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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探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中生對於國際教育的看法、學習經驗與學習成果，並探討

可能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並於最後提出建議提供中小學學校教

育人員實施國際教育之參考。本研究以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二年級和三年級共 21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個案研究，透過訪談、觀察、問卷調查與文件分析的方

式來蒐集資料。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結論如下： 

壹、學生對國際教育的定義、內容和學習方法能提出自身的見解，學生眼中的國 

際教育是實用且具高度學習價值的。 

貳、學生認為教師在教導國際教育教育課程時，教學活動較一般課程多元，增加 

    學生主動參與和與同儕互動的機會。 

參、學生認為國際教育課程的教材內容較生活化，且能與學生生活連結。 

肆、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的學習方法翻轉了以往被動接受的學習型態，轉變為主動 

學習的方式。 

伍、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的多元評量方式讓學生在評量過程中學習成長，在評量後 

獲得回饋。 

陸、學生認為在參與學校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後，「國家認同」、「國際素養」方面 

獲得提升，但「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目標則無明顯進步。 

柒、學生認為「國際交流」的學習效益大。 

捌、「學生個人特質」、「家庭背景」、「教師教學」、「學校環境」、「社會文化脈絡」 

等因素，可能影響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 

 

關鍵詞：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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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spectives 

abou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outcome, and to discuss th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studen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educational related personne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study involved 21 students from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grade of a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Case study was applied and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about definition,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practical and highly valued for students. 

  2. Students think that teachers employ varied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pedagogical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with peers in lessons increase. 

  3.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connect with  

their everyday lives. 

4.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ways of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in the past and it change into active learning. 

5.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multiple assess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elps students  

grow in the process of assessment, and get feedback after th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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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udents think tha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awareness” have improv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school'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but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7. Students think tha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8. Factors such as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family background,” “teacher’s instruction  

and program design,” “schoo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may  

influence th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learning experience. 

 

Keywords：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v 
 

目次 
誌謝詞................................................................................................................................i 

中文摘要...........................................................................................................................ii 

英文摘要..........................................................................................................................iii 

目次...................................................................................................................................v 

表次.................................................................................................................................vii 

圖次.................................................................................................................................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7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8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國際教育相關概念之探討 ..................................................................... .11  

  第二節  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發展現況與相關研究............................................ 24  

  第三節  學生學習經驗相關概念之探討................................................................ 37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57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 57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59  

第三節  資料蒐集的方法 ...................................................................................... 63  

第四節  資料管理與分析 ...................................................................................... 66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 71 

第六節  研究倫理 .................................................................................................. 7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75  

  第一節  國中生對國際教育學習的觀點................................................................ 75  

 



   vi 
 

  第二節  國中生在國際教育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想法 .......................................... 90 

  第三節  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學習成果及其評價...............................................119  

  第四節  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131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14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41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省思. .....................................................................................145  

  

參考文獻 ................................................153 

壹、中文文獻 ..........................................................................................................153 

貳、英文文獻 ..........................................................................................................158 

 

附錄一  訪談家長同意書  ………………………………………………………...162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63 

附錄三  國際教育四大目標能力指標問卷 ……………………………………….165 

 

 

 

 



  vii 
 

表次 
表 2-1-1 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概念比較分析...................................................... 13 

表 2-1-2 國際教育學習目標...................................................................................18 

表 2-1-3 國際教育學習目標...................................................................................19 

表 2-1-4 國際教育推動面向與實施方式 .............................................................23 

表 2-2-1 教育部、臺北市、桃園縣和高雄市國際教育政策之比較..……….....28 

表 3-2-1 海洋國中國際教育推動模式介紹 ........................................................ 61 

表 3-2-2 訪談學生資料整理...................................................................................62 

表 3-4-1 資料管理與編號說明 .............................................................................68 

表 3-4-2 一級編碼形成舉例 .................................................................................69 

表 3-4-3 二級編碼形成舉例 .................................................................................70  

表 3-4-4 三級編碼舉例...........................................................................................70 

表 4-2-1 國立台灣大學境外志工文化交流計畫.................................................115 

表 4-3-1 國家認同能力指標.................................................................................120 

表 4-3-2 國際素養能力指標.................................................................................122 

表 4-3-3 全球責任感能力指標.............................................................................124 

表 4-3-4 全球競合力能力指標.............................................................................127 

 

圖次 
圖 2-1-1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圖.......................................................... 21 

圖 2-2-1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架構圖...........................................26 

圖 2-2-2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27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59 

圖 4-1-1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圖..........................................................82 

圖 4-2-1 海洋國中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架構..................................................92 

圖 4-2-2 中山堂世界河流國際藝術教育成果博覽會...........................................97  

圖 4-2-3 世界河流國際藝術教育學生作品............................................................98       

圖 4-2-4 學生作品於英國泰晤士河畔展出............................................................98 

圖 4-2-5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結構圖...........................................................100 

圖 4-2-6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文化學習單...................................................103 

圖 4-2-7 越南特色農村生活卡片展.......................................................................114  

圖 4-2-8 學生給境外志工的小卡...........................................................................117 

圖 4-4-1 國際教育學習環境營造.......................................................................... 137 

圖 4-4-2 影響個案學校學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140 

 



1 
 

第一章 緒論 

    全球化已成為生活的實體，打開電視機，你就直接參與了全球化的過程；連

接上網路時，你就推進了全球化的過程（Giddens，2005）。全球化經濟、科技、政

治、文化驅力所帶來的改變與衝擊，引發各國對全球性議題的關切，也影響了世

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與教育體系。面對全球環境變遷和回應全球化趨勢，英、

美、法、日等先進國家，在二十世紀末即將「國際教育」視為重要的政策，認為

從中小學階段進行紮根，方能深化其推動效益（教育部，2009），「國際教育」成

為當代教育的重要理念與趨勢之一。有鑑於此，教育部於2011年提出《中小學國

際教育白皮書》，我國國際教育政策的推行也從高等教育體系延伸至中小學領域當

中，強化了學校未來導向的教育歷程，擴大了教育的視野。 

而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強調學校教育不能再只以學科知識為學習的唯一範疇，

應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重視學生能夠將所學運用於生活情境中的能力，「未來

課程發展需立基於全球意識、國際與臺灣社會趨勢、本土關懷及學習發展的理解

上，透過多元價值的相互協調、對話，建立社會共識」（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因此，對於國際教育及學生學習主體的重視，引發研究者對於學生國際教育

學習經驗的好奇，在近幾年的努力後，究竟學生在國際教育的學習歷程中學到了

什麼？教師所教、所說、所欲傳遞的課程內容，和台下學生所思、所想、所見、

所聞是否相同？ 

     過去國內國際教育研究多以「國際教育政策實施」、「教師對國際教育政策

認知與執行」、「教師國際教育素養」、「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為題，從學校推

動或教師實施層級探究國際教育，鮮少以學生觀點來檢視國際教育。因此，本研

究以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探究國中生眼中的國際教育課程和相關活動的目的與價

值，欲了解國中生對國際課程的詮釋、學習歷程的經驗與學習後的感受。希冀藉

著聆聽學生學習需求的聲音，深入探索學生在學習中獲得了什麼樣的經驗，協助

教師反思國際教育的教學，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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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責任感及全球行動力。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將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及研究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是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懸缺的國際教育課程  

    研究者目前任職學校位於鄉間小鎮，學校週邊水田環繞，鎮上工廠林立，產

業結構以農、工業為主。在這間學校擔任英語教師，總不免遇到質疑英語學習意

義的學生，「我又沒有要出國，幹嘛要學英文？」，「這裡不會有外國人啦！真的遇

到的話，就講 hi、hello，然後趕快跑走！」，從這群孩子言談中不難發現，儘管身

處網際網路如此發達、資訊爆炸的時代，對這裡多數的學生而言，「外國」、「世界」

依舊是遙遠模糊的概念，英語則是一門「不知道學了有什麼用」的科目。 

    朋友曾在課堂上和學生提及了敘利亞三歲男童陳屍沙灘的新聞，想了解敘利

亞難民為了逃離無情的戰火、追求更好的生活，冒險長途跋涉逃往歐洲的國際消

息，孩子們是以怎樣的心情看待？覺得自己可以採取什麼行動給予援助？只見學

生面面相覷，一陣沉默後，開始有人問：「敘利亞在哪裡？」，有人回：「他們內戰

對我們沒有影響啊！」，有人答：「老師，ISIS不會打到台灣這邊啦！」。令人擔心

的是，我們的學生對於日韓偶像團體如數家珍，但是，對於法國查理周刊槍擊案，

敘利亞災民逃難歐洲等國際新聞，反而覺得事不關己，顯得漠不關心。從部分學

生對英語學習消極的態度和國際事件的漠視，讓研究者反思，學校課程似乎多著

重於課程內容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國際素養的培養，「國際教育」彷彿成了懸缺

課程，讓完整的教育拼圖硬是缺了一塊。 

    2014年3月，「英國拯救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 UK）為喚起大眾對敘

利亞兒童苦難的關注，在YouTube網站分享一支名為「最震撼的縮時日記」（Most 

Shocking Second a Day Video），運用縮時蒙太奇的拍攝手法，將一年的生活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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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天一秒的片段拼貼。影片開頭，一名褐髮小女孩在親友的環繞祝福下，開心

地吹熄生日大蛋糕上8根蠟燭，緊接著呈現小女孩偷擦媽媽口紅、騎腳踏車、盪鞦

韆、玩仙女棒、與朋友嬉鬧玩耍等，平凡卻洋溢歡笑和幸福的日常生活畫面。但

隨著戰火逼近，她憂無慮日子一點一滴流逝。家裡燈光變得忽明忽滅、屋外不時

傳來陣陣刺耳的警車、救護車聲響，街頭一連串的爆炸，房屋搖搖欲墜，一家人

倉皇逃生。戰爭開打後，女孩與家人一路逃亡，變得蓬頭垢面，因恐懼而蜷縮、

哭泣，與家人分離，歷經種種苦難。最後一幕，身心受創的小女孩呆滯地坐在戰

地臨時醫療所，哀莫大於心死，連哭泣都沒有了力氣，眼前的金屬盤上擺放著為

她慶生的簡樸小蛋糕和1根蠟燭，寂靜的空氣中瀰漫著哀傷和孤單，與片頭裝飾華

麗的美麗蛋糕和熱鬧愉悅的慶生氣氛形成強烈對比。影片最後以「雖然這一切沒

有在這裡發生，不代表它不存在」（Just because it isn't happening here doesn't mean it 

isn't happening），「救救敘利亞兒童」作結。 

    短短一分半的影片，讓研究者的心激起陣陣漣漪，研究者的學校受限於經費、

資源不足，若想以教育旅行、境外遊學的方式推動國際教育難度較高，但是縱使

我們無法將我們的學生帶出國，去體會外面的世界，至少學校教育應扮演為學生

開啟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窗口角色，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讓學生能了解「沒

在台灣發生，不代表不存在」，看似和我們沒有直接關係的這些國際事件的個案，

其後續的演變與發展將產生擴及全球的影響。     

    在因緣際會下，學校曾透過與校外機構的合作，推動英語視訊課程和國際志

工參訪學校的活動，研究者觀察發現不少孩子在英語學習的態度上有了正向的轉

變，在英語課堂上更專注，並開始願意主動去探索理解外國的風土民情。沒有外

語教育的國際教育易流於膚淺，沒有國際教育的外語教育易流於呆板無用（張善

禮，2015），綜合上述經驗，讓研究者發現，若能在教學中融入國際教育，或許將

有助於提升學生英語學習的動機和突破英語教學被視為無用的困境。這讓研究者

希冀對國際教育深入認識，關切如何將語言學習置於其背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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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中增進學生對外國文化、風俗民情的認識，了解其與我國文化的異同，使

學生學習尊重與欣賞國際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在教學現場的觀察與省思引發

研究者對國際教育議題的重視與關心，成為發展此研究的契機之一。  

 

貳、受忽視的學生主體  

    基於國際教育的重要性及對此議題的好奇，研究者遂在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

文系統索引，以「國際教育」為題搜尋，共有 60 篇相關論文，其中有 16 篇以國

中為研究階段，10 篇以國小為研究階段，篇數並不多且集中於 2010 年後，從篇數

及時間來看，此領域仍屬新興議題，許多相關議題仍待探究。而雖然國中篇數較

國小篇數為多，然因研究者本身為現任國中教師，且從文獻探討中發現國際教育

在國中階段落實情況並不理想，引發研究者對此現象的好奇，因此選定國中階段

學生為研究對象。而以研究對象檢視這些論文後發現，主要可分為以「學校整體」

為研究對象、以「教育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以「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及以「學生」為研究對象。 

    以「學校整體」為研究對象的相關論文如李思範（2010）以兩間國小進行個

案研究，藉以了解「執行國際教育交流的國民小學的現況與問題」、「國際教育交

流中課程活動的內涵」、「探討國小學生在國際教育學習上之體驗與所遇到的問題」

與「教師推動國際教育之觀點」；黃碧智（2012）聚焦於兩間國小學校本位融入課

程規劃的個案研究，對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的推動進行反思；古基煌 

（2012）透過個案學校參與教室連結之歷程與經驗，瞭解國際教育的國際趨勢及

在國中實踐之經驗分享；王勝吉（2013）則是採取行動研究取向，探討教育優先

區小學推動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實踐歷程。 

    以「教育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的如蔡孟娜（2011）以高雄市教育局局長、

主管行政人員、參與學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等 9 位「教育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

旨在瞭解高雄市教育局實施中小學國際教育的背景脈絡與動機、高雄市中小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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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育政策制訂過程與理念架構，以及評析高雄市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希

冀能提供我國中央與地方縣市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之參考。林芯羽（2013） 

訪談現任校長、主任共六名以了解台東市國際教育推行案例，根據研究結果對教

育部在縣市政府教育處推行國際教育政策及後續研究者提供建議。 

    以「教師」為研究對象者，如莊立華（2010）採問卷調查法，調查桃園縣公

立國民小學教師對國際英語村執行現況整體及各向度的知覺情形。郭喬雯（2012） 

從教師參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探討教師所經歷的成長歷程、影響其專業成長

的因素，及所面臨的問題及困境。 

    洪西馨（2013）則以「學生」為研究對象者，以五個奧運主辦國的國旗、國

徽設計，及其奧運吉祥物為素材發展視覺藝術教學方案，對北部都會區某私立小

學之一班六年級學生，進行 20 節課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更關心各國文化，培養

其國際觀。鄭揮豪（2014）以 26 位學生與 2 位教師的訪談的資料分析探討日本國

際教育旅行的現況與促進跨文化素養的狀況，發現日本國際教育旅行仍有進步的

空間，國際教育亟待推動與落實。 

    而從相關研究數量檢視，研究者發現目前仍偏重於以教師或學校為研究對象，

學生對國際教育的課程想法、經驗感受較少受到關注，學生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及聲音尚待積極聆聽。 

    這也讓我反思，傳統教育中教師往往是教室的掌控者和講述的主體，學生則

為只能服從的傾聽客體，教師的任務是填塞學生的心靈，造成學生經常是處於靜

默的學習狀態，學生的主體性未受重視（Erickson & Shultz, 1992；Freire, 2000）。

蔡敏玲（2002）在台灣北部一所小學一年級的教室研究也發現，課堂中「學習如

何控制學生的話語好像成了每位老師的必修課，而學習如何管制自己的話語則成

了每位學生的始業式」，孩子們的腦袋被迫停止運作，學生的唸誦聲和老師的責罵

不斷地交錯、不斷地重複，國語課宛若段落清楚、旋律單調不變的曲子，教室內

極其凝重的寂靜，與教室外的爽颯風聲與輕快鳥鳴形成強烈對比。而類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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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天都在全台灣各地的教室中不停地上演。 

Lionni（1970）知名繪本《魚就是魚》（Fish Is Fish）中，描述一條非常想要

知道陸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魚，牠和一隻蝌蚪交了朋友，蝌蚪長成青蛙，並

且去到陸地上。幾個禮拜後，青蛙回到池塘，描述在陸地上所見所聞，像是鳥和

人，魚在心中對這些描述進行想像，人類被想成用尾鰭走路的魚，鳥則是有翅膀

的魚；魚按照原本現有的知識認知新事物，結果卻與事實產生極大差距。 

看完這則故事，讓我思考在教學時，自己是否就像故事中的青蛙，口乾舌燥的

講了一大堆抽象知識，而學生卻像魚一樣，霧裡看花、似懂非懂。很多時候，老

師認為容易的知識，對於學生來說可能不是那麼簡單，教師往往認為學生已經理

解了，實際卻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知識的獲得有賴學習個體的建構，學生帶著先

備知識進入學習，憑先前的概念認識來理解，「如果學生原本的看法和想法被忽

略了，那麼他們最後的理解，可能會和教師想要傳遞的訊息有極大的差別」

（Bransford, Brown, Cocking, Donovan & Pellegrino, 2000）。 

過去，由於課程研究和教學實務上忽略學生課程觀點的探究，教師很少去思

考學生的課程思考和行動，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而毋須探究的領域（黃鴻文、湯

仁燕，2005）。然而，若不仔細考量學生帶進學習情境的知識，就很難預測他們

將如何解讀得到的訊息（Bransford et al., 2000）；若不聆聽學生真實的聲音，理解

他們的生活世界，課程對學生而言，將只是「課本的」、「應付考試的」、「老

師要的答案」，無法將課程置於自身的生活脈絡中理解。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無不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概念，

「把孩子視為一個空的容器，等待老師用知識來填滿他」的模式必須被淘汰。教

師應主動探究學生的思考歷程，以學生原本的概念作為基礎，建立起更多對學生

學習經驗的理解，以設計出可以支持學生學習的教室情境（Bransford et al., 2000）。  

  有鑑於學生對國際教育的課程想法及經驗感受的相關研究付之闕如，及教育

歷程對學習主體的忽視，本文遂以學生為研究對象，希望藉由對國際教育課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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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經驗的探討，提供研究者反思自身教學的機會和給予推動國際教育的教師

教學方面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欲探究國中生在國際教育課程的學習經驗，是以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

二年級和三年級共 21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室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的方式

蒐集資料進行質性研究，期能深入了解學生在國際教育課程學習歷程中的經驗。

茲將研究之目的與待答問題簡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了解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的看法。 

二、了解國中生在國際教育學習歷程的學習經驗及學後轉變。  

三、檢視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成果與探討可能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 

    素。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其研究問題如下： 

一、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的看法為何？ 

（一）國中生認為國際教育「是什麼」樣的課程？  

（二）國中生認為國際教育課程在「學什麼」？  

（三）國中生認為「為什麼」需要學國際教育課程？ 

（四）國中生「如何學」國際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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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生在國際教育學習歷程的經驗為何？ 

（一）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教師「教學方式」的經驗為何？  

（二）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教材內容」的經驗為何？   

    （三）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學習方法」的經驗為何？ 

    （四）國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評量方式」的經驗為何？ 

    （五）國中生在參與國際教育課程或活動後「學到什麼」及其評價為何？           

三、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成果與可能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國際教育 

    黃乃熒（2009）將國際教育定義為：教育歷程中，強調未來導向以及多面向

之科際整合，並深化跨文化調合與創新的心智，來引領學校領導的行為，驅動教

育全球化願景的實現，以強化全球環境變遷的回應力，並促進學生面對世界學習

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競爭力、關懷力，提升他們的世界公民素養。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指出「國際教育」和「全球教育」兩者的

分野在於國家的界線分明是否，國際教育較強調國與國之間互動及其所衍生關係

的教育。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採學校本位模式，以「融入課程」、「國際交流」、

「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個面向同時進行，藉由深耕課程、落實教

學，培養學生具備國際公民意識（教育部，2011）。 

參考國內學者及教育部見解，本研究所探討的「國際教育」指的是學校從認

識自我文化、加強英語溝通能力出發，透過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交流互訪等

多元學習方式，提升學校師生對跨文化的理解和全球議題的認識，並進一步發展

國際議題認識與國際議題關懷的態度，其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國際觀，培養出具有

國際視野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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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習經驗 

    黃光雄、蔡清田（1999）認為學習經驗並不同於學科內容，也不同於教師所

作的種種活動，它通常是指學習者與其所能反應的外在環境條件之間的互動與交

互作用。學習經驗強調學生是主動的參與者，學習是經由學生主動行為的結果，

同一班的學生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學習經驗。Thiessen（2007）則將學生學習經驗

定義為學生在動態且多面向要求的教室與校園中生活與協商的過程。  

    參考以上學者論述，本研究所探討的學生「學習經驗」指的是學生在自身所

處的環境，如教室與校園情境中，與所有與學習有關的人、事、物互動的學習歷

程，包含所聽、所見、所感、所受，在此動態多面向的學習歷程中，學生不斷自

我調適轉化，產生自己獨特的學習觀點及因應行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案學生對國中國際教育課程及相關活動的學習經驗，依據

上述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是在了解國中生在國際教育課程學習歷程的感受與看法，然因學

生學習經驗研究範圍廣大，本研究將著重於探究學生對國際教育融入英語和美術

領域的課程內容、教師教學方式與學生學習方式等層面的看法，以臺北市海洋國

中（化名）國二、國三的 21 名學生做為研究對象，資料蒐集方式以訪談為主，課

堂觀察及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相關課程文件資料為輔，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

研究分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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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地區、對象、結果推論的限制： 

   在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公布之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2002 年

即以 《臺北市教育國際交流白皮書》為藍圖，推動國際教育六年計畫（2002-2008

年），其後，又研訂《2011-2016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至今已累積多年的教

育實務工作經驗，因此，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以臺北市的一所公立國中學生

為研究對象。然而，臺北市學生學習經驗可能與其他縣市學校學生極為不同，而

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間也可能存在差異，此為本研究地區和對象上的限制。 

    此外，國際教育雖在若干縣市或學校已實施有年，但是由於各校做法及認知

差異極大，在知識累積、經驗傳承不易，實施成效難以比較評估（教育部，2011），

而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因為各校所在區域學生組成、教師教學方式、學校行

政人員態度與學校資源等面向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且因為學生學習經驗本質的複

雜性與殊異性，使研究結果無法完全類推至其他學校。 

 

二、時間方面的限制： 

    個案學校於各年級實施不同國際教育課程，然本研究的對象為國二及國三學

生，故安排於國一實施的國際教育課程，研究者未能親自參與課堂觀察，僅能藉

由訪談和書面文件，以回溯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經驗。此外，學生學習經驗受到諸

多層面的影響，除了學校正式課程及相關活動外，校外參與的活動，如英語導覽

志工、接待家庭等，也可能對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造成影響，但礙於人力與

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無法對學生的校外活動、家庭生活直接參與觀察，但是當

受訪者提及校外學習經驗時，研究者會主動加以追問，希冀獲得較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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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

討國際教育相關的概念，第二節為中小學國際教育現況及相關研究之探討，第三

節是學生學習經驗相關概念的探討。 

 

第一節   國際教育相關概念之探討 

 

壹、國際教育之意涵 

    國際教育意義的釐清將有助於建立適切的教育目標、貫徹執行策略，以及指

引正確的教學方向（教育部，2012），教育工作者對於國際教育的正確認識更是成

功推動國際教育的必要條件（邱玉蟾，2012）。而關於國際教育之意涵，國內外學

者們各有其論述： 

    Schulz、Lee、Cantwell、McClellan 與 Woodard 指出國際教育在教育歷程中，

強調未來導向、多面向科際整合，以及驅動全球化願景的領導，驅使利害關係人

積極參與制度的改變，來回應全球環境的變化，以及透過全球化議題的學習，培

養世界公民，並促進教育的永續發展（引自張碧娟，2013）。 

    Cambridge 與 Thompson（2004）認為國際教育的意義因使用層面不同，而有

不同的涵義。國際教育可以是指促進國際了解之哲學思辯與學術研究、培養國際

素養與國際心靈的教育，或是國際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其包含了全球自由競爭和

世界和平之促進的雙重目的，須建構合宜的國際教育課程以達此目的。 

    Hinchcliff-Pelias 與 Greer 將國際教育定義為跨文化的溝通互動，指將個體置

於不同文化當中，從互動中能察覺文化間的差異。Pasternak 也有類似見解，認為

國際教育就是一種跨文化能力，學校有責任增加學生這方面的能力（引自陳怡如，

201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則認為國際教育的本質為實現愛好和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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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安全和永續發展的努力過程。國際教育是促進國際理解的教育，內容包含國際

合作、確保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人身安全、永續發展，透過消除偏見誤解、不

公正平等來建立民主，發展和平的心態，以非暴力方式解決衝突的能力（UNESCO, 

2004）。 

    黃乃熒（2009）將國際教育定義為：教育歷程中，強調未來導向以及多面向

之科際整合，並深化跨文化調合與創新的心智，來引領學校領導的行為，驅動教

育全球化願景的實現，以強化全球環境變遷的回應力，並促進學生面對世界學習

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競爭力、關懷力，來提升他們的世界公民素

養。    

    王錦雀（2011）認為「國際教育」是為了回應全球環境的改變，透過教育體

系，將各種跨國文化學程及各式特色主題學程加以涵納於課程當中。陳惠邦（2013） 

則表示在學校教育中，國際化是指我們的教育發展從地方或區域躋身於國際的種

種措施與過程，國際教育則是指促進國際化目標的課程與教學活動，透過國際教

育的課程與教學，達成國際化的目標。   

    詹盛如（2013）整合多位學者的觀點，提出國際教育是協助學生從地球村的觀

點，認知人類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事實，透過跨國的溝通與理解，學習尊重多

元文化的差異，培養其成為世界公民，促進永續發展，並且在全球化時代下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從上述國內外學者的見解可發現，「國際教育」是一個涵蓋層面極廣、同時

兼備數種概念的名詞，目前仍是未具有高度共識的用語。而本研究所探討的「國

際教育」意涵包括跨文化理解與尊重、國際議題認識與關懷、國際意識與態度，

指學校從認識自我文化、加強英語溝通能力出發，透過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交流互訪等多元學習方式，與國際文化對照，提升學校師生對跨文化的理解和全

球議題的認識，最終培養學生成為具國際視野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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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概念分析 

    「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與「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是兩

個較容易混淆的概念（教育部，2012）。 

    Tye（2003）認為全球教育係指學習有關跨越國界的難題與議題和了解文化、

生態、經濟、政治與科技等系統之間的相互關聯，包含學習理解欣賞與我們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從他人的眼光與心理來看世界，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所需與所要

是頗為相同的。Hanvey 則指出全球教育目的在培養學習者的全球視野，包含全球

化意識、全球現況認知、跨文化認知、全球動態認識及人類抉擇認知五個向度（引

自邱玉蟾，2012）。 

比較國際教育和全球教育，兩者的相同點在於皆以全球為範疇，從整體觀點

考量，賦予動態的、多元的及整合的系統性思考，以反應變動中的、複雜的、無

法預測的世界。兩者相異處在於國家界線是否分明，國際教育較奉行以國家為中

心的國際觀，強調國與國之間互動及其所衍生關係的教育，全球教育則不以國家

為唯一國際行動單位，而是以全世界為範疇所進行的教育。全球教育比國際教育

更重視全球系統的互動與變遷、強調國際間互賴關係、全球與本土關係的平衡、

創造和平的意識與能力（邱玉蟾，2012；教育部，2012；顏佩如，2005）。「全球

教育」與「國際教育」比較之概念整理，詳見表 2-1-1。 

 

 表 2-1-1 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概念比較分析 

  概念 

               教育 

               種類 

國際教育 全球教育 

核心觀點 研究各國、地理區域、文

化、國際組織及其兩難問

題，仍主張國家主權。 

理解國際社會的轉變及提升全球

問題的解決，重視全球系統的相

互依賴關係。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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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概念比較分析（接前頁） 

  概念 

               教育 

               種類 

國際教育 全球教育 

國家意識與國界 

 

仍保有各國的國家意識與

國界，以「國家」為單位，

從事彼此合作與競爭關係。 

重視全球系統與全球互為依賴關

係、意識型態上逐漸消弭國界，

採取跨國界的合作與依賴關係。 

國民素養養成 

 

國家意識的培養、促進國際

合作。 

世界公民素養的養成。 

全球問題的解決 

 

國際競爭與合作、國家利益

的維護為優先。 

加強國際溝通與理解、國際知識

的學習、國際議題的了解。 

國際依賴與合作 

 

以國家為單位、多國家間的

合作與競爭。 

多種族族群合作、資訊科技的運

用。 

尊重文化差異 鑑賞與尊重其他族群國家

文化與文化差異。 

鑑賞與尊重其他族群文化、以民

主的態度對待文化差異。 

促進和平的能力 

 

 

強調國與國之間的親善與

和平交流。 

管理衝突、學習國際正義、人權

法治與民主態度、了解不同文化

的多元標準。 

全球與本土關係 

的平衡 

 

國際理解與國家間合作及

競爭、講求國與國間的雙贏

局面。 

全球思考、地區行動，講求國家

責任與世界責任的平衡。 

 

資料來源：顏佩如（2005）。全球化脈絡下的教育課題：全球教育。課程研究，1（1）， 

69。 

 

    然而，相較於認為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之間並不相同的觀點，部分學者則認

為「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在討論的議題上有許多重疊之處，兩者所指稱的

內涵大同小異，也經常被交替混用。高熏芳與黎世潔（2012）就指出「全球教育」

與「國際教育」兩者的理念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在外國語言學習、跨文化學習、

尊重多元民族等議題是兩者的共同目標。即便在臺灣，政府部門也沒有統一的用

語，在政策推動上，教育部以「國際教育」稱之，而臺北市則名為「全球教育」，

但兩者的實質內涵其實幾近相同（邱玉蟾，2012；陳怡如，2011；游家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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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雯柔（2012）認為我國在實施國際教育政策時，涵蓋了狹義的「國際教育」

與「全球教育」意涵，意即我國國際教育政策綜合了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之概念。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因主要以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

皮書》做為參考基礎所發展，故採用「國際教育」一詞，研究中融合「全球教育」

之意涵，將全球觀、世界觀、國際視野、跨文化理解等皆視為國際教育的內涵。  

 

參、國際教育的重要性 

    為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因應社會結構的轉變及對新教育的需求與承諾，國

際教育的推動成為學校教育的當務之急（教育部，2011）。 

 一、回應全球化的挑戰 

   1998 年，網路與電子商務尚在起步階段時，Friedman（1999）即在《凌志汽車

與橄欖樹：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一書中揭示「全球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現實」。Held（1991）將全球化定義為「偏

遠地方與全球社會關係的強化，地方發生的事情受幾哩遠外的事件所影響，反之

亦然」。Giddens 則認為通訊革命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推動力，全球溝通、網際網路

都是不可能逆轉的趨勢（黃瑞祺編，2005）。 

    Friedman 並將全球化過程分為三大紀元：第一階段「全球化 1.0」始於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至 1800 年工業化開始，推動變革的力量為國家，世界由大尺寸縮為中

尺寸；第二階段「全球化 2.0」，從 1800 年起一直延續到 2000 年網路泡沫化為止，

推動力來自跨國企業，世界由中尺寸縮為小尺寸。而 2000 年迄今，電腦、光纜、

工作流軟體的興起促使第三階段「全球化 3.0」發生，此階段推動力為個人的全球

競合力，個人勢力崛起，世界各地的「彩虹人種」競逐全球市場，世界由小尺寸

縮為微尺寸。科技、政治和經濟革命將一切阻礙剷除，打破地域藩籬，全球化將

是不可避免且無法扭轉的（楊振富、潘勛譯，2005）。    

    全球化的社會，模糊了國界疆界，卻加劇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競爭，尖端科技、

商業的競逐和跨國人才的流動成為普遍現象。美國亞洲及學校國際教育全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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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alition on Asia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即指出全球

化驅動了對具備國際能力勞動力的需求，取得良好工作途徑需要嶄新技巧與能力，

各種規模工業在海外市場未來將大量成長，目前六個新工作中就有一個是拜國際

貿易所賜，企業、政府、醫療保健、法律及其他良好工作的未來職業發展均需全

球知識與技能。而全國教室、職場與社區中增加的人口組成多元性，及為了解決

新的國家與人類安全挑戰，包含恐怖主義與愛滋病以及持續的貧窮與環境惡化問

題，則需要整合來自其他世界地區、文化與語言累積的知識解決（劉慶仁，2008）。 

    為回應全球化趨勢帶來的改變，各國紛紛重視國際教育的改革，積極推動國

際教育，國際教育成為當前重要的教育政策，冀望透過課程與教學的調整，培育

具備國際觀、全球行動力與競爭力的人才（林永豐，2012；陳惠邦，2013）。Tye

（2003）調查研究指出已有十四個主要國家將國際教育列為學校教育的要素，其

中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韓、俄國、英國、中國等。除個別國家的國際教

育計畫外，也有若干國際教育網絡連結，長期進行跨國性的教育交流，例如：

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 of UNESCO、Comenius、Europe-wide Global Education 

Congress、Classrooms Across Borders Project、iEARN。 

 

二、面對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 

    全球化促使經濟、社會結構產生轉變。就經濟層面而言，經商、觀光、移民

等因素，增加國人與世界的溝通交流與整合的機會，臺灣屬於依賴國際貿易之海

島型經濟體，自然無法置身於此強大潮流所造成之影響之外，唯有積極擴大臺灣

人民的國際視野，方能提昇臺灣整體的國際競爭力，避免在國際舞台遭邊緣化的

困境。就社會層面而言，豐富多樣的族群賦予台灣美麗多元的社會文化樣貌，跨

國婚姻產生的新臺灣之子，使跨文化的影響與交流具體呈現在社會人口的組成與

結構中，臺灣人民需具備理解異文化的胸襟及格局，培養與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和平共處之能力（教育部，2011）。而 Giddens（2005）也指出全球化時代，並

非新的西方帝國主義文化宰制，全球化的結果是「多元化」，而不是單一化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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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心，地方文化重新被發掘、被重視，世界上文化多元性比從前增加許多；對

全球化的回應，促成了地方文化的重新發掘和重新肯定，所以，學校在教導下一

代認識這個多元且日益複雜的臺灣社會，幫助孩子具備跨文化溝通、理解與合作

能力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提升學生對自身文化的了解與認同。 

 

三、回應新教育的需求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教育變遷似乎是必然與不可避免的（Rust, 1999），如何

經由教育協助年輕學子面對今日社會和迎向未來世界，使其具備回應全球化潮流

的國際競合優勢及未來國際競爭力，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成了臺

灣教育的關鍵課題。而除了維持競爭力之外，當代的教育理念應站在全球的角度，

審視人類所面臨的環境變遷、能源危機、軍事衝突、人權議題，以及永續發展等

共同問題，培養學生的國際素養、對國際議題的理解力。臺灣因為特殊國際政治

之地位，無法與其他國家參與國際事務，讓人民具備充足的國際視野與管道，推

動國際教育，開展上述的知識與能力自然顯得更加重要（詹盛如，2013）。有鑑

於此，教育部在 2011年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我國國際教育政策的推

行也從高等教育體系延伸至中小學領域當中，強化了學校未來導向的教育歷程，

擴大了教育的視野。 

 

肆、國際教育學習目標與課程目標：     

    國際教育的目標並不只是國際化人才的培育，而是指所有國民的國際化或全

球化意識、胸懷與精神的培養（陳惠邦，2013）。而學校在執行國際教育時，需注

意應符合學生的心智發展過程做重心的轉移，例如：小學階段營造國際教育元素

的情境，國、高中階段逐漸加強對國際教育經驗和議題的覺察和理解，高中、大

學階段進行理論性和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實務能力的鍛鍊（張善禮，2015）。 

    教育部前國際文教處長劉慶仁（2008）將國際教育教學目標，以知識、技能

與態度等三個面向進行分類，整理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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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際教育學習目標 

