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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英語作為全球之國際語言，亞洲各國多有相關教育政策以提高國民
的英語能力水平。在台灣，為提升國人英語能力，教育部自2003年
以來聘請外籍英語教師來台入校，這在外語教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
色。然而，教育部預估的教師數量長期無法聘足額，且外籍英語教
師入校對臺灣英語教學現場的影響，目前尚未有太多的相關研究
，在缺乏成效評估之限制下，政策的有效性與是否有改進之空間皆
無法有充分與實質的討論。因此，本研究以新北市為例，欲了解其
外籍英語教師引進的經驗與作法，並探討外籍英語教師在學校之經
驗、優點與仍待改進之處。透過此個案，提供給台灣相關外籍英語
教師聘用政策作為參考，以期有實務面之影響。
    本研究第二年度對新北市各承辦學校之外師課程進行參與觀察
，並與各校行政端與中外師等進行訪談，共計十七次的參與觀察與
五十八人次的訪談，兩年度總計含括全新北市四分之三的計畫承辦
學校，再從質性資料分析取徑來瞭解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在學校
現場實踐中的情形。本研究發現如下：
1.協同模式多以「外師主上、中師積極輔助」模式進行，亦有少數
特例。
2.過半數中外師會於課堂中對話交流達到促進課程成效之果。
3.引入外師對於本國籍英語教師帶來活化課程的刺激，也同時產生
壓力。
4.外師授課可提供學生真實英語學習情境，使學生聽力、口說能力
提升，學習英文的動機增強，並體驗異文化的刺激。
    本研究依據第二年度之資料，向教育局端與行政承辦人提出以
下兩點建議：
1.局端應提供外師詳細正確的學校資訊，並注意合約翻譯準確度
，以減少目前各方資訊較不對稱的狀況，縮短與外師預期落差所致
的調適期。
2.局端應對本國籍英語教師清楚說明政策意義，並加強協同教學相
關專業訓練，提供充分的配套規劃與增能工作坊，以使中外師雙方
的磨合更為順利。
    總而言之，如何透過更多、更清晰的資訊交流與政策規畫來協
助該政策從有到好，是接下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需更加聚焦與細緻
規畫的核心項目。

中文關鍵詞： 外籍英語教師、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政策、協同教學

英 文 摘 要 ： English as the current global international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cruiting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NESTs)
becomes a means of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outcome of NEST recruitment policy in
Taiwanese context. This study uses New Taipei City as the
case to study relevant issues on NESTs recruitment policy.
As the second phase of a two-year study, we interviewed 58
NESTs and local English teachers (LETs), school leaders and
conducted 17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 total, this study
covered more than two-thirds of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NESTs.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ESTs and LETs does not match
the expectations inscribed in the policy. There are only a
few cases indicating good practices of NESTs and LETs
collaboration.
2. LETs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having NESTs in
schools.
3. LETs consider NESTs perform well in the classroom.
4. NESTs can bring i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to
stud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has been
submitted.

英文關鍵詞：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NEST)、Foreign English
Teacher Recruitment Policy (FETRP)、Cooperative Teaching



摘要 

    英語作為全球之國際語言，亞洲各國多有相關教育政策以提高國民的英語能力
水平。在台灣，為提升國人英語能力，教育部自2003年以來聘請外籍英語教師來台
入校，這在外語教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教育部預估的教師數量長期無法

聘足額，且外籍英語教師入校對臺灣英語教學現場的影響，目前尚未有太多的相關

研究，在缺乏成效評估之限制下，政策的有效性與是否有改進之空間皆無法有充分

與實質的討論。因此，本研究以新北市為例，欲了解其外籍英語教師引進的經驗與

作法，並探討外籍英語教師在學校之經驗、優點與仍待改進之處。透過此個案，提

供給台灣相關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作為參考，以期有實務面之影響。 
    本研究第二年度對新北市各承辦學校之外師課程進行參與觀察，並與各校行政
端與中外師等進行訪談，共計十七次的參與觀察與五十八人次的訪談，兩年度總計

含括全新北市四分之三的計畫承辦學校，再從質性資料分析取徑來瞭解外籍英語教

師聘用政策在學校現場實踐中的情形。本研究發現如下： 
1. 協同模式多以「外師主上、中師積極輔助」模式進行，亦有少數特例。 
2. 過半數中外師會於課堂中對話交流達到促進課程成效之果。 
3. 引入外師對於本國籍英語教師帶來活化課程的刺激，也同時產生壓力。 
4. 外師授課可提供學生真實英語學習情境，使學生聽力、口說能力提升，
學習英文的動機增強，並體驗異文化的刺激。 

    本研究依據第二年度之資料，向教育局端與行政承辦人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1. 局端應提供外師詳細正確的學校資訊，並注意合約翻譯準確度，以減少
目前各方資訊較不對稱的狀況，縮短與外師預期落差所致的調適期。 

2. 局端應對本國籍英語教師清楚說明政策意義，並加強協同教學相關專業
訓練，提供充分的配套規劃與增能工作坊，以使中外師雙方的磨合更為

順利。 
    總而言之，如何透過更多、更清晰的資訊交流與政策規畫來協助該政策從有到
好，是接下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需更加聚焦與細緻規畫的核心項目。 
 
關鍵詞：外籍英語教師、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政策、協同教學 
  



Abstract 

English as the current global international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cruiting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NESTs) 
becomes a means of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outcome of NEST recruitment policy in Taiwanese context. 
This study uses New Taipei City as the case to study relevant issues on NESTs recruitment 
policy. As the second phase of a two-year study, we interviewed 58 NESTs and local 
English teachers (LETs), school leaders and conducted 17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 total, 
this study covered more than two-thirds of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NESTs.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ESTs and LETs does not match the expectations inscribed 
in the policy. There are only a few cases indicating good practices of NESTs and LETs 
collaboration.  

2. LETs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having NESTs in schools.  

3. LETs consider NESTs perform well in the classroom. 

4. NESTs can bring i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to stud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has been submitted.  

 

Key Words：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NEST)、Foreign English Teacher 
Recruitment Policy (FETRP)、Cooperative Teaching   



壹、 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探討 

一、前言 
英語作為全球之國際語言，亞洲各國多有相關教育政策以提高國民的英語能力

水平。在台灣，英語領域在台灣的國小、國中與高中教育階段，通常都與國語、數

學並列為三個主要的科目，換句話說，在台灣的正式學校教育中，英語有著相當突

出的地位。但是受到重視並不表示台灣一般民眾的英語程度良好，在國際評比 EF 
英語能力指標中，台灣人的英語程度在亞洲係屬後段班。 

為提昇國人之英語能力，台灣採用與其他東亞國家類似的政策作為，提出了外

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自 2003年推動以來，由統計數字發現其成效不彰，也就是在
外籍英語教師的聘用上，教育部預估的數量從來無法聘足額。而在外籍英語教師入

校對學生與本國英語教師的影響，也就是外籍英語教師聘用計畫之「質」的部份，

目前尚未有太多的相關研究。因此，可見政策成效仍缺乏充足之相關實證資料之佐

證。而在缺乏成效評估之限制下，政策的有效性與是否有改進之空間便無法有充分

與實質的討論。緣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本次對新北市的個案研究來了解外籍英語教

師聘用之教育政策的成效，進行教育政策的成效評估並提出未來可行之相關建議。 
選擇新北市而非台灣的首善之區台北市，研究者有研究上之特殊考量。因為台

北市作為首邑，無論在教育政策的實踐、經費的挹注、居民普遍的社經背景，在台

灣皆屬前段，以教育研究的觀點，台北當然有其值得研究之處。然而，研究者進行

此一研究並非只想探討前段的台北經驗，一方面因為其無法代表臺灣大多數的地方，

另一方面是台北市教育局並未有大規模聘用外籍英語教師的政策實踐。 
在本研究計畫中，因為主要探討台灣的情況，間或會提到其他幾個亞洲國家與

地區，因此在名詞的使用上，會將「以英語為母語之英語教師(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NESTs) 於以下簡稱外藉英語教師，與「非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NNESTs)」於以下簡稱本國英語教師，以力求行文的一致
性。雖然 NESTs 與 NNESTs 在中文世界有不同的譯法，但這並非本研究希冀探索
與討論的重點。 
 
二、研究動機 
在前述整體台灣的環境脈絡之下，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動機是與過去之教學背

景、研究興趣與目前在學校現場接觸之現象有關，在此說明如下： 
研究者在出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前，曾於台灣的國中與高中教授英文，故對於台

