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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之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國內國際英語村之研究 

壹、 緒論 

本文旨在探討國內國際教育現況及如何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英語村，以作為議題融入教

學的參考。隨著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演進推移，國民教育在趨勢使然下，與時俱進地做出了

適當的政策變革和因應措施；教育要能與大環境趨勢緊密結合，透過議題融入於教學中是個

可行之法。張芬芬、張嘉育（2015）表示，議題課程通常具有三項特徵：時代需要的、受到

關注的以及跨學門的。議題之融入除了對學生「基本學力的養成」更能讓學生「適性發展」，

在兩相兼顧情況下，才能裨益學生之身心發展，適應環境之變化。在「英語力與國家競爭力」

的研討會中出席擔任開幕致詞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表示，累積國家實力首重人才培育，

語言能力就是鑑定國家人才的重要指標之一，而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應該具備足夠

的語言能力、良好的科學素養與寬闊的國際視野（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2010）。語言能

力成為不可或缺以及應該俱備的競爭基礎，擁有雙語或是多語的能力已是目前時代的趨勢，

若要讓學生擁有與國際接軌的能力和國際化及全球化的視野，透過教育紮根無非是個良方。

在全球化與國際教育的影響之下，建構理想的英語學習環境來提升學生英語力儼然已成為各

國一門重要課題。近些年，國內建置多座英語村，英語村擁有創設出的情境教室資源、外籍

師資之教學及多樣化課程，為國內英語教育開創一番新的面貌。英語村擁有的硬體設施若能

加上軟體國際教育議題的融入，勢必能為英語教育和國際教育做最適切的結合。 

 

貳、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九年一貫課程十大基本能力中，即提到「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的課程目標，時

至今日，「國際教育」又再度被放入十二年國教的議題當中；因此，它並非是新創的議題，更

可見政府對這方面的重視。國內推展國際教育的主軸之一即是「英語村」，而英語村的營運方

式多元，主題式的情境環境設置在各縣市間有所歧異，目前尚未有研究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國

際教育議題融入國內英語村進行分析，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動機是欲探究如何將國際教育議

題融入英語村，增進英語學習的品質和效能，讓英語村與國際教育議題做適切的結合，涵養

學生擁有與國際接軌的英語力和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及全球化的

視野，以達到十二年國教將議題融入教學之意涵。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研究者擬從政策面、行政經營面、課程安排三面向分析國際教育

議題融入於國內國際英語村教學的狀況，進行分析，研究目的羅列如下，以作為進行本研究

之依據。 

(一) 了解目前國內推行國際教育之實施情況。 

(二) 提升教育相關工作者對英語教育與國際教育議題之關切。 

(三)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教育現職或未來工作者、教育處、行政機關推展國際教育議題融入  

 英語村教學之參考依據。 

 

參、 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質性之研究取向，以文獻分析法進行探究，說明如下。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摘錄、整理文獻三項主要程

序進行有系統且客觀地分析研究。文獻分析法指的是從政府文獻或以前的調查中蒐集現成的

資訊。透過研究者的新方法把現成的資料加以重新組織，轉變成某個問題的研究變項（朱柔

若譯，2000)。文獻分析法屬間接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我們了解過去、洞察現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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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測將來（葉志誠、葉立誠，2011）。此研究法按照下列四個步驟進行，閱覽與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 (description)，分類 (classifying)，詮釋 (interpretation) （林生傳，2003）。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整理近幾年有關英語村的相關文獻資料，針對執行

狀況、政策等內容進行資料歸納和分析，資料來源如下。 

文獻類別 文獻來源 

政府官方資料 
從縣府教育局處、政府研究資訊系統等明瞭國內英語教育

相關政策發展以及英語村之緣起、計畫與目的。 

學術研究資料 藉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各式期刊等學術性篇章對英語村相關文獻進行蒐集。 

其他資料 
從入口網站 (google) 搜尋而得的國內外英語村相關篇物

和歷史資料記載。 

 