領域 學習目標 

知識 

 

1. 能夠從全球的角度或比較性的觀點，理解自己的文化。 

2. 對於全球性的議題、趨勢、運作過程和系統有充分的認知。 

3. 了解其他的文化。 

技能 1. 能運用知識、不同的文化參考架構和多元觀點，進行批判性思考，    

   並解決問題。 

2. 發展外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3. 能運用外語能力和對其他文化的認識，擴展自己的資訊、經驗和 

  對世界的理解。 

態度 

 

1. 能欣賞不同文化的語言、藝術、宗教與哲學等。 

2. 能接受文化的歧異。 

3. 樂意追求各種國際經驗或跨文化的學習機會。 

資料來源：劉慶仁（2008）。與國際接軌-從教育做起。取自 http://www.ced.ncnu.edu.tw 

 /speech/962.htm    

 

    張善禮（2015）則認為國際教育應帶給學生認知、情意和行為三個面向的改

變，其提出的內涵整理如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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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國際教育學習目標 

層面 學習目標 

認知 1. 全球化時代的基本常識和異文化認識： 

包括世界地理、歷史常識；人種和文化常識；全球或跨國性社

會、經濟、政治的常識；全球性議題（科技、生態及環境、和

平、人權）的常識；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和對個人及台灣社會

具有特別意義的國家民族的認識。 

2. 對全球化現象的敏感度和認知： 

   （1）資訊全球網絡化對知識的新定義和對個人的能力要求。 

   （2）產業全球化帶來的就業新型態。 

   （3）人員跨國移動帶給傳統民族國家的衝擊對國際關係的影    

響：人口組成改變、跨國企業、區域結盟、NGO、NPO、

UN。 

3. 跨文化行動的能力： 

（1）外語能力：多語能力是多文化能力和多視角的能力。     

（2）發現異同點的能力：發現不同文化及不同社會運作同異點 

    的能力、跨文化互動中的敏感度。 

（3）詮釋的能力：以跨文化知識對事件作網絡狀說明的能力。 

（4）判斷的能力：將跨文化的觀察點及其說明連結自己當有立   

   場的能力。 

（5）實作的能力：在以上的基礎上採用恰當行為的能力。 

（6）把握自我的能力：國際交流時，堅定自己的國家認同、 

   主體立場，秉持彼此對等互惠原則的能力。 

4. 規劃全球化時代生涯和學涯的能力。 

    情意 1. 在跨國競爭和合作中用不卑不亢的態度對待不同國家、種族的

人，願意為實現國家間和種族間的平等、正義、和平以及全球

生態環境的保護而貢獻。 

2. 能用友愛、平等的精神對待新移民和他們的子女，珍惜新移民

帶給台灣社會的多元文化新活力和新的國際機會，包含他們帶

來的語言和文化連結、跨國人脈關係。 

行為 1. 意識到時代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特徵，學習調整自己來因應這新

情勢。 

2. 培養符合全球化跨國界流動的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的能力：個人

在學習過程中有計畫地在語言、知識、能力、人格特質上對全

球性的競爭和合作做好準備。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善禮（2015）。國際行動的能力：國際教育要帶給學生的改變。

新北市教育，16，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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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則揭示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為「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並據此發展出包含認知、情

意、行動三大能力面向的課程目標。在認知面，培養學生認識全球重要議題、瞭

解本國與國際文化的異同性、理解全球競合的現象與運作模式、瞭解永續發展的

理念與實務，以及建構國際知能與全球意識；在情意面，培養學生欣賞與尊重不

同的文化、建立具本土意識的國際視野，以及促進國際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在行

動面，強調培養學生批判、反省與參與全球行動的實踐力。 

整合三大能力面向，國際教育係發展出以下五項課程目標： 

1. 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2. 瞭解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透過跨文化的溝通與反思，參

與國際活動，認識並試圖解決全球議題。 

3. 培養學生在國際競爭與交流中所需的外語能力及專業知能。 

4. 瞭解並分析自己與臺灣在國際市場的角色，在競爭與合作的運作中，發揮長

處。 

5. 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民責任感及全球行動力。 

 

伍、國際教育的課程主題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在國際教育課程教材規劃方面，分成

「全球議題」、「文化學習」與「國際關聯」等三大課程主題軸，每一主題軸各自

發展出四個主題，例如：「全球議題」主題軸包括「和平與衝突」、「合作與競爭」、

「正義與人權」及「環境與永續」等主題；「文化學習」主題軸包括「文化面向」、

「文化多樣性」、「文化接觸」及「文化識能」等主題；「國際關聯」主題軸包括「全

球化」、「時間關聯」、「空間關聯」及「議題關聯」等主題，詳見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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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23）。

臺北市：教育部。 

     

林永豐（2012）分析我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中小學國際教育能力指

標後指出 「文化差異與認同差異」和「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是最受重視的主題，

而「衝突解決與世界和平」和「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是較被忽視的主題，值得

爾後發展國際教育課程時加以重視，適時導正，以培育學生更完整均衡的國際教

育視野。 

 

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模式 

    學校在規劃與設計國際教育課程時可運用系統化原則、脈絡化原則、議題化

原則、對比法原則與敘事化原則。而國際教育課程融入模式主要可分為「融入正

式課程」及「融入非正式課程」的模式，以下簡述之（教育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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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入正式課程：可區分為單一學科融入或跨學科統整模式。 

（一）分立式：將國際議題融入既有課程，但屬於分散式的融入。例：教師將國      

   際教育融入在不同學科中。 

（二）聯立式：將國際教育議題以系統性與連貫性的方式融入課程。例：教師以 

   螺旋式課程的方式，將國際教育議題出現在同一學科的不同學習年段。 

（三）窠巢式：強調對單一議題的多層面探討或多元能力的培養。例：教師設計 

   出以全球環境議題為主題的教學，同時將教學目標設定在尋找共識（社會 

   技能）、安排順序（思考能力）與全球環境議題（認知）。 

（四）並列式：以各科教材為主軸，結合國際教育相關概念，排列成對應教學活 

   動。例：在同期間，教師分別將國際教育的主題安排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 

   進行。 

（五）共有式：抽離國際教育共同概念，分享概念與技能上的融通性。例：教師 

   以不同學科間共同的國際教育概念來進行教學設計。 

（六）張網式：以國際教育為核心，連接不同學科相關概念。例：以地球村為主 

      題，統整不同的學科。 

二、融入非正式課程的模式：模式多元，建議採用主題方式，引發學生興趣。例

如：主題週或主題月、專欄文章、議題步道、活動競賽、專題演講、研習營隊。 

 

柒、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實施面向與方式    

McLean 曾嘗試將和平、正義、國際合作等價值融入課程，他最終結論是傳統

與未來導向多元性要忠於地方，忠於傳統學校本位的教學過程與課程（引自 Rust, 

1999）。同樣地，林明地（2013）也認同學校應透過學校本位的方式推動國際教育，

以符應學校變革的歷程加以實踐。這也與《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說明以學校

本位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方式不謀而合。 

    陳惠邦（2013）指出學校可藉由國際教育週、搭配美食與文化體驗與語言學

習、文化講座、影片與書籍閱讀、參觀與交流活動、利用資訊與網路科技推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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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筆友、班際交流、視訊互動等方式推展國際教育。 

    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提出以學校本位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主要

體現在課程融入、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等四個面向（教育部，

2011），詳如表 2-1-4。 

 

表 2-1-4  國際教育推動面向與實施方式 

面向 實施方式 

課程融入 

 

「國際素材融入課程與教學」、「自編教材」、「自編學習手冊」、

「自編學習單」、「辦理外語及文化教學」等。 

國際交流 「教育旅行」、「國際高中生獎學金」、「境外遊學」、「姊妹校交

流」、「國際志工服務」、「參與國際會議或競賽」、「教育專題訪

問交流」、「英語村」、「參與網路國際交流」等。 

教師專業成長 「培訓國際教育專業教師」及「培訓行政支援人力」，例如： 

參加教育部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之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

習、辦理校內行政人員及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教師組

團參加國外舉辦之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活動。 

辦理學校國際化 1. 校園國際化：「公共設施外文標示牌」、「外文標語」、「外文網

站」、「辦理國際時事競賽」、「國際文化週」、「國際教育專題

演講」。 

2. 人力國際化：「成立行政支援團隊」、「成立專責單位」。 

3. 行政國際化：「行政及教學表單文件雙語化」、「建立外國學生

輔導管理系統」、「建置接待家庭網絡」、「培育國際事務行政

能力」。 

4. 學習國際化：「提供充足的視聽圖儀設備」、「配合提供操作課

程」「學生專題發展競賽」、「設立國際相關學生社團或特色班

級」、「國際教育議題研究與外語專題發表研究」、「建立學校

本位及社區本位之接待家庭網絡」。 

5. 課程國際化：「訂定國際教育課程融入計畫」、「成立國際教育

融入課程研發小組」、「成立國際教育教材研發小組」、「建立

跨學科整合教學機制」。 

6. 建立國際夥伴關係：「參加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舉辦的國際活

動」、「接待海外參訪團」、「出國參訪」、「辦理僑校嘉年華」、

「外僑學校參訪」、「接待海外參訪團」、「校際線上交流」、「參

與國際組織活動」、「辦理或參與國內國際性競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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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際教育學習成果之評量方式 

    高熏芳與黎世潔（2012）指出評量國際學習成果應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

三個面向的整合學習表現；在評量的取向上，應從「學習評量」轉型為「促進學

習的評量」。教師應使用多元與實作的工具，像數位科技融入的學習歷程檔案即

是很不錯的評量工具。以下就評量方法與工具及評量執行人員進行說明： 

一、評量的方法和工具 

1. 「直接的證據」：學習契約、電子學習檔案、批判性反思、學習表現等。 

2. 「間接的證據」：意見調查、面談、焦點團體座談等。 

二、評量的執行人員 

讓學生、教師、家長一起參與並提供回饋，以利學生達成國際教育學習目標

以及落實學習成果。 

 

第二節  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發展現況與相關研究 

壹、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相關政策發展脈絡  

    早在教育部於 2011 年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之前，1999 年公布實

施的《教育基本法》第 2 條即將「了解與關懷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

化」與「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化國民」列入教育目的之內涵，顯示政

府對國際教育的關注。2000 年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具

體將「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列為應具備十大基本能力之一，重視「全球視野」、

「國際素養」與「多元文化」的概念，希冀協助學生「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

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

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教育部，2008），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世界公民之胸懷。

由此可見，國際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公布之際，就已納入中小學的課程內涵中，

而《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則是提供更具體的目標、執行方向與策略（林梅琴，

2013）。 

   詹盛如（2013）指出中央政府主要是從 2007 年《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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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方案》開始真正切入國際教育領域，但這個方案對象集中於高中職學生，參

與人數受到較多限制。隨後，全國教育局長會議時，與會者認為政府應該提出完

整國際教育政策，作為中小學推動之根據，因此教育部於 2010 年第八次全國教

育會議通過並定調「兩岸與國際教育」的推動為未來重大教育施政主軸之一，並

於 2011年 4月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黃乃熒，2011）。 

    而其後推動十二年國教所提出的「核心素養」中，也延續政府對國際教育的

關注。「核心素養」指的是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

能力與態度。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分為「自主行動」、

「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社會參與」的面向中即包含「多元文化與

國際理解」，期望我國中小學學生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念，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 

     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理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 

     胸懷（教育部，2014）。 

綜上所述，顯見教育部近年來對於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的重視和積極化。 

 

貳、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相關政策概述 

    我國推動國際教育的教育主關機關，可由地方及中央政府來分別探討；因本研

究場域為臺北市國中，以下茲就教育部及臺北市提出之國際教育的相關政策分別

論述。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以「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正

式有計畫、有系統地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在中小學的實際落實，白皮書中提及預

計以 10 年為期限，分兩階段執行各項行動計畫，希望統整全國的教育資源，透

過國際教育的學校實踐，奠基中小學國際教育，協助中小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

過程，更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國際社會，具備國際態度，落實國際化人才培育之目

標。實施策略需兼顧深度及廣度，國際教育的深度以學校本位發展為基礎，從「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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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個面向進行，

落實校園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廣度方面則要擴展學生對全球「地理區域」及「國

際知能」的理解，培養宏觀的全球視野。教育部下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統籌國內推動國際文教交流業務，中小學國際教育事項則由所轄中小學國際教育

指導會主司，規劃協調整建推動機制與資源，進行全面品管，建立有效支援系統，

以提升推動成效。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架構如圖 2-2-1。 

 

 
圖2-2-1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1）。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紮根培育21世紀國際化人才

（頁33）。臺北市：教育部。 

 

二、臺北市：《2011-2016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 

為培育國際化人才，臺北市從 2002 年 8 月起，即以「臺北市教育國際交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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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書」為藍圖，推動國際教育六年計畫（2002-2008 年），其後於 2009 年提出

《2011-2016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以「世界級臺北、全球觀教育－培育友善

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為發展願景，並從「世界公民意識」、「國際文化學

習」、「國際交流合作」、「全球議題探究」等四個向度來推動。 

    參酌臺灣社會現階段發展情況與臺北市的優勢條件，以 「建立專責推動機制」、

「加強教師增能成長」、「推動教育國際化」、「善用網路科技設施」、「發展議題融

入學校課程」等為主要推動策略，並提出「推動機制」、「教師增能」、「外語能力」、

「世界公民」、「文化學習」、「國際交流」、「國際參與」、「全球議題」、「資訊平台」、

「資源整合」十項行動方案，期望能以更周延、整體、全面性地，回應二十一世

紀全球化社會的需求，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全球觀的世界公民。臺北市全球教

育白皮書架構詳見圖 2-2-2。 

 

 

圖 2-2-2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9）。2011-2016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頁11），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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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臺北市政府於《臺北市2014年鑑》中，也強調除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中

小學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國際教育旅行之外，也自主發展臺北市高中職國際

交換學生計畫、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計畫、技職教育海外實習計畫、中外教師英語

協同教學試辦計畫及青年留學貸款等專案。另臺北市為整合中央、地方之國際教

育資源，自103學年度起首辦「臺北市國際學校獎認證實施計畫」，藉由3級認證

機制，支持學校發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系統。 

而在其他縣市部分，詹盛如（2013）對教育部、臺北市、桃園縣和高雄市國

際教育政策進行比較後，指出儘管這四個單位在推動願景、目標，以及推動特色

上各有差異，但主要願景都在培育國際化人才，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關注全

球議題，成為世界公民，並共同承擔地球永續發展之責任，詳見表 2-2-1。 

 

表2-2-1  教育部、臺北市、桃園縣和高雄市國際教育政策之比較 

 教育部 臺北市 高雄市 桃園縣 

願 景 扎 根 培 育 21 世

紀國際化人才 

世界級臺北、全球

觀教育－ 培育友

善關懷、公義盡責

的世界公民 

海洋高雄、全球

佈局～培育全球

村的世界公民 

國際航空城 

目 標 ‧ 國家認同 

‧ 國際素養  

‧ 全球競合力  

‧ 全球責任感  

‧ 世界公民意識 

‧ 國際文化學習  

‧ 國際交流合作  

‧ 全球議題探究 

‧ 全球公民 

‧ 國際競爭  

‧ 國際交流  

‧ 全球服務  

‧ 期待成就每個孩子 

‧ 打造多元文化視野  

‧ 提昇國際溝通能力  

‧ 培育世界公民信念  

推  動 

特 色 

‧ 公布完整之

國 際 教 育 白 皮

書  

‧ 重視融入課

程、國際交流、

學校國際化 

‧ 最早推動國際

教育  

‧ 期望臺北市成

為世界級的首都 

‧ 組織國際事務

委員會  

‧ 成立國際教

育股及國際教育

資源中心  

‧ 首先建置第

二外語文化村 

‧ 發揚本土國

際化  

‧ 設立國際高中  

‧ 首創低年級國際教育 

課程  

‧ 訂定「桃園縣推動中

小學教師國際教育要點」  

‧ 強調運用數位科技 

網路  

資料來源：詹盛如（2013）。國際教育政策：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比較分析。國民教育，

5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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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地（2013）則指出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政策內容特色包含以政策目標

引導推動與實踐，著重學生學習和各層級教育機構的分工與合作，並強調學校本

位管理的推動方式，鼓勵善用多元資源，重視弱勢關懷，同時進行優先行動區的

推展，以及以績效評鑑引導實踐等。 

 

參、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發展現況介紹 

    陳惠邦（2013）指出台灣學校教育目前普遍看到的情形是鄉土、本位課程做

得有聲有色、生動活潑，但國際教育的規劃與推動卻乏人問津、零零落落，其中

尤以國中為甚。以下就國內目前國際教育相關期刊文獻及近幾年教育新聞加以整

理，藉以了解國小及國中階段國際教育實施現況之樣貌。 

一、國小階段： 

（一）課程融入方面 

    臺北市文化國小致力於辦理外語及文化教學，以每週五節課的英語課程與多

樣化的英語學習活動提升學生整體英語能力，並在 2011 年 9 月實施每週一節的國

際文化課程，希望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再只是侷限在臺灣這個小小的海島中，

學習的範圍與思考的事物能延伸至全世界。課程中不只是教導學生日本禮節或是

巴西嘉年華知識層面的概念，而是傳遞不同文化相互影響與交融的體現，例如：

從各國不同文字當中去欣賞、觀察並了解文字所象徵代表的涵義；透過各國餐館

菜單的觀察，了解不同國家的物產所演變出不同的飲食文化等（陳書民，2012）。     

    臺北市南湖國小由英語教師團隊與志工家長們合作演出世界各國歷史、多元

文化故事，以劇場形式進行教學活動，讓全校各班到場欣賞。此外，教師團隊自

編一套 Taiwan Tone（取臺灣通諧音）的教材，作為正式課程外的補充學習資料，

教材取材自五年級社會科認識臺灣課程內容，利用學生之前學過的英語單字、詞

彙編寫成課文，除了讓學生複習學過的英文、相關知識外，同時兼顧國家認同的

國際教育目標（蕭福生、温博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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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交流方面 

    桃園縣菓林國小及樹林國小與新加坡 Woodland小學，透過視訊進行跨國校際

科學專題研究，以「向日葵」為研究專題，菓林國小學生並與 Woodland小學進行

兩校師生實地互訪；苗栗縣竹興國小和香港的小學進行社會科視訊教學。新竹教

育大學實驗小學與日本小學締結姊妹校，進行兩校互訪，並彼此提供住宿家庭（陳

美如，2010）。臺北市文化國小藉由與澳洲姊妹學校交流互訪，深化跨國情誼；

學校利用每年暑假帶學生至澳洲進行文化交流與英語學習，也培訓校內學生擔任

接待家庭夥伴及學校學伴，協助照顧澳洲姊妹學生來台的生活起居（陳書民，

2012）。 

    臺北市南湖國小辦理三到六年級學生的「新加坡多元文化體驗營」，在新加坡

的活動中，有五個半天讓學生實際進入當地的公立學校與同年齡的孩子一起進行

交流學習，讓海外參訪除了觀光體驗外，更具教育的意義 （蕭福生、温博安，

2014）。 

    清水國小為拓展學生視野，規劃與日本千葉縣富浦小學進行「Skype視訊教學」，

透過視訊課程用英語介紹台灣文化與清水國小特色，進行跨國文化交流，除提升

學生英語能力，也培養學生的國際素養（余采瀅，2015）。 

（三）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新竹縣三峰國小教師和日本小學教師進行課程經驗的分享與交流（陳美如，

2010）。 

（四）學校國際化方面 

    臺北縣永平國小接待新加坡小學，安排兩天的課程，包括：籃球友誼賽、和

永平學生一起上藝術課、實際進班體驗臺灣的數學、國語、數學、社會、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陳美如，2010）。臺北市文化國小善用臺北市國際化程度最深的

優勢，與外僑學校進行密切的互動交流，在英語日遊園會邀請歐洲學校、日僑學

校及和韓僑學校進行舞蹈、樂團及武術等的表演活動，學校的合唱團、直笛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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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至歐洲學校參與活動表演（陳書民，2012）。臺北市南湖國小與民間單位合作，

向泰國及非洲經貿文化辦事處商借許多實際物品，舉辦多次的多元文化展覽，包

括東南亞文化特展及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合辦的非洲攝影展等等，營造學生對多元

文化的體驗環境，此外為提供無法出國體驗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與其他國家的

孩子進行交流互動，學校成立國際交流社團，發展 ICT 交流模式，安排外國老師

實際到校分享該國文化、帶領體驗，利用未來教室的視訊設備與軟體平台，讓學

生與新加坡學生進行班對班的遠距交流（蕭福生、温博安，2014）。 

 

二、國中階段 

（一）課程融入方面 

    南投縣營北國中以 SACG 方案模式典範（Strategy、Action、 Connect、Goal）

推動偏鄉國際教育，從「多元校本」、「在地深耕」、「寰宇初探」三方構思，以融

入校本課程為主軸，加強縱向連貫與跨科統整，發展出英語導覽小尖兵、國際商

家在地遊學、英語話劇巡演、異國美食嘉年華、E 起學習等五個行動的方案。學校

以培育國際優質公民為願景，透過在地化自編國際教育教材及創意研發作為有效

學習的線性連結，並與家庭社區合作建構支持性的學習系統，希望最後達成國際

在地化、學校寰宇化之目標（賀宏偉、蕭進賢，2014）。 

    臺北市民生國中自 96 學年度起以國際議題為中心，發展「民生地球村」校本

課程，配合學校節慶及各項國際交流及社團活動實施；97 學年度起參與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與英國文化交流協會推動的教室連結課程方案，以社團模式經營，藉由

網絡平臺建立國際夥伴學校關係，發展如視訊討論、線上互動、E-pal 交換、網路

社群、書信往來、實地參訪、入班體驗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並透過與韓國中

學實體互訪，如接待家庭的生活互動、入班體驗課程活動，增進兩校師生對彼此

文化的瞭解，擴展學生的學習視野與能力（黃琬茹，2012）。 

    此外，臺北市教育局曾在蘭雅國中舉辦中學生國際教育英語食農營隊，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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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語教師跨校備課，花近半年時間開發跨領域國際教育課程。從學生生活經驗

出發，將營養午餐連結食物浪費問題、社會飢餓，再藉由「冰桶挑戰」連結水資

源問題和國際議題。參與學生表示，藉由深入了解課程內容的食物浪費、世界飢

餓、水資源、基改食品等議題後，發現原來國際上發生的事情，都與自身息息相

關（吳思萍，2015）。 

（二）國際交流方面 

    彰興國中與美國杜魯門大學合作，學生有機會以視訊和美國大學生交流，每

星期 1 小時的英文對談，學生得事先想題目、練習會話，參與學生認為是壓力大

卻少有的國際交流機會（林敬家，2015）。    

    高雄市福山國中透過「國際教育資源網」（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 iEARN）申請交流計畫，推動「國際卡片交換」、「交換泰迪熊」等專

題，在英語課堂中，讓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卡片，用英語介紹台灣特色與文化，地

理、國文和藝術與人文科老師也會從旁協助。目前已與 50 多國的學生進行卡片交

流，學生藉此了解白俄羅斯、立陶宛等較為陌生國家，也增進對新興或第三世界

國家的認識，學會尊重與欣賞異國文化（張錦弘， 2014）。 

（三）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臺北市蘭雅國中在校內辦理國際教育知能研習，強化教師國際教育素養與知

能，期望全體教師能體認到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瞭解全球競合力的發展趨勢，

及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鼓勵領域教師於教學課程中將國際教育概念與議題融入，

讓學生能深刻體認到國際教育的重要性，開啟更寛廣多元的國際視野（洪國峰，

2015）。 

（四）學校國際化方面 

    新北市桃子腳國民中小學自 103 年起開始推動以「一班一國，連結全球」的

國際教育課程為教學重點。透過外籍教師協助，安排七年級學生接待來自印度的

15 名師生到桃子腳國中小體驗台灣的課程與生活（連珮宇，2015）。 

 



33 
 

    為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視野，臺北市蘭雅國中舉辦「悠遊世界、再現英倫」文

物展，募集校內老師、家長出國旅遊時帶回來的文物，利用社會課時間帶領學生

參觀，讓學生不用出國，就能感受英倫氛圍，學校也與英國 Stormont House Special 

School 特殊學校進行視訊交流，讓學生增廣視野（吳思萍，2014）。 

    此外，臺北市教育局與英國泰晤士河流節合作「世界河流」藝術教育專案，

由三民國中、龍門國中、東湖國中、古亭國中等 8 校參與世界河流對話課程。而

三民國中國際教育社為讓學生體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了解垃圾對海洋生態的危

害，帶領七、八年級國際教育社學生至新北市金山區中角沙珠灣淨灘（吳思萍，

2015）。 

 

肆、中小學國際教育實施現況之問題分析 

    陳惠邦（2013）認為當前學校在推動國際化或國際教育形成以下的現象與問

題： 

一、人云亦云式的抄襲移植：未深究流行的教育名詞、學制概念的脈絡背景、運

作機制，及與現行教育環境如何取得關聯，即盲目抄襲移植，投入資源學習

公認最優秀的典章制度與教育理念，卻無助於教育進步與革新。 

二、蜻蜓點水式的淺碟活動：國際教育許多課程活動設計缺乏延續性、系統性與

連接性，師生在這些斷頭斷尾但卻耗費人力與資源的活動中，往往淺嘗則止，

或只留下零散的經驗記憶。 

三、點綴陪襯式的花瓶安排：與外國人的直接交流流於形式，誤以為聘請外籍教

師就是國際化的象徵。 

四、無以為繼的交流參訪：交流互訪受經費補助停止、領導者改變、缺乏對應課 

程、準備與經驗不足等因素影響，使活動規劃跟著無疾而終，或是交流參訪 

與寫完報告就全案結束。 

五、走火入魔式的外語教育：產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引入外籍教師、爭先恐後地設

置英語村、倍增的認證考試與機構、嚴重的雙峰現象、上許多英語課程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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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開口講英文等情形。外語學習缺乏增進國際間文化理解、溝通合作，藉以

提升創新意識和創造力的教材教法與評量，流於應付升學考試或檢定，無法

運用於生活中。 

    其他學者也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學校實踐，需克服以下這些問題： 

一、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與實際方面： 

   （一）學校方面：1. 不熟悉從內部開始改革：部分學校及其成員習慣於行政機 

關主導，喪失自我改革的習慣與能力。2. 學校不擅長專案管理的實際運 

用：容易造成工作量集中少數人、時程掌握不如預期、橫向聯繫不足、 

未經常與所訂目標比較、不易指出目標達成度等缺失（林明地，2013）。 

（二）教師方面：教師的外語能力有待加強、教師對於推廣國際教育沒有信心、 

 沒有固定外籍師資進行國際教育推廣、教師扮演角色多且責任重，致使 

投入意願降低。此外，礙於升學壓力，教師授課多為解題式講述，無法 

真正達成瞭解異國文化內涵的目標（洪雯柔、郭喬雯，2012）。 

   （三）課程內容：國際教育議題多，但選修課空間極少；有些學校將國際教育 

限定於英語科的教學；原本課程與國際教育連結性不高（洪雯柔、郭喬 

雯，2012）。 

   （四）學生方面：交流學生往往侷限於少部分學生，許多經濟困難的學生缺少 

參加國際教育交流活動的機會、學生對於推行國際教育是被動的、學生 

外語能力有待加強（洪雯柔、郭喬雯，2012）。  

   （五）家長方面：家長社經地位較低或教育程度低易導致國際教育推廣不易、 

許多家長因經濟困難而無法支持學生參加國際教育等相關活動（洪雯 

柔、郭喬雯，2012）。 

二、中小學國際教育整體推動以及評量方面： 

    （一）若全由學校主動申請辦理，將逐漸形成各校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強 

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林明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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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量化與質化評鑑如何兼顧：宜在具體客觀指標，如參與人數、所擬國 

際教育方案數等的評鑑外，重視學生國際教育學習後的實際作為、臨 

場表現、習慣素養等的呈現（林明地，2013）。 

    教育部於 2009 年對全國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情形進行普查，也發現在實施內

容部分出現深度與廣度不足的問題，例如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多集中在「國際交

流」面向，而在「融入課程」、「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國際化」三個面向則相

對失衡；各校推動國際教育之作法及認知差異大，且經驗與知識無法傳承；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無從瞭解學校實施國際教育的困難，學校則難以瞭解目標進展與待

加強之處。此外，在實施條件方面，則有資源不足與支援欠缺的問題，包括缺乏

專責人力、經費補助有限、師資培育不足、未能統整社區資源、未能顧及弱勢學

生，以及欠缺普查機制（教育部，2011）。 

 

伍、中小學國際教育實施問題解決策略       

    面對中小學國際教育實施問題，國內學者就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校、教

育主管機關提出以下建議。 

一、課程設計方面： 

    陳惠邦（2013）提出應以多元寬容的理解、冒險犯難的精神以及博愛互助的

實踐做為推動國際教育的基本理念，將理念化為重要的課程元素貫穿於教學、儀

式、環境與活動安排中，滲透到每一個課程領域裡，融入整體學習與生活經驗中。

以「閱讀對話」對應於多元寬容理解、「旅行探索」對應於冒險犯難精神，及「服

務關懷」對應於博愛互助實踐，做為三種國際教育的實踐行動。 

二、教材選擇方面： 

朱啟華（2013）反思台灣的國際教育後，認為在教材選擇方面，應從台灣本

身的社會情境著手，以學生可以體驗的生活情境為出發點。舉例來說，可由來自

於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述說於原生國家所遭遇的社會問題，以此為題材，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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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考全球化為世界上非核心國家所帶來的困境，並帶領學生一起尋求解決之道，

來陶冶學生的全球公民意識。 

三、教師教學方面： 

    林梅琴（2013）提醒教師應思考如何引入校內外資源，因為國際教育的推動，

絕非僅是運用課程講述他國的歷史文化或風土民情、提供資料閱讀或是單純的語

言教學，就期待學生能夠對自身及他國文化有更深入的體認。教師應提供學生可

以實際參與及體驗跨國文化的學習機會，如此才可能為學生創造更深刻的跨文化

學習經驗，達成國際教育所期待學生獲得的能力目標。 

四、學校方面： 

    做為國際教育的第一線，學校應善用各種非營利民間組織資源，主動參與國

際活動平台，強化英語教育，建構安全資訊網絡環境，專注於學生的學習歷程，

以單一方案、多元內涵來設計國際教育專案，並掌握每一次國際接待機會，發展

深化夥伴關係，為學生搭建起邁向國際的橋樑（廖文靜，2013）。 

    參與的人員層面應兼具橫向的校內教師社群與縱向的校長領導模式。由各校

校長帶領著教師群參與課程設計，將國際教育的概念導入實際的教材中，專業的

進行課程設計與融入教學，校長與教師間之連結才不致中斷，而能有助於國際教

育工作的推動。 

五、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教育主管機關應正視國際教育價值，強化人力與經費的投資，以積極輔導策

略取代經費補助控管，全力扮演組織協調和資源整合的角色，給予學校全方位的

支持（廖文靜，2013）。 

    而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解決策略外，陳弘哲（2010）探討英國國際教育政策時，

則發現英國國際教育之所以能如此蓬勃發展主要原因為其一貫的國際教育策略支

持、具有國際教育專長的教師、積極將全球面向融入課程、多重外語的選擇以及

豐富的網路資源等，此也可提供台灣發展中小學國際教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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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學習經驗相關概念之探討 

教師、研究者、家長和成人總是太快且自以為是的代替學生發言，但是他們

經常誤解或者是忽視了學生真正的想法（Fielding，2001），因此，學生學習經驗

的了解有其必要性。本節首先介紹學生學習經驗的意涵，接著探討學生學習經驗

的探究層面、學生學習經驗在教育上的的重要性、學生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感受之

相關研究及學生學習經驗的研究方式與難處，最後闡述可能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

因素。 

 

壹、學生學習經驗的意涵  

    在二十世紀初期，教育文獻中並沒有「學習經驗」這個名詞，隨著心理學領

域的演進，以及進步主義的努力，學習者的活動才受到更多重視，教育人員開始

了解到「學習活動」一詞無法適當地描繪教學情境的動態關係，縱使學生參與相

同的學習活動，但每個學生獲得的經驗卻不盡相同。直到 1935 年，才由「學習經

驗」一詞取代「學習活動」（方德隆譯，2004）。 

    Dewey 經驗與教育的概念可說是學生學習經驗研究的基礎；有別於過去純粹

從知識觀點來看待經驗，杜威把經驗視為有機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擴大了

經驗的內涵（林秀珍，2006）。他認為人為經驗主體時，會與情境中一切人、事、

物之間進行交互作用，彼此相互影響，使經驗不斷改變與形成，而經驗是否具有

教育意義取決於「連續性」與「交互作用」這兩項特質（姜文閔譯，1992）。教育

者的任務即在創造一種情境，透過與學生的互動中形成具有教育作用的經驗（蔡

清田、鄭又嘉，2007）。 

    黃光雄與蔡清田（1999）也認為學習經驗並不同於學科內容，也不同於教師

所作的種種活動，它通常是指學習者與其所能反應的外在環境條件之間的互動與

交互作用。學習經驗強調學生是主動的參與者，學習是經由學生主動行為的結果，

同一班的學生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學習經驗。而教師必須先了解學生的背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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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後，藉由教學環境佈置、學習情境安排，引發學習者可欲的反應類型，提供教

育經驗。Thiessen（2007）則將學生學習經驗定義為學生在動態且多面向要求的教

室與校園中生活與協商的過程。  

    參考以上學者的論述，研究者認為學生學習經驗可謂是學生對自身處在的教

室與校園情境中，與所有與學習有關的人、事、物互動的學習歷程，包含所聽、

所見、所感、所受，在此動態多面向的學習歷程中，學生不斷自我調適轉化，產

生自己獨特的學習觀點及因應行動。 

 

貳、學生學習經驗的探究層面 

    Erickson 與 Shultz（1992）指出學生經驗的研究需關注於學習經驗的本質，例

如對學生在學校期間的學習經驗演變之認識，以及在不同學科之間所形成的學習

經驗。他們認為學生的學習經驗包含認知、社會與情感三個面向，其中認知面向

指的是學生對於學校學科內容的的接受與學習；社會層面是指教室現場內人與人

間的關係與氛圍，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教室氣氛、教室內的權力結構、學生

文化、與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等；情感層面則是指學生對於學科課程的喜好程度

與興趣。 

    Thiessen（2007）在整合過去研究後，將學生學習經驗探討的範圍從教室擴大

到整個校園，提出以下三個探究面向： 

一、研究學生如何參與和理解教室與學校生活，例如：發掘描述學生在教室 

和校園生活中的的想法、感受與行動；調查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想法、感 

受與行動如何互動；描繪學生在教室與校園生活的環境與社會文化脈 

絡，檢視其和他們學業表現與發展之關係。 

    二、研究學生在教室與校園生活中的角色定位與發展，例如：探討不同學生 

        在多元團體下的不同身分，是如何被所處的校園生活中人事物所影響； 

        了解學生如何適應教室與校園的結構、期望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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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學生如何主動參與塑造他們的學習機會與和改善校園中發生的事， 

 例如：探索學生參與課程、教學、行政發展的挑戰與可能性；紀錄與支 

 持學生參與改善「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與「班級與學校的組織與 

 運作」的決策與行動。 

  

