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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浪潮來襲，培育學生具有跨文化和跨語言的

核心素養，以應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變動，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中提出的國際教育議題，目的在培養學生具跨領域統整思考與問題

解決能力，促進學生核心素養的養成。本文研究觀察國際教育融入課程

之教師課程協作模組的可行性和實施成效，並從中進行反思，據此提升

教師協作能力和學生學習成效。研究觀察如下：一、學校的開放態度促

進成員實現國際教育的理想與目標。二、課程與教師的互存關係應轉換

為主動參與。三、透過國際教育進行，解構教學模組，進行跨領域合作，

建構新的協作模組。四、教師課程協作模組的建立，增加教師彼此間合

作關係，同時整合學校相關資源，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五、新課程教學

模組讓學生學習氣氛跟效果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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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ability,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hallenges and 
changes.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iming at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rough cross-domain integr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This paper, thus, investig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teacher-curriculum collaboration module through an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an open-minded 
attitude on campus encourages participants to achieve the ideals and 
obj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and teachers should be converted into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deconstruct teaching 
modules while conducting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ng new 
collaboration modules. Furtherm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er-curriculum collaboration module strengthens the mutually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integrates the use of school 
resources and promotes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Finally, the new 
curriculum teaching module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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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技發達、資訊網路普及、交通便利、訊息流通快速的21世紀，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繁且緊密相依。鏈結世界的兩邊，世界兩端已不

再是高牆，也不是距離遙遠的彼端，透過網路訊息溝通，世界彷若在你

我的身旁。因此地球村的形成，拉近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是故，人們需

要跨語言的學習和跨文化的理解，才能夠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適應面

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與變動。在此發展之下，教育國際化成為一個重

要的議題，國際教育所要研究的是有關於國際合作與協調所涉及的教育

層面之認識，最高目的則在於促進國際了解與世界和平(引自楊深坑，

2014）。教育部為培育21世紀國際化的人才，於2011年4月頒布《中小學

國際教育白皮書》，並於 2012年正式實施中小學國際教育計畫（教育部，

2011），期盼讓學生在多元文化中學習如何學習尊重與包容不同文化，並

且促使不同國家間的學生、教師、學校相互交流，增進國際間人們彼此

的瞭解與學習，這種教育行為即是國際教育，所以國際教育係指一種具

有國際面向的教育知識與態度（邱玉蟾，2012）。2011年教育部中小學國

際教育白皮書揭示國際教育有以下四大目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

球競合力、全球責任感，而上述目標如何轉化落實到國中小教育中，教

育部期盼透過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流、學校國際化，以及教師專業

成長等四軌並行，來推動國際教育（教育部，2011）。 

此外，教育部（2014）預定於108學年度起正式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簡稱新課綱)，強調核心素養為重要目標，並列出十九項和

素養密切相關的議題，國際教育即是其中之一項重要議題。為了因應全

球化潮流已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的發展，新課綱納

入的十九項議題教育可使學生統整各領域所學之知識、能力和態度，培

養具跨領域統整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有助於核心素養的養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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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教育單位為了讓教師具有跨領域統整的能力，教育部（2017）特

別訂定「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

協助各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發展以核心素養為主軸之統整

課程，落實自發、互動及共好之理念，達成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來挑戰之目標。換言之，教師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活動、課程設

計，教師彼此間之協同教學、跨科協作、課程融入等教學模式，以培養

學生具有適應未來社會變遷的核心素養。 

近年來國際教育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國際教育推動也逐漸在各領域

中推行。研究顯示教師協作教學能夠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例如:學生學習

成就、標準化成就測驗成績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Lance & Russell, 2004; 

Montiel-Overall & Adcock, 2007; Lance & Hofschire, 2011, 2012）。因此在

國際教育推動過程中，教師在跨領域的課程協作過程中對於教師協作的

回應為何，值得探究。本研究擬觀察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教師課程協作

模組的可行性和實施成效並從中進行反思，藉以提升教師協作能力和學

生學習成效。 

根據上述的背景脈絡，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運用訪談、參與觀

察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究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

教師課程協作的關鍵因素為何？與在此過程中，學生對國際教育議題融

入學習領域的回應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國際教育的意涵 

全球化潮流的趨勢已經影響全球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等

各方面的發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正如蝴蝶效應一般，由點

而面，漸進式發展造成全球性的風潮。因此，在全球化衝擊下，各工作

領域都必需俱備國際視野，才能夠和不同國家的人才進行合作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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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也需要國際化，因此國際教育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教育議題。國際