灣教改初期的英語教學有親身之體驗。因此，在國外求學與任教的過程中，一直對

於台灣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英語教育保持高度的關注。其次，由於研究者的研究方向

之一為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以過去在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任職之時，曾經與當



時的研究夥伴進行東亞地區外籍英語教師聘用的教育政策比較研究。再者，自 2012
年迄今，研究者發表的論文中，關於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英語教學法的期刊論

文就計有三篇，其中有兩篇皆刊登在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這份以
英語教學、語言政策為主的 SSCI 期刊之中，而另一篇則是刊登於美國英語教學協
會的專業刊物 TESOL Journal之中。同時，本人目前也是 Asia TEFL 這份屬於亞洲
英語教學之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這份期刊目前亦被收錄於 Scopus資料庫之
中。由前述的表現可以顯示研究者在英語教學與英語教育政策研究上，有持續的耕

耘與投入。 
而於 2013年初返台任教後，透過不同的計畫與合作，研究者對於台北市、新北

市的國、高中英語教學現場有著許多的互動與近距離的觀察。首先，在因緣際會之

下，研究者於兩年前成為全台首個正式高中英語教師跨校社群「Engcredible共備社
群」的指導專家，陪著來自台北市十所高中的十二位英語教師進行讀書會、教師專

業發展、共備、觀課與議課。在過去兩年裡，每個月有一至兩次的社群聚會與組織

社群成員到台中、台東、高雄等地進行專業分享。 
其次，由於參與教育部「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計畫，研究者擔任計畫的諮

詢委員與課程規劃小組之成員。因此在過去兩年內，研究者在台北與新北市到學校

現場擔任國、高中英語教師公開授課與議課之專家超過四十場次，並且指導數個台

北市幾所高中(如：成淵、西松、萬芳等)與市立國中(如：實踐、龍門等)的英語特色
課程發展、英資班課程發展或英語科社群之專業發展。透過這些寶貴的機會下，讓

我對於當前台灣國高中的英語教學現場有著第一手的深刻體會與觀察，在與不同英

語教師互動的過程之中，我學習到很多目前英語教學現場中英語教師面對的問題與

挑戰。 
第三、由於研究者在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的相關研究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上，

因此在 2014 年初以英國為主的跨國研究團隊主動聯繫並提出合作要求。過去一年
中，本人協助並撰寫台灣外籍英語教師為主的質性研究論文，論文主要在探討英語

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在不同文化下之教學經驗。藉著這個機會讓研究者重新開始檢視

外籍英語教師在東亞脈絡下的經驗，尤其是台灣本地之經驗。這也讓研究者對於台

北市、新北市的外籍英語教師政策有進一步的接觸與理解，才更清楚知道在教育部

的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外，各縣市教育局處在推動外籍英語教師聘用相關政策上

仍有不同的作法。 
此外，研究者也透過這個個案研究的機會，進一步整理台灣目前關於外籍英語

教師的相關研究文獻，發現台灣雖然有幾位研究者在這個領域進行過不同的研究(例
如：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合作教學等)，但是卻沒有從教育政策研究角度
切入的相關研究。正因為如此，研究者才更發現當前台灣在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

的成效與相關研究上，仍有相當大的揮灑空間與研究的需求。 



三、研究背景：英語的影響力及其在教育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英語作為全球語言的優勢地位日趨明顯，相關研究指出自 1960 年代迄今，因

著全球化趨勢、跨國移民流動增加及語言帝國主義等之影響，英語儼然成為國際溝

通時之主要共通語言(Ahn, 2011)。此外，語言作為一個溝通工具必然乘載著該語言
的文化蘊義及其龐大的政治、經濟與教育之影響力。在許多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對英語的精熟程度甚至已經成為獲取社會地位、專業與經濟上成功的一個有力工具

(Chang & Su, 2010; Collins, 2005)。Pennycoook (1994) 曾由文化政治的觀點來探討英
語作為一個國際語言的各種影響，他提出英語教學(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LT)的
角色，從以前的國際援助轉變成一個全球的商品(global commodity)。因為角色的變
化，英語教學領域中的議題以及語言教育政策的重點也隨之改變。 

在台灣，由於對學習英語及英語能力的重視，國人的英語能力表現一直以來都

是台灣教育部與相關語言教育政策中的關注焦點。早在 2002年行政院曾公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中，就已提出「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升全民英語
能力」之重點計畫，包含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強化英語師資等 (行政院，2002)。而
對台灣一般大眾而言，政策也許太過遙遠，但從台灣媒體的報導中，可以見到英語

在台灣被塑造的形象：例如，大陸多益成績排名超越台灣 英業達：攸關競爭 (中央
社，2015)，從標題可以明顯看到企業將國人之英語能力與競爭力直接畫上等號。而
同年中國時報的報導內(林志成, 2015)也提到：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最近公布「2014 年多益測驗全球考生成績統計」，在 44 個國家
中，台灣排第 32名，輸給中國大陸、南韓，但贏香港日本。學者說，台灣和日本的年輕人追
求「小確幸」，對成為國際人才的企圖心不強，在多益成績反映出來。 
 
根據這項統計，中國大陸考生平均得 671 分、南韓 646 分、台灣 536 分、香港 532 分、日本
512分，分居第 17名、23名、32名、33名及 35名。在 44國家中，台灣及日本是「後段班」。 

 
文中亦將英語能力與是否為國際人才畫上等號，姑且不論英語是否能成為國際化或

競爭力的代表，但是台灣媒體的確在塑造這兩者的關係中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也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大眾的認知。 
而這樣的情況與其所帶來的政治與文化上的後續影響，已在英語教學領域裡被

廣泛的討論 (Block & Cameron, 2002)，也在與語言教學之相關教育政策領域中受到
關注(宋祺超，2007；張武昌、陳秋蘭與羅美蘭，2008)。在教育上因著英語的強勢地
位，使其成為多數國家學校教育中主要規範的外語。Braine (2010) 以全球最大、位
於美國之英語教師協會 TESOL Inc. 為例，超過一萬一千名的協會成員係來自於 149
個不同國家，有五十國以上的英語教師協會與 TESOL Inc.有不同程度之合作關係，
可見英語教學與學習在全球外語學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東亞各國由於歷史、



文化與經濟等相關因素，因此導致以英語作為評量國際教育發展程度與經濟提昇之

標準，更是將英語視為國際競爭力及國際化的指標與門檻 (Price, 2014)。以東亞主
要幾個國家、地區為例，日本、南韓、台灣與香港皆是以英語作為主要的外語，Chern 
(2002)便曾指出，台灣的外語教育所指涉的就是英語教育。而且，這幾個國家與地區
都在小學階段就開始展開英語教育(Su, 2006)，由此可見，英語在東亞的影響力，當
然台灣也不例外。 

為提昇國民的英語能力，除了將英語學習的年齡一再降低之外，東亞各國也都

陸續提出類似的英語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方案(Wang & Lin, 2013)。日本教育相關單位
於 1987年提出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JET) Programme，其目的在於藉由促進
日本與其他國家之交流提升其國際參與及競爭力(Honna & Takeshita, 2005)。南韓教
育部則於 1996年啟動 the English Programme in Korea (EPIK)並提出「增強外語教育」
以及「提升全球化教育」等主張，該計畫之目的在於改進南韓師生英語能力、發展

文化交流和改革本國英語教學方法(Jeon, 2009)。香港則在 1995 年因為意識到香港
學生英語能力不足與專業英語師資匱乏的情況，香港之教育委員會倡議執行 Native 
English Teacher (NET) 方案，以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與當地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為主
要目的(Boyle, 1997)。相較於前述東亞各國與地區，台灣是較晚提出外籍英語教師聘
用方案的。受到行政院於 2002公布之挑戰 2008政策之影響，我國教育部於 2003年
才首次提出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方案(Foreign English Teacher Recruitment Project, 
FETRP)，其目的在於提升台灣國際化程度、國際競爭力以及青少年英語能力。 
 
  
四、文獻探討 
四、文獻探討 
（一）、全球化時代下的英語地位：一個脈絡的勾勒 
	 	 全球化時代下英語地位顯著提昇，對語言學習與教學造成很大影響，使英語成

為國際語言(Jeon, 2009)，也進而促使世界各國興起不同性質的英語教育之變革，以
回應英語作為世界語言的重要性。在亞洲區域如台灣、日本、韓國及香港等非英語

母語的國家等，英語在當地並不普及，亦非人民之主要溝通語言，反而成了該區域

中取得高社經地位之媒介或指標(Kuo, 2006)，致使這些國家在英語教學相關政策的
改革與能力提升上面臨更多且更複雜的挑戰。 
	 	 在英語成為國際語言的趨勢下，學者們對於英語傳播提出不同的解釋模型，其