    由以上探究可發現學生學習經驗探討的面向十分廣泛，研究者參考上述學生

學習經驗的探究層面後，將聚焦於「學生如何參與和理解教室與學校生活」，以之

為主要探究面向，就國際教育「是什麼」樣的課程、「學什麼」內容、「為什麼」

需要學、「如何學」、「學到什麼」等面向，以學生的角度深入探究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對於「教材內容」、「教學方式」以及其「評量實施」的經驗與想法，希冀能勾

勒出學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之真實樣貌。 

 

參、 學生學習經驗研究的重要性  

一、落實對教育主體性的尊重     

    20世紀初期，學校教育常被類比為工廠生產線的大量生產，學校行政人員迫

不及待地想利用工廠的科學組織方式，來建構有效能的教室；學童被視為是原料，

教師如同技術人員，讓學生在經過有效率地處理後，成為最終的產品（Bennett & 

LeCompte, 1990）。教師如同「機器人教師」（robot teacher），有些課程方案甚至發

展成「防範教師的教材」（teacher-proof material），防止教師改變或扭曲課程設計者

的原先構想。Ericksion和 Shultz（1992）指出這種「防範教師的教材」其實也就等

同於「防範學習者的教材」（learer-proof material）；課程內容是單向傳輸給學生，

學生成為「儲存所」，而不是經由學生自己主動的學習，這樣的觀點下，學習者的

需求與興趣自然遭受忽視，也造成學生聲音的沉默 （Erickson & Shultz, 1992；Freire, 

2000；Jackson, 1990）。 

    隨著一波波的教育改革，教師的主體性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學生在教育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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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舊是被遺忘的一群。雖然 1980 年代的研究，開始看待學生在其受教過程應扮

演積極的角色，但當成人思考到學生時，往往仍將學生視為變革的潛在受益者，

他們思考的是學業成就、態度，以及為孩子好的改進需求，學生僅是被動接受者，

他們鮮少認為學生是變革過程及組織生活的主動參與者（Fullan, 2001）。 

    然而，學生其實是教育的主體和課堂學習的最終決定者，正如 Fullan（2001）

所言：「我們幾乎不知道學生怎麼看待教育變革，那是因為沒有人曾經問過他們，

而不是因為學生沒有自己的見解。」學生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主體，在面對學校

課程時，學生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透過主動的詮釋，確認學校課程，將其分類、

定義，繼而採取特定的學習行動（黃鴻文、湯仁燕，2005）。 

二、正視學生在教育歷程扮演的主動角色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為讓學生對學校的教育觀點能被重視，於 2001 年

推出了詢問孩子們夢想中的完美的學校的活動，提供學生發聲的平台，並於 2011

年再次詢問他們的意見，彙編成一份兒童宣言（Children's Manifesto）。這份調

查結果顯示學生心目中的完美學校需具有積極（active）、舒適（comfortable）、創

新（creative），專業（expert），彈性（flexible），友善（friendly），傾聽（listening），

包容（inclusive），國際化（international）等特質（Birkett, 2011）。 

    其中學生列出認為可使自己的學習更具生產力和快樂的要素，內容十分廣泛，

從彈性的教學時間表到更多的校外教學皆被提及；然而，調查發現學生提出最核

心的需求竟是聲音能被聆聽。舉例來說，學生 Mendis 即寫道「我覺得傾聽孩子意

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想像空間寬廣，我們可以對如何使課程更有趣提出點

子。同樣的，老師或許可以借鑒我們的東西，因為教師並非無所不知的。」宣言

小組成員之一的學生 Heinonen 也表示「孩子有時比成人更好的想法，那是因為兒

童的頭腦是創新而不陳舊的（the children's brains are new and not old））。」從該調

查指出當學生被給予表達看法的機會，他們的建議是具啟發性的，足以挑戰教育

人員的既有思維（Birket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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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rkildsen、Nolen 與 Fournier（1994）的研究也發現，即使很小的兒童也對

課堂公平、學生評價等學校生活的重要方面有著成熟的看法。Fullan（2001）調查

指出小學生對他們的校長也有明確的見解和想法。Rudduck、Chaplain 與 Wallace 

（1996）則發現學生對學校系統中阻礙和支持他們學習的面向，有著相當精通的

了解，他們對學校應有的功能與角色有著自己的想法，他們能夠有準備的解釋他

們的觀點，教師能夠從徵詢學生的意見中學習。 

三、促使教師反思教學目標及教學方式 

Cook-Sather（2002）也指出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口日益多樣化，資訊媒體

迅速發展，學習和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變得更加複雜，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

必須讓學生參與教育的改革和批評，了解今日的學生如何學習，以及他們需要學

什麼，以替未來生活做好準備。而在此過程中，教師應嘗試了解學生的學習經驗

和學生真正的想法，並且以學生的角度來探討學生所學習的內容（Klein, 1991；

Rogers, 1989）。教師若能聽取學生想法並付諸實踐，或許能有效改進教學方式，使

學生學習更具成效。     

    此外，Rogers（1989）則提醒我們學生所經驗到的課程，經常與教師所教授的

課程不一樣，然教師往往不自覺。學生的詮釋，往往和老師或教科書的所預期傳

達的意義，是顯著不同的世界，因為學生在進行學習時，會自己去建構與轉化學

校教育的內容，致使教師所教的與學生所學到的之間有所差距（陳珊華，2014）。 

    因此，教育工作者應重視教室的實然問題而不是應然問題；以往系統性研究

常只關注學校應該發生什麼，忽略學校中實際發生什麼。教師應開始關注了解教

室當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檢視教室中發生的每一個時刻、每一個對話、每一個

動作為什麼發生（Wolcott, 1982）。藉由學習經驗的研究可促使教師反思教學目標，

了解哪些教材符合學生興趣，課程內容是否是學生能力所及等。 

四、擴展教育研究的新視野 

    Pollard、Thiessen 與 Filer（1997）認為傾聽學生聲音不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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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浪漫的選擇，而應被當作是為教育思想和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舉例來說，

從學生學習經驗的相關研究可發現，學生經常對課程與他們生活和文化的相關性

提出意見，學生也十分在意社會正義、學校與其他地方的權力運作、教育機會的

相關議題。 

    這樣的學生觀點往往彰顯意圖課程（intended curriculum）和經驗課程之間的

差距，提醒了政策制定者在訂定規劃課程及教師在執行課程時應增加對學生真實

學習經驗的關注。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揭示了內隱課程或潛在課程的訊息，反

映出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學生學校內的學習經驗（Pollard, Thiessen 

& Filer, 1997）。 

    有關學生課程詮釋與文化意義創造的探究，不應該在課程研究中繼續缺席，

有學生觀點的加入，才能使課程更加完整和豐沛，更能掌握教育歷程的全貌（黃

鴻文、湯仁燕，2005）。 

 

肆、 學生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感受之相關研究 

一、 學生對學習科目的看法 

    學生的課程詮釋與他們對未來的看法有密切關係，他們傾向於從未來進入社

會生活可能受到的待遇，評估學校中不同科目的價值（黃鴻文、湯仁燕，2005）。

學科的價值往往取決於對於學生未來就業是否有助益、與未來工作是否具相關性。

黃琇琳（2015）研究新北市一所公立高中生的英文科觀點與學習經驗，即發現學

生認為英文是實用且學習價值性高的科目，因為英語是永久性的能力與國際接軌

的語言工具。Gibson 和 Bhachu（1991）研究 Punjabi 學生則指出對 Punjabi 女生

而言，受限於傳統女性的角色，進入大學是不切實際的夢想，因此即使是學術天

賦極佳、對秘書課程不感興趣的女生，依舊選修秘書課程，因為她們認為這似乎

是對未來生活最務實的選擇。  

學生會將學習科目和課程內容進行分類，並採取合適的應對策略。例如 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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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學院學生將課程分為「大課」（big course）與「餵食的課」（spoon-feeding），

面對「大課」，學生無法學習所有的內容，必須善加選擇，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研

讀，才能通過考試（Becker, Geer, Hughes, & Strauss, 1961）。台灣國中生則將高中

聯考所需要考的科目，分為「主科」與「背科」，背科的學習，學生只需劃重點和

背重點，即使上課不聽也可以學會（黃鴻文，2003）。 

整體而言，學生的課程詮釋是相當務實的（practical），他們的務實正來自於

他們對未來的看法，學生不作沒意義的事和不切實際的夢 （黃鴻文、湯仁燕，2005）。

因此，如何使學習科目有助於未來生活，讓學生體會到課程的價值，是值得教師

深思的部分。 

二、學生對課程教材的看法 

   我們常以成人的視角來看待學習，認為課程教材即是要將重要的知識傳遞給學

生，卻很少從學習者的角度來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想法。黃武雄（2003）指

出傳統學校裡教的知識，教科書上所鋪陳的材料往往是套裝知識的典型。以歷史

教科書為例，教材內容描寫的是朝代的年表和典章制度的變遷，而不是深刻生動

的歷史事件，教科書中記載了歷史的骨架，卻抽離了血肉。套裝知識是將我們所

認識世界的整體樣貌，篩選後留下較被公認的材料，再經分門化、客觀化、抽象

化、系統化的處理所編製而成的知識體系，而經驗知識則是以學習者為主體，不

斷與學習者的經驗產生共鳴或衝突下而發生的知識。他認為人最真實的經驗知識

長期被遺忘，今日台灣教育改革應重視如何把套裝知識解構，使它與經驗知識相

互融合。 

    Harwick 研究則發現學生認為學習最重要的不是學習場域或是學習形式，反而

是學習的內容能否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並且達到學習的實質意義（引自許美華，

2006）。Mitsoni（2006）藉由訪談希臘不同地區的 12 到 14 歲的學生研究學生的

學習經驗，結果顯示這些中學生十分強調課程內容與學生日常生活連接的重要性。

Rudduck 也指出學生對課程教材內容的期待是要能與生活經驗、個人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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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與未來職業和學習等互相連結（引自黃琇琳，2015）。從學生反應可得知，教

學內容的生活化及加強學生與現象間建立直接經驗，是教師應努力的方向（林志

彥，2002）。 

    而課程內容除了應與學生生活經驗連結外，Alton-Lee、Nuthall 與 Patrick 

（1993）研究則特別提出教師在選擇或設計教材內容時，除考量學生興趣，還需

重視不同種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需求。因為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涉及其先

備知識和個人經驗或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影響，如果學生認為學校的課程都是關

於「他們」的，而不是關於「我們」的，學校課程與其文化或價值信念存在落差，

學生也會覺得受到冷落而對課程失去興趣。因此，教師在課程教材內容選擇必須

回應受教者的文化知識，與其文化經驗進行對話、討論，適時對自己的教學型態

與教室文化等方面進行修正（王雅玄，2013）。 

三、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期待 

    Goodlad 觀察教室課堂發現教師的「講話」就占去了 70%的時間，而教師說

話的主要形式是直接講述。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教師在講述或解釋，在教學時，教

師啟發學生回答問題的時間不到 5%，需要學生們自己思考再發表見解的時間甚至

連 1%都不到」。尤其隨著年級的升高，教師與學生在教室內的互動逐漸減少，對

全班講課的時間逐步增多。學生普遍認為教師控制著課堂，而自己只能做著教師

期望告訴他們或期待他們做的事（梁雲霞譯，2008）。教師教學方式無疑地扮演了

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關鍵角色，那麼究竟學生心目中理想的教學方式為何呢？ 

    整理過往學生學習經驗相關文獻，可歸納出學生希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

給予他們積極參與的機會（林志彥，2002；梁雲霞譯，2008；Good & Brophy, 2008；

Mitsoni, 2006）。學生喜歡使他們有機會積極反應或與他人合作的課堂活動，像是

與老師或同學互動、實際操作等活動，而不僅僅是聽或者閱讀（Good & Brophy, 

2008）。而 Mitsoni（2006）研究中則發現，學生眼中的積極參與包含提供問題讓學

生們討論，或給予角色扮演的任務；學生喜歡討論，當教師教學過程中缺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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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意見的機會，或無法向同學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學生容易感到無聊和厭倦。 

    學生也希望教師能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來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林志彥，

2002）。這些課堂活動包含帶學生去戶外教學、訪問專家、製作影片、進行專題計

畫、表演，學生認為他們很少有機會這樣學習。Goodlad 調查研究中發現在藝術、

職業教育或體育這一類型的課程上，能看到一些這樣的教學活動，但在英語、數

學、社會和科學這一類型的課程上，就很少見到這樣的教學活動（梁雲霞譯，

2008）。    

    Good 和 Brophy則建議教師可在教學過程中提出超越事實性的問題，雖然學

生需要學會基本的事實、概念和定義，但是大量的、低層次的內容很快就會使人

厭煩。因此，教師應經常提出高層次的問題，以刺激學生討論或辯論或創造性地

考慮問題，並引導學生發表意見、做預測、建議採取何種行動、提出解決難題的

辦法（吳文忠譯，1997）。 

    Bickmore 研究就指出，針對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例如國際教育中「和

平與衝突」議題，如果能在一個比較開放與鼓勵有意義的對話環境中進行討論，

將益於增進學生的民主素養與培養容忍度。對話式的討論、問題解決、小組討論、 

焦點座談等方法，往往能夠增加學生對於「和平與衝突」的認知與體驗（引自周

祝瑛、劉豫敏、胡祝惠，2013）。教育部（2008）則認為教師在組織「文化學習與

國際理解能力」教學活動方面，可以先從概念的發展著手，連接學生已有的生活

經驗，挑戰平常認為理所當然的舊有概念，透過討論讓學生重新建構新的概念，

尤其在處理一些文化的、生活的刻板印象時，特別需要如此。 

綜上討論可知，教師教學歷程中不應只看重於是否達到教材內容進度，而應

著重師生和生生之間的相互激發，以獲致對學生具有意義的學習結果。畢竟，教

學過程應是一種師生親切的互動，它不是一種趕鴨子上架似的「灌輸」和「趕進

度」，而是一種師生從容交流和對事物詮釋和經驗的分享和創造（陳伯璋、盧美

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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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對評量實施的看法 

    Holt（2002）指出美國當前的學校過度重視標準化的測驗、評鑑，宛若追求效

率的「速食教育」，學校重視的是學生的學習成果和考試成績，而不在意教學歷程

中是否為學生創造了具有教育性的學習經驗。陳延興（2010）也認為儘管台灣的

課程與教學改革以來，愈來愈多教師採取課程統整、創新教學等，但是大多數仍

以小學為主，中學仍擺脫不了升學主義的桎梏，學校教育仍以智育掛帥。 

    許美華（2006）以國小六年級一個班級中的老師與學生為觀察焦點，再以其

中的五位學生為訪談焦點，研究學生學校經驗的內涵及學生的詮釋，結果發現學

生覺得考試是很有壓力的，因為考試前老師和父母都會變得跟平常不同，一直要

學生複習，而考完之後，學生也沒有比較輕鬆，因為父母往往會拿學生的成績去

跟別人做比較。此研究結果讓我們理解到儘管歷經多年教育制度與課程改革，但

是核心問題在於台灣多數的家長普遍仍抱持社會單一標準，過度重視學業成就。

這樣的心態，導致家長以學生的學業表現來評斷教師的教學成效，中學重視考試、

排名與升學率，教師教學方法偏重「技術」與「管理」（陳延興，2010）。如此的

惡性循環下，不難理解為何學生對評量實施多為負面的感受。 

    從過去研究可發現學生普遍希望能減少制式的紙筆測驗，他們認為紙筆測驗

限制了學習的範圍，降低學習的興趣，學生建議教師應該使用其他的方式來評量

學生的表現，如讓學生動手做的實作評量，如此一來，教師教學不會被考試範圍

限制，也可減輕學生心理的壓力，加深學習的意願（林志彥，2002）。由此可知，

評量實施最好採取多元評量的方式。 

    而教育部（2008）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則提及若要檢視學生「文化學習與國

際理解」的學習成果，教師可以透過傾聽學生的觀點論述、觀察學生的行為表現、

蒐集學生的作品與作業彙集成學生的學習評量檔案，以便有效追蹤學生「文化學

習與國際理解」基本能力的發展情形。教師亦可以使用學習表現檢核表來評量、

紀錄學生的學習狀況，或以契約簽訂的方式鼓勵學生達到自己所訂定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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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採何種評量方式，教師須謹記要適時給予學生評量回饋，好讓學生及

時獲得提醒或肯定，了解自己進步的情形，並能據之朝所預定的目標努力。 

 五、學生對同儕互動的看法 

    從過往研究我們可以得知，在學生的學習經驗中，同儕的互動也佔有頗為重

要的地位。在和信賴的朋友一起參與的課堂，學生覺得不孤單和不易受到傷害，

更有學生認為他們在一個班級中的學習參與程度仰賴朋友的數字多寡－朋友愈多，

學習投入度愈高（Phelan, Davidson, & Cao, 1992）。 

    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無論學業表現是高成就或低成就的學生，多對於小組合

作的學習方式給予正面的評價。學生喜歡與同儕合作和分享知識，他們認為透過

與同儕互動討論，可獲得更完善、全面的意見與觀點，也是團體合作的樂趣來源

（Mitsoni, 2006）。 

    然而學生經驗是複雜且多樣貌的，不同學生之間呈現個別差異性，同儕的互

動也可能產生負面的效應。楊智穎與陳怡玲（2013）在國小弱勢學生課後補救教

學的學生經驗課程研究中指出，學生間的互動出現了「分享」與「競爭嘲笑」的

經驗課程；感情佳的學生在課堂中可能會出現許多非語言的互動行為，如眼神交

會或相視而笑，然而也有部分學生會產生相互競爭的情況，儘管參與「攜手計畫」

的學生都是各班的弱勢或學業低成就的學生，但到同一班級後，仍出現透過同儕

間的互動，運用語言或非語言的行為突顯自身的能力，或嘲笑他人的學習表現之

情形。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一些成績優異的學生對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提出異議， 

他們認為在此學習過程中，他們最終不僅做了自己的工作，還得協助完成低成就

動機學生的作業量，他們不但未從同儕互動中獲益，反而增加學習負擔（Phelan, 

Davidson, & Cao, 1992）。 

    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學校教育體制傾向於鼓勵競爭，學生評

量多是個人學習表現的單獨評估，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中學

會的多是競爭，而不是合作（Phelan, Davidson, & Cao, 1992）。這也提醒了教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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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如何與同儕合作，以讓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都能在同儕互動過程中受惠，

增加學習參與度，使學生樂在學習。 

伍、 學生學習經驗研究的方式與挑戰 

一、研究方式 

    學生學習經驗研究大多以質性方式進行（Klein, 1991; Morgan-Fleming & Doyle, 

1997; Rogers, 1989）。Rogers（1989）認為可以每天請學生寫出最有趣或最重要的

事、請學生談談有關上課的事、請學生用自己的話說故事等方法來了解學生的想

法。此外，蒐集學生的作品、課堂錄影以及老師的觀察記錄也有助於教師對學生

經驗課程的了解。  

二、學生學習經驗研究的挑戰 

    Pollard、Thiessen 與 Filer（1997）指出學生觀點的探究有三個挑戰： 

（一）研究者未有後續實際作為： 

    許多對學生聲音、學生觀點有興趣的人在傾聽完學生想法後，並沒有進一步

採取改變行動，僅視學生為有趣和有用的資料來源，或是因為同情學生而進行研

究。鮮少願意為改變學生處境而設定目標，也很少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教育，造

成學生不久即對於這類研究的邀請感到厭倦（Pollard, Thiessen, & Filer, 1997；

Rudduck, Chaplain, & Wallace, 1996）。 

（二）如何適當詮釋呈現學生觀點： 

    許多研究用發展理論來詮釋學生觀點，然而這樣反而限制了理解學生真正想

法的機會。 

（三）如何理解學生的想法： 

1. Jackson（1966）指出學生可能自己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在課堂上發生了什

麼事情，或者他們可能從來沒有試圖想去表達自己的課堂感受和及其學習

經驗。他認為學校生活如同在軍中服役，其中感受不易為外人道，除非親

自參與，否則很難理解箇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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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學生概念與語言發展尚未完整，在透過訪談來了解學生想法時，學生

可能面臨語言表達上的限制，而造成研究者對學生想法理解上的困難 

（Pollard, Thiessen, & Filer, 1997）。 

3. 學習經驗研究的難處在於如何讓學生卸下心防，不畏懼的表露自己對於教

師課堂教學、教材運用、評量實施或師生、同儕課堂互動等想法，而教師

又應如何理解與回應學生表露的觀點，方能真實地呈現出學生眼中的課堂

樣貌（黃琇琳，2015）。     

從探討學生學習經驗研究的挑戰可發現，學生觀點在研究方法上的困難，再

加上過去研究焦點鮮少探討學生對國際教育課程的看法，使得本研究在國中生對

於國際教育學習價值、學習方法、教師教學方式、教材與評量的看法，這部分的

文獻探討較為困難，亟待更多的研究加以充實。 

 

陸、 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因素 

    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十分廣泛，Wang、Haertel 和 Walberg（1997）在分析數

篇文獻、多項研究及調查多位教育研究者後，提出了二十八項影響學生學習的因

素，並將其歸納成（1）學生特質；（2）教師教學和教室氣氛；（3）家庭、同儕和

社區環境脈絡；（4）課程設計；（5）學校組織；（6）洲和地區特色六大類概念架

構。其中，直接影響因素包括教師在一個主題花費的教學時間、師生之間互動的

品質等，間接影響因素則包涵學校、地區或州採用的政策和和校本管理等組織特

色。研究發現一般情況下，學生特質、教師教學和教室氣氛、課程設計等因素對

於學生學習影響較大。 

    Elliott、Hufton、Willis 與 Illushin（2005）在英國、美國和俄羅斯進行研究則

發現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程度的因素包含學生的自我觀念、學習目標、興趣、課程

內容、教師觀念及教學方式、同儕和家長、學校環境等因素。余民寧（2006）歸

納出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五個因素分別是學生個人背景、學生家庭背景、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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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背景、學校管理背景，以及政府教育政策。 

    從上述學者觀點發現，學生個人特質、教師教學、家庭背景與學校環境因素

是重疊的部分，因此本節將就學生個人因素、教師教學、家庭背景、學校環境，

並加入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從五個層面來進行影響學生學習經驗因素的探究，以

下分述之。 

 

一、 學生個人因素的影響 

（一）性別因素 

    不同性別學生對於課程看法上存在差異，許智英（2002）以性別分析為主軸，

對國中二年級學生進行課程經驗之研究，發現科技向來被視為男生的天下，女學

生對科技的恐懼影響其接觸與學習科技相關學科的動機，研究指出對女性不利的

學習環境依然是現今教育的問題。而黃鴻文與王心怡（2010）在女子高中文組與

理組的學生文化研究也有類似發現，指出女生在選擇組別時仍深受傳統「男理工、

女人文」的觀念影響，高中分組成為性別隔離的重要機制，使文、理兩組學生發

展出不同的文化。溫麗雲（2002）研究國小一年級學生發現，在操作課程較多的

課堂上，呈現出男生掌握支配的權力，女生是默默服從的一群。而由於男生的自

信與女生的怯懦，因此課堂中常見男生主動舉手發表，但是演在唱及表演活動方

面，男生則不及女生的熱衷。 

（二）個人興趣喜好及學習態度 

    即使接受同一位老師的教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是主動探索的個體，會依個

人興趣喜好、個人特質與先前的經驗來決定自己參與課程的程度，繼而對課程有

不同的詮釋與經歷（Ericksion & Shultz, 1992；Klein, 1991）。Holland與 Eisenhart

（1990）研究發現大學生課業的學習經驗會受到個人學習態度的影響。陳怡君

（1994）在其針對臺北區公立高中「學習策略、學業興趣及性向與英、數兩科學

業關係」的研究中則發現，學業興趣對高中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大於學習策略和學

業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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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因素的影響  

    教師是學生在學校課堂學習中最主要的互動對象之一，教師個人特質、教學

熱忱、教學策略、教材內容選擇及教學活動設計是否能配合學生先備知識、興趣

及其需求，皆有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古基煌（2012）研究花蓮的國中即發

現課程、師資、教學是推動國際教育的關鍵，也是最大的挑戰。以下先就教師個

人因素、教學方式與課程規劃的相關研究分別探討： 

（一）教師個人因素 

    莊采珂（1999）探討接受多元文化課程方案教學的多族群班級學生經驗課程，

研究發現教師的態度會影響學生的發言情況；邱惠群（2001）則指出教師的個人

特質與肢體語言影響了學生的上課情緒與學習態度。 

    吳宗憲（2014）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小學不同「服務年資」的

教師在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的看法有明顯落差，服務年資21年以上的新北市教

師在議題融入教學的知覺情形，顯著高於服務年資11~20年的教師；而教師在國際

教育「認知程度」 愈高，在議題融入教學的程度也愈高。 

（二）教學策略 

    邱惠群（2001）研究發現學生對於老師的講述教學較不認同，對影片欣賞、

搶答遊戲及體驗等形式的教學活動較感興趣。何青蓉（2004）於社區大學實施多

元文化教育方案，並分析課程和教學設計與學習成效的關係，發現對話討論、提

問等教學方式，有助於提升學員學習的深度與廣度；而教師選擇適當的教材內容

則可促進學員觀點的轉化，促進跨文化的理解。莊采珂（1999）探討接受多元文

化課程方案教學的多族群班級學生經驗課程，研究發現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較能引

起學生興趣，但是多元文化的認知與態度並不具有必然的關連。 

    林志彥（2002）透過問卷和訪談的方式對三個班級的學生提出：「現在假如你

是生物老師，你覺得你要怎麼教才會讓學生喜歡上生物課？」的問題，以期能藉

由一種角色扮演的方式來深入瞭解在實際學習情境中學生內在的想法。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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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設想中的理想教學應具備以下幾點特徵：教師能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以提升

學習興趣、課程內容要能與生活經驗連結、減少紙筆評量、增加課堂中師生與同

儕間的互動，以及輕鬆但有序的上課氣氛。 

（三）課程規劃 

    受全球化時代的影響，跨國化的教育途徑與課程規劃也成為重要課題，完善

的課程設計能提供具系統性與整合性的方法和步驟，協助學生了解本土與世界（許

殷宏，2000）。 

    洪西馨（2013）以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展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藝術與

人文領域的教學方案，進行行動研究，研究結果建議教師課程規劃上，應考慮學

生需求、學生興趣、新興議題、時事因素。 

    吳宗憲（2014）研究則發現目前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在進行國際教育教學

時，課程規劃上仍以知識性的教導多於實踐性的行動。因此，建議國民中小學教

師應深化議題融入教學的重點，除了從知識連結層面來讓學生了解重大議題之外，

更應引導和培養學生能對重大議題的思考批判能力，進而規劃實踐方案以行動表

達意見及立場，才能協助學生擁有成為未來公民的能力。 

  

三、 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家長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對學校的信念、家長

參與程度可能影響學生對學校課程的詮釋，進而產生不同學習經驗。 

（一）家長社經地位 

    家長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對學生學習經驗的影響可從 Willis（1977）對英

國勞工階級學生「傢伙們」（the lads）所做的研究來說明。Willis 發現「傢伙們」

認為學校課程是沒有價值、不切實際、女性化的，並採取拒絕與排斥的態度。Willis

指出「傢伙們」的課程詮釋極有可能源自其家庭與社區的生活經驗，工人階級文

化普遍認為實踐能力是其他知識的基礎，輕理論而重實務。相較於中產階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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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知識和文憑被視為個人自我實現及提升的途徑，在工人階級眼中，理論是附

屬在特定生產實踐上的，理論如果無助於實際操作，就會遭受漠視和拋棄。 

    國內學者在進行台灣農村地區國中學生的文化資本與學習經驗的研究後也發

現相似的結論，陳珊華（2014）指出學生本身擁有的文化資本，及其所獲得之教

育資源之差異，皆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研究中的國中學生多半來自勞工階

級家庭，勞工階級學生的文化資本往往在學校場域裡無從發揮，或者，在學校場

域裡其文化資本顯得低少。他們多不覺得學校所傳授的課程是必要的，課程的重

要性是以日後用得到與否來決定，面對學校的課程，學生因時常無法理解學習內

容，而採取記憶背誦的學習策略，此種學習方式無助於下一階段的學習，學習成

效有限。 

（二）家長的教育信念 

    家長的教育觀、對學校抱持的信念也會影響學生的課程詮釋。Gibson（1987） 

在對 Punjabi 中學生的研究指出，Punjabi父母多認為學校教育對於子女是最重要

的，其次才是家事、工作或其他特別的社交活動。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學校表

現良好，掌握能在主流社會擁有競爭力的技能或經驗，並遵守一切規則，避免他

人對於自己行為或家庭的任何批評。當 Punjabi學生遭遇語言與學習上的難題，父

母會告訴他們，學生需為自己的課業表現負責，不可以找任何藉口為自己開脫。

這也使這些學生高度肯定學校教育與課程的價值。 

    此外，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程度之差異，也是學生產生不同學習經驗的可能因素

之一。Lareau 與 Horvat（1999）運用訪談和課堂觀察方式進行三年級學童父母參

與子女教育的個案研究，研究發現中上階層的黑人父母，會運用他們的文化與社

會資源參與學校的活動，其子女在校的表現較為優秀，而勞工階層的黑人父母相

對於對孩子在學校教育的關注，他們更在意的是種族歧視的問題。詹秀雯與張芳

全（2014）以 1770 位國中生為樣本，進行國中生學習成就影響因素的研究發現，

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愈多，對子女的學習成就具提升效果。 

 



54 
 

四、 學校環境因素的影響 

學校環境如硬體設施、師生比例、校長的角色、學校提供的支援服務是影響

學生學習經驗產生變化或差異的因素（Rist, 1970）。  

（一）硬體設施 

    湯志民（1991）進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建築規畫、環境知覺與學生行為

之相關研究」，試圖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對學校建築規劃的看法及其使用情形，

發現學校建築，包含校舍、校園、運動場，不僅是輔助教學的必要硬體設施，其

本身亦具有陶冶學生身心，涵養開闊胸襟的「境教」功效，對學生的行為具有極

大的影響作用。 

    古基煌（2012）在其「國際教育在國中實踐之個案研究」指出學校環境的營

造課程對帶動師生國際教育的認識與學習是具有影響力的，學校應重視並積極規

劃營造國際教育情境，發揮境教功能。例如：校園中具充足資訊設備，讓學生時

時可運用找尋資料或國際訊息；建構校園網路溝通平台，隨時提供國際教育資訊，

讓師生了解學校國際教育推動狀況，讓多數人都能參與國際教育的學習。 

（二）學校文化 

    上級長官及學校領導者的支持程度、教師態度會影響國際教育推動的整體運

作之規模與效率，是國際教育是否能成功推動的關鍵（古基煌，2012；李思範，

2009）。王勝吉（2013）探討教育優先區小學推動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實踐歷程，

研究結果即發現教師普遍仍存有保守主義的特性，不希望教學或課程方面有太多

的改革。   

    在國際教育與學生國際學習的學校本位政策推動裡，行政系統與教學系統的

有效合作十分重要，學校領導者的支持程度成為關鍵，校長必須瞭解國際教育推

動的必要性、願景目標、內容、策略方向和推動方式，領導建立學校推動國際教

育的團隊，以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加以推動（林明地，2012）。換句話說，國際教

育的推動，校長扮演策略性的關鍵角色，校長本身除需深入理解國際教育目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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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外，尚要衡量學校各方條件，營造支持與友善的推動國際教育環境，以降低

老師的抗拒，才能讓教師樂於嘗試國際教育課程設計，讓學生能有更豐富的國際

教育學習經驗（王勝吉，2013）。 

 

五、 社會文化脈絡因素的影響 

（一）族群 

不同族群的學生在面對學校課程時，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體驗。Ogbu 與 

Fordham（1986）研究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學的黑人學生文化，發現黑人學生認為學

校的課程是白人文化產物，努力讀書和獲得優異的成績就是在「扮演白人」，是

背叛族群的行為。學生將完成學校要求詮釋為從事白人的工作，或服從白人的命

令，因此，即使學習學校知識對獲得就業所需文憑是必要的，黑人學生卻無法真

正的認同，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許多天資頗佳的黑人學生努力為避免被貼上「扮

演白人」標籤，造成課業表現遠低於其應有的水準。 

（二）同儕 

同儕團體的力量也會影響學生在課業上的學習表現（Erickson & Shultz, 1992），

王淑娟（1999）研究國小五年級學生次文化指出小學生極為重視朋友的評價﹐並

以興趣、個性、成績、性別為考慮來選擇朋友。黃月嬋（1999）在師院生體育經

驗課程研究中也發現同儕對於課程的評價及學習態度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 

（三）升學制度體系 

    在台灣的社會結構因素影響之下，學生的學習經驗往往深受升學主義影響，

學生不關心學到了什麼，只關心「考試考什麼」，不在乎增加了多少實用性的知識，

只在乎「這些知識對於考試有沒有幫助」（黃鴻文，2003）。邱惠群（2001）試圖

瞭解國一學生在生命教育課程中的學習經驗，以半結構式的訪談，詢問學生生命

教育課程的看法、學習心得與感受、學習態度及小組討論、作業撰寫的學習經驗

等。研究結果發現受升學制度體系的影響，家長、教師以及學生個人對於非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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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學生學習的意願以及態度。學生大多視生命教育作業為

一種額外的負擔，有些學生為了得高分，不得不注重作業內容的形式與多寡，少

數學生表示家長並不重視生命教育作業，也有學生視生命教育課為一門沒有考試

壓力的「休息課」。 

    由以上討論可知，學生學習經驗受學生個人特質、教師教學、家庭背景、學

校環境與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影響，學生會主動選擇重視或是漠視學校的學習。學

生經驗具多元性與複雜性，以上架構未必可直接套用，本研究以較為彈性的方式

檢視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是否也受其上述因素影響或是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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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方法的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六節。第一節陳述研究方法與

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第三節為資料蒐集的方法；第四

節是資料管理與分析；第五節談論研究信實度；第六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有鑑於學生對國際教育的課程想法、經驗感受相關研究之缺乏，本研究採個案

研究法，以學生為研究主體，藉由對學生學習國際教育課程經驗的探討，了解國

中生對國際教育課程的觀點與看法、教學歷程的學習經驗與感受及可能影響國中

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期能提供推動國際教育的教師教學方面的反思。 

 

壹、選擇個案研究法的原因 

Patton 指出當研究者需要深入瞭解某些特定的人們、特定的問題、特定的情境

時，個案研究特別有用（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而在此情境中，研究者所

關心的變項會比資料還多，需仰賴多重證據的來源，不同資料需能透過三角校正

的方式下收斂並達成相同的結論（Yin, 2014）。 

Yin 認為在探究「為什麼」（why）及「如何」（how）的問題，且研究者對於

研究事件沒有或只進行少數操控時適合採用個案研究（尚榮安譯，2001）。潘慧玲

（2004：202）綜合多位學者論述後，提出： 

 

個案研究是指所研究的是現時的現象，發生在真實的生活裡，且現象與情境 

（背景）往往無法清楚分割或界定。在進行實地研究之前，有個理論命題指引所 

要觀察的範圍，藉著各種資料蒐集及分析的方式，對有界限的系統，如個人、 

團體、事件、機構等作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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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定義，我們可知個案研究主要是為了處理現象與情境脈絡間複雜的交互作