肆、文獻探討 

國中之前的英語學習和他之後的英語成就是呈現正相關，亦即在國中之前就學習英語能

幫助學生達到更高專業水準（何秀鑾，2003）。本節將對於和英語村相關的文獻進行探討。首

先探討英語村之設置和沿革；第二部分為國內英語村歷程及現況；第三部份為臺灣中小學國

際教育實施現況。 

 

一、 英語村之設置與沿革 

英語村是源起於西方國家語言村的概念，語言村是為了在當地創造沉浸式外語教學環境，

加拿大的第二語言學習即是運用沉浸式雙語教學最為人稱道的國家（陳錦芬，2007）。英語村

的建置無非就是運用真實情境讓學生在英語村場景內探索，給學生切實的感受，透過一而再

再而三的對話使他們浸溢在英語環境內，讓學生習慣使用英語，對於把英文當成溝通工具不

再感到恐懼，甚而更了解世界上另外一個角落的文化。爾後，陸續有國家跟進，欲創設與加

拿大類似的語言教學環境，在此理念之下建構類似的語言學習村 (王秋香，2008；陳錦芬，

2007)。陳錦芬（2007）亦指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當地創設了英語村。鄰近臺灣的韓國、日

本都已經做了這樣的嘗試，韓國是由政府設立；日本則是由大阪經濟大學設立國內第一座英

語村，為小學和中學生提供全英語學習環境（陳淑華，2009)。以下將世界上第一座英語村—

西班牙英語村以及國內英語村師法的對象—韓國國際英語村作為介紹。 

世界上第一座英語村成立時間為 2001 年七月，地點位在西班牙的 Valdelavilla（陳錦芬，

2007；Hsiang，2009），建村目的是要創造英語沉浸環境。由於很多西班牙人投入大量時間在

傳統班級學習，但是他們卻無法在會議上學以致用，他們深感挫折和焦慮，因此英語村建立

旨在補償傳統英語教學的不足 (陳錦芬，2007)。課程規劃部分是以特定族群的需求為目標導

向，所以上課時間大多安排在假日，以商業活動的方式經營（林郁琪，2014)。參與課程的人

在村內不使用西班牙語而是全部用英語交談，完全沉浸在全英語環境內，以自然的方式學習

語言，促進語言的學習。 

為了因應全球化的時代，拓展國際視野，增加國際競爭力，邁向世界舞臺，亞洲許多非

英語系國家在英語教育投注許多心力，鄰近臺灣的韓國國家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是英語文

能力的提升。在九七金融風暴後，南韓竭力推展國際化，連帶影響英語教育的積極推動；韓

國政府更將英語教育與國際競爭力視為同等重要（林淑媛，2007）。儘管韓國政府投入大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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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並在 1997 年起從小學三年級起實施英語教學，但是韓國人英語程度仍舊不甚理想，面對

此一窘境，南韓總統李明博當選後推出一系列方案，在英語教師方面大量晉用英語系國家的

人士、增加小學的英語學習時數、大規模建立英語村，以營造全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生英

語力(李美江，2010)。張湘君（2007）指出，2004 年起韓國政府為鼓勵全民走向世界舞臺，

並減少每年假期學生短期出國學習英文的外匯支出，企業界和政府攜手在國內廣設英語學習

村（English Village）。在政府充分支持以及各種因素催化下，韓國政府於 2004 年，在京畿道

省的安山市打造了第一座讓全南韓民眾體驗全英語及全英文化的城市-京畿道（Gyeonggi） 英

語村。 

 

二、 國內英語村發展歷程及現況 

在研考會提出的「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當中，其重心為提升軟實力，並指出英語

為首要國際語言主要體現在三方面:「英語」為國際政經組織之通用語言、「英語」於網路時

代為全球人類共通語言、對「英語力」之重視將造成滾雪球效應 (張玉山，2009)。 

2004 年適逢韓國推出「國際英語村」，其推動理念為:藉由營造的情境、外籍師資的進駐

教學以及沉浸式的英語學習，提升英語學習效果。因其推行效果良好，引起臺灣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及英語教學者之關注，南韓英語村紛紛成為出國前往參訪取經的行程 （溫嘉榮，2009；