中又以 Kachru(1992)之模式最具影響力，引用次數最多。在 Kachru的模式中，他將
英語使用者的身份劃分為三層同心圓，分別是內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
以及擴張圈(Expanding Circle)。內圈指的是英語的最初使用者，主要為英國及其移
民或傳播之英語使用者，如英國本身及美國、澳洲等；外圈所指的是經由帝國擴張



或殖民，在非英語為母語之國家但英語被作為通用語言之使用者，如印度、馬來西

亞等；最後，擴張圈則是指以英語做為部分歷史或政治作用以及國際溝通語言之國

家，但這些國家通常不以英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如中國、俄羅斯、巴西及部分歐洲

國家等。而在東亞的情境中，多數國家（包含台灣在內）都是屬於擴張圈的範圍。 
（二）、英語為母語之英語教師之興起 
	 	 在英語成為國際語言的發展脈絡與英語教學成為全球商品的過程中，英語教學

領域發生不同的現象，並引起許多研究及學術討論。其中以英語為母語之英語教師

（NESTs，本研究中稱為外藉英語教師）與非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NNESTs，本研
究中稱為本國英語教師）的議題則是英語教學領域及語言教育政策中所探討的主要

議題之一。 
1.外籍英語教師(NESTs)的興起 

	 	 在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後，多數人認為英語母語者(Native Speaker)才是最適
任的英語教師，導致教學現場對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持有高度偏好，此現象被稱為

「英語爲母語人士之謬誤(Native Speaker Fallacy)」(Huang, 2014)。Moussu 與 Llurda 
(2008) 亦指出，因為傳統的語言學理論認為英語母語者才是有效的英語語彙資料來
源，因此 1990 年代前，鮮少有相關研究以本國英語教師(NNESTs)為研究對象。此
外，在大眾所偏好的外籍英語教師形象方面，Lippi-Green (1997)指出典型的「英語
母語者」通常指涉白人，且為能夠使用標準美式英語者，而美式英語也被認為是不

同英語使用類型中，最高等的形式(Bayard et al., 2001)。 
外藉英語教師的崛起同時與英語所有權(ownership of English)的議題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連。拉丁字根 nat-意味著以某語言為母語，必然涉及「出生在特定語言群
體中」的概念，而這樣的概念暗示了天生決定且無法改變的身份，而此身份理所當

然的具備了該語言的所有權(Hackert, 2009)，英語母語者正因為具備英語的所有權，
而被視作理想的英語教師。另一方面，Yoo (2014)認為身處在內圈及外圈的英語使用
者皆可主張其擁有內圈/外圈英語的多樣性，但在擴張圈的英語使用者卻因為並未或
尚未將英語視為不可或缺之語言，不能宣稱自己具備英語所有權，亦不具備英語多

樣性。 
2. 誰是較佳的英語教學者—外藉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爭論 

	 	 從上述文獻可看出，即使全球的英語使用者人數不斷增加，其中甚至包含許多

擴張圈的英語使用者，在英語教學現場，仍然是由英語母語者主導著英語教學進展

(Galloway, 2013)。換言之，在英語擴散與傳播的過程中，英語教學領域對外籍英語
教師產生高度偏好以及需求，也因此引發了外藉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之間孰優

孰劣的相關討論。 
	 	 隨著英語教學領域對外藉英語教師的需求興起，如何界定「外藉英語教師」與

「本國英語教師」的產生許多討論，然而至今仍未有明確的界定方式。部分研究者



從英語發展的脈絡著手，認為外籍英語教師的身份應奠基於其出生地與其所使用之

第一語言 (Huang, 2014)，甚至應包含其母國文化與教育傳統(Moussu, 2010)，且「英
語母語」標示了使用者與他人間特殊語言身份的對比，此語言身份與民族主義、盎

格魯薩克遜主義有相當程度的連結 (Hackert, 2009)；而本國英語教師之身份界定則
是「將英語視為第二語言或外國語言」者。Braine (2010)更指出，最容易區分外籍英
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做法即為：以國籍、姓名、種族、膚色以及口音等做為分辨

依據。同時，Braine 的研究發現零到六歲之間擁有英語使用經驗者，以及被視為英
語母語人士者，有較高的比例認同自己為英語母語者。 
	 	 事實上，將英語教師區分為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二分法，在研究上

遭受強烈質疑。這種質疑如同如何界定標準英語 (standard English)？在這個英語高
度擴散與多樣的時代，是否真存在標準英語？如果標準英語不存在，又應如何界定

哪些人是最佳的英語教師？根據 Braine(2010)整理歸納過往的文獻資料，他指出外
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之間的關係，絕對無法以二元對立的粗糙方式加以區分，

兩者間的界線時常是模糊的。Braine 進一步指出，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在
教學上的的優劣爭議永遠無法獲得最佳解答。Jeon (2009)以韓國為例，說明外籍英
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關係是十分複雜且多樣的，並論證無法以簡單二分法反映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之間的真實關係。  
	 	 綜上所述，外籍英語教師的出現，造成其在英語教學領域中與本國英語教師之

競爭與區隔。在無法明確的區分或界定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情況下，一

般大眾無可避免地將兩者間的關係與教師之種族背景、出生國家或地區、國籍等進

行連結。然而 Park (2007)的實證研究中，透過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指出本
國英語教師的認同建構於互動過程中；Moussu 與 Llurda (2008) 亦提出，外籍英語
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認同之建構，不應奠基於個人之種族或國籍，而是一種社會肯

認 (social recognition) 的過程。因此，在探究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相關
議題上，必須針對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二者的自我認同、彼此詮釋及透過

他人態度觀感進行理解，才能對其身份認同有較為明確之理解。 
	 	 此外，若以數量的觀點探討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現況，全球的英語

教師中，非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約佔八成(Braine, 2010)，多數的英語學習者其
實跟著本國英語教師學習英語。考量此一現況，本研究認為更應探討外籍英語教師

與本國英語教師各自的優勢與限制。以下就相關的文獻進行討論： 
(1). 外籍英語教師的優勢與限制 

	 	 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中，外籍英語教師之優勢與限制有下列幾點。首先，Carless 
(2006a)指出外籍英語教師在英語的發音、流暢熟練度以及文化熟悉性，均具備優勢。
再者，能夠使用較豐富的英語口語表達，更是外籍英語教師的一大教學特色(Carless，
2006b)。Ma(2012)在香港的研究則發現，外籍英語教師被認為具有英語專業、能提



供英語對話環境等優勢；另一方面，在理解學生的困難與需求、與學生的溝通及文

化的隔閡等層面，外籍英語教師則有較多限制。Medgyes 與 Á rva(2000)的研究則指
出，外籍英語教師具備較佳的英語口說能力與高度自信，並且能夠提供較活潑的教

學風格，並具備較豐富的文化知識背景，然而其教學內容可能較為鬆散或缺乏結構

性。 
	 	 綜上所述，外籍英語教師主要具備語言使用的優勢，對英語相關文化的熟悉度

較高，以及能營造真實的(authentic)英語對話、英語學習環境；外籍英語教的限制則
為：較難融入當地文化脈絡、教學方法未必能符合學生之需求、無法同理學生在學

習英語時，所面臨的困難與需求等，且多數外籍英語教師對於學生的第一語言或母

語相當陌生，甚至不具備基本的會話能力，因此無法運用學生所熟悉的語言協助學

生的英語習得。 
(2). 本國英語教師的優勢與限制 

	 	 Ma (2012)指出，本國英語教師具備雙語溝通能力、對在地社會文化之經驗與理
解，以及對學生的在英語學習歷程上之高度同理等層面具備明顯優勢。Medgyes 
(1994)則指出，本國英語教師能成為學生的好模範，並使用有效語言教學之策略，給
予學習者更多關於英語學習的資訊與資源，同時，本國英語教師因對學習者在語言

習得之需求及可能發生的問題具有高度的同理心，並熟悉學習者的母語，能更有效

地預防語言習得過程中的障礙。Cook (2005)亦提出本國英語教師的另一項優勢，在
於對當地教育系統有較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本國英語教師對學生背景的了解、