用，重視情境脈絡而非特定變項，在乎發現什麼而非驗證什麼。個案研究所要了

解的是參與事件的人類經驗，而非因果關係，所關心的是個案的獨特性（林佩璇，

2000）。 

    因此，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情境」、「問題類型」、「研究者在實際行為事件上

擁有的操控程度」，可發現學生經驗與觀點的探究非常適合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

首先，在「研究情境」方面，學生經驗與觀點受到環境脈絡與學生背景特質等因

素的影響，探究面向間相互關聯，具有高度的獨特性與主體性。再者，就「問題

類型」來看，本研究關心學生「如何學」（ how）、「為什麼學」（why）等問題，

與個案研究適用的問題形式相符。而在「研究者在實際行為事件上擁有的操控程

度」方面，個案研究極少對研究事件進行操控，研究者為了解學生對國際教育課

程的實際觀點，並不會對教師教學進行干預與操控。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探究在國中生眼裡認為國際教育是什麼樣的課程、國際教育課程

在學什麼、為什麼需要學國際教育及如何學國際教育課程，並嘗試了解國中生在

國際教育教學歷程的經驗與感受為何，包含對教師教學方式、教材內容設計，評

量方式等觀點與學習成果的體會。而學生觀點具有主觀性，每個人對課程詮釋感

受皆有所不同，學習經驗的產生受到各種因素之間交互作用影響，研究中也會嘗

試分析「學生個人特質」、「教師教學」、「家庭背景」、「學校環境」、「社會文化脈

絡」等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如何影響學生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因此，研究架構如

下圖 3-1-1 所示。 

  

 



59 
 

 

 

 

 

 

 

 

 

 

 

 

圖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壹、 研究場域   

    臺北市海洋國中（化名）目前全校教職員工約一百三十多人，學生人數約一

千六百多人，班級數共計五十一班，為一所年年額滿的學校，曾獲得 97 年度校園

營造獎優質學校、98 年度學生學習獎優質學校、100 年度臺北市教育 111 標竿學校

及 101 年度行政管理獎優質學校。 

    海洋國中（化名）位於臺北市中心地段，交通便捷，鄰近多所大學，周邊有

許多文教機構，學風鼎盛，學習資源相當豐富。因為所處位置的優勢，常有許多

外賓和參訪團主動與之聯繫，到校交流參訪。學校也積極接待各國教育參訪團，

與國外及大陸地區夥伴學校連繫，討論未來合作課程的方向，新疆、香港、日本、

新加坡學生皆曾至校參訪並進入課堂參與課程。學校也透過家長的牽線與國立臺

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合作，引進臺大境外學生志工服務隊的外籍生，於晨讀時間進

是什麼 

學生的國際

教育經驗 

 

學什麼 

為何學 

如何學 

學到什麼 

國際交流 

學校國際

化 

教師專業

成長 

課程融入 

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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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介紹自己家鄉，例如：美國、巴拿馬、馬來西亞、墨西哥、宏都拉斯等國文化，

與學生進行交流。    

    海洋國中（化名）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辦理國際議題融入學校課程活動，學

校教師常以行動研究方式發展教案及改善教學。而臺北市教育局與英國泰晤士河

流節基金會、英國文化協會曾合作發展「世界河流」藝術教育專案，海洋國中（化

名）即為「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的參與者之一，期望透過此國際教育交流計

畫，提升「融入課程」、「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國際化」三面向指標，增進學

生縱橫全球的創新力和行動力。 

    而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強調從認識自我文化出發，讓學生具有本土意識

與愛國情操，藉由與國際文化的對照，深入瞭解自我文化的特質，產生具有國家

主體的國際意識（教育部，2012）。個案學校嘗試結合校園古蹟特色推展國際教

育，融入社會、英語領域課程，從教導學生認同自身文化、愛護鄉土開始，進而

培訓古蹟導覽英語志工，使學生能分享本土特色給國外參訪來賓或夥伴學校，期

待藉由多元的外賓組成與跨文化分享，讓學生能活化所學，同時能尊重文化差異，

擴展國際視野。 

    此外，海洋國中（化名）主任曾參與中小學國際教育讀本的編寫，讀本撰寫

採取敘事的方式，希望吸引學生興趣，拓展其國際視野與增進反思和探究的能力。

因此，個案學校在朝會時間由校長、主任或組長與學生分享中小學國際教育讀本

內容，介紹國際教育小故事，增加學生接觸國際議題的機會，也是其行政人員在

推行國際教育的嘗試和創舉。     

    若就上述海洋國中（化名）推動國際教育的方式與《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的國際教育推動面向相互對照，可整理如下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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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海洋國中國際教育推動模式介紹 

推動面向 實施內容 課程主題 

融入課程 1. 世界河流與世界海洋藝術教育課程 

2.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 

3. 非正式課程：朝會國際教育小故事介紹 

全球議題、文化學習 

 

國際交流 1. 臺大外籍生早自修入班交流 

2. 國外交換學生入班上課 

3. 寒暑假姊妹校互訪營隊 

4. 接待海外參訪團、出國參訪 

教師專業成長 

 

1. 參加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2. 教學觀摩與國外教師交流教材教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然而，在研究者進入個案學校研究的期間，海洋國中（化名）尚未申請學校

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推動國際教育的經費來源以學校自籌經費為主。國際

教育推動模式則因其所在位置的優勢，以國際交流較多，並配合臺北市教育局計

畫來推動國際教育課程，並非完全遵照《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的課程目標

與行動計畫去設計或執行課程，因此《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所提及的國際

教育課程主題或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的能力指標僅能作為本研究的參考，無法

直接當作檢視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推動成果的指標。 

 

貳、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國二及國三來自不同班級的 21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國二及國三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的考量因素是學生學習經驗的研究需要豐富性的資料來源，國二、

國三學生已經修習較多的國際教育課程，對於國際教育的理解比起國一學生要來

的完備和充足，且心智和行為都漸趨成熟，對於自己的學習也更有主見與想法。 

    顧及課堂觀察及訪談時間安排問題，本研究參與學生由研究者就課堂觀察結

果，與英資班老師小婷（化名）和小高（化名）老師、教學組長及推動國際教育

課程的任課教師討論後，由校方推薦。採立意取樣方式，主要以參與較多學校實

 



62 
 

施的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具較豐富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學生為選取依據，並考

量學生的個人特質、課堂參與情形及師生互動情況，選取比較勇於發表自己的看

法，課堂參與情形良好，且師生互動也較為頻繁的 21 名學生，訪談學生相關資料

整理如下表。 

 

表 3-2-2 訪談學生資料整理 

 

1. 八年級 

 
性 

別 

參與課程 

或活動 

團體訪

談組別 

個人 

訪談 

父母 

職業類別 

教育 

程度 

留、遊學

經驗 

S01 女 

1. 英資班課程 

2. 世界海洋藝術        

  教育課程 

3. 古蹟導覽跨文

化交流課程 

A / F X 商 / 商 專科 無 

S02 女 A/ F X 工 / 商 專科 有 

S03 男 A / E X 教育 / 公務員 研究所 有 

S04 男 A / E X 工 / 教育 研究所 無 

S05 女 B / E X 教育 / 教育 研究所 有 

S06 男 B O 公務員 / 教育 
 研究所 

/ 大學 
有 

S07 女 B O 商 / 教育 研究所 無 

S08 女 B O 律師 / 公務員 研究所 無 

S09 女 C X 工 / 教育  無 

S10 女 C X 商 / 商  有 

S11 
男 

 
D X 醫 / 醫 大學 有 

S12 男 D X 商 / 商 大學 無 

S13 女 D X 教育 / 教育 研究所 有 

S14 女  O 商 / 商 大學 有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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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訪談學生資料整理（接前頁） 

2. 九年級 

 
性 

別 

參與課程 

或活動 

團體訪

談組別 

個人 

訪談 

父母 

職業 

教育 

程度 

留、遊學 

經驗 

S15 男 1. 新加坡交換學  

   生入班交流 

2. 世界河流藝術 

   教育課程 

G O 商 / 商 五專 有 

S16 男 G X 商 / 公務員 大學 無 

S17 男 G X 商 / 商 五專 無 

S18 女 

1. 世界河流藝術 

   教育課程 

2. 古蹟導覽跨文 

   化交流課程   

H O 醫 / 教育 
大學 / 

研究所 
有 

S19 女 
世界河流藝術 

教育課程 
H X 商 / 商 大學 無 

S20 女 1. 新加坡交換學 

   生入班交流 

2. 世界河流藝術 

   教育課程 

I X 商 / 家管 研究所 無 

S21 女 I X 商 / 家管 大學 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資料蒐集的方法 

個案研究資料蒐集可以依賴很多的證據來源， Yin（2014）提出文件、檔案

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以及人工製品（physical artifact）六種個案研究

的證據來源，並表示使用多重證據來源為蒐集證據資料的原則之一。 

   本研究為達到了解學生對國際教育課程的詮釋與感受之研究目的，透過訪談為

主要資料蒐集方法，同時配合教學觀察、文件分析做為輔助。此外，也透過非正

式訪談了解教師對教學情形與學生的看法，作為另一面向的資料來源，以符合使

用多重證據來源之原則，以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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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堂觀察     

    研究中採取直接觀察方式作為輔助的資料來源，研究者實地參訪個案研究的

場所，觀察現場現象及情境脈絡，旨在了解學生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經驗課程。

在徵得英資班任課教師及學生家長同意後，研究者在教室內的座位安排在教室後

方，觀察重點主要為英資班學生學習時的行為表現、對教師教學方式的回應及師

生互動情形。 

    Glesne 與 Peshkin 曾建議研究者在進行直接觀察時應做到如壁紙般不引人注意

（引自潘慧玲，2004），因此，為蒐集學生的真實經驗，理解學生心中真正的想法，

在進行現場觀察時，研究者以多聽少說為原則，避免干擾教師上課及影響學生學

習。 

    Bogdewic 則提醒觀察時研究者原有的學術知識可能會導致偏見的產生，應以

開放的態度來掌握不同的觀點和現象，切勿預設立場，研究者應為一個會反省思

考的聽眾，時時反省所見、所聞（引自林佩璇，2000）。故在觀察過程中，研究者

輔以紙筆記錄及錄音的方式，對發生的事件撰寫田野筆記，以作為資料檢證與個

人反思的參考。   

 

 貳、訪談 

   訪談是個案研究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潘慧玲，2004），協助研究者捕捉學

生的經驗和觀點，這些經驗有時只能透過學生口頭表達才能獲知，用以補充觀察

不及和文獻缺乏的資料。透過訪談方式使研究者得以與學生對話，立即確認瞭解

的程度並擴展問題的層次（林佩璇，2000）。 

    為了解學生學習經驗的真實面貌，經與英資班導師與教學組長溝通後，決定

在午休時段和學生進行團體及個別訪談，並加入授課教師及教學組長訪談，以與

學生觀點進行對照。學生每次訪談大約 30 至 40 分鐘，每位學生進行 2 到 4 次訪

談。考量到學生對於訪談方式並不熟悉，且可能會對與研究者談話有所疑慮或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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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開始採取團體訪談方式，以每次 4 位或至少 2 位學生為原則，以近似日常

生活中討論方式，讓學生可以自在談話，熟悉訪談進行過程，不會有孤立之感。 

    研究者也在團體的討論及互動中，觀察個別學生的個性、想法及關注的議題

面向，從中選取適合個別訪談的對象。而為避免訪談過程偏離主題，研究者事先

擬訂好訪談大綱（見附錄 2），引導學生回答問題的方向，並視當下情境與學生的

狀況對問題順序做彈性的調整，其後則依當次團體訪談後的分析，檢視哪些問題

可做調整或延伸，並安排個別學生進行訪談。本研究中訪談學生共編為 9 組，並

選取國二學生 4 名與國三學生 2 名進行個別訪談。 

    訪談中，研究者遵循 Bogdan 與 Biklen（1992）指出的一些訪談的原則，如：

提供機會讓受訪者得以充分表達意見；使用適當的動作語言和保持必要的沈默，

並表現出傾聽的耐心；提供時間讓學生組織想法，彈性調整訪談內容，不拘泥於

既定訪談架構。  

    訪談過程在徵求學生同意後全程錄音，並將訪談內容轉譯成逐字稿做為資料

分析之基礎，然而受訪學生可能會有回憶不完整、個人偏見、回答不夠清晰或不

夠確實的問題，所以研究者將訪談資料與其他來源的資料相互印證，以求取正確

性。  

 

參、文件分析 

   對個案研究來說，文件的重要之處在於確認與增強由其他途徑獲得的證據，這

類型的證據種類包含信件、備忘錄、會議紀錄、報紙、簡報、正式的研究報告等，

應儘可能的蒐集（潘慧玲，2004）。 

    因此，本研究除了採觀察與訪談方式，為補充上述方法的不足，研究者同時

針對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相關文件，包括教師教學材料、教學檔案、學校國際教

育實施成果報告等，進行蒐集與分析，協助理解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情形。此外，

研究者為探究學生的觀點與想法，也蒐集學生學習記錄，如學生完成的講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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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與課後心得作為研究的資料，透過這些文件資料檢視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想

法與參與活動的經驗，作為訪談資料之對照。 

    然而，文件並不代表絕對正確與毫無偏見，研究者在使用文件時不可把文件

當作是已發生過事件的原樣紀錄（潘慧玲，2004）。因此，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也

會藉由其他資料來源來檢核文件本身的正確度及可信度。  

 

第四節 資料管理與分析 

    本研究所需之資料於 2015 年 9 月開始蒐集，面對蒐集來的原始龐雜資料，分

類編碼成了分析和詮釋資料的重要工作（林佩璇，2000）。Bogdan 與 Biklen（1992）

認為編類系統大致可分為「資料的描述」和「個人反省札記分析」兩種型態，而

適當的分類和編號，可使所獲得的資料在往後的整理和提取較為容易，有助後續

編碼工作的進行。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同時進行資料蒐集以及編碼分析，以下就

本研究各項資料蒐集的途徑說明如何對資料進行編號管理，並整理如表 3-4-1。 

 

壹、資料管理系統 

一、課堂觀察筆記  

    研究者於課堂參與觀察時，藉由錄音或錄影方式紀錄所得資料，教學觀察筆

記中註明當次教學主題、班級、日期、時間地點及課程進度，內容則包含教學活

動中學生對教師教學活動的反應、學習態度和狀況、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互動情形、

教學現場發生的關鍵事件記錄，以及研究者自身省思札記。觀察筆記採取三欄式

的記錄法，筆記左側欄為編碼之用，中間欄書寫客觀事實，右側欄則為研究者進

行省思記錄或對關鍵事件的評註。資料採用「觀察筆記」、「日期」、「年級」的命

名方式進行管理，如 「研究者在 2015 年 10 月 17 日八年級語資班的課堂觀察筆

記」寫為「觀 151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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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記錄 

   研究者於每次進行訪談前，會先徵得受訪學生同意後方才進行錄音。訪談結束

後在將訪談錄音檔轉譯成逐字稿，逐字稿註明訪談主題、日期、時間、對象、及

地點。內容主要分成三個欄位，包含第一欄的資料編號欄位，第二欄是訪談錄音

內容逐字稿，第三欄則供省思評註之用。資料採用「訪談形式」、「訪談紀錄」、「日

期」、「對象代號」的命名方式進行管理，如下： 

（一）個人訪談：「2015 年 11 月 24 日，與學生 S15 的訪談內容」記為， 

     「個訪 151124，S15」；「2016 年 7 月 12 日，與教師 T02 的訪談內容」記為，  

     「個訪 160712，T02」 

（二）團體訪談：「2015 年 11 月 17 日，訪談組別 A 之內容」記為，「團訪 151117， 

A」。若引述的訪談內容有研究者與學生的對話，則以「R」作為研究者之代

號。 

 

三、文件資料  

    本研究蒐集的文件資料有課堂講義、學生學習單、學校成果報告資料，

文件資料的管理使用「文件名稱」、「日期」、「學生年級」的命名方式進行管理，

如下：  

（一）課堂講義：「2015 年 6 月 1 日八年級發放的課堂講義」記為「課 150601，8」。 

（二）學習單：「2015 年 6 月 7 日八年級學生 S01 繳回的學習單」寫為「學 150607， 

8，S01」。 

（三）學校成果報告資料：「2015 年 11 月 17 日蒐集到九年級實施國際教育的學校 

     成果報告資料」記為「校 15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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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資料管理與編號說明 

資料類型 符號 意義 

課堂觀察筆記 觀 151017，8 表示在 2015 年 10 月 17 日八年級班級的 

課堂觀察筆記 

訪談記錄 

 

個訪 151124，S15 表示在 2015 年 11 月 24 日，與學生 S15 的

訪談內容 

個訪 160712，T02 表示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與教師 T02 的

訪談內容 

團訪 151117，A 表示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訪談組別 A 之 

內容 

文件資料 課 150601，8 表示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八年級發放的課堂

講義 

學 150607，8，S01 表示在 2015 年 6 月 7 日八年級學生 S01 繳

回的學習單 

校 151117，9 表示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蒐集到九年級實

施國際教育的學校成果報告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分析方式 

    分析資料的第一步是認真閱讀原始資料，熟悉資料內容，仔細琢磨其中的意義

與相關性（陳向明，2002）。研究者首先閱讀所有蒐集的資料，如觀察札記、訪談

逐字稿，寫下最初的理解與省思，然後再次閱讀觀察札記與訪談謄稿，注意特定

的字詞、短語、行為組型、學生的思考方式與特殊事件，將資料中浮現的重點、

事件、感受或意義標註。之後研究者回歸研究目的與問題，在主題層面尋找與研

究問題相關的、反覆出現的行為和意義模式，對資料進行逐級編碼。   

一、 一級編碼（開放式登錄）  

    此階段研究者主要是將資料按其本身所呈現的狀態進行登錄，以開放心態懸

置個人傾見與研究定見，試圖從資料中發現概念類屬，對類屬加以命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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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學生表示喜歡教師用影片、PowerPoint 呈現教材內容，將其歸類為「教師教學

方式」的主題中，詳見表 3-4-2。 

 

表 3-4-2 一級編碼形成舉例 

逐字稿內容 主題（topics） 

S07：喜歡用影片補充，不只是課本的。 

S05：不喜歡就死板板在那邊講啊！說這邊發生什麼事情之類的。 

S06：如果可以帶學生出國最好，如果不行至少要體驗到，類似 

情境式課程，至少去找個東西或跟國外的人聯絡上，反正就 

是要體驗到，而不是只是看課本、聽老師講。 

S07：例如要有 PowerPoint，不要只是課本和文字，這樣沒辦法真 

     正去了解。 

教師教學方式 

S08：我們班去聽的時候，導覽在前面講，後面亂成一團。 教師秩序掌控 

S05：因為台灣教育目前升學就是考試，本來考試只是一種方法 

去檢測你的學習啊！可是現在就變成一種目標，你得去達 

成，失去原本學習很快樂的感覺。 

R：國際教育課程實行上的困難，你們覺得跟升學制度是有關係 

    的？ 

S06：大家會覺得這種東西是跟自己有距離感的。 

R：為什麼覺得國際教育是有距離感的？ 

S07：目前就只有注重學科。 

S08：如果考試不考的話，就不會想去學。 

升學主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二級編碼（關聯式登錄） 

   此階段主要任務是發現和建立概念類屬之間的聯繫，以表現資料中各個部份間

的有機關聯，這些聯繫可能是相似關係、差異關係、類型關係、結構關係等（陳

向明，2002）。舉例來說，研究者檢視各個主題間的關係，將「教師教學方式」、「教

師秩序掌控」兩個主題歸類於「教師教學因素」的類別，如表 3-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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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二級編碼形成舉例   

逐字稿內容 主題（topics） 類別（categories） 

S07：喜歡用影片補充，不只是課本的。 教師教學方式 教師教學因素 

S08：我們班去聽的時候，導覽在前面講，後 

     面亂成一團。 

教師秩序掌控 

S07：目前就只有注重學科。 

S08：如果考試不考的話，就不會想去學。 

升學主義 社會文化脈絡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三級編碼（核心式登錄） 

    核心類屬應具有統領性，能將大部分研究結果囊括在一個比較廣泛的理論範

圍之內（陳向明，2002）。研究者在所有已發現的概念類別中經過分析後選擇一個

核心類屬，判斷哪些類別與之相關，例如：「學生個人因素」、「教師教學因素」、「家

庭背景因素」、「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可歸類在「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

因素」中，最終形成三級編碼，如表 3-4-4 所示。    

 

表 3-4-4 三級編碼舉例  

代 

碼 

組型 

（patterns）       

代 

碼 

類別 

（categories） 

代 

碼 

主題 

（topics） 

C 影響國中生 

國際教育學習 

經驗的因素 

1 學生個人因素 01 英語程度差異 

02 學習意願 

2 教師教學因素 01 教師教學方式 

02 教師秩序掌控 

03 教材內容選擇 

3 家庭背景因素 01 文化資本 

02 家長參與程度 

4 社會文化脈絡因素 01 升學制度 

02 同儕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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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級編碼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進行資料理解與詮釋的工作。在詮釋的過

程中，研究者比對訪談謄錄、觀察札記、學生文件等資料，期望能如實呈現學生

觀點。最後從資料中獲得的資訊與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連結，以回應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與問題，並撰寫研究發現與結論建議。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質的研究以研究者作為研究的主要工具，研究信實度常是為人所質疑的部份。 

如同量化研究的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和客觀，Lincoln 與 Guba 則提出「可

信」（credibility）、「遷移」（ transferability）、「可靠」（dependability）、「一致」

（conformability）四項規準，以檢核質的研究之可信程度。其中，增進研究「可

信」的方法為長期參與觀察、持續觀察、三角檢證、同儕報告、反例探索與受訪

者查證等，增進「遷移」的策略為對研究過程進行厚實的描述，而同伴稽核則可

提高「可靠」及「一致」（引自林佩璇，2000）。參考此指標及方法，本研究透過

以下幾種策略來確保研究的有效和可信程度。 

 

壹、參與者檢核 

    在訪談和觀察之後，研究者會在進行下一次訪談時，利用前 5 分鐘左右的時

間與參與者討論訪談資料及札記內容，請他們提供回饋建議，以確認自己是否正

確無誤的掌握參與者所提供的經驗和想法，或是否有遺漏不全之處。 

 

貳、三角檢證 

    Padgett（2008）指出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意即使用兩種以上的資源去全

面了解一個特定的事件，是增進質化研究嚴謹性的技術；當來自田野筆記、訪談

和檔案資料能得到整合意義且相互支持，將可以對我們的觀察和研究結論更具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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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on（2002）認為「方法三角檢證」、「資料來源三角檢證」、「分析者三角檢

證」及「理論或視角三角檢證」這四類三角檢證對於質性分析的驗證歷程極具貢

獻。據此，研究者以不同方法的三角檢證和不同資料來源的三角檢證兩種方式，

以求達到質性研究品質的規準。 

一、方法的三角檢證：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如訪談、觀察、非正式訪談等不同蒐集方

式，將所得的資料相互比較，例如將觀察札記與學生訪談內容相互對照，檢視資

料間傳達的訊息是否具有一致性。  

二、資料來源的三角檢證： 

雖然訪談對象以學生為主，但在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也嘗試了解不同的人員，

如英資班授課教師、行政人員方面的想法，了解關於國際教育課程的教學規劃及

推動情形，作為撰寫研究結果時與學生觀點互相對照的輔助資料，並將教師提供

的教學檔案、訪談內容等所得的資料交叉相互檢核印證。 

 

參、同儕檢證  

   Steinmetz 認為同儕支持性團體可謂是質性研究的生命線，同儕支持性團體能給

予研究者回饋及提供新想法，並使研究者有機會分享田野工作與資料分析的情緒

起伏（引自 Padgett，2008）。因此，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為了避免研究者對於所

得資料的過度詮釋與偏誤，研究者也與研究所同學、學長姐及具十年以上教學經

驗的學校教師討論研究的發現，邀請對研究者撰寫之內容進行檢驗，以協助澄清

概念，發現問題，並提供研究者撰寫論文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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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質的個案研究因常涉及人的活動，通常會與研究場域的人員有長時間密切互

動，資料蒐集往往涉及到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因此研究倫理議題的處理也更加

敏感，而不同階段所涉及的問題層次也有不同的偏重（林佩璇，2000）。因此，依

據林佩璇（2000）提出質的研究中不同階段所應注意的倫理道德問題，研究者在

研究歷程中，恪守以下倫理規範。 

 

壹、進入研究現場階段：取得研究場域與對象的同意。      

    本研究以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為研究場域，在交給校方研究計畫，並徵得研

究場域的教務主任、教學組長、授課教師同意後方進入觀察研究。由於研究對象

為學生且尚未成年，因此在獲准進入現場後，也有發放家長同意書（見附錄 1），

協助家長了解本研究目的及實施方式，並取得家長之同意。總計發出 23 份家長同

意書，回收 22 份，有兩名同學表示無意願參與研究，另有家長表示需在不影響正

課學習的情況下讓學生接受訪談，因此研究者在與導師和訪談學生討論後，利用

午休時間進行訪談。 

 

貳、資料蒐集階段：建立互信關係。 

    進行觀察、訪談及文件蒐集時，主要倫理議題為與參與研究者建立互信關係

（林佩璇，2000）。在進行觀察或訪談時，研究者也向教師與學生承諾，在研究中

與個人隱私有關的研究資料，僅用來輔助研究者記憶的工具，研究者在未經任何

同意之前，絕對不會洩漏任何個人隱私資料。過程中，研究者對待被研究者採取

「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不做任何價值批判，盡可能避免對「人」產生偏愛或是

偏見而影響本研究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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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分析和詮釋階段：忠實反映不同意見與觀點。 

    研究者在處理及分析資料時，努力秉持「誠信客觀分析原則」，並對研究對象

抱持誠信、尊重的態度，維持研究對象的原意及資料的原始風貌，如果對資料有

任何疑義會向研究對象再次確認，不私自臆測、恣意修改或貪圖方便而斷章取義

地拼湊研究內容。 

肆、 研究報告撰寫階段：尊重個人隱私與保密。 

    在研究報告撰寫時，研究者試圖忠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觀點與想法，並將研

究對象的姓名、場所相關事件與活動，經由匿名或轉化的技巧加以保護，例如：

個案學校以「海洋國中」代表，參與研究的學生也採取代號化名的方式呈現，以

確定各項個人隱私於此研究公開時，無法為外界所辨別，藉以維持良好的研究倫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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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四節來說明海洋國中（化名）學生對於國際教育與國際教育學習的

經驗與看法。第一節探討國中生對國際教育學習的觀點；包含學生心目中的國際

教育「是什麼」、「學什麼」、「為什麼學」及「如何學」。第二節呈現國中生在國際

教育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想法；包含學生對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融入課程」和「國

際交流」的看法。第三節則以教育部提出的國際教育之四大目標為參照架構，探

討國中生在參與國際教育課程或活動後「學到什麼」及其評價。第四節探討影響

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 

 

第一節 國中生對國際教育學習的觀點 

    在學生心目中，國際教育究竟是什麼？學習內容涵蓋那些主題？國際教育學

習的重要性為何？學生又是如何學習國際教育？上述問題為本節討論的重點。 

 

壹、 國際教育「是什麼」？ 

    從前述文獻探討可知，「國際教育」是一個涵蓋層面極廣、同時兼備數種概念

的名詞，目前仍是未具有高度共識的用語。其意涵至少包括「跨文化理解與尊重」、

「國際議題認識與關懷」、「國際意識與態度」等面向，希冀學校從認識自我文化、

加強英語溝通能力出發，透過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交流互訪等多元學習方式，

協助學生從地球村的觀點，認知人類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事實，並透過跨國的

溝通與理解，學習尊重多元文化。在全球化時代下，最終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際

競爭力和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 

     然而，學生心目中的國際教育又是什麼呢？以下依學生在訪談中所描述的國

際教育課程，歸納出學生對國際教育的理解與定義。 

  

 



76 
 

一、學生心目中的「國際教育」定義 

（一）國際教育是英語學習和外語教學 

     提到國際教育，近半數訪談學生的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英語學習（S01、S02、

S12、S15、S17、S20）和外語教學（S03、S04、S16、S19）： 

 

    R：你們覺得國際教育是什麼？ 

    S04：國際教育就是外語教學吧！  （團訪 160531，E） 

    S15：就是 English，我覺得是語言教學。（個訪 160530，S15） 

    S19：我會想到語言教學。像教我們英文、或日文、法文、德文。（團訪 160530，H） 

    S20：我會想到英文耶。    （團訪 160518，I） 

    

    S17：國際教育就是培育英文人才。 

    S16：我也覺得是語言教學，學校最重視的就是語言。 

    S17：像很重視全民英檢。為了跟國際接軌，我們要怎麼跟國際接軌？當然是語言。  

    S16：因為國中感覺國際交流、研討會偏少，但語言教學就很多。國中比較少，高中      

         比較多，因為有交換學生，像成功、北一女有模擬聯合國。我覺得國中比較多 

         是別的國家來台灣，但台灣很少走出去，走出去的比較是少數。 

                                                           （團訪 160525，G）   

 

    而學生以往的學習經驗讓他們認為在情境教室的英語學習和學校英資班的課

程、古蹟導覽課程就是國際教育。    

 

    S01：提到國際教育的話，我會想到小學老師有分批帶我們去陽光（化名）國小參觀， 

         他們的英語老師是外國老師，他們學校有設計一個像機場的地方，模擬教室的 

         感覺。國中的話，應該是像之前有使節夫人來參觀，我們利用一節課的時間去 

用英語導覽古蹟。  

    S02：國際教育就是像英資班的相關活動和課程，像古蹟導覽、外師的課，因為有外 

         國人。           （團訪 160613，F） 

 

     研究者認為形成此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訪談學生中過半數皆為英資班的學生，

在英資班接受到較多國際教育的課程，因此很自然的將國際教育連結到英語學習。    

訪談學生的回答，也讓我想起教育部（2012）在國中版的《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

源手冊》中曾提及：外語學習雖有助於我們對國際議題的理解並進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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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推動國際教育不應窄化為英語的學習，畢竟英語也只是眾多外語的一部分。

因此，增進學生對國際教育的理解也是往後教師可以努力的部分。 

    另一方面，學生的反應或許也呈現出多數學校在推行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時，

仍是以英語科為主軸，尚未普遍融入各領域或科目。然而，國際教育的內容如地

球暖化、國際援助、區域經貿整合等全球議題，需要跨學科領域的合作，才能讓

學生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具備更宏觀的視野。如何在校內整合資源，設計國際教育

整體的課程目標、研發教材與系統性的課程規劃，進行跨學科教學，或許是往後

其他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時，可更加著重的部分。 

 

（二）國際教育是國際交流和與外國人互動 

     除了外語教學之外，當提到國際教育，也有不少訪談學生的直覺反應是國際

交流。教育部（2011）指出中小學國際交流的方式，包括「教育旅行」、「境外遊

學」、「姊妹校交流」、「國際志工服務」、「參與國際會議或競賽」、「教育專題訪問

交流」、「英語村」等；其中，又以「英語村」、「教育專訪」、「教育旅行」3項最為

熱門。而訪談學生心目中的國際交流則是指「姊妹校交流」、「交換學生」、「和外

國人、外師互動」。 

 

    R：就到目前為止在學校的學習經驗來看，你們覺得國際教育是什麼？ 

    S09：國際教育應該就是國際交流吧！跟外國人交流後，可以更了解國外發生的事情， 

        某些看事情的想法可能會變得不一樣，被外國某些事情影響改變，而不是只有在 

        台灣的感覺。          （團訪 160308，C） 

    S02：國小的算嗎？我國小五年級時有姊妹校交流，我對那個印象比較深刻。 

                                                             （團訪 160613，F） 

    S05：我覺得是交換學生耶。（團訪 160531，E） 

    S14：國際教育應該就是交換學生吧！到國外去，我指的國外是語言不相近的，像日 

        本、 韓國這種不是講中文的，但是學校很少有這個機會就是了。                                          

                                                           （個訪 160509，S14）  

    S18：我會想到交換學生，像短期的交換學生那種，覺得很不錯。 

  （團訪 160324，H） 

 

    S13：我覺得是要和外國人互動，像之前英資班有美國學校的學生來和我們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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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好像是來 2 次，一次國一，一次國二的時候，他們不太會中文，我們一組 

        分到 3 到 4 個學生來跟我們聊天。 

    S12：還有外師，像之前有新加坡來的英文實習老師，她用全英文上課，不會跟我們 

         講廢話，看的影片很不錯，看歌舞青春，我們班男生說她很正。 

                                                            （團訪 160427，D） 

    S02：國際教育應該就是像有外師來上課吧！我對外籍老師入班上課的經驗印象最深 

         刻。                                                （團訪 151103，A）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當學生提到「外師」、「姊妹校交流」、「交換學生」的學

習經驗時，氣氛往往異常的熱絡，常有爭相搶答的情形出現，從學生的反應不難

看出學生對國際交流的熱衷和期待。因此，研究者認為對於有意推展國際教育的

學校，除致力於課程融入外，也可考慮提供更多的國際交流活動，讓學生的學習

經驗更為豐富多元。 

然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發現部分學生具有窄化國際教育定義

的傾向，認為只有「有外國人參與的課程活動」才算是國際教育。研究者觀察推

論形成此現象的原因主要源自於訪談學生個人對國際交流活動的偏好，加上個案

學校時常有接待國外參訪團的機會，英資班也有聘請外籍老師教授課程，學生參

與國際交流和與外國人互動的機會多，造成部分學生認為只有國際交流和與外國

人互動才算是國際教育。  

陳惠邦（2013）曾指出部分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時，有誤以為聘請外籍教師

就是國際化象徵之情形，和與外國人的交流流於形式的問題。研究者從與教師和

學生的訪談結果發現，儘管個案學校的行政人員及教師對國際教育推動上的認知

是正確的，但學生仍有可能產生這方面的誤解。因此，研究者以為未來學校在推

動國際教育的過程中，如何拓展學生對國際教育的理解，也是值得思考與注意的

部分。 

 

（三）國際教育是了解外國事物和國際議題 

 

    多數訪談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等同外語學習和國際交流，而除此之外，也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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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能夠增進他們對國際議題理解的課程或活動即是國際教育： 

 

    S10：國際教育應該就是了解國外的事情，例如：國外的氣候狀況，發生了什麼事情 

         之類的。                                            （團訪 160308，C） 

     

    S13：地理就是在學國際教育，讓我們多知道國外的事，像現在在學大陸，但我不知 

         道為什麼要特別學大陸？還學這麼久就是了，想趕快學世界地理。                                                         

                                                             （團訪 160420，D） 

    S14：地理老師會介紹不同國家人民，可以學到文化差異。歷史也會提到國際教育， 

         現在講很多搶地，中國如何被瓜分，雖然不太能理解，但之後九年級應該會學 

         到更多世界歷史。                                    （個訪 160506，S14） 

    S15：我覺得公民教最多國際教育。公民教的東西比較貼近生活，可以綜觀其他國家 

          的政治、經濟那些。                                 （個訪 160530，S15） 

 

S21：國際教育我會想到戰爭耶！因為國文老師和地理老師上課有提過難民的議題。我 

     覺得國際教育應該就是在探討一些國際議題，我自己平常會看網路的國際新聞， 

     但比較是注意一些特別大的議題，像難民。  

    S20：國際教育我會想到電視的國際新聞，還有像李四端的雲端世界還有 56 台的 

         FOCUS 全球新聞之類的。                              （團訪 160518，I） 

 

    學生認為課程中涉及國際議題，像國文老師課堂上與學生討論的歐洲難民議

題，社會科了解外國地理、史實和政治、經濟情勢，抑或是從電視媒體、網路得

知的國際新聞資訊即是國際教育。 

 

