(2) 

11:10~12:00 
海華文教志工團結業式 

獎章頒授 

1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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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志工培訓的權利與義務附錄 

 

志工培訓的權利與義務 

 

權利 

一、專業華語文進階培訓和行前講習訓練。 

二、海外僑校華語教學機會。 

三、海外服務期間的住宿、部分餐食、海外機場接送協助、上下課      

  交通安排。 

四、全程參與本計畫者之培訓與服務者，將獲頒志工服務證書並納     

 入本會華語志工人力資料庫。 

五、志工基礎教育和志工特殊教育訓練之培訓課程，並可登錄志工服

  務時數之累積。 

 

義務 

一、全程參與培訓考核並完成海外志工服務任務。 

二、海外服務期間隨時注意個人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旅遊安全等規

  範。除不可抗之外力或特殊因素，不得中途退出服務計畫。 

三、積極配合海外服務單位必要之規範，並盡力完成交派之任務。 

四、返國後需準時提交海外志工服務心得報告書。 

五、返國後配合參與本志工團相關服務分享之傳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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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教學實作評分表 

實作課程主題: □ 教學    □ 文化多媒體     □ 文化多媒體 

日期：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日 

評分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教學演示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       

※請依以下項目替教學演示者評分。分數說明： 5分為「極好」；4分

為「好」；3分為「普通」；2分為「差」；1分為「極差」。請打勾，並

給予評語回饋。 

評分項目 評等 

教學流程 活動設計多元且活潑 □ 5  □ 4  □ 3   □ 2  □ 1 

輔助道具運用得宜 □ 5  □ 4  □ 3   □ 2  □ 1 

時間控制/分配恰當 □ 5  □ 4  □ 3   □ 2  □ 1 

教師用語 符合學生程度 □ 5  □ 4  □ 3   □ 2  □ 1 

口齒清晰、發音標準 □ 5  □ 4  □ 3   □ 2  □ 1 

教學技巧 有效運用教學技巧 □ 5  □ 4  □ 3   □ 2  □ 1 

了解語言本體知識 □ 5  □ 4  □ 3   □ 2  □ 1 

課室經營 學生有充分說話機會 □ 5  □ 4  □ 3   □ 2  □ 1 

師生互動良好 □ 5  □ 4  □ 3   □ 2  □ 1 

課室氣氛活潑 □ 5  □ 4  □ 3   □ 2  □ 1 

(優點) 

---------------------------------------------------------------------------------------------------------------- 

---------------------------------------------------------------------------------------------------------------- 

 (缺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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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教學觀摩評估表 

教學觀摩評估表 

觀摩撰寫者: ________________ 

授課教師: __________________       課堂主題: ________________ 

觀摩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課堂時間: ________________ 

※本表依據 Brown (2001:522-524) 教學觀摩評估表改編，培訓教育組提供 

評分說明: 4=非常好；3=好；2=普通；1=不好；NA=不適用 

請寫下各項觀摩的重點說明，並予以圈選評分 

一、準備工作 

1. 規畫完善、條理清楚。 

說明: 
 4   3   2   1  NA 

2. 複習舊內容，導入新內容。 

說明: 
 4   3   2   1  NA 

3. 本堂課的教學目標清楚。 

說明: 
 

二、呈現教學內容   

4. 能清楚解釋教材內容，如詞彙、語法點、文化知識。

說明: 
 4   3   2   1  NA 

5. 課程進行流暢、條理清楚。 

說明: 
 4   3   2   1  NA 

6. 進行速度符合學習者特性。 

說明: 
 4   3   2   1  NA 

7. 指導語、指令明白精簡，學生容易理解、執行。 

說明: 
 4   3   2   1  NA 

8. 依學生的理解力呈現教材。 

說明: 
 4   3   2   1  NA 

9. 能適當地分配師生、各個學生的說話時間。 

說明: 
 4   3   2   1  NA 

10. 回答學生問題時，用語謹慎、態度認真。 

說明: 
 4   3   2   1  NA 

11. 教學方式適合學生的年齡與程度。 

說明: 
 4   3   2   1  NA 

12. 能判斷何時學生會聽不懂。 

說明: 
 4   3   2   1  NA 

13. 關心學生並對教材有興趣。 

說明: 
 4   3   2   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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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法與教學策略   