教育所要研究的是有關於國際互動、合作與觀點所涉及的教育層面之認

識，最高目的則在於促進國際了解與世界和平（楊深坑，2013）。學者

Crossley與 Watson同時也認為國際教育是一種促進國際瞭解的教育，以

促進人類福祉的國際主義意識型態（引自邱玉蟾，2012）。此外，學者也

指出國際教育是為了跨越國界或民族文化的隔閡在教育方面所開展的接

觸及交流（楊思偉，2007）；另外國與國間的合作、增進國與國之間的友

好和平關係、進行國與國之間國際了解的教育，也是國際教育之一。除

了歐美先進國家重視國際教育發展之外，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等亞洲國家，也將國際教育視為國家發展重要教育策略。教育部

（2010a）指出，我國國際教育的目的是藉由學生參與教育國際化之過程

中，學生可以更進一步如何瞭解國際社會、參與國際教育活動並增益社

會秩序及和平福祉。林永豐（2012）分析歸納各國全球教育課程，指出

國際教育包含具有認知、技能、價值與態度等四個面向，四個面向內容

則包含全球公民與相互依存、衝突解決與世界和平、文化差異與認同尊

重、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及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五大主題。 

有鑑於國際教育日趨重要，教育部為了因應全球化的挑戰、社會結

構的轉變與新課綱之推行，教育於2011年4月20日也發布了「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皮書」，而此依據，讓國際教育政策的推動已然成為國中小教育無

可避免的重要事件之一（黃乃熒，2008）。而教育部推動的「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新課綱）同時也呼應國際教育政策，

新課綱強調適性揚才，成就每一位孩子，主張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

並整合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科課程、領域課程發展。學生在此學習歷程中

強調學校須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可以試探、選擇、學習，並在過

程中學會彼此互相合作、溝通互動、社會參與，落實新課綱三面九項核

心素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精神與具備國際素養的優秀公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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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國際教育在十二年新課綱中佔有一席之地（教育部，2014）。詹盛

如（2019）亦指出除了中央政府在教育政策宣示和支持，許多國中小亦

投入國際教育中，例如課程發展、活動交流等，所以目前中等學校的國

際教育課程，也正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之中。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希冀打破迷思、誤解、偏見與意識形框架，尋

求更為健全、合宜、與時俱進的國際視野與觀點（詹盛如，2019）。因此，

國際教育可以視為透過教育國際化的歷程，促進國際間具有國際素養的

學生進行互動、交流、接觸而增加對國際的認知和跨文化理解的過程。 

 

二、課程協作之意義與實施 

面對全球化和國際教育的日益重要，教育現場迫切需要產生創新和

變革，教師在這變革的教育現場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線性的思考已

經不能夠應付現在社會的變遷，需要前瞻時局變化，並對未來學習提供

新視野與新方向（鄭燕祥，2017）。而在實踐教育理念的教育現場中，學

校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行政系統和教師教學系統看似緊密相連，卻是各

自孤獨的專業（Sarason, 1982, 1996）。因此陳佩英（2009）認為，回應持

續不斷的教育改革壓力跟教改方案，教師應透過專業學習社群來共享願

景、一起學習、一起領導與共享實務等來提升教師能力，增進學生學習

成效。因此課堂中的學習活動，授課教師應該走出各自單打獨鬥，獨立

教學的模式，教師應該共同策劃課堂中的教學活動，這樣教師協作模式

可以讓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知識（Roth, Tobin, 2002）。改變教師原本的

教學模式，鼓勵教師運用新的教學模式，讓參與協作的教師彼此間相互

觀摩學習，增加專業對話與互動，藉由教師彼此間經驗交流，促使學生

在學習上產生不同的啟發，以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 

因此，十二年國教課程推動過程中，可以發現許多計畫的執行需要

推動的機構、組織和中小學建立課程協作夥伴關係，如：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國中小前導學校計畫、國教署高中職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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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皆屬課程協作範疇（林佳慧、陳柳如、陳佩英，2018）。各縣市陸續