（四）國際教育是認識外國教育體制，發現與台灣教育體制不同處 

    而訪談學生中對於國際教育的理解較為特殊的是，有學生認為國際教育就是

與台灣不同的教育方式；國際教育增進學生對外國教育體制的理解，協助學生發

現與台灣教育體制的相異處。整體而言，他們覺得國外的學校氣氛是較自由的、

上學時間短、課業負擔輕、考試次數少等，對歐美教育制度有著羨慕與嚮往。 

 

    R：當提到國際教育時，你們會想到什麼？ 

    S12：好好喔！ 

    R：你說的「好好」意思是什麼？為什麼覺得國際教育很好？ 

    S12：不知道，就覺得很好，可能是因為跟我們不一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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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3：像外國的學校跟台灣就不一樣，我國小時在美國留學一年，他們很早就放學， 

         大概 2 點就放學，只有星期五整天考試，其他天上課是不考試的。上課不用 

舉手就可以講話，和同學討論和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也比台灣多很多。  

（團訪 160420，D） 

 

    除了上學時間較台灣短和課堂上發表機會的多寡外，學生也提及國外學生課

後活動多，對學業成績的重視程度及考試方式也和台灣有所不同。 

 

    S10：我覺得台灣都著重在課業上面，反正什麼都是成績。我們班是不會這樣，但有 

         的老師會用成績來判斷一個人，國外通常不重視成績好不好。 

    S09：我覺得也不是說國外不重視成績啦！但是各方面會比較均衡。 

S10：像外國學生他們幾乎每天放學後都在運動。 

S09：我們是連睡眠時間都不夠。 

S10：他們很晚上學，很早放學，不用像我們九年級每天晚上留到九點，有的補習班 

     還到十點半。 

S09：可是國外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S09：像我表姊她小時候就一直待在美國，她就跟我們討論國外的課程跟台灣的課程 

  落差很大，基本上國外不會要你完全的把課程內容背起來。  

S10：他們比較強調發言，有自己的想法比較重要，而不是老師問你什麼問題，你 

      就要回答什麼。                                    （團訪 160315，C） 

 

    綜上所述，訪談學生認為台灣學生的上課時數較長，壓縮了進行課外活動的時

間，且課堂上能與同學互動的機會較少。學生也關注考試形式的不同，他們認為

國外的考試形式較注重理解和表達，台灣的考試則往往是有既定的標準答案，學

生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背誦和記憶。         

    然而， Holt（2002）曾指出美國當前的學校其實也存在過度重視標準化的測

驗和評鑑，宛若追求效率的「速食教育」之問題；學校重視的是學生的學習成果

和考試成績，而不在意教學歷程中是否為學生創造了具有教育性的學習經驗。訪

談學生對外國的教育制度雖然存有過度美化之嫌，卻也提醒了研究者，如同陳延

興（2010）指出儘管台灣就課程與教學改革以來，課程統整、創新教學受到愈來

愈多教師重視，但中學似乎仍擺脫不了升學主義的桎梏，學校教育依舊存在智育

掛帥的現象。研究者認為如何扭轉上述的現象，也將是身為教育工作者需反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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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課題。 

     

貳、國際教育「學什麼」？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在國際教育課程教材規劃方面，分成

「全球議題」、「文化學習」與「國際關聯」三大課程主題軸，每一主題軸各自發

展出四個主題。那麼，學生心目中的國際教育課程又是在學什麼呢？訪談初期，

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此問題少有具體完整的描述，多侷限於語言和文化兩種答案，

例如： 

 

    R：你們覺得國際教育是在學什麼呢？ 

    S10：可能就是語言吧！像德文、西班牙文。 

    S09：像我現在在學日文。                  （團訪 160308，C） 

 

    S11：我覺得是學國外新聞、欣賞國外電影、學寫英文作文。 

    S13：可能就是學英文、了解外國的節慶活動等。（團訪 160427，D） 

 

    S15：國際教育應該就是學文化吧！         （個訪 160530，S15）  

    S18：我想到的是學不同的語言。 

    S19：我覺得是其他國家的文化。             （團訪 160530，H） 

 

    因此，研究者提供學生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圖（詳如下圖 4-1-1），以利他們

回想在學校教育中，曾接觸過哪些國際教育的議題，了解學生認為國際教育在學

什麼，以及哪些課程主題對國中生是較具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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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23。

臺北市：教育部。 

 

以下為學生在參考國際教育的課程主題架構後，就訪談結果所進行的歸納與分

析。 

 

一、國際教育在學習不同文化 

    「文化學習」主題軸包含「文化面向」、「文化多樣性」、「文化接觸」及「文

化識能」等主題。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學生對於國際教育學習內容的了解，以此類

範圍最多，也是學生最感興趣的部分。 

 

    S15：我覺得學校有提到的是文化面向，有教我們不同國家的族群，當地居民生活方 

         式是如何，還有歐洲的難民議題。                      （個訪 160530，S15） 

    S08：學校裡講國際教育主要有提到的應該是種族衝突、難民吧！文化共通性與差異 

         性、文化欣賞也有提到。我喜歡學習不同文化，因為可以了解當地人文。 

                                                            （個訪 160606，S08） 

    S01：我覺得國際教育重點應該是要學文化學習吧！像文化欣賞和文化批判。這樣就 

         可以多認識一些東西，增廣見聞，能多與外國人交流。 

    S02：我也是喜歡學習文化，覺得比較有趣。我對文化共通性與差異性、文化互動與 

         交流、文化欣賞較感興趣。       （團訪 1606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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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5：有興趣的是文化欣賞感覺比較多元，學習文化比較能了解那個國家的特色飲食。  

                                                             （團訪 160531，E） 

    S14：我覺得國際教育是學習了解文化，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了解不同國家的 

         方式，可以從學他們的歌曲、舞蹈開始，老師帶領學生唱跳。將學生分成小型 

         的 team 讓他們表演，分組 PK，贏的發糖果餅乾，學生就會很 high，但是要當 

         節結束，給他 10-15 分鐘練習，不要拖很多時間，因為時間一長學生就會講話， 

         但歌唱、舞蹈要有天賦，老師看他練習過程，依他努力多少給分。                                             

                                                           （個訪 160509，S14） 

     

二、國際教育在學習全球議題 

    「全球議題」主題軸包括「和平與衝突」、「合作與競爭」、「正義與人權」及

「環境與永續」等主題。訪談學生認為學校的國際教育著重於「環境與永續」、或

科技相關的全球議題。 

      

    S04：目前學校推行的國際教育讓我們學如何與大自然共處，學校教了很多環境與永 

         續的東西，像自然資源的使用，石油、核能、替代能源的開發，能源要怎麼延 

         續，讓我學習去關心再生能源的議題。 

    S03：在學校比較有學到的，我覺得是科技與資訊。我覺得國際教育可以教國家安全， 

         我喜歡國安的議題，對軍事方面，像武器競賽的議題有興趣。 

                                                             （團訪 160531，E） 

   

    S10：我覺得學校對犯罪、基本人權、國際經貿比較沒提到。但環境保護、生物保育 

         就講蠻多的，我自己聽完也是想蠻學環境保護的東西，對這個產生興趣。      

                                                             （團訪 160413，C） 

 

     而學生認為學校在「正義與人權」的相關探討應該更為深入，讓學生了解如

何落實社會正義，在面對不公平的事時，學生能有什麼更實質的做法去因應。 

 

   S14：我最有興趣的主題是人權、犯罪、飢餓與貧窮。學校的國際教育如果多討論人 

         權的議題，以後我們在看新聞的話，就可以有更多的體會。想學犯罪是因為怎 

         麼會有這種人？什麼樣的背景讓這些事發生？想多了解，這主題比較不會覺得 

         無聊。          （個訪 160509，S14） 

 

就「飢餓或貧窮」的議題而言，學生認為教學目的不能僅止於增加學生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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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更深入探討國際援助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以及學生要如何發揮自己的力

量給予協助。 

 

S15：飢餓與貧窮的議題也應該要學習，因為在台灣我們可以吃飽穿暖，可是在其他 

 國家就不一定，這就牽涉到全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S16：國際教育應該帶給學生更深的東西，像對正義與人權更深的了解，例如：如何 

         達到正義或避免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而對飢餓或貧窮的看法，不能只是讓學生 

         覺得他們很可憐，學校要告訴學生實質的作法是什麼，像派技術團出去幫助落 

         後國家之類的。                                      （團訪 160525，G） 

 

「和平與衝突」的議題則可以更深入的探討戰爭背後的主因和如何去停止戰爭，

而不是單單介紹戰爭的事實。 

 

    S15：我覺得國際教育是在學習像國際援助，311 地震、阿富汗戰爭啊……，我們家 

         有參加送鞋到肯亞 「舊鞋救命」的活動。我是覺得學校可以帶我們更深入的討 

         論戰爭背後的原因和如何停止戰爭。還有學國際關係，像台灣和中共的關係，     

         南北韓的關係。台灣在國際上很弱勢，所以我對分裂的國家比較有興趣，像蘇 

格蘭獨立公投沒過等議題。             （個訪 160530，S15） 

 

  林明地（2012）指出台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應包含「深入了解國家自我

文化的特質、認識臺灣特殊的歷史定位、體認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正視

自己對國家的責任」……等次目標，從訪談過程也可發現，學生體認到台灣在國

際關係方面處境的艱難，他們認為學校可以藉由教導其他與臺灣處境相似國家的

經驗，讓學生對這方面的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三、國際教育在學習國際關聯   

    「國際關聯」主題軸包括「全球化」、「時間關聯」、「空間關聯」及「議題關

聯」等主題。多數學生認同全球化現象的重要性，認為全球化現象是國際教育學

習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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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國際教育應該也要學習像在地全球化、台灣的全球化的議題，從多個面向探討， 

         像經濟方面、政治方面，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個訪 160530，S15） 

 

     S11：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必須與世界接軌。我覺得國際教育應該就是要學全球化的   

          現象和帶來的全球化正負面影響，全球化與本土化、未來全球發展會如何相互 

          影響、全球生命共同體的因果關係，讓我們更有世界觀。（團訪 160427，D） 

 

    學生雖然認同了解全球化現象是重要的，但他們也表示課本所提到的國際組

織僅止於表面的內容，學完並沒有更深刻的瞭解，甚至也有學生表示對全球化議

題沒有興趣，感覺課程內容比較無聊。 

 

      S10：全球化問題老師上課比較沒有提到，我們地理還在講中國。有提到國際組織， 

           像 WTO、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那是七年級時，但只是課文帶過去，聽完沒 

           什麼感覺。                                     （團訪 160413，C） 

      S04：我不喜歡全球化的議題，像全球化現象、全球化正負面影響，覺得課程內容 

           比較無聊。                                     （團訪 160531，E） 

 

而研究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可能是課程教材內容的安排問題，八年級學生

對此類主題接觸較少，使學生對相關議題缺乏深刻的體悟。 

林永豐（2012）分析我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中小學國際教育能力指

標後指出 「文化差異與認同差異」和「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是最受重視的主題，

而「衝突解決與世界和平」和「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是較被忽視的主題。而就

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的確與此結論是極為相似的，多數訪談學生認為學校最常教

導的是文化了解與欣賞和生態環境的議題，對於人權、社會正義和戰爭解決、國

際關係缺乏深入的探討。這也值得爾後發展國際教育課程時加以重視，適時導正，

以培育學生更完整均衡的國際教育視野。 

此外，學生在訪談初期對於國際教育的學習內容並未有全面的理解與認識，

雖然在提供國際教育課程主題圖後，學生能就其中主題發表自己的想法，但似乎

也反映出學生國際教育的學習可能存有內容紮實度待加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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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為什麼」需要學國際教育課程？ 

    教育部（2011）指出為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因應社會結構的轉變及對新教

育的需求與承諾，國際教育的推動成為學校教育的當務之急。那麼，在國中生心

目中認為為何需要學國際教育呢？其重要性或價值為何？由訪談結果可歸納為下

面幾點： 

 

一、因應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通訊革命推動全球化時代來臨，全球溝通、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都是不可逆

的趨勢（Giddens, 2005），而全球化的社會，加劇了國家間的競爭，尖端科技、商

業的競逐和跨國人才的流動成為普遍現象。多數訪談學生也意識到這樣的現象，

他們認為國際教育的學習就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與世界接軌。 

 

    S20：現在就是一個國家發生一些事情就會牽動到很多的層面，不能只看台灣發生了 

         什麼事，要跟世界做連結，這是趨勢。      （團訪 160519，I） 

    S05：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國際教育對之後出社會很有用。 

    S04：我們要跟世界接軌。 

    S03：好跟外國人交流溝通。                    （團訪 160531，E） 

 

二、增進未來求學或就業必須的能力 

    除了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也有學生認為學習國際教育是為了增進未

來求學或就業必備的能力。 

     

    S07：我以後想去國外念書和生活，所以需要了解國際教育。（團訪 151117，B） 

    S01：以後出社會一定會用到啊！因為現在世界歐美國家還是強權，所以要對他 

         們加減認識，以後出社會才不會吃虧。  

    S02：國際教育學的東西以後工作上或許會用到。          （團訪 160613，F） 

    S12：學這個的話出去外國的生活應對能力會比較好，工作機會變多，賺得錢也會變 

         多。                                            （團訪 160504，D） 

 

    從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學生認為學習國際教育可以為未來生活做準備，他們對

國際教育的學習持有實用主義的觀點，國際教育被視為具有很高的工具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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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就經濟層面而言，臺灣屬於依賴國際貿易之海島型經濟體，唯有積極擴大臺

灣人民的國際視野，方能提昇整體的國際競爭力，避免在國際舞台遭到邊緣化（教

育部，2011）。訪談學生也認同學習國際教育是為了提升競爭力和合作能力，他們

認為國際教育是國民必備素養，學習國際教育可以強化臺灣經濟貿易的實力。 

 

      S14：我覺得國際教育是國民素養必備的，因為我們要提升競爭力，讓我們學生看

起來更不一樣，讓國際間，例如美國等先進國家，知道台灣有在做國際教育，

提升我們的國民形象。      （個訪 160509，S14） 

 

      S17：不可能一直只待在台灣，我們要貿易，要跟世界各地合作和競爭，歷史就有 

            提到地理大發現，我在意的是經濟層面的能力。  （團訪 160525，G） 

 

    如何經由國際教育協助年輕學子面對今日社會和迎向未來世界，使其具備回

應全球化潮流的國際競合優勢及提升未來國際競爭力，回應學生的需求，在全球

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也是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值得思考的。 

 

四、培養宏觀視野 

     訪談學生認為需要學國際教育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培養國際觀與宏觀的

視野。他們表示保有固有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台灣太小，外面的世界十分廣闊，

要避免自己成為井底之蛙，具備國際觀才能成大事。學生相信國際教育可以幫助

自己更了解別的國家和這個世界，他們認為在保有國家認同的前提下，藉由與國

外交流的經驗，更可能截長補短，創造出對世界更有貢獻的東西。     

     

     S15：學國際教育是為了培養國際觀，現在每個學校都在強調國際觀。沒有國際觀， 

          你以後根本成不了大事，我們要有宏觀的視野。       （個訪 160530，S15） 

     S21：我們應該要有世界觀，台灣太小了，我們又住台北，感覺蠻 O.K.的，但你不 

          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到底是怎樣，世界觀應該很重要。    （團訪 160519，I） 

     S16：雖然你要保有國家認同感，可是我們也必須要走出去，台灣畢竟只有這一個島 

          和幾個離島還有兩千三百萬人，可是外面世界可能是台灣的幾十萬倍大，比我 

          們可能多幾百倍、幾千倍甚至幾萬倍的人口，所以國際教育就是幫你走出去， 

          你走出去對自己的認知是好事，當你有和其他國家交流的時候，可以更去了解 

 



88 
 

          別的國家的東西，讓我們對這個世界有更多了解，而不是…… 

      S17：而不是一味覺得本土文化就是最強的。 

      S16：雖然我們要保有自己國家的文化，但我們或許可以融合各民族元素或民族的 

           文化去充實自己欠缺的東西，或許可以創作出更新穎的、對整個世界有幫助  

           的東西。舉例來說，你只待在台灣的話，可能只能研發出對台灣有意義的東 

           西，可是如果你走出去看看的話，你可能打造出適合很多國家使用的東西， 

           視野會不一樣。                                    （團訪 160525，G） 

 

  如同詹盛如（2013）指出，臺灣因其特殊國際政治之地位，無法像其他國家

一樣自由的參與國際事務，讓人民具備充足的國際視野與管道，因此，藉由國際

教育的推動，協助學生拓展國際觀自然顯得更為重要。 

  

肆、「如何學」國際教育 

  在參與課程和活動之後，學生對於學國際教育的學習方法又有什麼體會呢？ 

 

一、擺脫死背硬記為考試而學習的思維，轉為主動學習的方式 

  多數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的學習因為評量方式不同，不像一般科目是以紙筆測

驗為主，所以不需要死記硬背，學習態度較一般科目輕鬆且投入。 

 

S01：跟一般學科學習方式相比，可能就是壓力沒有這麼多吧！一般學科要考試， 

      國際教育這個就當作是增廣見聞，多認識一些東西。 

    S02：對，學這個比較輕鬆有趣。                   （團訪 160613，F） 

    S09：比學學科東西快樂，比較輕鬆，會想認真投入。 （團訪 160315，C） 

S15：一般科目會比較要求成績，但國際教育沒有太看重這塊，所以比較輕鬆 

一些。                                   （個訪 160530，S15） 

    S17：學習方式不同，不用死背。                  （團訪 160525，G） 

 

  學生認為國際教育學習方式跟填鴨教育有所不同，也異於一般科目的學習方式，

在於課程中常需做專題報告，教師也會採用翻轉教學模式，要求學生在課前必須

先主動地去找資料和學習。因此，學生的學習不再是被動的等待，而是主動積極

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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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6：常做專題報告。                       

    S15：比較是教育部講的翻轉教學。另外，老師從台上走下來直接互動，老師比

較多比較有互動，跟每一組有互動。其他科目大部分都是老師在台上講他

的，國際教育課程氣氛比較 high。視野也不同，比如說上歷史，可能只有

學中國史、台灣史或世界史的某一部分，但在上國際教育的計畫，你就要

主動的深入去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  

    S16：一般的課程覺得比較表面，像表面工夫。    （團訪 160328，G） 

    S18：像學習世界河流的方式有主動找淡水河生物的照片和資料。 

    S19：我覺得還不錯，平常不會特別去找資料。    （團訪 160324，H） 

 

 

伍、本節小結 

    相較於專家學者對國際教育的學術性定義，訪談學生對國際教育的理解來自

於他們的學校學習和生活經驗，他們認為「國際教育是英語學習和外語教學」、「國

際教育是國際交流和與外國人互動」、「國際教育是了解外國事物和國際議題」和

「國際教育是認識外國教育體制，發現與台灣教育體制不同處」，學生對國際教育

的定義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在學習內容方面，訪談初期，學生回答侷限於語言和文化兩種答案。在研究

者提供訪談學生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後，學生認為國際教育是在「學習

不同文化」、「學習全球議題」及「學習國際關聯」，但目前個案學校國際教育的推

動主要著重在文化、外語學習和生態環境發展等內容，學生可能存有對國際教育

學習內容缺乏完整認識的現象。 

  國際教育的學習價值方面，學生認為學習國際教育的主因是為了「因應全球

化時代的來臨」、「增進未來求學或就業必需的能力」、「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與

「培養宏觀視野」，學生眼中的國際教育具有極高的工具性價值。而在學習方法方

面，學生擺脫以往死背硬記為了應付考試的被動學習模式，轉為主動學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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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中生在國際教育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想法 

 

    國際教育的推動應以學校為本位，考量基層學校實施國際教育的環境及需求

（教育部，2012）。個案學校在考量學校環境、資源並積極與民間機構合作後，

在融入「正式課程」方面，發展出「世界河流與世界海洋藝術教育課程」和「古

蹟導覽跨文化交流」的國際教育課程；在「非正式課程」方面，嘗試於朝會時間

講述國際教育小故事和推動圖書館多元文化展覽。而在國際交流方面，則與國立

台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合作，推動早修的境外志工文化交流計畫。 

    而學校所欲傳達予學生的知識、所欲培養的情意及希冀學生學會的技能，學

生是否真的有所學習體悟？在教學歷程中，學生真實的經驗與感受又是如何呢？

本節主要在呈現個案學生在國際教育學習過程中，對教師教學方式、教材內容、

學習方法和評量方式的看法，藉由了解學生學習歷程的經驗與想法，嘗試提供學

校在施行國際教育可參考的方向。 

 

壹、課程融入部分   

   個案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的模式力求以課程融入為主，國際交流為輔；因為以

課程融入的方式推動國際教育無須大量經費，因此即使個案學校沒有 SIEP 計畫的

資金支援，學校也能藉由校籌經費來推行國際教育。 

 

一、正式課程部分    

（一） 世界河流與世界海洋藝術教育課程 

     海洋國中（化名）以「世界河流與世界海洋藝術教育課程」來推動國際教育。

課程緣起於臺北市「世界河流（Rivers of the World）國際藝術教育計畫成果博覽會」

的實施計畫，此計畫的推動是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目的在

於提升學生世界公民意識、促進國際文化學習、加強國際交流合作與嘗試全球議

題探究，希望藉由世界河流計畫成果策展及卓越藝術國際教育的成果分享，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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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識臺北之美，培養行銷臺北的責任感，並體認每個人可以對世界產生之影響

力。 

    而實施計畫中也解釋了為何以藝術人文領域作為推動國際教育重點之一，原

因主要奠基於「藝術跨國界」的意涵，也希冀讓國際教育的學習能跳脫以往受限

於學科領域或停留在知識記憶層次的問題。將國際教育融入藝術人文領域中，除

了在培養學生對美的體驗、知覺與鑑賞能力外，並嘗試從深化學生對本土之觀察，

到連結世界各角落，激發學生創造力與想像力，讓學習過程更有趣，學習成果更

多元。 

     海洋國中將此計畫融入視覺藝術、生物與英文與領域。在視覺藝術課程中藉

由欣賞淡水河及河流的相關畫作、繪本後，帶領學生進行淡水河各種面相的線條

繪畫創意表現；由每位同學負責描繪河流的一部分，全班拼接成淡水河，學生拼

接的大型創作作品除了在校內藝廊展出外，也在英國倫敦博物館戶外展出。生物

課則進行各種生態系含河流生態系的解說，讓學生認識淡水河的生態與相關之本

土特色生物，並請學生利用假期時間前往臺灣博物館參觀臺灣生物展，了解一條

河流的生態縮影。英文課則是讓學生嘗試寫信、製作小禮物來與英國學校交流互

動。其課程結構如下圖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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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海洋國中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學校獎認證成果報告。 

    

    而學生在學習這套課程的過程中，真實的經驗與感受又是如何呢？以下就訪

談結果整理出學生對課程內容、教師教學方式、學習方法的感受，與學習課程後

的體悟。 

 

1. 學生認為課程內容生活化，且較一般課程更具深度及廣度 

    在課程內容方面，以往的美術課主要在介紹不同畫家生平、畫風、代表作、

隸屬何學派，或是介紹不同繪畫工具的使用方式，例如：如何使用色鉛筆表達出

深淺、 陰影等素描技巧。而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因以淡水河為主題，學生在學

習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學習內容較為熟悉親切，能與自身生活經驗互相連結。 

 

     R：可以談一下妳們對於世界河流的課程內容感覺是什麼？覺得與在上其他課程有 

        什麼不同之處嗎？      

     S20：我覺得課程內容比較有感覺，因為淡水河大家都去過，我們也有自己找了很多 

          淡水河生物的照片，把牠拍下來帶到課堂上。 

     S21：因為做的是淡水河，是生活中比較有接觸到的東西，不像以前主要是介紹不同 

          畫家的畫風或作品、或教一些繪畫技巧。這個課程我們每個人會負責一個生    

  物，還要自己去找這個生物的東西，例如：樣子、習性……等。（團訪 16051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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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搭配欣賞學校舉辦的生態攝影展的活動，加深了學生對課程主題的理解。 

 

S20：那時候學校地下室有辦一個美展，跟環境有關的，拍了鳥啊白鷺鷥啊，搭配這 

  個課程，老師還有特地帶我們去參觀。 （團訪 160518，I） 

 

    除了課程內容貼近生活外，學生也認為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的教材內容比

一般課程更具深度與廣度，其中觸及英國的人文文化、教育、藝術、生態保育。 

 

     S20：他們介紹的東西更廣。 

     S21：英國的文化、藝術、生態河流都有提到。 

     S20：對啊！對人文、生態保育都有更多認識。 

     S21：印象深刻的是有提到以前河水是很乾淨的，但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變很髒，工 

          業的進步卻衍生了汙染、影響生態的問題，河裡面漸漸沒有生物。 

     S20：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提醒我們要重視環境保育的問題。     （團訪 160518，I） 

 

學生認為課程內容不僅增進了對英國的理解，也讓他們對環境保育議題有更多的

理解與體悟，了解到原來人類不經意的行為竟會造成其他物種的死亡或滅絕。 

 

     S01：在將海洋生物畫在圖畫紙前，老師有先講環境議題，讓我們看影片，介紹一些 

          稀奇的生物。還有外國攝影團去報導，生物死掉肚子裡都是垃圾，看了覺得好 

          恐怖，我從來沒想到人類隨手丟個垃圾，竟然會害死其他的動物。 

                                                            （團訪 160613，F） 

 

2. 學生認為教師教學減少了講述時間，增加了學生發揮創意及與同儕互動的機會 

    訪談學生表示其實一開始對於學習這個課程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和期待，覺得

會被選為課程實施的班級應該是因為導師是英文老師，在導師的指導下，與國外

學校交流的可行性相對其他班級高。 

 

     S15：那時候這個計畫會找上我們班應該是因為我們班導是英文老師。  

     S16：那時候全年級只有我們班導是英文老師。一開始就是跟我們說你們班被選到， 

然後要畫很多東西。  

     S17：然後我們就說：「喔！為什麼又是我們？怎麼都是我們？」   

     R：你的意思是被選到參與這個課程並不開心嗎?  

     S17：也不是不開心，只是不了解學這個課程要做什麼啊！    （團訪 1603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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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應讓研究者想起林明地（2013）即指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學校實踐需

克服的問題之一為教師的外語能力問題。英語為國際交流的重要溝通工具，教師

有必要加強外語能力，才能改善國際教育的推動多囿於英語領域的現象。 

    雖然學生一開始並未特別期待此課程，然而在正式參與課程實施後，學生認

為這個課程與以往的美術課很不一樣，因為世界河流藝術課程是由個案學校教師

與英國文化協會機構的合作教師、藝術家進行協同教學，開啟教師教學合作的橋

梁，也突破以往教師在教室中孤立無援的窘境。而學生對於教室裡同時出現多位

老師以及小組合作完成作品的教學方式則是感到十分新奇有趣，除了藉由與外國

老師交流，觀看到其他國家的學生作品，增進了對外國河流、文化的了解和認識

外，也可以其他班級同學互動，多了和同學合作的機會和實作的部分。 

 

    S16：上課時，除了我們美術老師還有另外兩位國外富邦文教基金會的老師來，還蠻 

         特別的。                                            （團訪 160323，G） 

    S20：英國老師有來介紹他們的計畫和別的國家作品，是很新奇的感覺。 

                                                             （團訪 160518，I）  

    S18：這個課程可以認識很多人，因為是美資班跟一般班級合作。國外的老師也有來， 

         可以和他們用英文聊天，他們是英國的學校老師，有跟我們說他們學生做了什 

         麼，把他們學生的作品拿出來給我們看，介紹這個是用什麼做的。還有找三個 

         學生來翻譯，覺得這種上課方式蠻有趣的。           （個訪 160516，S18）   

 

    學生認為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的協同教學方式除了突破以往傳統教師單打

獨鬥的狀況外，教師講述的時間也減少許多，取而代之的是給予學生更多自由、

實作的機會。 

      

     S21：平常美術課會針對某個作品講很多理論的東西，不喜歡聽那麼多理論的東西， 

          世界河流計畫中有很多實作的部分，大家參與情形很不錯，一整個早上都不用 

          上正課，大家都很投入，跟平常的美術課感覺不太一樣。 

     S20：我很喜歡老師教我們實作的部分，像第二次是透明板，先將水彩隨意亂撒在宣 

          紙上，等乾掉後再去剪我們要的圖案，我們服務時數 3 學期要 6 小時，這個課 

          程學完後有去中山堂展覽，可以算服務時數，我們去那邊教刻印章。 

                                                             （團訪 16051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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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同的教學方式，不僅學生印象深刻，參與此課程的美術教師也在協同

教學的過程中有所收穫，課程實施後寫下教學心得，表示很開心能有機會參與其

中，認為這個課程擴大了學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除了對淡水河的傳統和文化有

了更多認識，同時也了解多樣的跨文化價值觀，是一個難忘的和有意義的學習經

驗。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part of the project. 

       It enlarges students’ creativity as well as imagination. We not only learn more  

       about the tradition and culture of our Tamsui River but also understand a  

       variety of cross-cultural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gramme is definitely  

       an unforgettable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校151117，9，T3） 

                                               

    同樣地，學生也認同英國教師在教授世界河流課程時，十分強調學生的創意

和想像空間，提及教師要求學生不要拘泥於繪畫技巧，讓他們感到十分震撼。 

  

     S21：平常美術課是教素描水彩，很強調繪畫技巧，照老師要求或老師教的去畫就好。    

          但做那個計畫時就不一樣，可以加入比較多自己創意的東西。  

     S20：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藝術家還說我們太寫實了，鼓勵我們要有創意，給我們比較 

          多自己發揮的空間，要我們在天馬行空一點。一開始時覺得很驚訝，反而不太 

          知道該怎麼辦。                                   （團訪 160518，I） 

 

    學生的反應讓我想起 Goodlad（1984）與 Jackson（1990）對課堂生活的研究，

研究指出儘管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但課堂的運作主要根據教師如何看待自己的關

鍵角色。一般的教學情況下，教師講述的時間遠超過學生，啟發學生回答問題的

時間可能不到 5%，讓學生們自己思考再發表見解的時間，甚至不及 1%（Goodlad, 

1984）。這樣的教學方式使學生習慣被動等待與接受，當給予其獨立思考與創作的

機會時，反而讓學生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學生的反應無意中反映出當前教育的

深層問題，若教師希望教出具有創造力學生，那以往講述為主、著重課程知識的

教學方式勢必需要進行調整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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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認為學習方式是翻轉被動接收的主動學習 

    就學習方式而言，學生認為學習世界河流教育課程和以往老師教什麼，就全

盤接收的被動學習方式很不一樣，因為他們必須在課前主動上網查資料，並和同

學討論及合作，這樣的學習方式，增進了學生的自學能力，也對課程內容有更深

的了解。  

 

    S16：老師有說明活動執行方式，這個計畫的背後含意，讓我們了解泰晤士河展覽， 

         然後要我們回家找淡水河照片。                        （團訪 160323，G） 

    S17：我覺得這個計畫很不一樣的是必須自己上網去查資料，像淡水河、泰晤士河生 

         態，很多東西在蒐集資料的過程都可以自己學到，也可以了解其他國家，提醒 

         我們關注環保議題。 

    S16：我覺得有增加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前通常是老師講什麼，我們就聽什麼或照著 

         做，這個課程後對台灣淡水河生態了解也比較充實一點。 （團訪 160525，G） 

 

   此外，以往的美術課學生多是自己獨立完成一個美術作品，然而這個課程不但

需要和同學合作的機會，讓學生學會團隊合作外，甚至可以介紹自己國家的河流

給其他國家學生了解，讓其他國家學生能看到台灣，因此多數的同學都很積極投

入，對於學習方式有不一樣的感受。 

 

     S15：我們是分組去做，每個人在小組中完成自己的部分，然後他用電腦技術把它掃 

          描成一個檔案，合成一個門板。不像以往美術課大都是自己獨力完成作品，在 

          小組合作的過程中，學習互相幫忙，了解別的同學不同的想法。 

     S16：他有併課，一次三節， 就是整個早上，氣氛還蠻歡樂的，大家一邊聊天，一  

          邊畫畫。還有一個環節是用橡皮章，環繞著淡水河生物這個主題。像我的創意 

          可能是刻一隻鳥，就把他弄好蓋上去。每個人做的素材都不同，它最後再用電 

          腦合成，把所有素材塞進去。                         （團訪 160323，G） 

     S18：很喜歡大家一起做一個作品。有看到伊朗、馬來西亞國家學生作品，覺得國外 

          的河流很乾淨。然後我們也有機會介紹自己的河流給其他國家學生，像淡水 

          河裡有那些生物。                                   （團訪 160324，H） 

 

    Goodlad（1984）研究即指出最成功的課堂應是教師創造出共同的奮鬥目標，

學生個人之間相互合作，讓每個人都有達到成功的機會，成功的課程的最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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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個人都能有所進步，並且共同形成團體的成就。教師若能少一些教學時間，

多一些教學方法變化，學生參與學習的決策過程愈多，學生也將更樂於學習。  

    而此課程實施後，個案學校也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和英國文化協會合作，於中

山堂戶外廣場舉辦「臺北市世界河流國際藝術教育計畫成果博覽會」，內容包含靜

態展覽與動態成果博覽。靜態展覽內容包含世界河流「英國泰晤士河及淡水河」

畫展的國內外作品；藝術亮點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融入藝文領域成果展；臺北市開

發藝術學習步道地圖及線上學習；藝術家到校之國際藝文鑑賞成果展……等。動

態成果博覽的部分則內容包含世界河流「英國泰晤士河及淡水河」畫展攤位，由 8

所學校自行設計體驗內容。  

 

                    圖 4-2-2 中山堂世界河流國際藝術教育成果博覽會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成果報告。 

 

因此，世界河流藝術課程的學生作品除了會在學校藝廊展示外，還有機會被

製成書籤，並到中山堂展覽發表，學生表示這樣主動學習的方式，使他們能夠「看

得見」、「感受得到」自己的學習成果。  

 

     S16：老師，你有看過我們的作品了嗎？學校 6 樓藝廊有展示我們的作品。 

     S15：我們也有看到別的國家作品，每個國家會有一個會被列入年度經典作品，做成 

          書籤，像我們班的作品就有被做成書籤。這個課程學習方式很不一樣的是以往 

          的作品都是課堂上做完就算了，但這次的成果是你可以明顯「看得見的」。因 

          為我們有去中山堂進行成果發表，教別人刻橡皮章，你必須主動學習，而不是 

          等著老師來教你。                               （團訪 1603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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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8：我們在中山堂那邊招攬人過來看，看我們作品怎麼做。前面放體驗的東西，讓 

          他們可以自己刻橡皮章，印章小小的，也有現成刻好的，如果他們不想自己刻， 

          就可以直接印。來體驗的人有家長和小孩，我們在那裡解釋，跟他們解說我們 

          這幅畫是怎麼做成的，後面還有哪些活動。 （團訪 160324，H） 

 

 

 

圖 4-2-3 世界河流國際藝術教育學生作品        圖 4-2-4 學生作品於泰晤士河畔展出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成果報告。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成果報告。 

 

4. 學生認為學後轉變為增進國際視野及喚醒對環保議題的重視 

   學生認為學完這個課程後，增進對不同國家環境、人文的了解，課程中有機會

與外國老師、學生、藝術家交流，提升了他們的國際視野並引發對其他國家的好

奇與興趣。  

 

S20：我們看到很多國家不同學生的作品，每個國家學生畫出來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S21：我覺得英國的作品很不錯，像有一個用廢棄物、塑膠、盒子創作成一幅畫的， 