14. 教學活動均衡富變化。 

說明: 
 4   3   2   1  NA 

15. 能適當地處理突發狀況。 

說明: 
 4   3   2   1  NA 

16. 不斷重複、強調本次教學重點。 

說明: 
 4   3   2   1  NA 

17. 四處走動並與學生保持目光接觸。 

說明: 
 4   3   2   1  NA 

18. 知道學生的名字。 

說明: 
 4   3   2   1  NA 

19. 常以不同的正向回饋方式鼓勵學生。 

說明: 
 4   3   2   1  NA 

20. 能以合適的方式引導學生表達意見。 

說明: 
 4   3   2   1  NA 

21. 能選用恰當的例子、說明方式。 

說明: 
 4   3   2   1  NA 

22. 教具、參考資料、補充材料都有助於教學。 

說明: 
 4   3   2   1  NA 

23. 能採用效率高的語言操練方式。 

說明: 
 4   3   2   1  NA 

24. 操練的句子能與學生的文化、經驗相配合。 

說明: 
 4   3   2   1  NA 

25. 有敏銳的察覺錯誤能力。 

說明: 
 4   3   2   1  NA 

26. 能適時、有效地糾正學生錯誤。 

說明: 
 4   3   2   1  NA 

四、個人特質   

27. 能耐心地等候學生表達意見。 

說明: 
 4   3   2   1  NA 

28. 聲量大小適當、語氣平和。 

說明: 
 4   3   2   1  NA 

29. 態度和藹親切。 

說明: 
 4   3   2   1  NA 

30. 有引導能力，原創力高，想像力豐富。 

說明: 
 4   3   2   1  NA 

31. 發音、腔調合於規範，詞彙使用恰當、文法正確。 

說明: 
 4   3   2   1  NA 

五、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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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鼓勵學生參與課堂活動，並確定其已參與其中。 

說明: 
 4   3   2   1  NA 

33. 學生敢自由發問，表達不同意見或發表自己獨特的

看法。說明: 
 4   3   2   1  NA 

34. 課程進行時能控制、引導學生。 

說明: 
 4   3   2   1  NA 

35. 學生專注上課，且全心投入。 

說明: 
 4   3   2   1  NA 

36. 即使是進行難度較高的學習活動，學生仍覺得舒

服、輕鬆。說明: 
 4   3   2   1  NA 

37. 對學生一視同仁，並能尊重每個人。 

說明: 
 4   3   2   1  NA 

38. 不斷鼓勵學生展現出最好的表現。 

說明: 
 4   3   2   1  NA 

39. 教師的聲音、態度自然且放鬆。 

說明: 
 4   3   2   1  NA 

40. 明白個人與小組的不同需求。 

說明: 
 4   3   2   1  NA 

41. 偶爾離題，但頻率不高。即使離題了，也能自然回

歸教學主軸。說明: 
 4   3   2   1  NA 

觀課反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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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之格式撰寫說明 

 

【說明事項】 

1.  「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將作為海華文教志工團相關研究之分析參

 考，不僅是您個人在海外僑校的重要華語教學歷程紀錄，也可為您個

 人研究之用，務請詳盡地用心完成。 

2.  為了將此行赴海外僑校華語教學經驗完整地紀錄下來，敬請配合此格式

 內容依序撰寫。此外，可依照實際教情形而增加所需的格式，但請勿任

 意刪減現有格式，以維持研究紀錄的整體質量。 

3.  僑校問卷調查分為教師組和學生組，教師組是中文問卷，學生組是英文

 問卷，請依照各問卷組別所需的份數自行影印備用，繳交前請於每一份

 完成問卷的右上角，註明姓名、服務僑校和編號。 

 編號例: 高興-美國佛光西來-T01/6 或高興-美國佛光西來-S01/12 

4.  「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完成後請自行裝訂成冊，並燒錄內容檔案

 於一片光碟內，並請在光碟上註明教師姓名和海外僑校名稱。請將報告、

 光碟和問卷原件一起繳交，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9 月 7日(一)，可親自繳

 交或以掛號郵寄方式(郵戳日期為憑)至海華文教基金會。 

5.  所有的「海外僑校教學與研究報告」將於海華文教基金會進行公開展示，

 可為未來海外服務機會的參考。此外，培訓團隊也將擇優評選三份最佳

 報告紀錄，於九月份中下旬的結業典禮獎勵表揚。 

6.  有緣相聚，您是海華文教志工團精挑細選所培訓的海外僑校華語種子菁

 英教師，恭喜您即將外派進行教學服務，相信您必獲益良多，期許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臺灣華語教學能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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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頁】 