成立課程與教學協作中心，向上鏈結教育部相關政策，往下連接各級學

校之課程推動，形成中央─地方─學校的完整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呂

虹霖，2017；李文富、范信賢，2014）。由上所述，教學不應該是孤芳自

賞，應該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課程協作就是教師共同來促進、改善學

生所學習發展出來的一種合作方式。 

然而就協作的意涵，包含著：(1)合作一個機構協助另一機構。(2)共

生兩個機構互相協助。(3)有機夥伴，二個機構為共同目標而一起探險（李

子建、盧乃桂，2002）。協作可視為具有著合作、共生、夥伴的意義在内。

這跟Sarason（1982）提及，教育變革需要學校和教師打開教室，並在教

學過程中互相學習與改變有相似的意涵。學者鄭燕祥（2004）也認為，

教育改革過程中需要兼顧全球化、本地化和個別化等三重化過程

（triplizations），在此過程中，學校教育需要各方協作及支持，提供多方

的教學資源來源，共同攜手建立支持網絡等。學校課程之運作發展模式，

可以透過教師課程協作開始，發展出課程協作模組，降低教師之工作量，

提升教師協作之意願，促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夥伴關係的建立。 

洪詠善、陳木金、盧秋珍（2014）指出「課程協作」是為了實現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理念與目標的關鍵策略之一，新課綱是以「自

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核心素養」為連貫與統整領域課程之

主軸，並且倡議各種不同「議題」融入各領域/科目，藉以豐富與落實素

養導向的教學，培養終身學習、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優質國民（教

育部，2014；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所以，新課綱的推動可以透過學

校與多方人員共同參與課程協作，而這些課程協作關係人包括學生、教

師、行政人員、家長及學校所在社區等，上述的合作人員最終關注的焦

點在「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兩大面向（李文富等，2014）。林佳慧

等（2018）亦指出重視教師的教學效能，創造有利學生的學習環境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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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學習，這樣的方式與芬蘭實施的新課綱強調培養橫向整合的素養

與跨領域的學習，並在數位老師指導下進行跨領域的學習方案，與師生

共同設計理念不謀而合（洪詠善，2016）。 

因此，課程協作可以視為教師之間或者多方之間跨領域、同領域的

合作過程，而課程協作的發展過程，包括：組成教學團、妥善規畫設計、

研擬教學流程、進行教學活動、共同評鑑（張清濱，1999；張哲豪，2001）。

換言之，協作過程依個人專長彼此分工合作、共同備課，共同合作完成

課程協作，其優點為教師得以發揮所長，讓學生可以獲得最大助益（張

清濱，1999）。林巧敏、羅嘉雲（2018）指出，協作教學是多元化的教學

模式之一，提供教學者在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並且促進團隊合作；此

外亦能讓學生獲得教學者更多的關注及支援。因此在課程協作過程中一

方面教師間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具有共同的教學目標、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降低教師之負荷量、教學歷程中教師們能夠不斷的溝通、修

正及省思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促進良好之夥伴關係建立。 

究竟個案國中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教師協作的支持性因素為何?

學生對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的回應為何?此乃本研究關注的兩大

焦點。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之訪談工作規劃，從民國108年11月起，至108年12月止，訪

談範圍包括個案學校在進行國際教育推動過程，教師對於國際教育的認

識、學校進行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發展與實施歷程中，不同領域教師

課程協作的關鍵因素為何？並探討在此過程中，教師、學生分別對國際

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的回應為何?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以立意取樣

方式，選擇中部一所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並以訪談、文件分析、參與

觀察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設計與實施包括對個案學校情境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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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資料蒐集、文件資料分析、關鍵事件選取、研究倫理與研究限制的

描述，此外，本研究為個案研究有其研究限制，也將在文中說明，以下

茲將研究設計與實施的步驟分述如下。 

 