         讓我印象很深刻。 

    S20：也多了解了其他國家的生態、人文環境。    

    S21：還有機會接觸外國人，和他們講話、交流。 （團訪 160519，I） 

    S15：我覺得這個課程能增進國際視野或態度，主要是看到在不同的環境下，形成 

         不同的文化、體制，還有想存錢去英國玩。 （個訪 160530，S15） 

 

此外，學完這個課程也喚醒學生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與重視。  

   S16：世界河流玩不同的媒材，增加對生態的認識。雖然國小校外教學有去過關渡，但 

        不會真正去碰淡水河生態，像小白鷺、招潮蟹等生物，以前沒有機會去碰這樣的 

        議題。 

   S17：我覺得最大改變是讓我們更主動關心環保議題。 （團訪 1605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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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1：中途島的影片讓我印象深刻，與世隔絕的島上竟然滿地都是人類製造的塑膠垃 

         圾，島上佈滿信天翁雛鳥的屍體！人類應該要反省自己的行為和重視環境保 

         育，才不會有無辜生物受害。      （團訪 160504，D）  

 

5. 學生覺得無法成行的英國教育旅行為課程實施的遺憾之處 

    而當談到覺得課程是否有可以改進或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時，訪談學生表示

原本課程結束後有規劃舉辦英國教育旅行，於 10 月走訪英國倫敦的夥伴學校，但

卻未獲得夥伴學校的積極回應和教育局的經費支援。  

 

    S20：我們有寫信、做小禮物寄到英國，但沒有回應。只有看到作品在泰晤士河展覽 

         的照片。還有這個計畫持續兩年，但沒有看到第二次計畫的作品。 

                                                             （團訪 160518，I）  

    S15：教育局沒有撥經費，連老師去都要自費，我覺得這個課程失敗的地方就是沒有 

         真的走出去，我們講習會都去參加了，但教育局後來又發文說不能去了。 

                                                           （個訪 160530，S15） 

    無法與夥伴學校學生實際交流和實地造訪英國，是他們覺得這個課程計畫最

為可惜的地方。 

 

     S20：那時候本來我們有機會親自去英國參加那個展覽，但後來好像遇到一些問題， 

          英國夥伴學校期中假的問題和市長大選很亂，本來都談好行程，但後來沒有成 

          功，覺得很可惜。組長說他也沒收到訊息，但因為那時候要進入九年級了，就 

          沒再繼續追。本來是說有河流為主題的藝術創作與實做工作坊，還有要去牛  

          津、劍橋、大英博物館、倫敦市政府，我們還有去別的學校聽座談會，很希望 

          對方可以直接跟我們交流。。  

      S21：覺得只做到計畫的片段，沒有真正的交流很可惜。     （團訪 160518，I）  

      S21：如果可以去英國就會很不一樣。 

      S20：自己去英國，就可以在我們的畫旁邊導覽，介紹我們的創作理念。 

                                                            （團訪 160519，I） 

 

    學生認為若能與英國夥伴學校交流，實際走訪英國，除了可對英國文化能有

更深入了解，更能藉由介紹自己的藝術作品，讓外國人對台灣的生態文化有更深

的了解與認識。 

 

 



100 
 

活動一 

方輿記事 

活動二 

寰宇記趣 

活動三 

古蹟小達

人 

一、目標： 

1.了解並認識臺灣文化。 

2.了解臺北盆地歷史之變遷。 

3.了解傳統農村建築。 

二、相關議題：在地認同、環境保護、多元文化 

三、實施年級及科目:七年級，地理科、歷史科 

一、目標： 

1.認識校園鄰近古蹟。 

2.了解鄰近古蹟建築特色。 

3.藉由不同的古蹟特色認識不同民族文化。 

二、相關議題：多元文化、人權保障、全球化 

三、實施年級及科目:七年級，地理科、歷史科 

一、目標： 

1.學習活動課程資料的統整。 

2.訓練口語表達及資料的整併。 

3.由導覽過程，宣導古蹟文物保存的重要。 

4.培養優秀的導覽小達人，參與蒞校之國際參訪

人員導覽。 

二、相關議題：多元文化、全球化 

三、實施年級及科目:英語資優社 

（二）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為個案學校參與國際學校中級認證（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ISA）的課程方案，課程主題為「文化多樣性、文化接觸」，設計理

念為以校內古蹟為起點，融入語文及社會領域，搭配「台灣的歷史發展特色」相

關課程以深化學生學習，試圖讓學生從認同自我文化開始，進而學習分享本土特

色給國外參訪來賓或夥伴學校（校 150930，8）。 

課程結構如下圖 4-2-5 所示： 

 

 

 

 

 

 

 

 

 

 

 

 

 

 

 

 

 

 

 

 

 

 

 

 

圖 4-2-5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結構圖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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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生在學習這套課程的過程中，真實的經驗與感受又是如何呢？以下就訪

談結果整理出學生對課程內容、教師教學方式、評量方式的感受，與學習課程後

的體悟。 

 

1. 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看法 

（1）學習初期，學生對古蹟議題認同度不高 

    儘管學校希望結合現有校內古蹟資源，讓學生對自己身邊的文化寶藏，有更

多的瞭解，進而認同本土文化。然而，近半數訪談學生表示無法理解為何選擇古

蹟為國際教育推動主題，他們喜愛替外國人導覽，但對古蹟議題興趣缺缺。 

       

      S07：能跟外國人講話很好，可是古蹟這個議題不太喜歡。  

      S05：如果可以談一點別的，當然就會覺得…   

      S07：比較好一點。     （團訪 151117，B） 

      S10：我不喜歡導覽內容，但喜歡導覽給外國人聽，可能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去了

解古蹟，像我去台南玩，也不喜歡聽古蹟導覽，希望導覽別的，也不知道不

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就單純我自己沒興趣。  

      S09：我覺得可能是年代不同的問題。 （團訪 160308，C） 

 

    他們覺得古蹟與自己平日生活是有距離的，且要將其中的專有名詞翻譯成英

文有其難度。 

  

     S08：有些東西要翻成英文也很困難。  

     S05：而且講之前又要自己背稿。 

     S08：而且平常根本不會接觸到。      

     S06：可是叫我們介紹古蹟本來就很奇怪啊！我們又沒有很貼近古蹟。 

     S07：對啊，我們也是特地去學的啊！   

     R：可能是希望從校園環境特色出發，不是每間學校校園內都有古蹟的。 

     S08：可是古蹟我們也不了解啊！     

     S06：那介紹校園還比較合理。    

     S07：對啊。                        （團訪 151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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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為與其向外賓介紹古蹟，不如介紹整體校園及他們的學校生活。 

 

     S05：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古蹟啊，就覺得舊房子是有什麼好看的？ 

     S06：但校園是天天在走的東西啊！    

     S05：可能會比較熟悉吧！至少。 

     S07：就比較有感情啦！你平常都在做什麼，可以講一下。   

     S08：可以放感情進去。 

     S06：可以說我們學生做過什麼事情。          （團訪 151117，B） 

 

    而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裡提及，欲培養學生「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能力，

可讓學生認識自己文化遺產，嘗試肯定文化傳統的長處並分辨出其短處，或給予

機會參與社區資源、歷史、人物的探索，進而珍惜社區資源。教師應多從學生的

生活環境開始，進行鄉土教學，提供文化生態的體驗，讓學生由肯定自我的文化

價值，進而轉向有利於多元文化教育以及世界觀教育的方向發展。 

    研究者認為無論是在教材選擇或課程方案設計方面，皆與上述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理念相符。個案學校善用校內古蹟資源，發展國際教育的校本課程，希望帶

領學生認識自己文化遺產，由肯定自我的文化價值出發，表現出具國際視野的本

土文化認同。然而，訪談學生卻認為教材選擇不符合他們的個人需求，學生們在

日常生活裡最關心的事情，未受到教師們重視，造成教師教學與學生生活無結合，

學生興趣與所學無結合的現象。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學生的「經驗課程」不僅

可能與教師的「知覺課程」、「運作課程」不一致，也可能與「理想課程」、「正式

課程」間存有顯著差異。 

    而彌平其中差距的方式，研究者認為儘管教師、學校在課程設計前，應徵詢

學生意見和了解學生需求，但在課程實施過程中，也應嘗試讓學生理解課程設計

的理念與原則。因為學生的觀點雖可以提供成人另一角度的思考，但並不代表學

生觀點是可以完全在教育現場中落實的。如同陳以叡（2011）指出學生觀點雖有

其珍貴價值，但學生畢竟是尚未成熟個體，其觀點可能還存在不完善之處。因此，

如何妥善運用學生觀點，將為課程設計與實施者的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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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喜歡課程中介紹文化的部分 

在讓學生實際進行古蹟導覽之前，課程設計教師藉由讓學生觀賞跨文化影片

「我的希臘婚禮」，試圖先引導學生討論文化的意涵與跨文化的差異，讓學生理解

文化無所不在。影片中展現希臘和土耳其的差異，從衣著、髮型、對婚姻的價值

觀、宗教儀式，到一些特別習俗的討論，讓文化差異具體生活化，並進一步讓文

化的概念更加生動。 

     

     S01：我喜歡講文化定義的部分，老師給我們看各國文化的比較，還有看我的希臘

婚禮，有談到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是一男一女相愛……  

     S03：那個女的是希臘教徒。 

     S01：但那個男的不是希臘教徒，她爸爸反對他們在一起，後來男生決定也加入希臘 

          教徒，但跟原本生活有很多衝突，還需要時間適應，但最後他們克服後，還是 

          在一起了。看完讓我學到不同文化的差異。 

     S03：我們還有寫學習單，討論文化是什麼，還蠻有趣的。     （團訪 151027，A） 

 

 

圖 4-2-6 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文化學習單 

                資料來源：英資班小高（化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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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對導覽志工的教學方式顯現多樣的看法  

   此課程中，海洋國中結合家長資源，邀請學有專精的家長擔任古蹟導覽志工，

向學生介紹古蹟建築構造與背後用意，而學生則在導覽後思考如何用英文介紹，

參與「文化傳遞」的任務，讓外賓能了解台灣的鄉土文化。然而學生對於導覽志

工的教學方式呈現多元歧異的看法，以下就訪談結果整理說明： 

 

（1）學生認為導覽志工的教學方式是有趣且有助於學習的 

   部分學生認為導覽志工的教學是有趣且可增進文化理解的。 

       

     S19：志工媽媽跟我們講了古蹟的知識和故事，還蠻有趣的。她帶我們一間一間去看，

例如：前廳是做什麼的，廚房的灶要怎麼使用，讓我們更了解古蹟和鄉土文化。

而且她麥克風開得很大聲，聽得很清楚。                （團訪 160324，H） 

 

       S02：志工有先用中文導覽一次給我們聽。 

       S03：我們把他說的翻成英文。 

       S01：我們一邊聽導覽一邊分組去記，一組大概 3 個人。 

       S02：是大家先一起聽在分組，有人聽正廳的部分，有人聽廚房的部分，學到蠻多

東西的。          （團訪 151027，A） 

 

（2）學生認為導覽志工的教學方式對學習的幫助不大 

   另外，也有一部分學生認為導覽志工的教學方式對於他們學習並沒有太大的

幫助，而形成此結果的可能原因歸納如下： 

A. 教學時的秩序掌控 

   學生提及部分導覽志工講話音量太小，無法有效的控制班上秩序，使學習成效

不彰。 

      

      S08：我們班去聽的時候導覽在前面講，後面亂成一團。     

      R：在後面聊天嗎? 

      S08：在那邊亂跑。   

      S06：還有人在那邊講好熱喔，好想回去！不知道要講多久？   

      S08：因為那個導覽員本身音量太小。    

      S07：講話只有他前面一公分聽得到。 （團訪 151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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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教學過程提供資訊的完整性及結構性 

    部分學生認為導覽志工提供的資訊不夠充分及深入，在導覽後所撰寫的學習

心得中可發現，即使學生認同向外賓導覽是有趣且有收穫的，但他們仍希望在先

前的導覽教學培訓過程能獲得更多的資訊，可看出他們對教師提供資訊的完整性

與多樣性之重視。 

     

     My suggestion is: maybe the course can have more information to teach us, and  

     you can make a course of teaching us how to perform well. Today is a really fun  

     and learnable day. （學 150603，8，S04）   

 

    學生希望教學過程中所提供的資訊能夠更完整和更具結構性，主要是因為唯

有對校內古蹟的歷史背景、變遷有深入的認識，在與外國人導覽的過程才能更為

順利。 

 

    S06：之前導覽有點零散。 

    S08：就是看到什麼就講什麼，沒有很深入啊！    

    S07：感覺不夠專業。 

    S08：就是跟你講這個叫什麼，那個叫什麼。        

    S07：重點就是他提供給我們的資訊不夠多，參觀者都很想問很多問題，但是大部分

問題有一半我們自己得想辦法回答，另外一半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  

（團訪 151117，B） 

 

    學生表示他們在與外賓導覽的過程中，因為對古蹟了解不夠充份深入而遭遇

困難。 

 

      R：那你還有印象什麼問題是來賓問，你們答不出來的嗎？ 

      S07：就是除了建築物上裝飾叫什麼之外，他那個背景、原始大小……  

      S08：歷史背景都不知道。   

      S07：對啊！上觀光局查也就只有短短的，也就沒有什麼東西啊！簡單來說，就是

訊息不夠多。 

      S05：如果訊息給廣泛一點，他們問什麼我們可以答，會覺得比較輕鬆。 

      S07：對，最好可以發一個那種一本的。 

      R：你指的是導覽手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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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5：如果有那種現在看到是這樣，實際上之前可能怎樣怎樣那種訊息，可能會引

起他們的興趣，我們導覽的話也會比較起勁一點。  （團訪 151117，B） 

 

    學生指出若無法對古蹟文化有深入的瞭解，會使對外賓的導覽淪為英語翻譯，

而不是真正的解說介紹。 

 

     S06：那根本不是導覽，那只是在翻譯而已，只是把別人給我們的東西在講一遍。 

     S07：對啊！就是沒有介紹。 

     S06：我覺得導覽應該是自己要變成一個專家，然後要有全盤的了解之後再來做解說，

而且解說是要讓別人聽得懂，而不是你只是把別人的話翻成英文講出來。 

     S08：這只是考驗我們的英文翻譯能力啊！  

     R：所以你們覺得課程理念是好的，只是教學過程需要改進？  

     S07：對啊！                                        （團訪 151117，B） 

 

    學生的反應讓我想起黃鴻文、湯仁燕（2005）提及我們必須重新建立對學生

的看法，也必須重新調整對課程概念的理解。學生會從自己的詮釋角度決定課程

的意義、價值及重要性，不能一味地將他們視為課程內容的被動接受者，而應將

學生視為文化與意義的創造者，是課程發展上的要角。 

 

3. 學生認為以擔任「古蹟導覽小達人」作為評量方式，有助於學習   

   在接受過學習文化的定義、跨文化比較的課程與古蹟導覽志工家長的教導與培

訓後，此套課程的重頭戲在於跳脫傳統紙筆測驗的評量方式，要求學生成為「古

蹟導覽小達人」，實際用英語為外賓介紹校內古蹟作為評量方式，並由團隊編寫雙

語古蹟導覽手冊，希冀學生能承擔起文化傳承的使命，這樣的評量方式與 

Bransford（2000）所提及的評量角色相符。Bransford（2000）認為評量必須從傳

統作為測驗的觀念加以延伸，評量必須緊緊扣住學生的理解，而不只是檢驗他們

重複某個事實，或者完成某個與情境無關的孤立技巧的能力。 

   而學生對於此評量方式又有什麼想法與感受呢？訪談結果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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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認為此評量方式能激發對學習的熱情 

    而在擔任「古蹟導覽小達人」的評量過程中，學生表示對學習產生興趣。 

     

     S14：親自去做古蹟導覽後，給我們想認真學習課程的動力，一開始不抱期待，導

覽發表會後才覺得這課程是有意義的。   （個訪 160506，S14） 

 

（2）學生認為此評量方式能檢視出真實的學習成果  

    學生也表示透過這樣的評量方式可以檢視出自己學習的不足之處。 

 

      S01：跟一開始想像的不一樣，還沒導覽前跟導覽後感覺差很多，像原本預計自己

會講的東西，可能在當下因為緊張，沒有表達得這麼好，導覽的時候沒有看

稿，要把它背起來，才發現自己有很多地方沒有弄懂。  （團訪 151027，A） 

      S09：我導覽的外賓裡有一對夫婦是美國人。 

      S10：還有新加坡人。 

      S09：我們一組接待一兩個外賓。 

      S10：遺憾的地方是，稿沒辦法念很順，我們準備的內容太少，當下沒有辦法應變，

講出更多的東西。而且當初在學的時候，雖然有認真但不夠專心，因為當初講

解的時候有些地方就不是很懂。當天可以導覽 20 到 30 分鐘，但我們 10 幾分

鐘就講完了。（團訪 160308，C） 

 

（3）學生重視在評量中獲得回饋 

    學生認為以往的評量常常是考過就算了，但此種評量方式，藉由老師、同學

和外賓的回饋，讓他們體認學習的意義。 

 

    S14：我當天完全沒有照稿念，自由隨興發揮，有一些字彙很難用英文解釋，盡量用

會的語詞表達我的意思，就算語法不對也努力講，同學幫忙，老師幫忙改導覽

稿子的語法，但來賓人都很 nice，很能體諒我們英語字彙的貧乏，檢討會上很

多家長、來賓一直鼓勵我們，覺得很欣慰，感覺學習是很有意義的。（個訪 160506，

S14） 

 

    S09：以後我會想請更多外國人來聽，然後請他們評斷到底聽懂多少，大家可能會更

盡力，想把稿子寫好。    

    S10：這次讓我了解到不是為了獲得好的成績才去導覽，而是出自於自己想要做好，

不是刻意為評量努力，想要讓大人了解我們不靠成績也能認真學、認真做好。 

（團訪 160315，C） 

    S13：我希望老師可以除了幫我們改稿子的錯誤外，在我們導覽的過程中，幫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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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可以改進，這樣我們下次就能做的更好。 （團訪 160504，D）  

 

     訪談結果也發現學生十分在意教師是否能在評量後提供改進學生學習的回

饋。這讓我想起 Goodlad（ 1984）指出教師很少表揚或糾正學生的表現，也沒有

指導學生怎樣在下一次的機會中把事情做得更好。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學評量的

設計除了幫助學生本身在評量過程中有所成長外，教師也應提供學生在評量後的

回饋，使學生能真正從評量獲益。 

 

4. 學生的學後轉變 

   學生在學習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後，究竟有哪些改變呢？以下就訪談結果

與蒐集到的學生學習心得等書面資料進行分析： 

 

（1）學生覺得提升了文化包容力 

   學生提到在尚未學習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前，對某些地區人民存在偏見和

誤解。 

     

    S10：寒假有大陸學生來交流，我們也有去做英文古蹟導覽，來 5 個人，有跟他們聊

天，一起吃麻糬，他們後來還去西門町。    （團訪 160413，C） 

    R：替大陸學生進行古蹟導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S10：他們在大陸是住校，他們覺得學校生活空間很小，像我們教室比他們大，但他

們學生、班級人數卻比我們多，還有好像我們比較了解大陸，他們覺得對於台

灣不是很了解。一開始的時候，反正我就是還蠻排斥大陸人的，但交流完我就

覺得也不是每個大陸人都那麼糟，就是……改觀！  （團訪 160308，C） 

 

學生認為在交流後對大陸人的印象有了轉變，而這項研究發現與周祝瑛、劉豫敏

與胡祝惠（2013）研究兩岸大學生結論相似，該研究指出如果兩岸大學生雙方在

「缺乏充足資訊，或彼此間存在錯誤資訊和誤解下」，的確存在對雙方之刻板印象，

但經過交流後，就有機會化解，並進一步建立雙方友好的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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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覺得提升活動參與實踐力 

   學生表示參加完古蹟導覽課程後，會想去其他地方導覽，提升了活動參與的實

踐力。 

   

   S01：古蹟導覽後，會想去其他地方導覽。想去試試看，因為我覺得跟外國人交流很有

趣。 

   S02：我會看有沒有時間，有時間會想去。     （團訪 151027，A） 

   S07：想去，因為可以和外國人交流。     （團訪 151111，B） 

   S10：還是會想參加類似的導覽活動，像像其他地區的古蹟、景點導覽等等。 

（團訪 160413，C） 

 

（3）學生覺得對古蹟議題改觀，提升文化認同 

    課程實施初期，學生大多表示無法理解為何以古蹟作為國際教育課程主題，

但擔任古蹟導覽小達人後，有了不一樣的認識與想法。 

 

     S09：一開始在了解古蹟和寫稿報告的時候我個人是覺得很困難的，但是導覽完覺得

很開心。 

     R：為什麼很開心？ 

     S09：因為可以讓不同國家的人知道台灣的東西啊！ 

     S10：而且國外的古蹟跟我們是不一樣的，他們聽得津津有味。（團訪 160308，C） 

     S06：古蹟導覽課程，藉由文化傳遞的過程，有提升我們的國家認同。 

              （個訪 160606，S06） 

 

    學生在實際為外賓導覽後，開始認為能將歷史古蹟介紹給外國人認識，是有

趣和有意義的活動，在此過程中學生對祖先的生活方式和歷史背景有更多的了解，

也提升了對自我文化的認同。 

 

I think introducing the historic relics in our school to foreigners is a lot of fun. It is 

an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activity. At first, I was very nervous, but when I 

spoke, I started to enjoy this activity.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from this activity. For 

example, I know the history about the historic relics; I also learn about how our 

great ancestors lived.         （學 150605，8，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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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覺得提升了與外國人溝通的自信和英語學習的興趣 

    也有部分學生提到在課程中體驗到英語的實用性，增加英語學習的興趣。 

 

     S10：學完之後，我覺得自己更喜歡英文了。 （團訪 160315，C） 

 

對學生而言，認為擔任「古蹟導覽小達人」是很特別的挑戰和經驗，過程中

除了考驗團隊合作的能力、組織能力外，也測試自己是否能自信的對外賓表達自

己的想法。起初，學生對於自己的英語口說能力感到擔憂，但在導覽過程中發現，

最重要的並不是將英語說得很流暢，而是如何展現自信，與外國人溝通。 

 

     This program is a very special challenge and experience to me. It tested our  

group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fident. At first, I was very nervous about  

my English speaking, and practice a lot at home. But at the time being a tour guide, 

I recogniz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how fluent you introduce the house. 

It’s the way you communicate to the foreigners and show up your confident. I think 

we all did a great job being a tour guide, and had a great time talking to the 

foreigners.                                         （學 150603，8，S08） 

 

學生表示在課程學習後，英語口說能力和與外國人溝通的勇氣皆有所成長，

對自己更有自信，也更有勇氣與他人溝通。   

 

This i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of my junior high school career. ………., and it  

is also a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and improve my English  

communicating skills. I am also surprised of my courage to speak such long time    

to others, even if I have only prepared for two weeks! Joining this class had really  

changed me a lot, now I am braver and more confident, I’ve got the courage to 

talk.            （學 150603，8，S04） 

 

研究者本身為國中英語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常面臨許多學生仍抱持著為考

試而學英文的心態，無法領略英語學習的價值與實用性的問題。張善禮（2015）

曾指出「沒有外語教育的國際教育易流於膚淺，沒有國際教育的外語教育易流於

呆板，為考試學外語。」國際教育與外語教育的推動是相輔相成的，透過此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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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學生的回饋，讓研究者理解到教師應藉由良好的課程、評量等設計，將國際

教育與外語學習結合，讓學生在提升外語能力的過程中，同時增進異文化的認識，

體認到語言學習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是為在真實情境使用而學習。   

 

二、非正式課程部分 

     國際教育融入非正式課程的模式十分多元，教育部（2012）建議學校可採用

主題方式，引發學生興趣。例如：主題週或主題月、專欄文章、議題步道、活動

競賽、專題演講或研習營隊等。 

海洋國中主任曾參與中小學國際教育讀本的編寫，讀本撰寫採取敘事的方式，

希望吸引學生興趣，拓展其國際視野與增進反思和探究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個

案學校除了配合教育局計畫推展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也由校長、主任或組長等行

政人員嘗試在朝會時間增加學生接觸國際議題的機會，與學生分享國際教育小故

事，如：馬拉拉追求和平與女性受教權的故事，國外學校參訪心得的經驗分享。

除此之外，個案學校也透過舉辦多元文化講座、圖書館多元文化展覽等方式來推

動國際教育。而學生對上述的非正式課程之學習經驗與感受為何呢？以下呈現學

生的參與經驗與想法： 

 

（一）朝會國際教育小故事介紹 

1. 學生認同課程內容多是發人深省的 

    訪談學生認為聽完校長、主任的分享，往往能夠給予他們一些啟發。舉例來

說，學生從組長參訪美國學校的心得中，意識到自己與美國學生學習態度的差異，

認為應該要增進自己的學習自主性，並認為台灣的學校教育應多給予學生鼓勵，

讓學生相信自己，進而超越自己。 

 

    S10：組長有提到美國學生很自主，拿到平板不會像台灣學生一直玩遊戲之類的，就 

         算沒老師也會安靜，跟台灣差很多。 

    S09：上上禮拜是提到平板，這禮拜講到的是那個學校大都是經濟比較不好的家庭， 

          90%以上都是低收入戶，但是在美國卻是排名前 2% 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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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0：進去的學生很多都是單親或經濟弱勢的家庭，但是他們學校仍然可以變成好學 

        校。他們有採訪那些學生，學生說老師很會鼓勵他們，從來不會跟他們說他們做 

        不到。 

    S09：久了，他們就覺得自己是可能做得到的。  

    S10：聽了這些國外的例子，可以讓我們去思考一些事情。 

    R：思考什麼樣的事情呢？ 

    S10：我覺得我們台灣學生應該要增加自己的自主性，像美國學生看齊。 

    S09：還有台灣的學校教育應該嘗試多鼓勵學生，學生相信自己，然後不斷超越自己、 

         挑戰自己的極限。                                （團訪 160413，C） 

 

2. 學生認為實施時間與場地限制影響了學習成果 

   雖然多數訪談學生認同學校師長分享的內容是有意義的，但也有學生表示受限

於場地與時間的關係，學習效果不如預期。在舉辦場地方面，學生認為夏天時因

為天氣炎熱，在操場上無法耐心認真的聽師長分享。   

      

    S12：印象中有講過西藏、芬蘭，但覺得很熱想趕快回教室，如果是演講廳有冷氣就 

         會想聽，應該有 90%的學生都這樣想，如果下雨的話場地是濕的，就要站著聽。             

                                                            （團訪 160420，D） 

    S09：可以感覺到組長很有感覺，但我自己聽完還好。   

    S10：我覺得應該要換一個場合或時間講比較好，那天是站著聽，很熱又講那麼久， 

         沒什麼效果。                                       （團訪 160413，C） 

    

    另外，在實施時間方面，也有學生認為因為升旗時間較短，所以分享的東西

無法太過深入，是較美中不足之處。 

 

     S18：有聽過去了什麼國家，聽到一些全球的問題，像全球暖化，但是升旗時間很短， 

          所以，只有沾一點點講而已，沒辦法太深入。（個訪 160516，S18） 

 

3. 學生認為台灣的升學制度影響此活動的學習成果 

也有學生表示雖然主任組長的校外參訪經驗讓他們多了解國外的學生學習情

形，但是受限於台灣的升學體制，聽完師長分享，似乎無法產生實質的效果。 

 

    S16：我們聽了很多外國怎麼學習，有發展什麼東西。我的感覺是國外很棒，台灣要 

         加油，好像沒什麼效果。他去考察，老師上課方式，國外辦學理念，但教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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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不改變，這些聽了也不干我們的事啊！國外在好，台灣價值觀和教育制度不 

         改，還是推不了啊！  

    S17：他講的再好，我們會想到的是會不會壓縮到我們下課時間。  

    S16：回到班上還是要繼續唸國、英、數，準備我們要考的東西。聽聽還不錯，還蠻 

         好玩的，但覺得沒有很實質效果。                    （團訪 160525，G） 

 

 

（二）多元文化講座與展覽 

1. 學生認為課程內容有助於增進對外國文化、教育制度和事物的理解     

在聽完美國的多元文化講座後，學生寫下的學習心得可看出對美國的教育制度

有更多的了解，並從中獲得啟發。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美國的教育了。學生可以選擇他們想要的科目、去

不同的教室學習不同學科。課餘時間，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從事體育競賽或其他

事情。他們擁有許多時間去探索志向，栽培自我。……我想這應該會很新鮮、有趣

吧！學習感興趣的科目，正是美國在各方面都有傑出人才的主因。當我們探索自己

感到熱衷的課題，就能從中發掘引領自己探索得更深、更遠的喜悅與原動力！          

（校 151117，8） 

   而在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講座之後，學生澄清部分對該國家的誤解，對於馬來

西亞的文化、節日、人口組成、農作物……等都有更多的了解，並意識到自己對東

南亞的陌生與缺乏了解。 

對某些台灣人來說，馬來西亞可能是一個充滿野生動物的大叢林。…….事實上，馬

來西亞大部分的地區為城鎮或城市。沒有熱帶雨林，沒有猴子，沒有食人魚，只有

水泥製成建築。老師告訴我們有許多種族共同生活在馬來西亞，例如：馬來人、印

度人、華人、原住民……等。由於這些族群有各自的文化，以致當地一年中有許多

節日。…….在這堂課前，我以為只有台灣能被稱做「水果王國」，但當我看到這麼

多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才恍然大悟自己對東南亞的了解是如此淺薄。如果下次還有

機會能去馬來西亞，我想嘗嘗看那些不明的水果，並和台灣的做比較。我同時也可

以學到不同種族的文化，並啟發我對亞洲不明地帶的知識。    （校 15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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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越南特色農村生活卡片展 

資料來源：國際學校獎認證成果報告。 

 

 

貳、國際交流部分   

一、台大外籍生早自修入班交流   

    培養國際化知能是培育具備國際視野人才的重點，也是教育部近年來努力推

動的目標。國際化知能需從小培養，然而，對中小學而言，在資源與時間有限的

情況下，與國外學校進行國際交流並非易事；對大學而言，國際學生與本地社群

的融合亦是高等教育國際化中重要的一環。因此，海洋國中藉著與國立台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合辦境外志工文化交流服務，嘗試打破時空藩籬，讓台灣的中小學生

能與國際接軌，也讓在台留學的外籍生，能深入了解台灣的在地文化，以創造雙

贏的結果。 

    此交流計畫的相關資訊整理如下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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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國立台灣大學境外志工文化交流計畫 

計畫目標 1. 提供本地中小學生接觸國際及擴展國際視野 

2. 培養本地中小學生國際知能與外語能力 

3. 提供本國際學生深刻體驗臺灣社會文化機會 

4. 培養本校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社區關懷意識 

5. 提供本校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深化互動及體驗教育 

實施時間 晨讀時間（7:30-8:10）  

實施對象 七年級學生 

實施方式 由一名國際學生與一名本地學生為一組，預計有12組，國際學生來

自美國、法國、馬來西亞、韓國、加拿大、中國、宏都拉斯等國。 

預期效益  1. 對本

地中小學

生 

引發學生對於不同文化的興趣，增進和非華語人士主動

溝通的能力。 

2. 對本校

國際學生    

提供國際學生體驗臺灣本地文化及推廣本國文化的機

會，對臺灣的風土人情有更深的了解。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個案學校希望利用早修時間，邀請鄰近大學的境外志工以外語進行每次約半

小時的國際教育活動，如介紹各國文化、食物、特色等等，讓學生對文化差異有

進一步的認識。而介紹形式包含演講或活動，但活動是以在教室內可完成的為主。 

 

（一）學生認為學習過程是新奇有趣且印象深刻的 

    研究者發現雖然訪談學生已經為八年級或九年級的學生，但他們對於七年級

所實施的這次活動仍然印象深刻，有許多學生（S02、S09、S10、S12、S13）表示

這是他們最喜愛的國際教育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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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2：學校推動的國際教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大外籍生七年級入班那一次，介紹

了關島，還有放投影片。  （團訪 151027，A） 

     S12：最喜歡台大外籍生入班。 

     S13：我也是耶！           （團訪 160504，D） 

 

     S10：最喜歡的課程是台大外籍學生入班，他來自中美洲附近的國家，糟糕，突然想

不起名字，有那個很有名的河。   

     R：巴拿馬運河嗎？ 

     S10：對對對。我覺得那個學生本身給人的感覺本來就很好，內容又很棒。講了很多

他們國家發生的事和故事，像（運）河怎麼蓋的，還有人被蚊子叮死啦…… 

S09：還有人種，他們到底是哪一國的人、什麼人種，他們是很多人種混合，很少人

是單一人種，就是混血兒啦！他們族群很多元。   

S10：覺得很精彩，印象深刻，讓我更了解巴拿馬那個國家。（團訪 160308，C） 

 

（二）學生認為活動實施後引發學生對不同文化的興趣與理解 

      

     學生認為活動結束後增進了對不同國家文化的理解，了解國與國間的差異。 

     

     S08：聽完他介紹墨西哥的節慶、生日派對，發現跟台灣文化有很多差異。 

     S05：我們班的是美國人，他有介紹家人，還提到華盛頓有櫻花季，我記得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說櫻花祭不是只有在日本嗎？沒想到美國也有！ （團訪 151111，B） 

     S03：知道了那個國家的文化，會想更了解，和想去那個國家旅行。 

（團訪 151027，A） 

  

藉由境外學生志工的分享，學生對國外生活方式、節慶活動有更多的了解，也會

試著與學生志工交流，介紹自身文化。 

 

    S13：我們班那個是巴西的，他主要是講 Pinata，還送我們糖果。而且她還有帶一個

活動，是貼馬的尾巴，用魔鬼氈，閉眼睛看你會貼到哪裡，然後很多人都黏到

奇怪的地方，他有說他們很喜歡玩這個遊戲，覺得很意外，但還蠻有趣的。 

     S11：後來還有講到冰淇淋車。   

     S13：我記得她喜歡巧克力冰淇淋和生日的時候將眼睛蒙起來打糖果。   

     S11：是拿木棍去打皮納塔。 

     S13：美國也有這個。   

     S11：西班牙也有。 

     S13：他們辦生日派對，別人會準備皮納塔裡面裝入大量的糖果，你要用棒棍敲打，

把它打下來。 

     S11：把它打爆！ 

 



117 
 

     S13：然後外面就會裂開，裡面跑出糖果，大家就去撿糖果，蠻有趣的。 

     S11：我也有跟他說我們傳統的過生日方式是吃壽桃、麵線，但不知道他有沒有聽懂

我說的。                                         （團訪 160427，D） 

 

（三）學生認為國際教育國際交流的學習效益大，希冀能多舉辦國際交流的活動 

      

     學生認為此活動確實擴展了國際視野，希望能有更多機會與境外志工交流或

學習對方的語言。 

 

我覺得今天的活動非常有趣，我們學了許多高盧文化的歷史知識，老師非常活潑外向，

希望下次還能有這種活動。                                 （校 151117，7） 

      

你說的故事十分有趣，但我覺得法文對我太難了，如果還有機會，或許下次你可以教

我們一些法文。                                           （校 151117，7） 

 

 

圖 4-2-8 學生給境外志工的小卡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學習成果報告。 

 

    學生也指出此活動所學比以往單純上課印象更為深刻，學習成效明顯。 

 