李美江，2010；廖盈婷，2010）。有鑑於此，並且在「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的催化下，

桃園縣政府於 2006 年，至韓國參訪考察後，運用縣內學校閒置空間創設場景、讓外籍教師駐

村與學生進行對話以營造全英語環境的概念之下，設立了臺灣首座英語村—「中壢英語村」。

（彭蕙君，2008）。此舉成為國內之創舉，並成為國內其他縣市效法對象。在第一座英語村在

桃園縣設置不久之後，其他縣市紛紛建立起類似的英語村，希冀給學生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

「英語力」之培養儼然成為施政的主軸。英語力已成為敲開國際大門的基本必備能力，為培

養學童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各縣市政府紛紛於國中小學設置英語學習情境設施，多以「英語

村」稱之 (研考會，2009)。在第一座英語村設置不久之後，其他縣市紛紛建立起類似的英語

村，共同目標皆是希冀給學生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至於南臺灣第一座國際英語村則是在金

車教育基金會的協助下，同時在中國商業銀行、長榮航空、伯朗咖啡等企業界挹注之下，於

2008 年在屏東縣南榮國中成立（屏東縣南榮國中；羅秋祝，2009）。從英語村設置的目標學

校大部分設定在國小可知，政府決心從兒童起逐步提升國民英語力。政府政策的催化，提升

學生英文能力，建構國人英文學習環境等各項活動皆顯示學習英文幾乎是臺灣的全民運動（陳

淑嬌，2014）。各縣市英語村就在此脈絡之下，逐一拓展建置，應運而生。                  

英語村之設置歸屬於地方政府，由於各縣市政府條件不同，加上對英語村辦學理念之歧

異，造成各縣市英語村各有其獨立的特色，然而大多數英語村皆為「主題情境體驗式全英語

學習環境」為主（廖盈婷，2010）。李黛華（2014）則發現雖然各縣市設置的英語村大小不同，

擁有多元化的運作方式，經營管理模式亦有所差異，不過英語村的設置皆是植基於相同的理

念和共同的夢想。 

 

三、 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的實施現況 

教育部（2011）在國際教育白皮書中，以「扎根培育二十一世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

並依此提出四項特質，培育具備該四項特質的國際化人才，即，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

競合力、全球責任感。此四項特質的實質內涵概述說明如下 (教育部，2011):  

 

(一) 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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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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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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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球競合力 

國際教育應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國學習機會，激發其跨文化比較的觀察力與反思力。 

 

(四) 全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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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當中分析了中小學國際教育實施現況，並依照四個

項目分述，包含融入課程、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本研究將依照此四項，

簡略概述羅列如下（教育部，2011）: 

 

(一) 融入課程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的做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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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五個項目中，辦理「國際素材融入課

程與教學」有 1,132 校次，為數最多，其次是辦理「外語及文化教學」之學校。目前中小學

融入國際教育課程的學校校次以國小佔的比例最高。融入的領域在國中小大多出現在英語（或

外語）與社會領域或科目，且尚未普遍融入各領域或科目；在高中職融入領域偏重歷史、地

理等社會科，外語集中在英語及日語。 

 

(二) 國際交流 

教育部列出目前可推行中小學國際交流的方式共有十一種，當中包括 「教育旅行」、「英

語村」、「增進國際視野」、「姊妹校交流」、「國際高中生獎學金」、「境外遊學」、「國際志工服

務」、「參與國際會議或競賽」、「教育專題訪問交流」、「參與網路國際交流」等。在此份中小

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教育部（2011）也顯示出以下幾項統計資料: 