一、教師基本資料 

二、僑校教學基本資料 

三、海外服務僑校背景介紹與教學現況 

三、授課班級學生背景與人數概況 

四、華語教材、課程規畫、課程大綱與課表 

五、教學教案 

六、教學日誌 

七、觀課反思 

八、教學時數和內容紀錄 

九、僑校教師個案主題採訪 

十、僑校學生個案主題採訪或學習觀察研究 

十一、教學紀錄照片 

十二、海外僑校教學心得 

十三、相關附件 

※ 專書出版計畫：行前培訓準備、海外服務工作、當地旅遊經驗、心得感

 想，請至少撰寫 2500 字以上，以及準備 20張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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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格式之引導說明】 

ㄧ、教師基本資料 

中英文姓名、性別、照片、學校科系、華語相關經驗、華語相關培訓、

教學專長、文化教學技能、外語能力證明、連絡資訊等。 

二、海外僑校基本資料 

1. 實習州別/城市  

2. 實習單位名稱  

3. 負責人姓名  

4. 實習單位地址  

5. 實習單位網站 無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學生教育程度 

(可複選)  

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7. 
學生背景比例 

(可複選) 

華裔學生_________ % 

非華裔學生 _________ % 

8. 

華語教學性質 中文學校暑期華語課程 

星談中文 StarTalk Program  

當地主流學校組織之華語教學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9. 主授課教材名稱  

10. 

教學內容與比例 

 (可複選) 

觀課___________ %                  

教具製作          ___________ % 

獨立實務授課___________ % 

協同實務授課___________ % 

文化教學授課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約占____________% 

11. 教學實習期間 自 ____月_____日至____月_____日 

12. 教學實習總天數 全程共計________天，________小時 

13. 

周課表:教學服務時間(請打勾) 

 周ㄧ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七 

上午        

下午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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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僑校背景介紹與教學現況說明 

 僑校地點與環境、建校宗旨、前景展望、現況發展說明、行政組織、教

 學設備、班級與學生總數、師資規模、特色說明等。 

四、授課班級學生背景與人數概況 

 授課班級學生的華裔與非華裔背景、華語能力分級與程度別、年齡分布、

 性別、人數、學習動機等。 

五、華語教材、課程規畫、課程大綱與課表 

 授課主教材和輔助教材的使用情形、拼音系統使用、整體課程規畫、課

 程大綱、授課課表等。 

六、教學教案 

 請檢附一堂華語教學和一堂文化教學，或是任何兩堂教學的教案編寫，

 並請註明該份教案的編寫設計者和教學使用者。 

七、教學日誌 

 請自行選擇『連續或不連續』的三個完整教學工作日，觀察紀錄下您一

 整天的教學工作情形，內容包含日期、時間、內容、事件、人物、教學

 活動概況、重要觀察等紀錄。 

八、觀課反思 

請紀錄至少兩堂課程的觀課紀錄，並寫下你個人的反思感想。 

九、教學時數和內容紀錄 

海外教學的總時數和教學內容說明，以作為海外教學(實習)證明參考。 

十、僑校教師個案主題採訪 

 請採訪一位僑校教師，訪談主題請以華語教學主題相關，內容包含個案

 老師基本個人資料以及訪談紀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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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僑校學生個案主題採訪或學習觀察研究 

 請採訪一位僑校學生，訪談主題請以華語學習相關，內容包含 個案學

 生基本個人資料和訪談紀錄稿。或也可針對個案學生的華語學習情形來

 觀察，仔細觀察紀錄她(他)在此華語課程中學習情形，包含華語學習起

 點、學習態度、學習方式、學習興趣、聽說讀寫各方面的學習成效、文

 化教學的學習態度，以及與教師、同學互動觀察情形。 

十二、教學紀錄照片 

 請挑選較具有代表性的 8-12 張教學紀錄照片，並加註照片活動日期、

 主題人物、教學活動說明。 

十二、海外僑校教學心得 

 請以個人觀察、教學經驗和心得體會的角度，以 500-800 字寫下此行海

 外僑校教學的整體心得感想。 

十三、相關附件 

請將教材、教案、教學資源、證明文件、文宣資料等參考資料彙整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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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師資培訓主題課程的問卷調查 

 