     S10：我覺得外籍生入班學到最多。像現在在世界地圖上看，就會知道那個志工的國

家位置，比以前單純上課印象更深刻，也更了解當地的真實生活。 

（團訪 1604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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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認為學校應多提供類似的活動，拓展學生對不同國家的認識，深化學生

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 

 

    S09：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只有在早自修，而且次數很少，希望這種入班交流可以多辦

幾次。另外，我覺得希望學校想舉辦不同的文化週，尤其是比較偏遠的，或離

我們比較遠的，因為英國、美國大家已經蠻熟悉了。 

    S10：辦大家比較不了解的國家，像那次來的志工，中美洲那樣的國家。 

    S09：讓他們來學校做一些交流，應該很不錯，不管是報告或交流都好。 

                                                        （團訪 160308，C） 

    相較於與國外中小學校進行合作，與臺灣本地大學合作並整合資源成本較低、

學習效益高、也符合教育部推動跨文化溝通及國際教育的目標，研究者認為這是

往後其他中小學在推動國際教育可參考遵循的方式。 

     此外，訪談學生一致認為辦理國際交流的學習效益大，希望學校能多舉辦相

姊妹校交流或參與國際會議或競賽、參與網路國際交流等活動，豐富學生國際教

育學習經驗。 

 

     S01：辦實際活動比較有效。 

     S02：我也是覺得有實際活動比較有趣。                   （團訪 160613，F） 

 

     S14：希望多辦些姊妹校交流，想要去他們學校一起上課，體驗他們學校生活跟我們

有什麼不一樣，還有餐廳吃什麼。                  （個訪 160509，S14）  

     S16：多讓我們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競賽，像高中那個模擬聯合國，我覺得很不錯。 

     S06：希望參與網路國際交流，用視訊互動。              （個訪 160606，S06） 

     S15：遠距教學，可以跟國外學校有一堂課或兩堂課的時間視訊。（個訪 160530，S15） 

     S18：參與網路國際交流，像筆友網友的感覺，寄信給別的國家的人，他也會回信給

你。視訊也可以，但擔心會 lag。                  （個訪 160516，S18） 

學生的回答，讓研究者想起林梅琴（2013）就曾指出學校或教師應盡可能創

造多元的學習機會，讓學習從課程內延伸到課堂外，甚至是校園之外的真實生活

裡；如此一來，將可提供學生從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的環境條件，更可深化

學生跨文化的學習經驗，也是未來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時可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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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成果及其評價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揭示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為「國家認同」、「國

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並據此發展出包含認知、情意、

行動三大能力面向的課程目標。在認知面，培養學生認識全球重要議題、瞭解本

國與國際文化的異同性、理解全球競合的現象與運作模式、瞭解永續發展的理念

與實務，以及建構國際知能與全球意識；在情意面，培養學生欣賞與尊重不同的

文化、建立具本土意識的國際視野，以及促進國際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在行動面，

強調培養學生批判、反省與參與全球行動的實踐力（教育部，2012）。 

而在國際教育融入課程、國際交流和其他科目中涉及國際教育議題的學習後，

訪談學生在情意、認知、技能層面是否有所成長呢？林明地（2012）認為從學生

國際教育學習的角度來看，學生的學習成果應是作為國際教育推動是否成功的檢

視關鍵；換言之，學生在「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

感」等目標的達成程度應該是檢視的重點項目。據此，研究者提供學生國際教育

學習四大目標之能力指標，讓學生參考自評，並以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為架構，

將問卷與訪談結論整理如下。 

 

 壹、國家認同方面 

在國家認同方面，白皮書中提及敘述如下： 

 

國際教育應從認識自我文化出發，讓學生具有本土意識與愛國情操。中小學國際教

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文化的對照，教導學生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認識

臺灣特殊的歷史定位，體認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並喚醒國家意識，正視自

己對國家的責任（教育部，2011）。  

 

而教育部在其後 2012 年的《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更進一步提出四

大目標之具體能力指標，表 4-3-1 即為國家認同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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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國家認同能力指標 

目標 

層面 

能 力 指 標  

國 家  

認 同  

1 - 1 -1  瞭 解 我 國 與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的 文 化 特 質 。  

1 - 1 -2  表 現 具 國 際 視 野 的 本 土 文 化 認 同 。  

1 - 1 -3  向 外 國 人 介 紹 我 國 文 化 特 色 的 能 力 。  

1 - 2 -1  理 解 國 家 發 展 和 全 球 之 關 連 性 。  

1 - 2 -2  具 備 國 際 視 野 的 國 家 意 識 。  

1 - 3 -1  從 歷 史 脈 絡 中 理 解 我 國 在 國 際 社 會 的 角 色 與 處 境 。 

1 - 3 -2  正 視 自 己 對 國 家 的 責 任 。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17）。

臺北市：教育部。 

 

多數學生認為學完學校的國際教育課程或參與相關活動後，「國家認同」是他

們最有成長及改變的層面，原因是社會科的教材內容有所著墨，且課程內容特別

強調認識台灣的部分。 

 

    S02：我覺得學到最多的是指標 1-1-1，了解了很多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 

                                                         （團訪 160613，F） 

    S15：1-1-1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的指標做的最好，像歷史地理部分

都有學到，有學人文地理。                         （個訪 160530，S15） 

    S06：我覺得學校最有達到的目標是國家認同，因為什麼都是以台灣為主啊！像課 

         程內容都是以台灣出發。                        （個訪 160606，S06） 

    S08：我覺得最有達到的是國家認同，因為課本上都會提到。（個訪 160606，S08）  

    S14：我覺得國家認同有達到，我覺得我們現在小孩都是愛台灣的。  

                                                         （個訪 160509，S14）  

 

S16：四大目標就是國家認同、國際素養最有達到。你要介紹自己國家的作品，把自

己國家東西送出去，怎麼可以沒有國家認同，沒有的話你會打成 Chinese Taipei。

像公民課本也有寫台灣是兩黨制的「國家」，表示他有承認台灣是個「國家」。 

    S17：不是寫兩黨制的「離島」。 

   S16：既然是兩黨制的國家，表示我們有政府主權，才能稱為兩黨制，然後我們也有

領土，地理課本有提到我們國家的領土，所以學校教育有增加我們的國家認同

感。            （團訪 1605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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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表示雖然學校教育有教導他們從歷史脈絡中，意識到台灣在國際

社會的角色與處境的艱難，但卻未告知他們如何因應這樣的困境。 

  

S15：台灣不是不能進入聯合國？老師你有看到那個新聞嗎？持中華民國護照不得進

入聯合國總部，你知道那有多假掰嗎！但知道了又怎樣，也沒跟我們說要怎麼

處理這樣的事情。唉！算了……      （團訪 160328，G） 

 

    儘管多數學生認為國家認同感是有提升的，然而，也有少數學生認為就是因

為台灣的特殊國際政治地位，以及受到新聞媒體影響，即使學校教育有特別加強

國家認同的部分，但學生覺得他們的國家認同依舊是模糊不清的。 

      

     S18：國家認同沒有成長。新聞上會講台灣不是中國的，但感覺是模糊的界線， 

          台灣沒有積極的行動去認同本土文化，感覺許多人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例如 

你問一個人客家文化是什麼，他可能只知道台灣有客家人，但可能連他們住在

哪裡都不知道。 

     S19：國家認同最沒有。像大家都覺得韓國美國的手機都好先進，不會想買台灣的， 

          都先考慮外國手機。        （團訪 160530，H）     

 

    還有學生者認為國家認同的目標是否達成，與個人特質較為相關。 

 

     S01：我覺得國家認同學習後的改變最少，雖然歷史地理有提到認識台灣，但我覺得 

          那要看個人，你自己有沒有愛國的心，有些人單純只是為考試學，不會真的因 

          此產生認同。如果自己對這方面有興趣，才會真的產生認同。 

（團訪 160613，F） 

 

貳、 國際素養方面 

在國際素養方面，白皮書中提及敘述如下： 

 

國際教育應循序漸進，讓學生從外語、文化及相關全球議題的學習中，產生具有國

家主體的國際意識。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面向課程與國際交流

活動，教導中小學生理解、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接觸並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學

習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與技巧（教育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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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素養的能力指標詳見下表 4-3-2： 

 

表 4-3-2 國際素養能力指標 

目標層面 能 力 指 標  

國 際  

素 養  

 

2 - 1 -1  認 識 全 球 重 要 議 題 。  

2 - 1 -2  體 認 國 際 文 化 的 多 樣 性 。  

2 - 1 -3  具 備 學 習 不 同 文 化 的 意 願 與 能 力  

2 - 2 -1  瞭 解 我 國 與 全 球 議 題 之 關 連 性 。  

2 - 2 -2  尊 重 與 欣 賞 世 界 不 同 文 化 的 價 值 。  

2 - 3 -1  具 備 探 究 全 球 議 題 之 關 連 性 的 能 力 。  

2 - 3 -2  具 備 跨 文 化 反 思 的 能 力 。  

2 - 3 -3  具 備 跨 文 化 的 溝 通 能 力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17）。

臺北市：教育部。 

 

訪談學生認為「國際素養」的目標達成度也很高，僅次於「國家認同」的目

標，原因是英語科、社會科的上課內容常會提及不同的文化。 

 

    S01：最有學到的是 2-3-3 具備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國際素養最有成長，因為文化學

得比較多，像英文老師在上課時都會提到。           （團訪 160613，F） 

    S03：國際素養學得最好。社會科也講很多這個，還有像我英文老師國小就去美國，

大學畢業才回來，他上課常會提到一些美國的文化。   （團訪 160531，E） 

    S05：國際素養做最好，文化最有學到。英文提到萬聖節、聖誕，萬聖節、聖誕節時

會過那個節慶，老師會花一堂課的時間講解節慶的由來。（團訪 160531，E） 

    S18：國際素養最有收穫吧。學校教很多要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好像要我們去

國外發展的感覺。                                 （團訪 160530，H） 

    S21：我覺得國際素養做的最好，文化講很多，最沒提升的是全球競合力。 

 

    儘管多數學生肯定學校在國際素養目標的努力，然而，也有學生認為國際素養

的提升反而是最欠缺的，因為學校並沒有培養他們具備跨文化的能力。 

 

    S15：國際素養最沒變，沒達成對其他文化的了解，應該是說沒有縱觀的理解一切。  

         像指標 2-3-3 具備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根本沒有教這個東西，這要自己學吧！ 

         然後指標 2-2-1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課程關聯不多，只是照著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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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沒有關連性。然後指標 2-3-2 具備跨文化反思的能力和 2-3-3 具備跨文化

的溝通能力是在說英文科嗎？但我覺得英文內容沒有到跨文化，跨文化這個地

方有問題，我是覺得如果國中可以不要那麼重視升學，例如，可以多選修一個

自己喜歡的語言，變成 trilingual，可能會更好。          （個訪 160530，S15） 

 

    學生指出儘管英文科內容涵蓋許多異國文化，然而學生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

並未學會跨文化的溝通能力，英語考試多著重於文法概念，學生實際運用英語作

為溝通工具的機會不多，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有所欠缺。 

 

    S18：但是國際素養中 2-3-3 具備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做的不好，像聽學長姐說高中英

文雖然教的很難、很深，但是都是只有紙上功夫，真的要講卻不會講。 

    （團訪 160530，H） 

 

參、全球責任感方面 

在全球責任感方面，白皮書中敘述如下： 

 

國際教育應強調對不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以及對於全球的道德與責任，

並提倡世界和平的價值。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教導學生認識及尊重不同

族群的異質文化，強調人權與永續觀念，體認世界和平的價值並重視全球環境生態

的相互依存性，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生命共同體的概念，進而產生對整個地球村的責

任感。（教育部，2011）。  

 

全球責任感的能力指標詳見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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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全球責任感能力指標 

目標層面 能 力 指 標  

全 球  

責 任 感  

4 - 1 -1  認 識 世 界 基 本 人 權 與 道 德 責 任 。  

4 - 1 -2  瞭 解 並 體 會 國 際 弱 勢 者 的 現 象 與 處 境 。  

4 - 2 -1  瞭 解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之 理 念 並 落 實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4 - 2 -2  尊 重 與 維 護 不 同 文 化 群 體 的 人 權 與 尊 嚴 。  

4 - 3 -1  辨 識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與 國 際 正 義 的 方 法 。   

4 - 3 -2  體 認 全 球 生 命 共 同 體 相 互 依 存 的 重 要 性  

4 - 3 -3  發 展 解 決 全 球 議 題 方 案 與 評 價 行 動 的 能 力 。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17）。

臺北市：教育部。 

 

   學生雖然認同全球責任感也是有提升的，但在四大目標中，學生認為全球責任

感的達成度位居第三，主因為儘管公民科教材內容介紹許多相關概念，但課程內

容多在國三實施，教師往往因趕課簡單帶過相關概念，且學生缺乏實踐全球責任

感的機會。 

 

    學生認同公民課協助增加了國際弱勢者處境的了解。 

 

    S19：我覺得全球責任感改變最多耶！像學完國際教育後，能比較瞭解並體會國際弱

勢者的現象與處境，比較好理解。      （團訪 160530，H） 

    S20：我覺得全球責任感提升很多，像公民課就講超多。   （團訪 160519，I） 

    S15：世界公民有講到我們要做個好公民，我們要愛地球和關懷弱勢。 

（個訪 160530，S15） 

 

     但多數國二學生認為全球責任感是最沒有提升的部分，他們認為學校在這方

面的課程內容和活動偏少，且課程內容安排也幾乎都是要到國三才會提到。 

 

    S03：全球責任感最沒有落實，沒有特別強調這些，無論是課程內容或活動都很少。 

    S04：我也是覺得全球責任感最沒有落實，幾乎都沒有在教這個，國三感覺才會講到。                                                       

                                                           （團訪 16053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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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學生則認為全球責任感的教材多編寫於國三課程中，受到升學主義影響，

相關內容出題機會不高，課程內容不受教師重視，學生也無法真正有所收穫。 

 

    S17：全球責任感沒什麼進步，只說台灣做很多人道救援交流，只有這樣而已。只有

第六冊有提到，太少了，放在公民第六冊最後三分之一，他那個根本不會考，

放在九下，考題最多最多頂多一題或根本沒有，你要加強應該寫在第五冊後面。 

    S16：全球責任感講太少， NGO、環境破壞、國際組織、國際競爭力、國際金融根

本不會考，地理後面講像國際組織、國際競爭合作，那些老師就輕鬆帶過啊！

不到半節課就講完了。                                （團訪 160525，G） 

 

    學生也指出學校國際教育對較少碰觸「和平與衝突」這部份議題，也並未真

正教會學生如何實踐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 

 

    S18：全球責任感指標 4-3-1 辨識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的方法。只有講有人在做

這件事，沒告訴你怎麼做，有說有難民這個議題，沒有說要怎麼幫助，會想了

解這方面的資訊，全球責任感有提到一點點但沒做到。     （團訪 160530，H） 

 

    也有學生指出「人權議題」可謂是國際教育的懸缺課程，學校很少與學生討

論相關問題。 

     

     S15：全球責任感指標 4-1-1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我不覺得學校有教到

人權方面的。老師，妳對鄭捷被執行死刑的看法是什麼？妳不覺得有疑惑嗎？通常

死刑犯我們至少會關個 10 年 20 年，為什麼他會比其他人早？我自己在想這應該還

蠻有政治操弄的意味，不然為何是他？他是全民公憤，很多人要他死。但我覺得他

還是有人權，他不應該被政治操弄，他如果被判死刑，就是照程序，先關 10 年 20

年後再讓他死。所以我是覺得 4-1-1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指標，人權沒有，

道德責任感倒是有學到一點。 4-3-3 發展解決全球議題方案與評價行動的能力的指

標的話，我是覺得沒有教怎麼解決耶！應該教學生如何自己去思考，而不是一味的

聽 CNN，因為我們新聞的報導是有偏向的，媒體是有立場的。（個訪 160530，S15） 

 

    面對具有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例如國際教育中「和平與衝突」議題，研究者

認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參考 Bickmore 的研究，他指出教師如果能以對話式的討

論、問題解決、小組討論、焦點座談等方法，往往能夠增加學生對於「和平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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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認知與體驗。在一個比較開放與鼓勵有意義的對話環境中進行討論，也益

於增進學生的民主素養與培養容忍度（引自周祝瑛、劉豫敏、胡祝惠，2013）。 

除此之外，學生認為學校可以藉由舉辦國際志工服務或來多宣導國際志工服

務來提供學生實踐的機會，增進學生的全球責任感。 

 

    S16：我覺得我們學校可以辦國際志工服務，我覺得這樣很不錯，帶一團出去……  

    S15： 跟 NGO 合作。 

    S16：帶一團出去，我覺得這樣很不錯。例如說去柬埔寨或什麼地方，你去幫忙教育

等。 

    S15：有啊！寒暑假都有國際志工服務招募，有一種真的就是去落後國家服務，去幫

助他們。   

    S16：但那些大部分都是要大學生才可以去，國三畢業到高中應該都要都可以去，所

以如果我們學校可以自己辦一團就好了。（團訪 160328，G） 

    S21：多宣導國際志工服務，像世界展望會啊、紅十字會，不只是可以幫助別人，也

可以知道哪裡有戰爭，哪裡有什麼疾病，哪裡需要關懷，不只知道那裡在幹嘛，

還可以幫助別人。（ 團訪 160519，I） 

 

    而在十二年國教升學制度中，要求學生至少從事公共服務 6 小時，學生認為

國際教育可嘗試與公共服務制度結合，讓學生都能確實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

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S15：學校不太有實踐國際教育行動，他可以辦一些活動，譬如淨山啊、做公服，你

可以跟公服做連結，例如：規定公服裡面一定要有幾項是有助於環保的，公服

不是要六個小時嗎？那你就可以規定說至少3個小時是為環保做事的、跟環境

議題有關的，這樣你就可以不要再推什麼新的東西，那樣太麻煩了！這樣你就

真的可以實行，也不用另外推獎勵制度，獎勵制度沒有什麼實質效用。    

（個訪160530，S15） 

 

 

肆、全球競合力方面 

全球競合力的能力指標詳見下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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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全球競合力能力指標 

全 球  

競 合 力  

3 - 1 -1  認 識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的 現 象 。  

3 - 1 -2  探 究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關 係 的 能 力 並 體 認 其 重 要 性 。 

3 - 2 -1  檢 視 個 人 在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中 可 以 扮 演 的 角 色 。  

3 - 2 -2  具 備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的 能 力 。  

3 - 2 -3  察 覺 偏 見 與 歧 視 對 全 球 競 合 之 影 響 。  

3 - 3 -1  分 析 我 國 在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關 係 中 的 地 位 。  

3 - 3 -2  具 備 解 讀 全 球 勞 動 市 場 的 能 力 。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冊國中版（頁 17）。

臺北市：教育部。 

 

    多數訪談學生認為全球競合力是學校教育最缺乏的部分，學校課程鮮少提及

相關內容，或流於表面缺乏深度探討，且談國際競爭較多，國際合作則較少著墨。 

 

    S01：沒學到 3-3-2 具備解讀全球勞動市場的能力，沒教到。 

    S02：沒什麼提到 3-3-2 具備解讀全球勞動市場的能力。 （團訪 160613，F） 

    S06：沒做到的目標是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差不多，都只有提到一點不深入， 

          感覺都是閒聊提到，國際素養提昇就多很多。   （個訪 160606，S06） 

    S05：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最沒有改變。可能是還沒教到？不然就是有講，但只 

         是點到為止，沒有特別花時間去深入探討。     （團訪 160531，E） 

    S08：全球競合力最沒有提升，沒有的原因是因為課程內容是圍繞我們國家為主，還 

         沒有告訴我們跟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交流，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個訪 160606，S08）  

    S14：我是覺得國際競爭力講得多，但是國際合作較少。 （個訪 160509，S14） 

 

在全球競爭與合作的過程，對話、包容、尊重和同理心等是必備的技能與態

度，以避免因偏見與歧視而造成不公平和不平等（教育部，2012）。有學生認為學

校的國際教育偏重歐美的理解，對其他國家文化較少著墨，也間接造成學生崇尚

歐美，對其他國家文化包容力比較弱的現象，察覺偏見與歧視的能力是國際教育

推行時亟待加強的部分。 

     

    S15：我覺得 3-2-3 察覺偏見與歧視對全球競合之影響，沒有教到。我們還是會有落 

         後國家與先進國家的觀念，什麼都覺得美國最好，出國就是要去美國。好像外 

         國指的就是美國，我覺得學校教育有傳達大美國主義的感覺，這個牌子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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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寫英文，就覺得是美國人用的，美國文化就是強勢文化。雖然我對東 

         南亞文化不會有偏見，可是也不會特別想要去了解。像譬如說你買一個名牌， 

         你跟別人說這是法國的跟這是泰國的，人家會覺得說，一樣都是有錢人，我買 

         這個法國名牌西裝跟買泰國名牌西裝，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R：法國？     

     S15：對啊！這就是從小教育養成的。     （個訪 160530，S15） 

 

舉例來說，儘管個案學校曾辦理多元文化週，其中也介紹過越南文化，但訪

談學生察覺課程內容的比重失衡，導致在國際教育學習後，並未消弭他們對東南

亞地區的偏見與歧視。 

 

    S16：有些國家想學，有些不想碰，像泰語難學，除了本身語言問題外，對他們文化

沒有興趣，因為我們跟他們不熟啊！課本都提到歐洲多好多棒，美國多好多棒，

東北亞、東南亞介紹超級無敵少，只講三分之一，歐美一冊。美國二分之一，

歐洲二分之一，大洋洲兩極五分之一。從小你學英文大家就說你好棒棒，你學

泰文人家就會問你幹嘛學泰文？不是嗎？這也是一個普世的價值觀啊！ 

（團訪 160525，G） 

    

    S21：台灣有印傭菲傭，造成很多人覺得他們比我們低階，還是會有這種現象。 

    S20：像拿歐美文憑就會覺得比拿東南亞文憑有用。 

    S21：課程對東南亞文化比較忽略。 

    S20：我覺得應該學校應該是要多提升整個亞洲文化的認識，不要就是覺得歐美比較

強，亞洲就是比較低階的感覺。  

    S21：整個教育培養出來的感覺比較崇洋。 

    S20：還有像非洲沒有人想知道，很明顯有這個氛圍。    （團訪 160519，I） 

 

    學生也表示對非洲感到陌生，認為教材內容存在偏重中國、忽視非洲區域的

問題。 

 

    S17：像非洲大概只講了農業的方式還有被剝削的痛苦。 

    S16：非洲只講了三分之一，還有很痛苦被剝削的熱帶栽培業，挖礦、血鑽石、非洲

最高峰吉利馬札羅峰、赤道龍捲風啊！從印度洋吹來的。中國整整兩冊讀都讀

不完，講太詳細，台灣都沒那麼詳細。台灣講了公路、鐵路、地形國家、公園、

人口聚落、位置經緯度、水文，應該介紹的更詳細更深入。知道太魯閣有大理

岩，但其他地方不知道，可以介紹多一點。    （團訪 1605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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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學生提及對東南亞地區仍存在偏見與歧視的部分，讓研究者想起朱啟華

（2013）曾提出台灣發展國際教育可以思考的原則如下： 

 

1.教材方面：由東南亞地區的語言文化與社會等活動作為學習起點，並延伸到經

濟強勢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理解。 

2.教育目的：培養學生理解經濟全球化為台灣、東南亞地區及其他國家所帶來的

國際關聯性與跨國性議題，進而能提出解決之道。 

 

因此，研究者認為往後其他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時，可參考上述論點，從台

灣本身的社會情境著手，增加學生對身邊新住民的認識，珍惜新移民帶來的多元

文化的新活力，以消彌學生過去因不了解所產生的偏見與誤解。畢竟，如同張善

禮（2015）所言：「東南亞新興國家如越南、印尼、泰國事實上提供著台灣的年

輕一代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們的年輕一代須珍惜這些資源和學習把握機會善用這

些資源。」 

 

 

伍、本節小結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揭示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為「國家認同」、「國際素

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教育部，2011）。本節從學生「國際教育

學習四大目標之能力指標」的自評問卷及訪談結果發現，學生認為「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方面獲得提升，但「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目標則無明顯

進步。 

    學生指出在參與學校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後，「國家認同」最有成長改變，瞭

解了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也意識到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與處境。

另外，「國際素養」目標方面，學生認為在了解國際文化的多樣性，具備學習不同

文化的意願與能力的達成度也很高。然而，在「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

力」、「跨文化反思的能力」及「跨文化的溝通能力」等層面並未確實獲得提升。 

    在「全球責任感」目標方面，學生認為在「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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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瞭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處境」雖有提升，但受限於考試導引教學的

現象，使教師往往僅簡單帶過相關概念，鮮少與學生深度探討相關問題，學生指

出除了「人權議題」彷彿國際教育的懸缺課程外，學校未教會學生如何「發展解

決全球議題方案與評價行動的能力」，也鮮少提供學生實踐全球責任感的機會。 

   而四大目標中，學生認為達成度最低的則是「全球競合力」，原因是學校課程

相關內容較少提及，若有提及則是談國際競爭多，對國際合作則較少著墨。此外，

學生甚至認為課程內容中無形傳達了歐美較其他國家優越的潛在課程，間接造成

學生對其他國家文化包容力比較弱的現象，他們認為「察覺偏見與歧視對全球競

合之影響」的能力是國際教育推行時待加強的部分。 

    整體而言，學生認為在參與學校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後，與「國際教育學習

四大目標之能力指標」進行對照，發現自己在「基礎能力」與「中階能力」指標

的提升高於「高階能力」指標；在認知、情意方面有較明顯成長，但在行動面，

因為缺乏實踐的機會，未有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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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  

    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十分廣泛，本節將就訪談結果嘗試整理出可能影響國中

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為何。 

 

 壹、學生個人因素方面 

 一、「個人興趣與學習意願」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學生認為若對學習沒有興趣或意願，即使有完善的課程設計、良好的教師教

學及學校的大力推動也無助於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 

 

R：在參與過學校提供的國際教育課程或活動後，你們覺得哪些因素可能是影響學習  

   的關鍵？ 

    S02：我覺得個人興趣有影響。             （團訪 160613，F） 

    S10： 自己的興趣影響很大。我從中班就學全美語課程，不想讓自己的英文能力退步，

所以很喜歡國際教育的課程。         （團訪 160315，C） 

    S15：興趣是關鍵，因為學校提供的內容，你自己有興趣，才會想自發性的去做一些

事情。          （個訪160530，S15） 

    S16：我覺得個人特質影響蠻大的，像學校辦那麼多的國際教育交流、演講，有些不

care 的還是不 care。       （團訪 160525，G） 

    S06：學生自己要有意願，沒意願的話，即使課程設計再好，老師教好也沒用。 

（個訪 160606，S06）  

 

二、「個人英語能力」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學生認為英語程度良窳影響國際教育學習經驗，英文程度不佳的學生在國際

交流過程中遭遇困難。 

   

    S18：我覺得英文程度會影響國際教育學習，像一般班級同學間的英文能力落差很大。 

    S19：之前有一次千葉大學日本師培生來，那天我們是全英文上課，分組重組句子、

教文法，那天上課氣氛就比平常安靜沉悶，因為不太會說英語的就不講話，有

些人只能在旁邊看，但有幾個會講日文的女生有主動跟他們聊天。我是覺得全

英上課可以聽到一些新的單字，聽力會進步，但也有同學反應，全英耶！都全

英耶！英文程度比較不好的就覺得上起課較困難。     （團訪 16060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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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也認為以英語介紹學校古蹟給外國人認識的國際教育課程若在一般班級

實施，可能會因為「英語程度差異」而難以推動，顯示提升英語能力也是推動國

際教育重要的一環。 

 

    R：如果在一般班級實行像英資班這樣古蹟導覽的課程，你們覺得可行性高嗎？ 

    S05：非常不高。    

    S07：可行性…第一語言就不通，有些人連國文都不想學，那英文更不可能，這樣就

刪掉一堆人，根本沒有人自願去學習。   

    R：所以你們覺得光英文程度的差異，就會讓這個課程不易實行？ 

    S05：可是如果要在各班實行，那我覺得因為語言就是基礎，應該是你英文要好，不

然談得上什麼國際呢？就是如果說你不想要只上課本那些，但你英文一開始就

沒辦法，之後就更沒辦法實行，可能有些人就聽不懂，然後就覺得好煩，即使

加上國際教育，也是一樣會覺得反感。     （團訪 151117，B） 

 

 

三、「旅行或留遊學經驗影響」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旅行或留遊學經驗讓他們對國外文化及事物有更多關注，願意主動了解相關

資訊，旅行或留學所得也能與課本所學互相對照，加深學習印象與理解程度。 

 

     S18：沒出國就不會真的了解國外到底長怎樣。 （團訪 160601，H） 

     S14：像我去羅浮宮後有很大感觸，之後看到畫，就會想它為什麼可以畫的這麼好，

作畫的原因理由是什麼，創作者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收穫到課本以外的知識，

有了這些收穫，當課本在教到的時候，自己也會比較理解。  

（個訪 160506，S14）  

     S01：去泰國玩後，會特別想了解當地文化和看國際新聞，也會自己去網路查相關訊

息。 

     S03：我六年級去芝加哥留學一年，念一般國小，爸爸要在那邊工作，全家一起去。

之前在台灣對 MLB 沒興趣，去美國後，開電視看到大聯盟，後來就很喜歡看，

也會比較注意美國的事情。      （團訪 151103，A）  

  

四、「國小國際教育學習經驗」會影響國中國際教育的學習 

    學生認為國小國際教育學習經驗也會影響國中學習，國小良好的國際教育學

習經驗促使學生對於國中階段的國際教育學習比較積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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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小學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日本 311 大地震，我們國小有辦愛心募款活動，

大家在行政樓前大操場站在一起排『日本加油』的日文字，為日本加油祈福，

希望他們早日重建家園，有拍下來做成影片，國語日報還有來報導。而且不久

之後就有日本人回應， 剛好我們學校有個學生爸爸是日本人，朝會就來我們

學校用日文感謝台灣，他講得很開心，然後他兒子在旁邊翻譯。那次的經驗我

就覺得感覺很好，難得讓外國人看到台灣，所以對國中的國際教育也會比較期

待和想參加。          （團訪 160413，C）    

 

貳、教師教學因素方面 

一、「教師個人特質」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有學生指出教師的個人特質是影響自身學習經驗的關鍵性因素。 

 

      R：你們認為影響你們學習國際教育的可能因素有哪些？ 

      S12：老師個人特質佔 90% 課程內容佔 10%。  

      S11：環境也很重要。 

      S12：那不對，我修正一下，所以環境佔 9%，課程佔 10%。 

      S19：我喜歡活潑的老師，討厭講一點點，講得不夠深入的。（團訪 160601，H） 

 

   學生喜歡活潑、幽默風趣、給予學生自由與尊重的老師。 

       

      S13：我最喜歡講喜劇悲劇那次。   

      R：所以你對外國的戲劇很感興趣？ 

      S13：也不全是，重點是老師他講話很幽默有趣。 （團訪 160420，D） 

      R：你特別希望這位老師上國際教育課程的原因是什麼？ 

      S12：他會讓我們自己分組，自己決定報告方式。 （團訪 160420，D） 

 

 

二、「教師教學方式」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學生學習經驗受教師教學方式影響，學生喜歡影片補充、提供實作機會的教學

方式。  

 

       R：那國中目前接觸過的國際教育課程中，對老師的教法，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S05：要看是哪個老師教耶，每個老師都不一樣啊！ 

       S07：有些老師喜歡，有些不喜歡。 

       R：那什麼樣的教法是你喜歡的? 