一、情境描述 

（一）研究場域的選擇暨國際教育計畫（SIEP）執行簡史 

本研究以中部的藍天國民中學為個案研究對象，該國中是一所位於

中部的中型學校，校園環境幽雅廣闊，田園環繞，綠意盎然，蟲鳴鳥叫，

一年四季各有不同風景，頗有世外桃源之境。目前該國中約有三十多班

級數，是一所老學校，學校教師的流動率不高。研究場域選擇藍天國中

乃因研究者長期與該學校有合作且已建立其一定的信任感，此外在研究

過程中，研究者亦參與觀察。此外，該學校曾經在校長推動下申請過一

年SIEP計畫，其主要推動辦理方式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教師專業成長類：

辦理校內國際教育社群及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其次為課程發展

與教學類：辦理開設外語及文化課程相關活動，該計畫推動主要在上述

兩大類，執行的成員為英語科老師，該計畫執行一年後終止。雖然學校

後來未申請SIEP計劃，但學校有一部分英語科和非英語科教師對於國際

教育推動有一定的理念和理解，自發性推動國際教育，教師們善用正式

會議（例如課發會、領域會議）或者非正式會議進行意見交流，同時尋

求行政資源協助。這群教師自主性進行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師們

認為推動國際教育融入一般課程活動中，不會增加學生負擔，可以拓展

學生的國際視野，讓學生有跨國際文化理解跟思維，因此願意推動國際

教育，推動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二）國際教育課程協作內容與課程簡述 

雖然藍天國中曾經申請並執行過SIEP，但因故終止申請。雖是如此，

該國中仍有一群老師不因沒有SIEP而中斷推動國際教育，相反地吸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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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不同領域的教師參加國際教育推動，這群教師彼此在課程相互合作、

支援協作。該群推動教師分別來自不同的任教領域，有英文科、自然科、

資訊科技和特教領域，但是這群教師彼此在推動國際教育時，對國際教

育有高度相同的認知與理念。但教師們分別在進行時發現，國際教育議

題融入課程時經常需要具有跨領域的知識，在此因緣際會之下，便促成

不同領域教師共同投入課程協作。這些教師在國際教育課程進行時，依

照自己本身科目專長或者興趣，各自提供不同的專業相互支援協助，而

這些專業可以讓國際教育順利的推行。 

（三）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課程協作方式概述 

該校申請SIEP時，由上而下的推行計畫，進行方式主要是行政端業

務的推動，聚焦在辦理開設外語及文化課程相關活動和辦理校內國際教

育社群及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因此行政人員一開始便設定英語

領域教師來進行國際教育的推動，於是在計畫推動過程中經常有不同聲

音跟想法出現。國中教師因為會考關係，一直存在著教學進度壓力，另

外一方面推動過程為滾動式修正教學，因此負責執行團隊便會有不同意

見，所以SIEP計畫便不易進行。但是在SIEP推動的過程中，有一群教師

們因為自身對國際教育的興趣、抑或者提供國際教育融入相關議題的科

普文章、在國際教育視訊時提供相關技術支援協助的教師，這群教師在

SIEP計畫停止後，依然進行國際教育，教師們轉變成為課程上的協作關

係，在國際教育融入於領域教學進行時，依照課程不同的條件需求，具

有不同專長的老師會在課程進行前進行專業對話，同時依照課程進行需

求，其課程協作模式如圖一。例如科普文章專有名詞解釋，不同領域教

師提供相關的專業支援，讓國際教育進行時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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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教師課程協作模式 

 

二、觀察內容 

本研究的研究者角色採以「參與者為觀察者」（participation as observer）

的參與觀察類型，觀察的內容包括：學校與教師開會互動（如共備會議、

教學研究會、教專業社群、課程反思等）、學校進行國際教育活動與師生

人際互動(研習、教師增能、教師休息時間等)、突發特殊事件與人際互動。 

 

三、研究流程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採立意取樣方式，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如表2。

訪談對象包含主任、組長、教師、學生共七人，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

究過程中了解被訪問者的觀點，蒐集「參與者意義（participant meanings）」

的資料。「參與者意義」係指個人在社會環境中，構思組成其世界的方式，

並且解釋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賦予意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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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規劃、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之訪談工作規劃從民國108年11月起，至108年12月止，資

料蒐集、分析與信實度檢核、訪談大綱，相關內容如表1。 
 

表 1   

個案學校訪談綱要與訪談原則 
問題類型 半結構訪談綱要 訪談重點 
開放式 介紹研究取向、介紹何謂國際教育、教師課程協作 1.注意微小與隱藏議

題，深入發掘 
2.觀察受訪者不同語

氣 
3.保持對於議題敏銳

度 
4.遵守倫理規範 

引導式 對於學校進行國際教育的看法 
轉移式 對於學校進行於領域課程中融入國際教育的體驗與經

驗回顧 
關鍵式 學校進行國際教育發展與實施的歷程中，不同領域教

師、學生參與時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結束式 如何看待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在協作課程發展過程

中不同領域教師合作關係的轉化 

資料來源：改編自（李建彥，2018） 

 