學生母語的熟悉以及跟學生有較接近之語言學習經驗，為外籍英語教師無法取代之

優勢 (Carless, 2006a)。然而，Medgyes (1994)和Ma (2012)皆明確指出，本國英語教
師的英語相關之文化基礎較弱，英語口語能力較弱，且通常是以教科書為主的語言

教學，成為本國英語教師不可忽視的限制。 
	 	 換言之，本國英語教師的優勢在於對學生社會文化背景的熟悉程度、具備英語

與當地語言的雙重理解以及與學生擁有類似之語言學習經驗。而本國英語教師的限

制則主要在於英語專業與對英語相關之文化理解不足，再加上本國英語教師較無法

提供學生高品質的英語對話學習環境。 
(3) 理想的英語教師圖像 

	 	 文獻關於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比較非常多(Ma, 2012; Chun, 2014; 
Todd& Pojanapunya, 2009)， 其中Medgyes（1992, 1994）之研究，對外籍英語教師
與本國英語教師進行橫跨十一個國家的大規模比較，比較結果主要有以下四點： 
A.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在語言專業性上有不同的表現。 
B.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在教學行為上有不同的展現。 
C.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在語言專業性上的差異，是主要導致他們不同教學
表現的因素。 



D.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雖然有各自的優劣勢與不同之差異，但並不表示其
彼此孰優孰劣，無論是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都可以在各自擅長之領域扮演

優秀的英語教師。 
由前述研究中可見，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彼此有各自的優勢與侷限，而現

有之研究證據很難明確釐清何者是較好的英語教師，甚或吾人也無必要在兩者間進

行比較而決定優劣。正如 Yoo (2014)指出，身在擴張圈的本國英語教師無需宣稱自
己具備英語之所有權。這種企圖與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即便宣稱具有英語所有

權也無法獲得實質證明。相對地，本國英語教師該做的是向學生宣明自己是個具有

語言教學專業的英語教師。換言之，非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無需與外籍英語教

師爭論誰的英語較好，反而應該以本身具備的語言教學專業說服學生與其他人，證

明是一位專業且稱職的英語教師。即使如此，雖然有著以專業為重的認知，在英語

教學(ELT)的工作中，具有母語優勢的英語教師會被優先考慮(Clark & Paran, 2007)。 
	 	 相關研究亦說明，無論是外籍英語教師或本國英語教師，都必須精進英語專業

與習得教學策略，再加上班級經營及對學生需求的理解，並且要能夠熟悉社會文化

與教育脈絡，如此一來才有可能成為理想的英語教師並具備專業成長條件(Hayes，
2009)。Chun (2014)的研究發現，提供外籍英語教師在職訓練，充實外籍英語教師對
當地教育系統、考試機制及學生學習型態(包含學習英語之困境與狀況)的理解，將
有助於提升外籍英語教師的教學成效。 
	 	 綜上所述，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其優勢與限制往往是一體兩面。對

於一個理想的英語教師而言，除了應發揮其身份背景所帶來的優勢，並降低或改善

其限制外，也須針對英語語言教學專業進行精進。因此，若要探究外籍英語教師或

本國英語教師之英語教學成效與問題，除去探討其身份背景之優勢與限制，也應針

對其做為英語教師之教學策略方法、班級經營等教師專業面向與是否持續精進教學

專業知能等項目進行評估。 
	 	 換句話說，以英語為母語並非是成為一位好的英語教師之唯一條件，教師專業

與教學相關的知能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回到東亞的情境來看，不同的東亞國家與

地區是如何看待外籍英語教師？政府採用何種教育政策來推動英語教學？其背後蘊

含何種意識型態或建構何種論述？以下將以日本、南韓、台灣與香港為例進行說明。 
（三）、東亞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比較：語言教育政策與教師專業認同的視角 
	 	 如前所述，由於英語地位轉變，在各個地區與國家都帶來不同之衝擊與影響。

語言教育政策便是受到衝擊的一個明顯層面，Nunan (2003) 在七個亞洲國家與地區
（中國、日本、南韓、台灣、香港、越南、馬來西亞）的研究發現，做為全球語言

的英語對於這些國家與地區的語言教育政策有明顯的影響，英語的重要性更在某些

地區已成為大眾日常論述中的一部分。以日本與台灣為例，中央政府都曾經有過將

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status)或準官方語言的提案，可見這



兩國對英語的重視 (廖柏森，2004; Matsuura, Fujieda, & Mahoney,2004)。 
	 	 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從來就不是價值中立的 (Ball, 2006; Rizvi & Lingard, 
2010)，期間充斥的不同的論述形構 (policy formations) 、衝突與妥協，因此教育政
策通常是一個脆弱共識下的產物 (Taylor, Rizvi, Lingard, & Henry, 1997)。在教育政
策研究的範疇裡，語言教育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不論是外語、本國語言或各族

群的母語，這些都是語言教育政策研究所處理與討論的議題。而近年來，由於英語

的全球化、國際移民流動、教育領域中的外語教育政策與少數族裔的語言權力等等

議題的湧現，造成應用語言學界(applied linguistics) 也日趨重視語言教育的政策規劃
與實施(Wang & Lin, 2013)。本節將就四個亞洲國家與地區的官方外籍英語教師聘用
政策進行討論： 
1. 外籍英語教師教育政策之相關研究與成效 

一直以來，教師在教育上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語言教學領域也不例外。因此

各國也相繼提出不同的外籍英語教師引進政策，作為提昇英語學習成效之策略。這

四個國家與地區提出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主要目的，至少皆包含提升該國學生

與青少年之英語能力及競爭力。而且這四個國家與地區可說在英語教育政策的變革

上，語言教育政策的形成背景與脈絡較接近，因此選用他們進行討論。 
(1) JET 方案（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 JET Programme） 

	 	 日本的 JET 方案是東亞地區最早的一個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方案，自 1987 年開
始迄今，已經至少有七萬人次以上的外籍英語教師參加過這個方案。Metzgar（2012）
曾透過線上問卷的方式，對 JET 方案進行調查與評估，多數的填答者認為 JET 方
案主要任務是針對英語教學的精進提供協助，而多數的外籍英語教師參與者，其動

機主要來自於想要體驗跨文化經驗、旅遊機會與語言之精進等三個面向。作為一個

以提高文化交流為主軸的計畫， JET 方案在日本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而
Galloway(2009,2013)則分別針對其計畫與脈絡進行二次不同的研究。Galloway (2009)
對於 JET 方案以問卷對外籍英語教師、日本本國英語教師與學生進行調查研究，其
研究目的在於理解 JET 方案中，外籍英語教師進入日本之英語教學環境後，三者對
於外籍英語教師的態度觀感、英語語言教學策略及成效探討。研究結果顯示，本國

英語教師與學生整體而言對外籍英語教師及英語教學有正向的評價，甚至有本國英

語教師表示高度歡迎外籍英語教師。此外，在外籍英語教師的教學成效層面，學生

也因外籍英語教師的出現有更高的機會暴露於英語對話的環境，而在本國英語教師

的協助下，學生對於英語語言與文化有更高程度的理解。然而，Gallloway(2009)提
出日本的學生是否因為 JET 方案而有較高的機會使用英語來有效地進行對話，仍是
值得懷疑。 
(2) EPIK 計畫 (the English Programme in Korea, EPIK) 



	 	 EPIK 計畫係由韓國政府資助，由 1996 開始的外籍英語教師引進計畫。
Jeon(2009)從全球化的角度，探究韓國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下面對英語的影響與
衝擊，韓國政府採用哪些政策來回應。此外，進而評估南韓政府在接受外籍英語教

師是較為優越之英語教師的這種意識型態下，外籍英語教師之引進是否能協助韓國

政府達成其政策目標(主要政策目標是希望改善本國英語教師與學生之英語能力、發
展文化交流和改革韓國國內英語教學之方法與策略)。Jeon (2009)的研究發現外籍英
語教師對於韓國的英語教學現況與英語課程需求的理解相當有限且對於學生、課本

與課程準備的部分都相當陌生。 
	 	 而Chun(2014)則是從將英語視之為外國語言之學習者對於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
英語教師的優勢、劣勢與偏好，探討引進外籍英語教師之後產生的影響與現況。因

為韓國政府將外籍英語教師視為較為優秀之英語語言教師，進而促使韓國社會也具

備相同之傾向，導致對於本國英語教師專業的質疑、自信的衝擊與心理的不平衡。 
	 	 Chun(2014)的研究發現，即便官方與學校均認為外籍英語教師在語言學領域是
更有效能與專業的教師，但學生認為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有其各自不同的