二月份 培訓主題課程 

問卷調查 

 本問卷採不計名填答，僅為研究改進之參考，請放心詳實作答，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課程一 2/6 (五) 上午 海華志工培訓與海外華語教學 2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強化對培訓計畫認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有助對培訓規定瞭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或相關補充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二 2/6 (五) 下午 志工服務精神與發展 1.5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強化對志工精神認知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志工發展認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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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三 2/6(五) 下午 海外僑校發展與教學現況 1.5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強化對僑校發展認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對僑校教學瞭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來賓合適:僑委會人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來賓合適:主任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四 2/7(六) 上午 華語聽說教學活動設計 3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增廣華語教學知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華語教學技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280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五 2/7(六)下午 海外中小學班級經營與課室管理 3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增廣華語教學知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華語教學技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六 2/8(日) 上午 英語課堂教學語言技巧訓練 3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增廣華語教學知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華語教學技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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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七 2/8(日) 下午 華語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3小時 

1. 授課主題符合所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 實際授課內容充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增廣華語教學知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提升華語教學技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授課師資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推薦此課程規畫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授課時數安排恰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請您針對此課程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月份整體培訓品質調查》 

 

1. 培訓教室設備充足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上課時間安排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培訓環境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外中文學校華語志工教師之培訓研究 

282 

4. 講義編排合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培訓團隊專業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整體心得或建議: 

 

 

 

 

 

 

 

 

感謝您的填答，您寶貴的建議與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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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海外僑校的師資需求調查表  

2015年海華文教志工團 

需求志工師資調查 

學校、單位名稱： 

學校、單位地址： 

網址：□無  □有 

    聯絡人 中文名字： 職稱：         

英文名字： Email： 

電話： 傳真： 

一、華語志工教師之需求調查 

  1. 可接納本團志工教師人數：________位。 

     性別：□不拘，或 □男_________位  □女_______位 

  2. 希望華語志工所擔任的教學服務角色? 

     □ 華語課:主課教師        □ 華語課:課堂助教        

     □ 文化課:主課教師        □ 文化課:課堂助教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希望華語志工教師所能提供給貴校的服務項目? 

    a. 課堂語言教學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b. 教材編寫設計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c. 教具製作能力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d. 文化技能教學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e. 電腦數位能力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f. 影片製播編輯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g. 團康活動能力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h. 活動會場規畫主持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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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其他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下列哪些文化活動或專長之教學是貴單位所需求之項目? (請選擇最多 5項) 

    □ 書法        □ 中國結       □ 踢毽子      □ 相聲 

    □ 扯鈴        □ 捏麵人       □ 國畫        □ 剪紙 

    □ 珠算        □ 中國美食     □ 傳統舞蹈    □ 中國樂器  

    □ 國畫        □ 茶道(中國茶品茗)  □ 歌唱    □ 串珠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志工服務學校之暑期教學現況 

  1. 貴單位今年暑假華語教學活動之性質為何? 

     □ 暑期中文夏令營  □ 暑期僑校密集中文課程  □ 其他: ______________ 

  2. 暑期華語教學之課程計畫? (預定) 

     開課日期: 2015 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月_____日。(或約______周課程) 

     每日上課時數: __________小時，課程總時數: __________小時 

     預計招生數: _______位學生，班級總數:________班 

     招生對象： □華裔  □非華裔  □不拘 

     學生年齡：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高中  (可複選) 

 3. 暑期課程之華語教材為何? (可複選) 

    □自編    

□僑委會提供之教材，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已出版之教材，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對於「海華志工團」的任何寶貴意見或建議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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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志工教師的海外教學評鑑表  

____________：您好 

感謝您給予海華志工團志工教師到貴校服務的機會。在此請針對我們志

工老師的教學狀況、態度、還有其他您認為我們應該注意的事項給予寶貴的

回饋。此問卷僅供我們志工團參考用，填答內容不會告知志工老師。您的建

議將做為我們未來遴選出國志工老師的評鑑依據。我們也期望有機會能再和

貴校合作。謝謝!                            

                         海華文教基金會 志工團 

服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志工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志工老師如親自授課，其表現如何? (授課科目請簡單列出) 

二、 志工老師如未親自授課，在協助教學方面的表現如何？ 

三、 志工老師已具備或欠缺的專業素養如何？ 

四、 志工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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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志工老師與校方及其他老師的互動情形如何？ 

六、 志工老師的學習態度如何？ 

七、 志工老師的生活態度如何？ 

八、 其他意見／建議：(包括對海華文教基金會的建議) 

 

謝謝您的寶貴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