五、訪談對象、資料編碼 

本研究以訪談、文件分析、參與觀察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以瞭解

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時，不同領域教師間課程協作模式。此研究訪談

對象包含主任、組長、教師、學生共七人，研究者採取一對一個別訪談

方式來進行研究，因為有兩位學生屬於未成年人，因此會事先向學生說

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並透過導師事先取學生參與研究訪談之學生監護人

同意書。在進行訪談前會再次說明訪談取得資料的用意，以獲得訪談對

象接受訪談意願，並預約訪談日期。進行訪談時，會先徵求訪談過程中

是否可以使用錄音方式進行，若受訪者不同意，則由研究者一邊訪談一

邊做記錄，並在事後儘快進行資料之整理。此外，每次訪談結束後，儘

速整理並轉譯訪談內容。由於訪談大綱是屬於大方向性問題，因此當受

訪者提出意見時，會依據其說法並加以引導訪談，以尋求並收集更為深

入的訪談資料，當訪談收集的資料達到資料飽和時，便停止收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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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訪談資料、錄音資料或筆記本資料內容轉譯成逐字稿後，將訪談大

綱將所繕打的逐字稿內容加以編碼進行標示，其中英文字母代表訪談者，

日期時間代號以「年、月、日」標示，例如：「訪談A080901」則表示108

年09月01日針對A受訪者在藍天國中適當地點與受訪者進行訪談。因受

限於結構性問題無法深入了解問題的癥結點所在，故改採用半結構式訪

談的趨勢（王文科，1995）。本研究邀請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如表2，文件

的編碼為「文件日期流水號」，例如「文件080901-1」則表示108年09月

01日第一份文件如表3。為確保資料之真實性，在資料整理、分析完成後，

進行成員檢核（member check）和同儕檢核（peer review; Miles & 

Huberman, 1994），完成資料修正或增刪。在重複檢核與修正後所完成之

故事文本，方成為本研究之研究成果。 

上述資料收集後，接著藉由詳盡的資料分析，接著採用信實度的檢

核。信實度的檢核以「三角測定法」、「研究參與者的檢核」。透過觀察與

訪談者的資料，經過綜合歸納整理後，同時進一步觀察和研究參與者對

話時加以求證。最後，則將資料分析結果給予上述研究參與者參考，並

聆聽其看法而重新檢視與評估資料。 

 

表 2 

資料編碼表 
編號 服務現職 個案學校資

歷 
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教師課

程協作、授課等相關資歷背景 
訪談日期 

A 國中主任 個案學校主任 課程規劃、策劃參與、自然 108.11.03 
B 國中組長 個案學校組長 策劃參與、實際教學、資訊 108.11.22 
C 國中教師 個案學校教師 策劃參與、實際教學、特教 108.11.09 
D 國中教師 個案學校教師 策劃參與、課程協作、自然 108.12.10 
E 國中教師 個案學校教師 策劃參與、課程協作、英文 108.12.10 
F 國中學生 個案學校學生 參與課程學生 108.12.12 
G 國中學生 個案學校學生 參與課程學生 108.12.1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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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際教育成果冊目錄 

 

 

 

 
圖2  與Pakistan進行資源回收議題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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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參與國際教育學生感謝心得 

 

六、研究倫理、研究限制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途徑，且主要進入現場來蒐集資料，並牽涉到

研究參與者的生活與隱私，故研究者需遵守研究倫理的行為準則，以保

護研究參與者的福利並尊重和理解他們的各項權利，例如：無害原則、

知情權與自願原則、尊重隱私原則、與避免利益衝突原則等（Ruane, 2005）。

此外，受訪者之個人隱私均用以下列作法加以保護。首先，在本研究中，

所有關於訪談資料中個案學校校名、受訪者均以匿名、編碼的方式呈現，

以確保受訪者的身份，避免因真實資料曝光而造成受訪者不必要的困擾；

其次，在不干預學校教學活動與保護研究參與者，在適當的地點與研究

參與者訪談；最後階段，將訪談後內容打成逐字稿，待完稿後以化名方

式並經受訪者確認文字無誤且同意寫成報告書，才公開發表。此外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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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結論撰寫呈現方式是以概括性敘述之方式呈現，本研究為個案研究，

且僅以一所國民中學為例，因各校狀況不同，不能類化到其他情境，為

本研究的限制。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每孩子成長過程中，都曾有著飛向國際的夢想，而教育是實現夢想

的重要步驟。學校是實現夢想的起始點，國際教育鏈結夢想實踐的過程。

據此，學校不應只是建築物內的教室而已，更重要的是師與生「教與學」，

人與人「談與悟」的場所（劉木賢，2006）。換言之，學校場景也是師和

師之間「教與學」發生的場域。因此在中等教育中整合推動國際教育關

注的議題，也面臨師和師的「教與學」協作問題，戴雲卿（2019）建議

加強論述能力，並加強老師專業協同合作，期能逐漸改善此一問題。 

針對本研究所擬定之研究目標，主要探究該個案國中國際教育融入

領域教學之教師協作的支持性因素為何?學生對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習

領域的回應為何？ 

 