面相及其優勢與限制。例如韓國學生普遍認為本國英語教師在協助學生解決問題與

策略上比起外籍英語教師更加有效能，且能同理學生之學習困難與障礙，因此並不

會特別明顯地對另一者有所偏好，並在結論中敘明，根據學生的反應與研究的發現，

若能接受兩種不同類型的教師，學習者能從中獲得較多的學習與較佳的經驗。 
(3) NET 計畫（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Scheme, NET Scheme） 

	 	 Carless（2006a、2006b）藉由在香港參與 NET 計畫超過二十年之經驗，透過對
學生、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訪談、問卷以及對 NET 計畫相關之文獻分
析，檢視 NET 計畫的成效。 Carless 之研究結果指出學生普遍給予外籍英語教師正
向的評價，且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之間均能有良好之互動，並進一步說明，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之間能有良好的互動基礎可能是引進外籍英語教師進

行英語教學是否能夠順利的重要因素，且在教學策略上，合作學習可能是一個有效

增進彼此優勢並彌補彼此限制的教學策略。 
	 	 相較前述三個國家，台灣則是最晚提出外籍英語教師聘任方案的國家，教育部

一直到 2003 年才啟動「外籍英語教師聘用計畫  (the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Recruitment Project, FETRP)」，且台灣的政策目的是希望透過外籍英語教師的引進，
平衡英語學習上的城鄉差距，因此聘用的外籍英語教師將會優先送至偏遠地區的學

校任教。相關的政策與規定就在國教署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協助公立國民

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之中。 
(4) 聘用外籍英語教師後應運而生的英語協同教學 

	 	 有鑑於本國英語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各具優勢，兩者在課堂中合作有助於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Storey 等人(2001)的研究發現，比起只有一位單一國籍英語教師的



課室，能力較差的學習者在本國與外籍英語教師協同的課堂中英語學習成效提升較

多。理想的協同教學中，本國英語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應有明確的角色劃分(Tajino 
& Tajino, 2000)，若本國教師在課堂中僅負責翻譯工作或秩序管理，無法在課堂中將
其優勢發揮最大效益，而外籍教師若僅負責朗讀課文亦然 (Moote, 2003)。以下分別
由教師的課前共備、課中互動、課外關係三面向說明本國與外籍英語教師協同教學

的理想樣貌。 
	 	 多數進行本國與外籍英與教師研究的學者都認同課前共備是協同教學順利進行

之重要基石，可使本國英語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發揮各自的優勢於課程設計中，並

事先溝通教育哲學上的歧見以在教學中取得平衡作法，使協同教學順利進行，達到

優於傳統獨立教學的效益(Carless, 2006, Honigsfeld & Dove, 2008)。Carless與Walker 
(2006)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由於本國教師與外籍教師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對學
生的期待與對其先備知識的認知也各有差異，若能共同規劃英語課程，能使課程蘊

含外籍教師對於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又能依本國教師之經驗設定符合學生語言程

度的課程，使課程內容更符合學生需求，由此可見課前共備之於協同教學的重要性。 
	 	 課程進行中由於協同教學由兩位教師一起進行教學與評量活動，相較於傳統教

學單獨授課，學生所受的關注增加。Park (2014) 便在其針對韓國 EPIK計畫的研究
中觀察到，本國與外籍英語教師在課程中會適當地進行角色互換，例如：當身為主

導者的外籍教師在處理電子設備時，本國英語教師便立即補位進行動態評量，由協

助者變成主導者，使課程持續進行。而兩位教師各自的語言優勢—外籍教師能提供
真實且道地的英語輸入；本國教師能翻譯上課內容增進學生認知理解—在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之餘，也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Carless & Walker, 2006)。透過本國英語教師
作為學生與外籍英語教師溝通的橋樑，亦可以預防因語言不通而造成學生學習動機

低落，或課室管理問題(Storey et al. 2001)。 
	 	 即使課前共備是協同教學的重要環節，本國英語教師由於本身也有課務，與外

籍英語教師不見得有共同備課的時間，Honigsfeld 與 Dove (2008) 發現在缺乏共備
時間的情況下，協同教學是否能順利進行仰賴兩位教師間的協調合作、互信與對對

方能力的尊重，並在課堂中共同承擔起擔任主導教師的責任。Carless (2006) 的實證
研究結果進一步說明「人際互動」在協同教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在研究中觀

察運作成功的跨文化協同教學團隊，發現這些團隊參與者皆展現了高度的友好關係

與溝通、妥協的意願，若教師雙方本身無合作意願，便很難發展出良好的協同模式。

由此推論，除了直接的教學活動準備與課堂中的互動，本國英語教師及外籍英語教

師間良好合作關係的建立，亦是協同教學是否可成功的重要指標。 
	 	 協同教學雖有惠於學習者，但要達成理想的協同教學模式並不容易。在上述三

個外籍英語教師聘用計畫已行之有年的國家中，研究者透過觀察與訪談歸結出本國

與外籍英語教師協同教學的阻礙。首先，Carless 和 Walker (2006)在香港 NET 計畫



的觀察中，有外籍英語教師表示為了融入學校教學團隊，需在教育哲學上妥協，並

讓自己「看起來很勤奮」以符合中師的期待；就韓國 EPIK 計劃而言，因大量聘用
為無教師執照或無教學經驗的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在教學理念上落差甚

大，導致雙方發生摩擦(Kwon, 2000)，可見教師間的教學理念是影響協同教學是否成
功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文化差異也是造成衝突的原因，如 Kwon從研究訪談中
便提及，有不少韓國本國英語教師認為外籍教師對韓國既有的習俗慣例不夠理解與

尊重。Moote (2003)關於日本 JET 計畫的研究更發現，不僅是文化差異，語言不通
是亦阻礙本國英語教師與外籍教師共備的障礙，同時，缺乏校內共備時間，也讓日

本本國英語教師對共備十分抗拒，因而無法達到理想的協同教學模式。 
	 	 Nunan (1992) 指出，為了使語言協同教學順利進行，本國與外籍英語教師必須
具備如何進行協同教學的相關知識，且獲得充分的行政支援，才有時間實踐協同教

學。Carless (2006)則是歸納其觀察發現，把促成協同教學的因素分成三面向：教學
方法(pedagogic)、行政支援(logistical)與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在教學方法方面，
協同教師雙方除了皆需接受基本的外語教學訓練，更需具備進行協同教學相關知識，

例如：如何適當地分配兩位教師在課室中的角色，並使雙方皆發揮其最大優勢。行

政支援方面，除了學校內部應安排共備時段，語言學習的大環境也需因應協同教學

而調整課程學習架構，以及語言能力評量的標準，使文法知識與聽說能力並重。人

際關係方面，協同教學的教師雙方需具備合作能力，面對文化差異或觀點不同時，

展現出覺察的敏銳度。綜整兩位學者的說法，良好的協同有賴政策配合，以及教師

本身的專業訓練，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師以開放的心態互相學習、合作。 
	 	 台灣的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中的兩大重點即協同教學，以及為本國教師進行

專業發展訓練。本研究期望透過觀課與訪談實地瞭解外籍英語教師在台灣的中學是

否落實教育部的目標，找出現有協同模式的癥結，並以成功的案例作為典範。 
2. 四個地區的政策比較：聘用標準與教師專業的議題 

	 	 在香港、日本、韓國與台灣四國的語言政策比較上，Wang 與 Lin(2013)曾針對
其政策成效與帶來之影響進行比較研究，並提出兩點論述，首先，各國政府在面對

英語語言教學有不同的教師專業解釋與定位，例如其在文獻分析中所提到的英語母

語標準或無教師資格或教育經驗之外籍英語教師聘任，其次，因為其對教師專業的

認定，使得這些政策未能達成其預設之成效(即對學生語言精進正向的影響)，反而
造成了某些未預期的影響(如對英語教學專業及本國英語教師的專業身分認同)。 
	 	 Wang 與 Lin(2013)更指出，在四個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中，均有聘僱外籍英語
教師之相關措施，雖然聘僱的理由依據各國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都包含提升該國