       S07：會用影片補充，不只是課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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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5：像體驗的，例如國外有做什麼，讓學生去體驗，所以希望老師提供具體體驗

方式。 

       S07：對啊，因為資訊其實我們自己在家都可以查到。要有一些道具吧！例如：

PowerPoint，不要只是課本和文字，沒辦法真正去了解。如果有實作更好，

但通常都沒有什麼機會。       （團訪 151117，B）  

     

學生對單純講述的教學方式表達反感，希望教師能多和學生互動交流，或以講述

故事、笑話、個人的親身經歷的方式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R：那不喜歡的教法是什麼？ 

    S05：就死板板在那邊講啊！說這邊發生什麼事情之類的。   

    S07：經常在講課的，會容易覺得無聊想睡覺，會學不進去。  

    S05：會跟學生互動的就會聽得很起勁。 

    S07：互動的比較好，比較不會想睡覺。 

    S05：喜歡會跟我們聊天開玩笑，講一些自己的親身經驗或一些笑話之類的。如果是 

         講故事的話，故事會比課文事實更有感覺，故事會有一種吸引力。如果只是在 

         講課本裡面的內容的話， 基本上自己讀就好了， 幹嘛要老師講？ 

（團訪 151117，B） 

    S18：不喜歡嚴肅的上課、照課本念，很單調，感覺沒有高潮迭起，喜歡偶爾會講笑 

         話，講跟課文有關的故事，而不是講這是重點把它圈起來，回去自己念。 

                                                             （團訪 160601，H） 

 

學生也認為藉由專題研究的方式學習，會比單純聽老師講述更具學習成效。 

 

     S05：如果是自己研究比起老師來教的話，那當然是自己研究的學習效率比老師教還

要高啊！ 

     R：所以你們會希望國際教育的課程能設計一個題目，然後讓你們分組去做專題研

究嗎？ 

     S05、S06：對。   

     S07：就是不要把它當成只是考試，你要硬記下來，而不是因為真的想要了解，想要

去學習他而記下來。        （團訪 151117，B） 

 

    學生的反應提醒了教師：課程的實施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被動接受過程，教

學過程更不該是意義的強加與灌注，學校的課程實踐歷程應重視學生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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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選擇」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學生認為若教材內容能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例如：介紹外國流行音樂，奧斯

卡金像獎、葛萊美獎等國際大獎的歷史背景等，將有助於提升國際教育的學習興

趣。 

 

S03：外國歌曲有些蠻好的，國際教育可以多介紹些外國音樂、流行歌曲。 

                                                       （團訪 151027，A） 

 S20：我覺得國外有很多獎，像新聞、音樂、電影、諾貝爾獎那種，學校可以介紹那

種獎，這樣我們應該會很有興趣想學習，課本裡面都不會談論這個東西，妳可

能去外面聽別人在談論這個，就會有我都不知道的感覺。這些獎都有它的歷史

或背景，但我們只知道今年誰得獎，不知道為何有這個獎。（團訪 160519，I） 

 

參、家庭背景因素方面 

一、「家長態度與支持程度」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學生覺得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受到家長觀念與支持程度的影響，如果家長重視

國際教育，學生對國際教育課程和國外事物也會比較關注和感興趣。 

 

    R：你們覺得還有哪些因素影響了你們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嗎？ 

    S01：應該還有家庭因素影響。如果家人是有從事外商公司或外貿的工作的可能會有

影響，像我爸是外商公司的，他偶爾在家裡會提到工作的事，我就會加減聽，

有時候聽到喜歡的，像跟外國人講公事，覺得很有趣，自己以後也會想嘗試。  

    S02：我應該有受爸爸影響，有時候他會看國際新聞，然後就跟我分享，我就會比較

知道這方面的訊息，也對這類課程比較感興趣。     （團訪 160613，F） 

    S09：我覺得受爸媽影響，會比較注意國外上課方式和文化。 

    S10：因為爸媽會比較注意國際趨勢，讓我覺得英文一定要學好，不然找工作會很困

難。            （團訪 160315，C）        

    S18：家長觀念。 

    S19：媽媽比較在意，要多了解外面世界，不要侷限在台灣。  （團訪 160601，H）                                                       

    S20：我覺得是家庭影響最多，家長的觀念蠻重要的，如果他同意妳這麼做，妳也有

這個能力去做，就會有更多空間去發展這個。   （團訪 160519，I） 

      

    訪談教學組長也證實個案學校的家長對於國際教育多數是認同並願意給予協

助的，例如：家長主動擔任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志工。此外，與台大境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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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流的活動也是由家長積極協助而促成。 

 

肆、學校環境因素方面 

一、「學校外賓、參訪團多寡」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個案學校因為交通位置便捷，鄰近多所大學，常有各國教育參訪團主動與學

校聯繫，學生認為常有機會與海外參訪團交流，對其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產生正

面的影響。 

 

     S06：我們學校做得好的，是常有外國人來參觀。接待海外參訪團，比起其他學校較

多。校門口有掛各國國旗，因為之前有接待過各國使節團。  

（個訪 160606，S06）  

 

二、 「學校環境營造」影響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 

     

    學生認為學校的環境佈置如果能多融入國際教育的元素，例如：校門口各國國

旗佈置、圖書館異國文物展覽、學校藝廊展示世界河流教育學生作品，將有助於

提升國際教育學習效果。 

 

     S03：圖書館展覽也會影響國際教育學習成果，會想去看那些國家介紹。 

     S05：有一次走過去剛好看到，佈告欄有貼經過時無聊就會看一下，我覺得布置在校

門口最有用，像之前就有掛各國國旗。   

     S03：就比較會去關注那些國旗是哪個國家。 

     S05：而且國旗朝會時校長有特別提到，所以大家都知道。   

     S03：校長有說那幾國外賓要來。   

     S05：然後要我們多了解那幾國文化，看到外賓來要有禮貌，要大方一點之類的。 

                                                     （團訪 16060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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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1 國際教育學習環境營造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國際教育成果報告。 

 

 

三、「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學生認為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時，有些課程僅在英資班推行，是較為遺憾的

部分。 

 

    S17：我覺得我們學校很多國際教育的推動，例如外語和文化教學會以英資班優先。 

    S16：但英資班入門門檻太高，這裡是台北市精華區耶！  

    S15：其實也不算是英資班入門門檻太高，就是競爭的人真的太多。我們隔壁班有一

個已經考過全民英檢高級，然後我就覺得……唉！算了！500 個才取 15 個，太

誇張了！ （團訪 160328，G） 

 

伍、社會文化脈絡因素方面 

一、「同儕對課程的評價與學習態度」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同儕團體對於課程的評價及學習態度的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和學習表

現，舉例來說，有訪談學生指出在擔任英語古蹟導覽志工的初期，因一般班級同

學對於古蹟導覽興趣不高，受到同學評價的影響，而降低國際教育課程學習的意

願。 

 

    S06：很多同學會覺得那很幼稚，覺得反正我不是英資班的幹嘛去做，所以大家就會

意願不高，或幾乎沒有意願想學了。 

    S05：而且大家會覺得那你不參加我也不參加，結果如果我去參加，反而變得很奇怪。

              （團訪 151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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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學主義」影響國際教育學習 

    學生認為受限於國中階段升學主義掛帥，導致國際教育課程學習受到忽視，

教學時數也受到排擠。  

 

    S02：可能受升學制度影響，課業比較多，對其他的關注比較少。（團訪 160613，F） 

    S12：多少受升學制度影響，比較沒那麼認真學國際教育的課程。 （團訪 160504，D） 

    S06：大家會覺得這種東西是跟自己有距離感的。   

    R：為什麼覺得國際教育是有距離感的？ 

    S07：目前就只有注重學科。    

    S08：如果考試不考的話，就不會想去學。 

    S05：對啊，你平常上課都煩死了，還要學這個。    （團訪 151117，B） 

 

    S16：當然一定有受到升學制度影響，他現在把很多東西編到九下去，然後說我們有

教，我當然知道有教，但大家不會去碰，因為不會考，那你讀了有什麼用？很

多老師根本就叫我們自己回家看或隨便講一講，那你編了有什麼意義？沒有意

義啊！你應該在寫的深入一點，然後國一國二有些東西簡化，把中國地理刪少

一點，歐洲比中國久地大多了，中國介紹兩冊歐洲介紹一冊又三分之一，超級

懸殊的比例耶！         （團訪 160525，G） 

 

   學生認為填鴨式的教育讓許多同學失去自主學習的意願和能力，導致許多國際

教育的教學活動學生參與意願不高，老師也因感到挫折，不願多花時間設計課程。 

 

     S06：因為從小這樣教育上來，讓大家覺得老師在前面講，大家在下面聽，考試考一

考，大家考好就好，國際教育要求主動學習，大家會覺得這樣方法或許我做不

到，所以不想嘗試，這樣參加的人就變得很少，老師也會覺得這樣我回報比付

出的少，這樣雙方都不會想要去舉行這樣的活動。   （團訪 151117，B） 

 

    學生覺得要使國際教育在國中階段順利推行，首先必須突破升學主義掛帥的現

象。 

 

    S15：我覺得國際教育在國中實行困難的原因是教育體制跟父母思維，現在有些家長

思維還不是那麼的 open，仍重視建中、北一女明星學校，國中的升學率高，家

長就會送孩子進來，所以如果要落實國際教育，我覺得應該要從家長思維改變，

用思維改變來配合教育制度。      （團訪 1605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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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lad（1984）研究學校教育即發現，學校的教學課程常脫離了青少年的

真實世界，學校教育呈現出文憑的重要性似乎超過了教育的內容，特別是對年輕

人個人能力的培養，以及讓年輕人負起發揮自己潛能的責任。學生認為學校注重

的是學生的學術傾向和是否勤奮用功，而不是他們在這個人生階段中關心的生理、

社會和個人方面的需求，這樣的現象是值得教育者思考的。 

 

陸、本節小結 

    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是學生與學習情境的人事物交互作用影響之下的產

物。研究結果顯現「學生個人」、「家庭背景」、「教師教學」、「學校環境」、

「社會文化脈絡」，可能是影響學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 

     在「學生個人」方面，學生認為自己對國際教育的學習興趣與態度、英語程

度的良窳、是否具備旅行和留遊學經驗及國小國際教育學習經驗，對學生的國際

教育學習經驗產生影響。若個人對國際教育具高度學習興趣、良好的英語程度和

具備旅行和留遊學經驗，讓他們對國外文化及事物有更多關注，提升國際教育學

習成效。 

     在「教師教學」方面，學生喜愛幽默風趣、給予學生尊重與自由的老師；期

待視覺、體驗互動、實作、講故事、專題研究等多元教學方式；希望教師教材選

擇能貼近真實生活、符合學生需求。 

    「學校環境因素」方面，個案學校因學校外賓、海外參訪團多，對學生國際

教育學習具正面影響，學校環境營造能發揮境教功能，但部分國際教育課程僅在

英資班推動，是學生覺得較為可惜的部分。 

     在「社會文化脈絡因素」方面，同儕團體的力量影響學生在國際教育學習上

的表現，若同儕對於課程評價高及學習態度積極，學習成效較高。另外，學生認

為升學主義是影響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重要關鍵，學生認為受限於國中階段升學

主義掛帥，導致國際教育實施受到忽視，教學時數受到排擠，國際教育課程內容

往往不是考試重點，造成國際教育受到較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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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影響個案學校學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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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透過學生的觀點了解國中生在國際教育課程學習歷程中的經驗與影

響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透過教室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的方式蒐集研究所

需的資料進行質性研究，研究過程中學生提出許多個人在國際教育課程或活動的

學習經驗，學生的經驗主觀而多元。本章首先綜合前述研究發現呈現研究結論，

其次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研究建議與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學生對國際教育的定義、內容和學習方法能提出自身的見解，學生眼中的國

際教育是實用且具高度學習價值的。 

    在國際教育定義，學生對國際教育的理解來自於他們的學校學習與生活經驗，

他們認為國際教育是在培育優秀外語人才，培養與外國人互動的能力，國際教育

也是了解外國事物和國際議題的教育，而且國際教育能協助學生認識外國教育體

制，發現與台灣教育體制異同處，促使學生對國內教育制度與自身學習進行反思，

進而產生對國際教育自己獨到的見解。 

  從學習內容方面來看，訪談初期，學生回答侷限於語言和文化兩種答案。在

研究者提供訪談學生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後，學生能就其中主題發表自

己的想法，他們認為國際教育是在「學習不同文化」、「學習全球議題」及「學習

國際關聯」，但學校國際教育的推動較偏重於文化、外語學習和生態環境發展等內

容，可能導致學生對國際教育學習內容缺乏完整認識。 

  國際教育的學習價值方面，學生認為學習國際教育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

的來臨」、「增進未來求學或就業必需的能力」、「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與「培養

宏觀視野」，學生眼中的國際教育具有極高的工具性價值。而在國際教育的學習方

法方面，學生擺脫以往死背硬記為了應付考試的模式，轉為積極主動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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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認為教師在教導國際教育教育課程時，教學活動較一般課程多元，教師

直接講述時間減少，學生自主參與和與同儕互動的機會增加。 

    個案學校嘗試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中，在正式課程方面推動「世界河流藝術

教育課程」和「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以「世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而言，

教師跳脫單打獨鬥的模式，由校內美術、英文老師與英國教師、藝術家進行協同

教學。過程中，教師減少講述繪畫技巧的時間，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小組的合作與

實作的機會，提供學生發揮創意和想像空間的平台。 

   而在「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方面，教師在透過電影、小組討論發表等方

式深化學生對異文化的認識後，教師教學走出傳統教室，結合校內資源，讓學生

實際走訪古蹟，增進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擔負起文化交流與傳遞的使命。 

    以往研究即指出：學生希望教師能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來加強學生的學習

興趣（林志彥，2002），例如：戶外教學、訪問專家、進行專題計畫、表演……等，

學生認為一般課程中他們很少有機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因此，整體而言，多

數學生對國際教育實施過程中，教師能提供多樣的教學活動、給予學生實際參與

機會的教學方式表達肯定與認同。 

 

參、學生認為國際教育課程在教材內容的選擇上，較為生活化且能與學生生活連

結。 

    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國際教育課程的內容多是感興趣的，他們認為國際教育的

課程內容較為生活化，也比一般的教材內容更具深度與廣度。舉例來說，在「世

界河流藝術教育課程」中以淡水河為主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學習內容能

與自身生活體驗互相連結，教材內容更擴及英國的人文文化、教育、藝術與生態

保育等介紹。而在「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實施初期，學生雖然不太能理解

為何以古蹟為國際教育主題，但對於課程中介紹跨文化的部分展現高度興趣，也

在課程結束後，對古蹟議題有更深的認同與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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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的學習方法翻轉了以往被動接受的學習型態，轉變為主動

學習的方式。 

   學生指出國際教育的學習方式和以往全盤接收的被動學習方式有極大的不同，

他們必須在課前主動上網查資料，在課堂上和同學討論與合作。以「世界河流藝

術教育課程」為例，學生必須課前上網查詢淡水河的相關資料，在課堂中，和同

學討論分工後完成自己的部分，才能組合成最後的成品。在「古蹟導覽跨文化交

流課程」中，學生因為需要先去聽家長志工的古蹟導覽，之後再自己蒐集相關資

料、寫導覽稿，實際為外賓進行古蹟導覽時，則需與同學合作。這樣的學習方式，

讓學生不再是課堂的旁觀者而是課堂中的主動參與者，學生主體性受到重視，也

學會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伍、學生認為國際教育的多元實作評量方式讓學生在評量過程中學習成長，在評

量後獲得回饋。 

    學生認為實作評量、形成性評量的方式，讓他們得以在評量過程中獲益，和

以往總結性評量為主，學生在考試過後取得分數即停止學習的評量方式有很大的

差異。學生認為實作評量能激發學習的熱情，也能在評量過程中找出自己的缺失

與待改進的部分，能夠「看得見」、「感受得到」自己的學習成果；評量過後，藉

由同學、老師、同學或外賓的回饋，加深了學習成效。  

 

陸、學生認為在參與學校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後，「國家認同」、「國際素養」方面

獲得提升，但「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目標則無明顯進步。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揭示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為「國家認同」、「國際素

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教育部，2011）。 

   從學生「國際教育學習四大目標之能力指標」的自評問卷及訪談結果發現，學

生認為「國家認同」最有成長改變，也意識到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與處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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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際素養」目標達成度也很高，而「全球責任感」雖有提升，但受限於考試

導引教學的現象，使教師往往僅能簡單帶過相關概念，鮮少有機會與學生深度探

討相關問題，學生指出除了「人權議題」彷彿國際教育的懸缺課程外，學校也鮮

少提供學生實踐全球責任感的機會。學生認為四大目標中達成度最低的則是「全

球競合力」，學校課程相關內容較少提及，若有提及則是談國際競爭多，對國際合

作則較少著墨；此外，學生甚至認為課程內容中無形傳達了歐美較其他國家優越

的潛在課程，間接造成學生對其他國家文化包容力比較弱的現象，他們認為察覺

偏見與歧視的能力是國際教育推行時待加強的部分。 

整體而言，學生認為參與學校國際教育課程及活動後，在認知、情意面有所

成長，但在行動面，因為缺乏實踐的機會，未有明顯改變。 

 

柒、學生認為「國際交流」的學習效益大。 

   多數學生對於國際交流的興趣遠於大於國際教育融入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

學生認為國際交流的活動讓他們印象最為深刻，學習效益更顯著。因此，學生希

望學校能夠多舉辦境外志工入班交流或交換學生等活動。 

 

捌、「學生個人」、「家庭背景」、「教師教學」、「學校環境」、「社會文化

脈絡」等因素，可能影響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 

     國中生國際教育學習經驗是學生與學習情境的人事物交互作用影響之下的

產物。在「學生個人」方面，學生認為自己對國際教育的學習興趣與態度、英語

程度的良窳、是否具備旅行和留遊學經驗及國小國際教育學習經驗，對學生的國

際教育學習經驗產生影響。在「教師教學」方面，學生喜愛幽默風趣、給予學生

尊重與自由的老師；期待視覺、體驗互動、實作、 講故事、專題研究等教學方式；

希望教師教材選擇能貼近真實生活、符合學生需求。「學校環境因素」方面，個

案學校因學校外賓、海外參訪團多，對學生國際教育學習具正面影響，學校環境

 



145 
 

營造能發揮境教功能，但部分國際教育課程僅在英資班推動，是學生覺得較為可

惜的部分。在「社會文化脈絡因素」方面，同儕團體的力量影響學生在國際教育

學習上的表現，若同儕對於課程評價高及學習態度積極，學習成效較高。另外，

學生認為升學主義是影響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重要關鍵，國際教育課程內容往往

不是考試重點，造成國際教育受到較少的關注。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省思 

 

壹、對國際教育推動之建議 

 

一、教學實施方面 

 

（一）教師應強化自身國際教育素養與知能，營造正向積極的國際教育學習氣氛 

     研究過程發現學生特別喜愛某位國外留學回來的英文老師教授國際教育，學

生指出該名教師講話幽默風趣，課程內容談及許多外國事物和文化差異，並且給

予他們自由分組的權利。研究者觀察發現學生對教師的認同與喜愛，極有可能肇

因於教師本身所具備的國際教育素養與知能。該名教師因長期接受外國文化洗禮

與薰陶，展現出跨文化適應、理解探索文化脈絡處境及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因而有助於引領學生進行跨文化的學習。 

教師可藉由多參與國際教育跨文化交流活動，強化國際臨場實務的基本能力，

深耕教師豐富的國際實務經驗，並透過課堂上師生的互動，形塑正向積極的國際

教育學習氣氛。若學生感受課堂氣氛是和諧安全的環境，學生便能放心表達意見，

並從討論中澄清自我價值觀。如同游家政與江佳玫（2012）指出唯有在和諧溫馨

之師生關係與民主合作之班級氣氛下，發展學生跨文化溝通力、批判思考力、團

隊合作力，才能真正培育具備全球關懷力與行動力的國際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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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應提供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來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給予學生積極參

與的機會 

    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喜歡使他們有機會積極反應或與他人合作的課堂活動，

像是與老師或同學互動、實際操作等活動，而不僅僅被動地聽和閱讀，這與前述

學生學習經驗的相關文獻結果是一致的（林志彥，2002；梁雲霞譯，2008；Mitsoni，

2006；Good & Brophy, 2008）。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給予學

生積極參與的機會，例如：教師可提出高層次的問題，以刺激學生討論或辯論或

創造性地考慮問題，並引導學生發表意見、建議採取何種行動、提出解決難題的

辦法。 

  教師教學歷程中應著重師生和生生之間的相互激發，以獲致對學生具有意義

的學習結果。畢竟，如同陳伯璋與盧美貴（2009）所言，教學過程應是一種師生

親切的互動，它不該是趕鴨子上架似的「灌輸」和「趕進度」，而是一種師生從

容交流和對事物詮釋和經驗的分享和創造。 

 

二、教材內容方面 

（一）國際教育學習內容除應重視學生需求並與呼應學生生活經驗     

    Goodlad（1984）研究學校教育發現，學校的教學課程常脫離了青少年的真實

世界；Harwick 研究也指出學生認為學習最重要的是學習內容能否引起他們的學習

興趣，並且達到學習的實質意義（引自許美華，2006）。學生是教育的主體，但教

材的選擇上，我們常以成人的視角來看待學習，很少從學習者的角度來了解學生

對於課程內容的想法。 

此次訪談學生的學習經驗，結果也顯示這群國中學生十分在意課程內容與日

常生活連接的重要性。學生對課程教材內容的期待是要能與生活經驗、個人文化、

環境脈絡互相連結，並對未來職業和學習產生助益。據此，教師應提供生活化的

教材，回應受教者的文化知識，與其文化經驗進行對話、討論，藉由教材內容提

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提升學生國際視野與全球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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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教育學習內容範圍應避免偏重部份國家或場域文化；國際教育推動須

注意文化、語言產生位階高低的潛在課程之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認為學校教育的內容偏重歐美國家的理解，學生對東南亞、

非洲等其他地區感到陌生，儘管學校曾辦理多元文化展覽，其中也介紹過東南亞

文化，但學生還是認為學校的教材課程內容，並未消弭偏見與歧視，反而傳達出

美國是強勢文化代表，英語學習比其他語言更為重要的潛在課程。因此，教師在

國際教育的教學需特別注意避免偏重部分國家或場域文化的介紹，造成文化、語

言產生位階高低的現象。 

 

三、評量方面 

（一）評量應從「學習評量」轉型為「促進學習的評量」，讓學生從評量中獲得

成長與回饋 

    研究「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發現，學生起初對古蹟這個學習主題興趣

不高，部分學生則認為教學過程給予的訊息不夠深入與結構化，對此項課程評價

不高。但在古蹟導覽的實作評量後，卻對這項課程的觀感有了極大的轉變，學生

以英語向外國人及家長導覽古蹟的過程中，從與外賓的互動獲得跨文化交流的機

會，增加了學生努力的誘因；另一方面，學校也提供家長機會看見孩子的成長。

因此，訪談學生認為這項課程是十分具有意義的，也很開心自己能有機會參與其

中，甚至在評量實施後，表達對古蹟議題與自我文化的認同。由此可知，教師評

量方式的設計，對學生的學習成果與學習經驗具十分重大的影響力。  

    高熏芳與黎世潔（2012）指出評量國際學習成果應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

三個面向的整合學習表現；在評量的取向上，應從「學習評量」轉型為「促進學

習的評量」。研究者認為教師應使用多元與實作的工具，除了重視評量歷程中是

否為學生創造了具有教育性的學習經驗外，也應提供學生在評量後的回饋，使學

生能真正從評量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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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教育的評量可嘗試與十二年國教的升學制度結合，增進學生參與意願 

    研究過程中，學生提及升學主義掛帥造成國際教育學習的成果不如預期；學

生一方面認同國際教育的重要性，卻又因為課程內容極少列入升學考試，學生在

準備大量的升學考試內容已感到吃力，因而降低學習國際教育的意願。以「古蹟

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的評量方式為例，學生雖然在評量過程中受益，但卻也表

示對升學考試沒有幫助，還要額外花時間準備，因而感到矛盾，訪談過程中可感

受出學生內心的衝突與拉扯。  

    因此，研究者認為國際教育的評量方式或許可嘗試與十二年國教的升學制度

結合。舉例來說，學生參與公共服務學習的時數可列入高中職申請入學時超額比

序的加分，國際教育評量若能結合公共服務學習時數，或許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學

習意願與成效，也有助於提升國際教育中強調的全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對國際

教育學習產生正面影響。 

 

四、學習情境方面 

（一）國際教育的實施應注意實施時間與學習情境的營造 

    Dewey 認為人為經驗主體時，會與情境中一切人、事、物之間進行交互作用，

彼此相互影響，使經驗不斷改變與形成（姜文閔譯，1992）。因此，教育者的任務

即在創造一種情境，透過與學生的互動中形成具有教育作用的經驗（蔡清田、鄭

又嘉，2007）。 

    個案學校在升旗時間推動國際教育小故事介紹，研究結果發現學生雖然認同

課程內容是發人深省的，卻也表示實施時間與場地限制使學習效果不如預期。舉

例來說，夏天天氣過於炎熱，學生在操場上無法耐心認真聽師長分享，且升旗時

間過短導致分享內容無法較為深入。因此，研究者認為推動國際教育時，若能注

意教學環境的佈置與學習情境的安排，將更能引發學習者學習意願，以達成教學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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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整體課程規劃方面 

（一）課程規劃上能多提供學生實踐性的行動機會 

  本研究從學生角度出發，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認為課程中較少給予實踐所學的

機會，這與吳宗憲（2014）研究發現目前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在進行國際教育

教學時，課程規劃上仍以知識性的教導多於實踐性的行動，可互相呼應。因此，

研究者認為國民中小學教師應對課程改革更具敏銳度，深化議題融入教學的重點，

除了從知識連結層面來讓學生了解重大議題之外，更應引導和培養學生能對重大

議題的思考批判能力，進而規劃實踐方案讓學生有機會以行動來表達意見及立場，

才能協助學生擁有成為未來公民的能力。 

 

貳、對學生國際教育學習之建議  

一、學生應培養自己主動探究與學習的能力，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訪談過程中，學生常提及受到臺灣升學制度影響，導致國際教育比較不受

重視，學生察覺教師所教授的國際教育課程內容與升學考試往往沒有直接相關，

導致學習意願也較為低落。因此，研究者以為除了教師觀念的改變與教學的創新，

學生的觀念也應有所突破。 

在學校國際教育的課程實施過程中，研究者認為學生應改變以往沉默、不吭

聲的角色，轉為主動表達意見，參與課程評量的設計與討論，不再將老師所教授

的知識視為一堆無用的資訊。學生也應意識到外語的學習方式不該僅是課本單字、

文法的死背硬記，在學習過程中需敏覺文化背景等差異，藉由外語學習開啟認識

世界的窗口，與世界對話，和他人的經驗產生互動，了解學習是教師與學生共有

的責任，並培養自我評量的能力，這才算是對自我學習負責的方式。 

而在課後學習方面，拜資訊科技發達所賜，今日知識的來源已不再僅掌握於

教師手中，只要有心任何人都能藉由網路、報章媒體、圖書館叢書等管道，輕易

的取得百倍於課本外的知識。如同陳劍涵與陳麗華（2015）所指出，在未來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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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教材將不斷地開放與多元化，教師無法僅以單一教材教導知識，而是由學

習者親炙各項學習資源，來建構屬於自己的學習經驗。 

學生不應再以考試制度為理由，放棄自己主動探究與學習的能力。舉例來說，

除了學校提供的國際教育課程與活動外，學生也應利用課餘時間自我學習，像閱

讀課外國際教育書籍、報章雜誌、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訊、參與社區服務，或出

國交流，或與同儕討論共同設計國際教育行動計畫，加深自我對國際教育學習的

興趣，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 

具備良好的外語能力、跨文化的敏銳度、人際溝通互動和運用資訊多媒體……

等的能力，將有助於學生國際教育的學習，而如何使自己具備這些能力，也是值

得學生去追尋與探索的課題。研究者認為學生應學習計畫自己的行動、規劃時間

去探索課本以外的事物，主動去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成為有能力檢視資訊與批

判思考的自主學習者，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參、對學生的學習經驗研究之省思  

 

一、重視學生在教育歷程扮演的主動角色 

   研究過程發現，當學生被賦予表達看法的機會時，他們的建議是具啟發性的，

學生對學校生活的評價有其成熟的一面。以「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為例，

學生認為導覽應該是要真正對古蹟文化、歷史背景具完整的認識，否則將淪為英

文翻譯，而不是真的導覽。學生也十分在意人權、社會正義等相關議題，認為學

校教育常忽視對此類議題的關注。如同 Rudduck、Chaplain 與 Wallace（1996）所

言，學生對學校系統中阻礙和支持他們學習的面向，有著相當精通的了解，他們

對學校應有的功能與角色有著自己的想法，教師能夠從徵詢學生的意見中獲益。 

 

二、覺察教師運作課程與學生經驗課程差距，從學生與教師觀點的差異反思教育

目標與教學方法 

Rogers（1989）也提醒我們學生所經驗到的課程，經常與教師所教授的課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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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然教師往往不自覺。舉例來說，從研究結果來看，訪談學生提及社會科課

程內容編寫、國際交流對象的選擇或教師的教學過程中，無意間傳遞出讚揚歐美

文化的現象，導致語言、文化出現高低位階之分。陳珊華（2014）即指出學生的

詮釋，往往和老師或教科書的所預期傳達的意義，是顯著不同的世界，因為學生

在進行學習時，會自己去建構與轉化學校教育的內容，致使教師所教的與學生所

學到的之間有所差距。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應嘗試瞭解學生的學習經驗和學生

真正的想法，學生學習經驗的研究可促使教師反思教學目標，提升教學成效。  

 

三、謹慎採納學生觀點 

    在古蹟導覽跨文化交流課程的實施初期，學生表達對主題認同度不高，認為

教材選擇不符合他們的個人需求，訪談學生認為學生們在日常生活裡最關心的事

情，未受到教師們重視。然而，檢視個案學校的教材選擇或課程方案設計方面，

研究者認為此課程對學生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的能力的提升有其助益，也與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裡提及的課程目標、課程設計原則理念相符。 

    因此，研究者以為學生的觀點固然可以提供成人另一思考視角，但並不代表

學生觀點是完全正確，可以照單全收，並在教育現場中推行的。學生觀點有其珍

貴價值，但學生畢竟是尚未成熟個體，其觀點可能還存在不完善之處。因此，教

師在學生觀點的採納方面應謹慎小心。 

    

肆、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一、對象選擇方面：可調整學校的地域性並加入不同族群學生觀點 

    本研究是以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作為研究個案，探究學生在國際教育課程及

活動的學習經驗，藉由觀察、訪談和文件分析的方式蒐集資料。學生學習經驗本

質具複雜性與殊異性，臺北市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經驗可能與其他縣市學校學生

極為不同，而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間也可能存在差異。此外，儘管個案學校的學

生組成十分多元，但本研究的參與學生皆來自同一族群，研究結果無法看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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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學生對於國際教育的學習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有機會再度進行相關研

究，可以嘗試調整學校的地域性並加入不同族群學生，例如：新移民子女對學校

所推行之國際教育課程或相關活動的看法。 

 

二、研究方法方面：學生觀點研究應以訪談為主，輔以觀察與問卷調查，並加入

教師觀點與之對照  

    Erickson 與 Shultz（1992）指出課堂觀察與問卷調查並不能完全掌握學生的

觀點，透過訪談會是較適合的方式。研究過程中發現，在課堂上踴躍發言和與教

師有良好互動的學生，卻在訪談時表達許多對課程的不滿，讓研究者頗感意外。

由此可知，觀察到的資料有時會與學生想法存在落差，學生觀點的研究，應以訪

談為主，並以觀察與問卷調查作為輔助。此外，學生觀點的研究若能加入教師觀

點的對照，除了將有助於了解教師課程設計與實施的理念和想法，也可增加對個

案學校脈絡、國際教育推動方式及訪談學生個人的認識，協助研究者找出造成教

師運作課程與學生經驗課程落差的可能癥結點，讓研究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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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訪談家長同意書 
貴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的研究生 柯姵伃，從 2015/ 09 /14 

開始至 2016 /06 /30，將和貴子弟的美術老師、英語老師進行一項了解「國中生國

際教育學習經驗探究」的教學合作。 

    本研究透過觀察、訪談以及分析學生學習文件的方式，研究學生對於國際教

育教學的感受以及想法。本研究最終的結果，可以做為國中教師實施國際教育教

學的參考，改善目前國中國際教育教學上可能遭遇的問題，促進教師關注學生的

學習經驗，使學生的學習與教師教學的連結能更加緊密，學習也更有意義。 

 

    請您閱讀以下內容，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  

壹、本研究進行預計至 2016 年 6 月底止。  

貳、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研究者會在教室的後方觀察教學。  

參、基於研究需要，研究者會觀察學生的學習相關文件了解學習動態，如學習 

    檔案、作業等，本研究進行時堅守保密原則，絕對不會讓資料外洩，所有 

資料僅供個人學術研究之用。  

肆、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與學生進行 2~4 次左右的訪談，訪談內容主要為學生     

    對於英語課程的看法，為了能紀錄訪談內容以及專注於傾聽受訪者，訪談 

    過程中會進行錄音，但錄音的內容絕對不會外洩，學生名字、班級以及學校  

    等個人資料一律匿名處理，以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 

伍、本研究僅為學術之用，研究中所有的資料，絕對不會轉至他用。  

陸、 研究過程中，如貴子弟有學習上的疑難，研究者願意提供額外課輔以做回饋。  

 

    如果您同意本研究的做法、資料運用、保密原則，也願意讓孩子參與訪談，

請在本同意書簽上您的大名。再此感謝和協助，您的協助對我幫助甚大，並且祝

您事事順心。 

研究者：柯姵伃 

聯絡方式：kelly49212077@gmail.com  

聯絡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 

我瞭解並同意以上敘述內容，願意簽名表示同意孩子參加研究。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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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訪談大綱 
 

一、 對國際教育的想法 

1. 可以說說看當提到國際教育時，你們會想到什麼嗎？就你們剛才所提到的部分，

學校有提供哪些類似的活動或課程嗎？ 

2. 你們覺得國際教育的課程主題有哪一些？你們會想學哪些主題呢？如果你是

老師，會想設計什麼樣的課程？ 

3. 你們覺得為什麼學校要安排國際教育的課程或活動？為什麼你們會有這些想

法？是受什麼影響呢？  

4. 你們覺得自己學習國際教育課程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  

5. 你們認為自己學習國際教育課程的方式或是在課堂上的表現，有和其他課不一

樣嗎？你們是怎麼去學習國際教育的課程呢？ 

 

二、 國際教育教學歷程的經驗與感受、影響國際教育學習經驗的因素 

1. 在目前接觸過的國際教育課程中（例如：古蹟英文導覽、世界河流藝術課程、

台大外籍生入班交流、交換學生），你們比較喜歡哪些課程？為什麼？  

(1) 是因為老師的關係，還是課程內容？還是有同儕一起學習？或是有其他原

因？ 

(2) 你們會希望學校可提供哪方面的國際教育課程？ 

2. 如果從老師的個人特質與他的教學方法方面來看，你覺得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

對你國際教育的學習有影響嗎？ 

（1）你們比較喜歡老師用什麼樣的方式上課？印象最深刻或期待的教師教學

方式是什麼？例如聽老師講述、分組活動還是其他方式？   

（2）能不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你們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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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從國際教育的課程內容和上課教材來看，你們有什麼看法呢？讓你們有這

樣想法的原因是什麼？  

(1) 喜歡老師上課使用的自編教材、學習單嗎？有希望老師加上哪些額外的補

充教材嗎？ 

(2) 課程中最喜歡的內容是什麼？或有沒興趣的內容嗎？ 

(3) 除了目前學習的內容之外，你覺得國際教育的課程還應該學哪些內容？ 

4. 如果從國際教育課程的評量方式來看，例如：個人口頭報告、寫學習心得、小

組合作完成專題研究或作品、對外賓進行英語導覽，你們喜歡這樣的評量方式

嗎？影響你們有這樣想法的原因是什麼？ 

(1) 如果有其他評量的方法可以選擇，會選擇什麼樣的評量方式呢？   

5. 在接受完學校提供的國際教育和課程後，你們覺得自己最大的轉變或收穫是什

麼呢？ 

6. 你們覺得有那些因素會對自己國際教育的學習經驗產生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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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際教育四大目標能力指標問卷 

 

姓名：                         0：沒學到     1：部分學到     2：有學到 

目標層面 能 力 指 標     0 ~ 2分 

 

國 家  

認 同  

1 - 1 -1  瞭 解 我 國 與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的 文 化 特 質 。   

1 - 1 -2  表 現 具 國 際 視 野 的 本 土 文 化 認 同 。   

1 - 1 -3  向 外 國 人 介 紹 我 國 文 化 特 色 的 能 力 。   

1 - 2 -1  理 解 國 家 發 展 和 全 球 之 關 連 性 。   

1 - 2 -2  具 備 國 際 視 野 的 國 家 意 識 。   

1 - 3 -1  從 歷 史 脈 絡 中 理 解 我 國 在 國 際 社 會 的 角 色 與 處 境 。   

1 - 3 -2  正 視 自 己 對 國 家 的 責 任 。   

 

國 際  

素 養  

 

2 - 1 -1  認 識 全 球 重 要 議 題 。   

2 - 1 -2  體 認 國 際 文 化 的 多 樣 性 。   

2 - 1 -3  具 備 學 習 不 同 文 化 的 意 願 與 能 力   

2 - 2 -1  瞭 解 我 國 與 全 球 議 題 之 關 連 性 。   

2 - 2 -2  尊 重 與 欣 賞 世 界 不 同 文 化 的 價 值 。   

2 - 3 -1  具 備 探 究 全 球 議 題 之 關 連 性 的 能 力 。   

2 - 3 -2  具 備 跨 文 化 反 思 的 能 力 。   

2 - 3 -3  具 備 跨 文 化 的 溝 通 能 力   

 

全 球  

競 合 力  

3 - 1 -1  認 識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的 現 象 。   

3 - 1 -2  探 究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關 係 的 能 力 並 體 認 其 重 要 性 。   

3 - 2 -1  檢 視 個 人 在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中 可 以 扮 演 的 角 色 。   

3 - 2 -2  具 備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的 能 力 。   

3 - 2 -3  察 覺 偏 見 與 歧 視 對 全 球 競 合 之 影 響 。   

3 - 3 -1  分 析 我 國 在 全 球 競 爭 與 合 作 關 係 中 的 地 位 。   

3 - 3 -2  具 備 解 讀 全 球 勞 動 市 場 的 能 力 。   

 

全 球  

責 任 感  

4 - 1 -1  認 識 世 界 基 本 人 權 與 道 德 責 任 。   

4 - 1 -2  瞭 解 並 體 會 國 際 弱 勢 者 的 現 象 與 處 境 。   

4 - 2 -1  瞭 解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之 理 念 並 落 實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4 - 2 -2  尊 重 與 維 護 不 同 文 化 群 體 的 人 權 與 尊 嚴 。   

4 - 3 -1  辨 識 維 護 世 界 和 平 與 國 際 正 義 的 方 法 。    

4 - 3 -2  體 認 全 球 生 命 共 同 體 相 互 依 存 的 重 要 性   

4 - 3 -3  發 展 解 決 全 球 議 題 方 案 與 評 價 行 動 的 能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