一、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課程之發展 

（一）個案學校參與國際教育之教師與學校課程夥伴關係之建立 

學校應扮演支持的角色，提供正確的訊息、觀念、知識，面對全球

化潮流與教育國際化的變革，學校需要能帶領師長正向思考、尋求改變，

建立教育事業生命共同體之體認。 

「剛開始我們不清楚國際教育，學校要推動我們內心其實會擔心，怎不去

找英語領域就好……，我們對國際教育理解可能跟一般老師一樣，停留在

加強英語能力、國際交流、國際旅行，後來進一步才知道，國際教育的內

涵很廣泛，……，學校行政也花很多工夫跟我們說明……像目前教育部國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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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育白皮書公布以後，……，原來國際教育面向廣泛，我們都可以為教

育貢獻一部份心力。而不是原先我對國際教育的理解，只是提升英語能力

而已。」(訪談 D081210) 

「學校嘗試推動國際教育，我們目標就是希望透過教師一起將國際教育當

成一種教育方式，讓學生多認識自己所居住的文化、生活環境及課本中所

介紹和其他國家不同的差異，……，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更清楚認識

我們生長的地方文化、歷史，進一步能夠多關懷他，同時也喜愛我們校園，

不要去破壞它。」(訪談 A081103) 

「……我想要讓學生在進行(課程)中建立一種主動觀察、發現問題的思考

能力。」(訪談 B081122) 

由上述訪談資料整理，個案國中在執行SIEP時，為由上往下執行、

推動，因此成效不彰而中斷。但過程中有引起數位老師共鳴，因此推動

國際教育時，學校應該可以規劃如何讓不同領域教師共同攜手合作，建

立課程夥伴關係，推動國際教育，並依學校生態及行政資源適時調整配

合。另外訪談發現，SIEP剛推動過程中，教師跟學校的互信基礎不足、

對國際教育之認知程度偏低（吳宗憲，2014），經過充分溝通、說明後，

大家容易產生共識，誠如「沒有良好的溝通對話，就不存在有效的參與」

（陳柏翰，2017），這說明學校與教師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學校推行國

際教育政策會由阻力轉為助力。 

（二）學校觀點轉化鼓勵教師參與國際教育推動之課程協作 

對於新政策的推行，過往的經驗總是會帶給師長們無止盡的挑戰與

衝擊，然而國際教育的推動，教師們面對「教育潮流的現實震撼」，學校

行政團隊當領頭羊就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需要具有靈活的調度、規

劃與引導能力，協助教師教學觀點自我轉化（詹弘如，2019），並在課程

協作展現專業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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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個課程的因素，當然第一個考量自己會的東西是什麼？專長是什

麼？怎樣跟其他老師一起協作?主任有提到可以幫我們大家媒合，專案管理，

我就會想說我可以處理的就積極處理，萬一不會的，學校的行政會出面協

助，因為對行政我們都還滿支持信任的。」(訪談 C081109) 

「我負責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讓參加的班級學生去閱讀整理成為英文，

至於英文專業的部分，因為自己英文不流暢，所以請參加的英文老師負責

協助，…，有些專有名詞，會再跟英文老師用的詞彙互相討論做修正…。

看來這個方式很快讓學生有專業流利的英文稿。」(訪談 D081210)  

「學校近兩年發展國際教育，校長找我協助網路上媒合國際的學校，我是

覺得我有能力，這課程也覺得不錯，但是我是特教老師……，手上又沒有

學生可以推……，跟那幾位老師配合後，我認為目前這樣可行，只剩設備

問題再克服。」(訪談 C081109)    

「針對課程進行這個部分，有幾位不同領域的老師有興趣，我們把他們一

起邀進來參加，有的原本就是英文領域的老師，但有的是其他領域，剛開

始運作時就設想好各司其職，雖然起頭需要時間適應，不過後來模式就順

了。」(訪談 D081210) 

「……原本老師都會擔心自己不懂國際教育，但是經由專業互動和協作過

程，慢慢的老師彼此間會討論並且修正內容與方向，精進並深化與下一個

學校互動的內容……。」(參與觀察 081211) 