學生英語能力及國際競爭力之共同目標。在對外籍英語教師的角色期待上，則呈現

兩個型態：一為必須與本國英語教師進行合作教學；其次為提供本地英語教師專業

發展。至於聘僱外籍英語教師之標準，在這四個國家的政策之中，最重要的共同標



準在於申請者必須是以英語為母語且具備大學學歷者。日本及南韓特別強調申請者

須具有跨文化背景或經驗，雖然香港與台灣並不以跨文化背景及經驗為標準，但台

灣要求申請者須有基本華語文能力。 
	 	 在台灣的外籍英語教師聘僱專案中，教育部期待外籍英語教師除能提供英語教

學、協同教學及提供本地英語教師訓練外，也被期許能編輯英語科目教學材料。除

此之外，台灣教育部亦要求外籍英語教師應徵者須具備美國、英國、愛爾蘭、加拿

大、紐西蘭及澳大利亞以英語為母語之身分，且須擁有大學以上學歷、教師資格以

及基本華語文技能，若擁有教學經驗或語言相關領域訓練者為佳。值得注意的是，

南韓、日本均未要求外籍英語教師之申請者需具備教師資格，而在香港，具備教師

資格是被鼓勵但非必要的條件。透過比較分析來看，台灣教育部對於外籍英語教師

申請者的資格標準在四個國家中是最為嚴苛的。正因為台灣對於聘用外籍英語教師

之資格限制最為嚴格，教育部剛開始未能聘用足額之外籍英語教師，因此將聘用目

標於每年 1000 人降為每年 500 人，然而，每年 500 人之目標仍然無法達成，導致
教育部考慮取消應聘者須具備教師資格之條件，並引發對外籍英語教師之教師專業

程度之相關討論(Wang & Lin, 2013)。 
（四）、代結語：台灣的外籍英語教師之相關研究 
	 	 在 2003 年教育部開始台灣的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方案(FETRP)後，外籍英語教師
的議題在台灣已經有不同的研究者進行過研究與討論，在地的研究主要多朝向引進

外籍英語教師後，如何與本國英語教師進行協同合作，例如：蔡立婷與白亦方(2005)
在九年一貫課程脈絡下，對小學情境中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如何協同合作

之研究。而 Luo (2007)也曾以新竹的小學為例，探討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方案的實證
性質之個案研究。以上兩個研究皆是專注於國小階段，對於教育政策本身及其成效

並未有太多的討論。而 Luo (2014a, 2014b) 一樣以國小階段的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
英語教師之合作教學與專業發展，發表兩篇研究論文。而且相當罕見地登載同一份

SSCI 期刊的同一期之中。這種少有之情況，可能是代表該份期刊對於台灣的外籍英
語教師議題有著高度的重視。然而這些相關研究多未觸及到政策本身，也都非以政

策成效為研究的主軸。更甚者，與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相關的文獻並不多，宋期

超(2007)與張武昌、陳秋蘭、羅美蘭(2008) 雖曾經有相關討論，但是都不是以個案
研究方式來進行成效之評估。因此本研究在台灣的脈絡下有其獨特性與重要性。 
 
  



五、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基於前述動機與背景、文獻探討與研究預期影響等，將本研究之目的臚列如下： 
 

1. 探討目前台灣外籍英語教師聘用的相關教育政策，並加以比較以期獲得台灣
目前外籍英語 教師聘用的清楚脈絡與管道。    

2. 以新北市為例，了解新北市外籍英語教師引進的經驗與作法，並探討外籍英
語教師在學校 之經驗、優點與仍待改進之處。    

3. 透過新北市的個案研究，提供給台灣相關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作為參考，
以期有實務面上之影響。    
 

根據三個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之問題如下： 
 

1. 比較目前教育部之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與各縣市教育局處之外籍英語教師
聘用政策有何異同？    

2. 分析新北市教育局如何規畫外籍教師之聘用？與聘用外籍英語教師現狀為何？ 
3. 了解學校行政端(校長、教務主任)對於外籍英語教師入校的看法為何？   
4. 了解學校教學端(本國籍英語任課教師、英語外籍英語教師本身)對於外籍英
語教師入校的看法為何？兩者之教學經驗與專業發展經驗為何？ 

5. 探討學生對於外籍英語教師教學的經驗為何？與本國籍英語教師之比較有何
異同？    

6. 透過實證資料分析與詮釋，以期能夠獲致何種建議以供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個案研究(case study)作為方法論，以期能夠對政策之成效進行較
全面性的分析。以下將分項進行說明為何選擇使用混合方法取向的個案研究。首先，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的原因在於：它可以深入研究當前社會現象與真實生活的情

境，所研究的個案有可能是人、事或物(Yin, 2009)。而本研究的「個案」係指新北市
的外籍英語教師聘用之教育政策。  
    其次，採用個案研究法來探討社會現象時，必須注意不可將該現象從其所處之
社會脈絡中抽離，因為一旦抽離，現象本身的意義就可能改變甚至失去。而這正符

合本研究將對單一教育政策成效分析置於該政策所處的時空環境下的作法，本研究

不將政策文本抽離其脈絡出來獨立分析，反而是置入在其社會脈絡(台灣社會重視英
語能力、教育部與新北市皆在推動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下來進行分析與討論。
然而，重視脈絡並不代表無限上綱，個案研究法中的個案仍然必須是個有界線的系

統，而研究者對這個系統進行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與分析(潘慧玲，2004)。  
    第三，個案研究法需要依賴不同來源的證據方能對個案進行較佳的描述、詮釋
與分析，因此必須透過各種不同之資料蒐集及分析方式來尋求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潘
慧玲，2004; Yin, 2009)。正因為資料的來源多樣，尤其是為了能更好地回答本研究
之研究問題，因此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新北市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為例，其政策特色與新北市教育脈絡與
制度息息相關，且牽涉層面較廣，涉及英語教學、教育政策實施、教師專業發展等

面向。再者，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針對其辦理狀況與成效，進行一有系統的描述、探

索、討論與提出未來相關政策之建議，因此，本研究將透過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

對個案有深入而周延的描述、理解，並進一步提出詮釋與建議。故本研究資料蒐集

的方法會採用文件分析、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法來進行，以下會分項

就個別方法的運用與研究對象等細節進行說明：  
1. 文件分析： 

    蒐集教育部自 2003年迄今與外籍英語教師相關之政策文本、文件資料、數
據等，以便增進對台灣推動此一政策之歷程進行更深入的了解。其次、蒐集各

縣市教育局處在外籍英語教師聘用之作法，加以比較、歸納分析後，描繪出目

前台灣外籍英語教師聘用的各種管道、標準等，增進對個案脈絡的理解。第三、

以新北市教育局於 2013 年提出四年期程之「提升國民中學英語教學品質計畫」
後之相關政策文件、文獻、數據資料等，以針對該計畫之背景脈絡有更深入的

理解並隨著研究之進行予以修正與補充。此部份之資料除增進對脈絡與個案之

理解外，並有助於回答研究問題一與二。  



2.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自 2016 年 9 月開始，研究者開始對新北市的外籍英語教師進行半結構式
之深度訪談。截至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北市共聘用 33 位外籍英語教師。
然而，一位具有教育碩士學歷之外師希望參與本研究，故研究者不將其列入研

究對象。所以目前有 32 位外師作為本研究之主要訪談對象。此外，除 32 位
外籍英語教師外，訪談之對象還會加上與他們合作的本國英語教師、學校外師

業務相關行政人員。囿於研究人力之限制，與外師搭配之本國英語教師各校只

會抽取一位進行訪談。再者，研究者也會訪談教育局的承辦人員與新北市國中

英語輔導團所在的江翠國中校長，以期獲得不同面向之資訊。每位受訪者估計

進行至少一次的訪談。截至 2017 年七月，本計畫第一年度的計畫已經至六校
進行共十九人次訪談；於 2017 年八月至 2018 年七月之第二年度期程中，本
計畫再至十五校進行共五十八人次訪談，本計畫兩年度共完成了四分之三的學

校個案相關人員訪談工作。 
    訪談大綱為從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的結果中編製(根據第一年之研究發現
而修改之英文訪談大綱於附錄一)。因為外籍英語教師不一定具備中文表達能力，
所以其中有二十四人次之外師訪談工作以英語進行，由於研究者過去曾在不同

英語系國家任職，並且利用訪談法蒐集過資料，因此訪談的語言不會造成任何

障礙。而每次訪談前都會先提供訪談大綱與通過倫理審查委員會認可之中、英

文訪談同意書，經受訪者同意確認後再進行訪談，全程都進行錄音以便後續資

料分析工作，全長約三十至七十分鐘，訪談地點為受訪者學校教室。  
    訪談之目的在於了解外籍英語教師來台灣的經驗，包括在台灣任教之感受、
與學校同事、行政人員互動之經驗、與教育局人員互動之經驗及與台灣學生互