(1) 在交流項目當中，以「英語村」、「教育專訪」、「教育旅行」三項特別熱門。 

(2) 中小學的交流國別依序為日本、新加坡、南韓、美國、英國。 

(3) 國內教師及學生參與國際交流人次達28,477人次，此數字佔全國中小學學 生總數0.8％；

校數達 604 校 （佔全國中小學校總數 15.6％），其中高中職佔 27.0％，國中佔 8.6％，國小佔

64.4％。 

(4) 實施國際交流之情形集中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8.9%）及桃園縣（38.2%）、臺北市（9%）、

屏東縣（8.5%）、高雄縣（5.4%）、高雄市（5.2%）等縣市。 

 

(三) 教師專業成長 

據教育部（2011）調查，學校的國際教育專業教師及行政支援人力總計 4,405 人次，佔

全國中小學教師總數 2.1％。而在經費培訓部分，教育部佔 20.8％，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佔 74.5％，民間團體佔 4.7%。中小學辦理國際教育的校數以國小 119 校為數最多，

其次是高中職，再來是國中。教師之培訓主要集中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等其他六縣市，而教

育部中部辦公室佔最多 33.2％。然而，教育部也提出數據下的問題分析:中小學教師所具備的

外語能力與國際素養不一，多數未參與國際教育專業訓練。此外，教師現有的專業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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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偏狹隘，並且欠缺完整的課程規劃與教師認證機制。 

 

(四) 學校國際化 

學校國際化發展可分為六大項: 校園國際化、人力國際化、行政國際化、學習國際化、

課程國際化以及建立國際夥伴關係。目前中小學的學校國際化，大多著重在校園國際化與學

習國際化，在其他項目的推動尚嫌不足。校園國際化方面以「公共設施外文標示牌」、「外文

標語」、「外文網站」做得最多，而學習國際化以「提供充足的視聽圖儀設備」、「配合提供操

作課程」兩項最多（教育部，2011）。   

 

伍、研究發現與建議 

研究者依照研究的目的，針對資料進行分類、蒐集及整理，做出全面性的分析，歸納出

以下幾點發現與建議以及可採的具體作法，分為政策面、行政經營面以及課程安排三個面向，

分述羅列於下: 

 

一、政策面 

設計全縣性或全國性英語護照及標章獎勵認證榮譽制度的統一標準，在有明確一致基準

可依循的情況下，鼓勵學生除了在縣內遊學並踴躍至他校或他縣英語村學習，期望藉由此激

勵作用，引發學生學習英語的內在動機，甚至進而引起學生學習其他外語的興趣，以此改善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無論在中小學或高中職大多集中在英語這個科目的現象，並促使英語村的

永續發展。而當孩子對語言保持興趣便會主動學習；畢竟，語言不僅只是溝通工具，不同語

言的學習可以幫助他們站在不同國籍與不同族群的立場，以更全面和宏觀的角度觀察事物和

理解這個世界，對不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而此正符合國際教育議題之「全球責

任感」的內涵。 

此外，研擬敘獎計畫，對於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的英語村學校進行績效評估，辦理

績優獎勵相關活動，使英語村之營運蓬勃發展，成為特色發展學校。另一方面，黃政傑（2005）

認為，議題融入課程與否的最後裁決者是教師，而議題融入課程是否產生實效的關鍵也在於

教師的決定。因此，為了改善中小學教師外語能力與國際素養不一，以及多數教師並未參與

國際教育專業訓練之現象，政府可定期為任教於英語村的中籍和外籍教師辦理與國際教育相

關的專業知能研習活動，以及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教學的師資培訓，藉以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向心力並強化教師的實務運用之能力以及國際專業素養，將其所學用於英語村教學。畢竟，

教師所需的不僅是與議題相關的知識，還需要具備有實施的能力（黃政傑，2005）。另外，可

以對外國學生、僑生、新移民或俱備國際交流經驗的大學生進行招募，施以充足時間進行培

訓，讓他們擁有專業能力繼而發揮所長，擔任英語村教學助理。此舉不僅可減輕授課教師的

工作負擔，使教師更專注地投入心力於英語村教學；同時也及早儲備願意奉獻於英語教學的

新專業人力資源。 

 