從資料分析得知，國際教育課程的進行，透過行政媒合，讓有興趣

教師一起來進行課程協作。此外，行政轉換思考模式，觀點轉化，藉由

號召願意參加、認同的教師夥伴共同合作，形成社群分工合作、資源共

享的力量才是無窮盡（范信賢、尤淑慧，2009）。在研究過程中觀察發現

不同教師的專長或者興趣（圖2），讓其在課程協作模組中有借重發揮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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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場域，這樣可以讓國際教育的自主推動。（文件分析081109-2） 

（三）推動國際教育提升教師專業互動、專業成長 

國際教育推動過程中，學生為了讓國際教育交流順暢，主動尋求問

題解決的過程中，無形之中促進教師專業互動，不同科別的師長進行專

業交流，彼此專業分享，促進相互專業成長。 

「我負責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讓參加的班級學生去閱讀整理成為英文，

至於英文專業的部分，因為自己英文程度不佳，所以請參加的英文老師負

責協助，……，些專有名詞，會再跟英文老師用的詞彙互相討論做修正……。

看來這個方式很快讓學生有專業流利的英文稿……。」(訪談 D081210) 

「我們請一些好的人進來講，……，找了 H 老師，他專精簡報設計課程，

過去他曾經和我一起合作過，覺得他在這方面很棒，就拜託他來。」(訪談

E081210) 

「我（參與教師）會盡量找時間，跟另外幾位老師討論下一次的主題跟方

向……，但是大家課很分散，時間都很難抓，盡量短暫聊一下，可是我們

每次討論都是學生為什麼沒有到那個點？……我們還可以在做什麼？是不

是學生學習有狀況？有時候會為了這些事情將課程內容稍微調整一下。」

(訪談 A081103) 

由上述的紀錄內容分析，研究者認為國際教育的推動，教師和教師

間需要有共同的對話時間，增加共同備課促進教師對議題學習認識與理

解（陳玟樺，2018），進而提升專業對話和專業成長品質。 

 

二、學生對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組織氛圍變化 

（一）學生與學校關係 

國際教育的推動，讓學生有另一種不同的課程體驗，開啟另一學習

模式，發現不同的學習樂趣。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P20160218002-201803-201809170012-201809170012-1-9-00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P20160218002-201803-201809170012-201809170012-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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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老師教我們分組到學校操場取景，依造自己想要的構圖拍照，然後

再回來分享，……拍照時發現校園角落真美，在老師指導如何拍攝之後，

我發現我照相技術有進步了。」(訪談 F081212) 

「……學校竟然有老師來教我們攝影跟簡報設計，太棒了，以後我們照相

時應該不會再亂照了……至少 ISO 看得懂，要依照場景將人區隔好，……

有老師講解過後，拍的照片也不會經常把人頭切掉一半。」(訪談 F081212)   

「……國際教育交流過程中，學生需要運用和學習數位設備，老師為了讓

學生可以順利操作數位設備，不但找時間教授拍照、攝影、剪輯，連回家

都和學生進行線上課後討論……。」(參與觀察 081111) 

研究者總結歸納可以發現：一、相較於學校所安排的部定課程，學

生比較不感興趣，對於可以實作的課程，有較高的學習興趣。二、攝影

課可以動手操作或者到戶外上課的課程，學生主動學習並且展現學習成

效較高。學校透過課程改革措施，營造有利適性教育（黃政傑、張嘉育，

2010），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路徑，讓學生適性發展。 

（二）參與學生與教師互動關係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學習，讓學生能夠攜手合作，學習如何

和關鍵他人、老師，共同完成課程的活動。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老師一直提醒說「每個想法都很棒，要聽聽別人的

想法」，「或許這個想法是跟你的不一樣，但是如果有觀念分歧，剛好我們

也可以學到如何尊重他人意見」。(訪談 G081212)   

「……每次上完課後，我們是一組一組發表想法，說說在這學期課堂上得

到什麼、學到什麼……你覺得怎樣做會更好或是對這個課程的改進的想法。」

(訪談 F081212) 

「（第二次定期考查）那天中午安排了國際交流視訊活動，半個小時。」(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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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F081212)        

「英語老師有設計作業，……，介紹我國的女科學家的事蹟，英語學習單，

要學生去找翻譯，介紹女科學家的生平。」(訪談 G081212) 