動之經驗為主。而對本國英語教師，則是著重在對外籍英語教師的看法、是否

有共同進行專業發展等。對學校行政人員的訪談，則是由行政的角度來看外籍

英語教師在學校的適應情況與表現。此部份之資料因為資料量龐大，會請人進

行繕打之外，研究者與助理會利用 Nvivo 此一質性分析軟體來進行訪談資料之
保存、編碼與分析，所得到之內容除增進對脈絡與個案之理解外，將有助於回

答研究問題二、三、四。  
3. 參與觀察 
    在參與觀察的部分，在獲得外籍英語教師同意的前提下，研究者與助理會
入班進行該外籍英語教師教學的課室參與觀察，以進一步了解外籍英語教師教

學、班級經營、師生互動上的狀況，並觀察中外師於課堂中的協同教學情形。

其次，研究者視情況參與教育局安排外籍英語教師之職前講習、相關之進修與

研習與會議等，以理解其實施之過程、方式與內容。截至 2017 年七月，本計
畫第一年度的計畫已經至六校進行共七次課室參與觀察，兩次局處活動參與觀



察；於 2017 年八月至 2018 年七月之第二年度期程中，本計畫再至十五校進
行共十七次課室參與觀察，本計畫兩年度共完成了四分之三的學校個案觀察。 
觀課記錄表為從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的結果中編製而成。課堂中，會由研究者

與至少一位助理來進行觀察記錄，運用相同的架構來書寫，最後再彙整各方之

記錄結果，成為最後課堂狀況的參考依據。其中包含中外師互動狀況、師生互

動狀況、班級經營、課程教學內容等重要面向，協助本計畫以更細膩的角度探

知外師聘用政策的執行情景。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以質性資料為主。在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上，
文件資料提供的對整個外籍英語教師聘任政策之脈絡性理解。而訪談與參與觀察之

資料，能讓研究者勾勒出外籍英語教師在這 21 所學校裡扮演的各式角色、與協同
之本國英語教師的不同合作關係、與學校行政端的互動圖像。此外，部分質性資料

係由教育局端與英語輔導團端而來，可以由政策制訂與執行者角度來看外籍英語教

師的相關議題。 
    質性資料的處理上，訪談與參與觀察的資料會先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分析。換言
之，研究者瞭解各校有其不同之特性與脈絡，因此係將每所學校視為一個個案來進

行分析，主要透過不同的訪談資料、參與觀察資料，來瞭解外籍英語教師在該校脈

絡下的圖像。其次，將不同學校外籍英語教師的個案進行比較，藉 此瞭解在外籍英
語教師與本國英語教師的協同教學經驗、專業發展狀況等面向之異同。藉由異同比

較之進行，可以歸納出新北市外籍英語教師的不同類別、屬性，並藉此開始理論化

新北市外籍英語教師的學校經驗。再者，研究者會將理論化之經驗與現有之文獻進

行對照，並且回應與檢視新北市的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目標與作法。  
    質性資料編碼(codes)過程，研究者與助理透過持續地文獻探討，與對質性資料
的反覆閱讀，來提出編碼架構，再討論這樣的架構是否能適切地含括所有的質性資

料，獲取具脈絡意義的結果。因本研究所獲取的資料量龐大，首輪閱讀資料後提出

了初版的編碼架構，但發現有部分資料無法在此架構下做清楚的詮釋，因此又經過

兩輪重編碼的過程，以閱讀資料、參考文獻、討論、修改編碼的循環，最後產出目

前使用的新編碼架構。在反覆閱讀而無產出新編碼類別後，開始進行下一步理論化

之動作。  
 
三、研究倫理  
    在研究倫理的面向，首先要考慮的便是如何通過守門人(gatekeeper)，能夠符合
倫理要求順利進到現場蒐集資料。在取得進入研究場域的許可上，研究者已經獲得

新北市教育局與 學校之支持。本研究計畫第一年已經通過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認可且授與證明書(請見附錄三)，係屬於微小風險之研究計畫。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會準備經過認可之中、英文同意書給參與之外籍英語教師、
本國英語教師、行政人員等，詳細告知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預期成效，並告知研究

結果將可以提供新北市、教育部或其他縣市教育局處做參考。歷次訪談內容整理成

逐字稿後，將會送交受訪者閱讀，研究者充分尊重每位受訪者修改內容之要求。而

進行課室觀察，亦會取得所有教師與學生們同意後才進行。  
    而在研究資料之保存上，研究者會善盡保管之義務，絕對不會讓資料外流。而
且會以匿名方式處理所以的研究參與對象，以保護他們的個人資料。而任何一位研

究參與者都會被充分告知，若他們有任何疑慮，隨時可以退出研究。  
    本研究亦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倫理審查中心所進行之倫理審查，由研究者提
出計畫與倫理審查說明包含知情同意書、研究風險評估與處理方式等，經由審查中

心送二位匿名審查委員回覆意見後，再針對審查委員之意見進行說明與修正，審查

通過之證明文件亦列於附錄。  
 
  



參、研究工作項目進度及成果 

一、研究實施之計畫進度  
  本研究的執行進度以二十四個月來規劃，但由於計畫審查核定因素分年進行核定，
故執行上區分為不同年度之研究計畫。第二年度具體的工作內容請見表一、甘特圖

請見表二、資料蒐集的狀況與研究參與者資料請見表三、表四： 
 
表一、第二年度完成之工作 
時間 內容 細目 

2017年 8月至 
2018年 5月 

進入田野 1. 取得各研究參與對象之同意書 
2. 進入各校進行課程與活動之參與觀
察，共計十七次。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5月 

訪談施測 1. 外籍英語教師、本國英語教師、學
校行政人員(含校長)之訪談，共計 
五十八人次。 

2018年 2月至 
2018年 7月 

資料整理與分析 1. 繕打逐字稿 
2. 受訪者修改或同意 
3. 訪談、參與觀察、文件資料以 Nvivo
軟體建檔、分析 

4. 訪談、參與觀察、文件資料分析 
2018年 6月至 
2018年 7月 

第二年期末報告撰寫 1. 第二年度期末報告撰寫。 

2018年 6月至 
2018年 7月 

提供新北市教育局與

參與研究案之學校、

教師相關回饋 

1. 將研究成果與新北市教育局與參與
研究案之學校、教師分享 

 
 
表二、第二年度之甘特圖 



 
 
    表三:本研究第一年度收案資料統計 
資料蒐集之類型 次數 說明 
參與觀察-課堂觀察 17 涵蓋十五所學校，十七位外籍英語教師的課堂。 

所有的課程均包含研究者與研究助理的課程紀

錄，以供資料分析使用。 
半結構式訪談 58 涵蓋十五所學校，共計 58位受訪者。所有訪談均

包含錄音檔、逐字稿，以供資料分析使用。 
 
 
    表四:本研究個案學校、受訪者編碼與簡介 

學校匿名代號 學校簡介 

A 

A國中是位於新北市鄉間的學校，共有一千四百多名學生與近七十
名老師，一個年級共有 18班。外師於該校教授八年級全部的班級，
以及九年級的兩個班級，與五名八年級中師和兩名九年級中師合作

授課，一週每班上一節課，共計有 20節課。A國中的中外師合作
模式採「輪流主授」的教學模式，由外師和中師分別設計與教授各

約 20分鐘課程，同時互相配合支持，協同合作狀況良好。在備課
方面，外師會配合學校選定之教科書與段考進度做規劃，於一個月

前將課程規劃與教材（投影片、學習單）寄給中師，並要求中師於

至少一週前提供中師之課程規劃以利互相配合、調整，且雙方於課

後會就學生反應做討論與教學方法改善。該校英文領域教師每個月



會與外師召開協同教學會議，不過外師不會出席領域共備會議。該

校前任校長對於外籍英語教師教學計畫相當支持，本身英文流利且

樂於與外師交流，新校長則於本學期上任，和外師互動較少。 

B 

B國中位於雙和地區市中心，設有國中普通班 33班，特教班 2班，
幼稚園 7班，合計 1154人，89名教職員。B國中聘有兩名外師，
因此所有年段皆安排外師課程，兩位外師分別任教七年級與八年

級，九年級則由兩人共同分擔。B國中與外師的合作已經邁向第五
年，設有由外師獨立授課的課後進階英文班。 

C 

C國中是位於新店的中學，歷史悠久，共有一千四百多名學生與近
一百五十位教師，一個年級共有 18班。外師於該校教授八年級全
部的班級，一週每班上一節課，以及英文資優社團課、英文資優生