二、行政經營面 

從行政經營之觀點而言，目前中小學融入國際教育課程的學校當中，以小學佔的比例最

高，建議可擴增入村遊學之學生範圍至國、高中職生，提高情境設施使用率。同時，善加利

用網路資源平臺。將教材內容放置網路平臺，在各校入村遊學前到該英語村網站實施行前預

習。透過建置國際教育課程的數位化教學以提升學生至英語村以及與外師互動的學習成效。

此外，校際間的英語村可彼此進行視訊教學，透過網路資源共同探究與全球化議題相關之主

題，藉由主題探究活動的進行，不僅促進學生交流機會，亦做了校與校之間橫向關係合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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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其次，可與有建置英語村之國外學校締結姊妹校，透過網路視訊平台跨國連線授課，

給學生體驗跨國學習之樂趣，讓學習的空間不再受限，學術交流變得更加便利，激發其跨文

化比較的觀察力與反思能力。 

 

三、課程安排面 

社會重大議題融入在各領域內教學，涉及層面含括：領域性質合適與否、教師是否具備

充足的能力以及課程發展與課程管理如何運作（黃政傑，2005）。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教育部

（2011) 對國際教育層面的問題進行分析之後表示，大部分國際交流活動仍無法與國際教育

課程目標緊密結合，以致活動效益大減。而國際教育雖然一再強調擴展國際視野，然而此議

題不單只指認識其他國家，也強調國家認同，讓學生具有本土意識與愛國情操。張芬芬、張

嘉育(2015) 認為，在國中、國小部分，可將議題融入或列為「學校本位課程」。課程安排可

採「全球在地化」的設計理念，將地方特色融入英語村情境教室主題當中，讓學生喜歡、認

同並珍惜自己的文化。除此之外，目前國內新住民人數日漸增多，其後代子女在臺灣生根發

展，課程安排可融入這些新住民國家之語言和文化，讓學生產生具有國家主體的國際意識；

此舉能讓在英語村教學的外籍教師深刻瞭解臺灣是個擁有多元族群共存的寶島，與此同時也

將臺灣特色推向國際。 

 

  陸、結論 

教育部（2011）對於國際教育推動策略，其核心理念是以學校本位為基礎，提供教學資

源和行政支援，並且以融入課程為主軸，加強縱向的連貫以及跨科的統整。而議題融入課程

的基本考量則是讓學生適性揚才（張芬芬、張嘉育，2015)。議題融入課程是一整合的課程，

它結合了議題與現有學域或學科，在課程統整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黃政傑，2005）。是故，

議題融入的課程可以打破學門分界，讓學習成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架構，學生不再接收僵

化的教育方式、抽象的課本內容，而是可以透過英語村的擬真實景，將課程帶入實際生活內，

使學生成為知識建構者，並成為具有創意與國際競爭力之人才。有許多符合國際教育的「雛

型」存在現今中小學場域內，如英語村、課程國際接軌等，皆是可以促進國際教育的重要工

具和平台，有賴學校主管及教師的運用和轉化（詹盛如，2013)。因此，國際交流不再是中上

階級家庭之子女才可獨享之權利，只要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在英語村的教學當中，給學生透

過情境實際體驗，貼合學生自身生活經驗，學生便能藉由這些實有課程，建構出學習之完整

面貌，開拓其國際觀，擁有全球化的視野，落實國際教育的真諦。給孩子的不再只是帶著走

的能力，更培養出孩子的素養。而國際教育議題之融入要有教育部全力協助並支援計畫，由

上而下的推動，加上各國中小計畫的實施，由下而上的施行，在雙向彼此配合互動之下，勢

必能培育出擁有國際視野的下一代，讓英語村領航孩子與世界接軌，讓孩子走出去，世界走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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