基本上，由上述訪談摘要記錄中，研究者發現國際教育安排與韓國

學校進行視訊交流，教師在這次的交流課程內容安排上，經由認識自己

國家之重要科學家，同時讓韓國學生認識與了解我國科學發展。在觀察

過程發現，學生跟老師互動關係提升，學生較易接受老師的建議，師生

相處關係亦顯得融洽和諧。張慶勳（1996）指出：「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

成員長期互動創造出來的。」換言之，學校組織成員在生活方式上有共

同的目標與行動，可以創造出良好互動關係。 

此外在視訊會議國際交流過程中，國際教育議題引發學生主動學習

外語及對全球議題的關懷和興趣。 

（三）學生對老師協作模組之回應 

反思是課程重要的一環，學生參與課程，是成員也是主角（圖3），

也因此，學生的回饋反思，經常讓教師產生驚艷的火花。（文件分析

081109-3） 

「我們曾經跟一個韓國學校的老師和同學視訊，老師協助我們使用視訊工

具，用 PPT 簡報介紹我們的節慶活動，對方學校也有跟我們視訊和介紹他

們的節慶，感覺好新鮮。」(訪談 G081212) 

「因為老師告訴我們有可能跟韓國做視訊，這次是介紹自己國家的女科學

家這個議題，英文老師會協助我們英文的內容，所以大家要回去準備(將中

文翻譯成文英文)……，如何介紹跟準備，英文老師會指導跟提供意見。」

(訪談 G081212) 

「在視訊時設備有時會出現問題，老師都會叫我們去找神組長，神組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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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神救援，然後問題就好了，真感謝組長幫忙，不然就糗大了。」(訪談

F081212) 

從以上述的訪談摘要記錄中，研究者發現學生熟悉學習模組的運作

模式，英語內容、議題教材、教學設備都會有專門領域負責教師，學生

亦是跨領域協作一員，這和學者詹盛如（2018）提出，廣義且深入的國

際教育而言，跨學科、跨地理區域，甚至是跨時空都有其必要性。因此

跨領域課程協作模組的教學模式也讓教師間與教師和學生關係有更加密

切與互動的關係。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針對個案學校實施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

教師協作的支持性因素、教師對國際教育的認知與其對課程的影響，以

及教師對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相關看法，最後從學生角度瞭解學生參與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的機會與管道，以及其學習感受，歸納出

以下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主動參與是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教師協作的主要關鍵 

1. 本研究發現個案國中在執行 SIEP 時，是「由上往下執行」、「計畫

推動」，過程中參與的教師基於個人意願、興趣或者因素，導致無法

彰顯其推動成效。因此就課程協作觀點，行政人員進行思考模式轉化，

讓教師展現不同的角色文化、課程文化與工作文化，轉化為課程的規

劃者、參與者和執行者。 

2. 學校主動、協助建立專業社群等等的支持性系統，啟動跨領域專業互

動、對話，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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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課程發展，有賴暢通學校、教師垂直訊息溝通

管道，重視教師彼此間的對話與搭建善意溝通之平台和運作機制。 

4. 建立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模組，媒合志同道合之教師課程協作夥伴，

進行課程協作，再擴大影響層面。 

（二）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教師協作，影響組織氛圍變化，開啟多方

自主學習 

1. 提升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解構、重新建構教學模組，提高學生個

別化學習課程參與及自主學習能力。 

2. 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開啟教師自主學習、與他人共同合作共創新知

及自主專業發展空間。 

3. 教師課程協作引導深化學生反思學習，學生是課堂學習的主角，學生

由課堂知識接受者轉化為課堂設計者、思考者。 

 

二、建議 

承上結論，本研究針對國際教育融入領域教學之教師課程協作提出

以下建議： 

（一）對學校行政系統的建議 

1. 學校行政系統為科層體制，因此行政組織系統需要進行觀點轉化，鼓

勵組織成員進行跨領域課程嘗試。 

2. 學校應該在行政系統、教學系統之間，優化溝通、建立更有效之互信

平台，讓教師可以發掘其專業領域之外之能力，同時建構有意義學習

經驗交流。 

（二）對教師系統的建議 

1. 持續鼓勵教師於課程協作後進行課後分享、檢討與反思，並運用專業

社群或線上專業社群，討論修正教學狀況，強化經營國際教育教學內

容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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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化的學習教材內容選擇應依據學生學習狀態彈性調整，讓學生具

有更深度學習跨文化的理解。 

 

三、未來研究方向 

教師之國際素養，需要環境浸潤與長期培育，同時國際教育具有多

面向性質，例如：國際交流、國際旅行、國際參訪……等。依據教育部

規劃之108課綱內容，未來擬研究家長資源如何參與、協助學校深化國際

教育課程，創造三方共好之國際教育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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