特殊課程、「希望學堂」落後學生英文加強課程，共計每週 20 節
課。除了授課以外，外師也會協助學校活動，如寒暑假營隊、校慶、

節慶特別活動擔任關主。C國中的中外師合作融洽，每學年約有七
名本國英文教師與其合作，在課程內容方面，中外師達成共識為「中

師負責推進度，外師負責複習與準備節慶特殊課程」；在備課方面，

外師會配合中師課程規劃與學校選定之教科書，於一個月前將課程

規劃與教材（投影片、學習單）寄給中師參考，以利中師於外師授

課時扮演良好的協助者角色。雖然外師因為同時段需參與新北市外

師會議而不能出席該校英文領域會議，但該校每次段考考卷皆會讓

外師參與審題、協助勘誤。 

D 

D國中位於土城區，是一所不山不市的學校，學校普通班約 69班，
職員一百六十餘人。學生英語表現雙峰現象明顯，學校因為少子化

的關係，教師員額甚少流動，學校老師的年資均有一二十年，外師

的加入為學校帶來改變的活水。因為前任校長的申請，D-外-1來到
中正國中，一開始校內教師擔憂影響教學的進度而相當反彈，不過

外師對於學生帶來正面的影響，英文聽力成績表現優異，學校教師

也因此認同外師教學的成效，成為校內重視的資源。外師目前在 D
國中教授七年級學生，除了負責做課本延伸的聽說課程，也會協助

寒暑假營隊、英文社團、菁英課程（課後教學兩資優生）、擔任英

文歌唱比賽評審。 

E 

E高中為一市立普通高級中學，鄰近台北都會區，校內設有普通班、
音樂實驗班與體育班，班級總數為 51班，學生數約有 2000人，教
師約有 117人。E高中因應外師的加入，安排英語情境教室給予外



師，教室布置與使用皆可由外師獨立使用。校內有一課後的國際大

使培訓課程，由 31位七年級學生，以及兩外外籍學生組成，全程
由外師獨立授課。 

F 

F國中位於新北市人口密集區，為一學生人數高達三千多人的大型
學校。F國中有兩位外師，分別為來自南非的 F-外-1，與來自美國
的 F-外-2。兩位教師的教學風格不同，皆在 F國中待有 4年以上，
與中師的合作模式趨於穩定。學校安排 F-外-2負責隔週教七年級，
F-外-1負責隔週教八年級，另外 F-外-2也會協助一些競賽評比。 

G 

G高中是雙和地區公立高中，班級數為 54班，學生人數約兩千人，
教職員數為 100人左右。G高中安排 G-外-1教授高三與高二的文
組學生，其原先將外師課堂置於全高三，以因應英聽的需求，然而

因發現理組班學生的反應較為冷漠，故改成以文組班為主。剩下的

時數，G-外-1獨自上兩堂的選修課，內容為其各國的旅遊經驗，另
外一堂與中師合作，開設以諾貝爾獎得主小說為主軸的閱讀課。此

選修課皆提供給高一生選修，平衡三個年級與外師的接觸。 

H 

H國中創校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位於雙和地區，班級數為 44班，
學生人數約一千兩百人，教職員數為 120人左右。H國中設有一間
英語情境教室供外師使用，外師在教室布置上十分用心，教室中的

一景一物皆貼有其英文名稱。H國中安排外師負責教八年級，課程
內容與課本相關。中外師的協同狀況良好，課堂中能有默契的配合、

互動，課外時間，外師與行政關係良好，和學校其它教師也有交流，

會一同到校外用餐或出遊。 

I 

I校一個年級約有二十一班，相當重視國際教育交流，盡可能將外
師融入國際教育計劃之中，並有一位駐校國際見習生，成為推動國

教育的重點特色。學校已在計畫內四年，四年之間有四位外師，前

一位外師紀錄不佳，在學期中便離開。現任外師融入極快，主要負

責七年級課程並協助訓練英語語文競賽選手，107年四月份進入校
園後，與學生有許多課外互動，例如打籃球等運動。 

J 

J國中為完全中小學，共有 69個班級與 150名教職員。該校於 2001
年創立，是該地區有名的滿額學校，創意多元的校本課程規畫相當

引人注目。由於 J 國中班級數較少，為達與教育局所簽約的課堂
數，而在排課上安排外師需要任教的年級數較多，包括七年級與八

年級，再加上九年級的社團活動，這一任的外師還有在國小任教。 



K 

K高中為完全中學，學校辦學特色主打雙語教學，位於文教區。於
2014年創校，學生總數一千餘人，共三十班，設有語文實驗班。外
師被安排教授高中部班級，普通搬課程以雜誌內容為主，語文實驗

班則有另訂加深加廣教材，著重口語表達。 

L 

L國中屬於偏遠學校，全校學生數約四百人，每年級 5至 6班，每
班一周都會有一堂外師的課。L-行-1 認為外師的存在對於學生是
一個文化刺激，由於 L國中的學生家庭弱勢比例高，認為外師的對
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學校對於外師有很清楚的定位，即增進學生的

聽力，並且安排在彈性課程的部分，獨立於英文課之外。英文領域

老師皆有共識，不讓外師擔負英文課程的進度，會積極辦理英語相

關活動請外師協助，如:英文學習角、真人圖書館等，也將與外師一
對一的口試納入學期成績， 

M 

M國中全校約 75班，受少子化影響嚴重。七、八、九年級各有一
班體育班，每個年段的班級總數分別為 17、18、20班，M校的行
政人員認為校內學生英文的雙峰現象嚴重。今年(107年)為M國中
加入計畫的第二年，至今經歷過兩位外師，目前的外師教學經驗豐

富，中師對其讚譽有加。不同於多數學校將外師安排在固定年段，

M 國中的外師負責七、八年級每周一堂課，兩個年級隔周輪流上

課。其他科目的老師也曾邀請外師跨科協同教學，例如家政科帶入

英文食譜製作。 

N 

N國中平均一個年級 23班，每班有 26-28人。校內共有 26位英文
專任教師，教學年資多為 10年以上。N校參加此計畫三年，N-外
-1 為學校第二位外師，其為華裔，在 N 校待了兩年，能以中文溝
通，但不會讀寫，目前主要負責八年級的課程，共有 12名英文老
師與她合作。每班安排在一次段考內上 5次外師課，因此每班上課
頻率不固定，有些班級可能集中在一周中上完 5次。 

O 

O校位於新北市沿海地區，全校目前兩千餘人，與海外多所學校締
結為姊妹校，曾帶學生到日、韓進行交流，以國際教育為發展重點，

因此外師對學校有許多助益，加上鄰近大學多，亦獲得大學相關資

源的協助，例如語言教育。外師者要負責七年級下學期與八年級上

學期的課程，並協助訓練語文競賽選手，以及參加海外交流者的口

語表達。這學期共有五位中師在正式課堂中與外師合作，另有課後

的英語社團及寫作社團亦是由中師與外師協同。 



受訪人背景 (編碼方式：學校-職位(中師、外師、行政、兼任行政與中師)-編號) 

教師匿名代號 教師簡介 

A-外-1 

A-外-1來自加拿大，有中學英語教育及戲劇學士學歷，在韓國中學
任教六年後來台，先後在補習班、私立學校、幼稚園工作後，才加

入新北市外師聘用計畫，共計有 14年的教學經歷。A-外-1課程準
備上十分用心，會再課前規劃好所有事宜並告知中師。其授課方式

活潑，能用生動的肢體語言拉近與學生距離。本身聽得懂中文，但

並不會說。 

A-兼-1 
A-兼-1 為有三年教學年資之代理老師，其身兼外師窗口且與外師
相處融洽，之前曾與外師有一學年的合作經驗。 

B-外-1 

B-外-1擁有 13年的教學經驗，主修歷史副修音樂，曾經參與韓國
的外籍教師計畫 EPIK，爾後因為想學中文的關係而來到臺灣，在
B校加入此計畫的第二年獲聘。在教學以外，Nick有考慮進一步的
進修碩士學位，不過受限於全職工作，他很難找到全英語授課的在

職進修機會。 

B-外-2 

B-外-2具有在美國兩年的教學經驗，已來台四年，自計畫開始即在
B國中任教。同時也對兩所新北市山區的國中進行遠距教學外師本
身具有教學專業，但對於文化面向不熟悉。相當注重教學的精進，

身為一外籍英語教師社群的一員，時常聚會彼此交流教學經驗。其

女兒與女友亦分別在台灣的兩所國中擔任外籍英與教師。每學期需

和四至八位中師配合。 

B-中-1 

B-中-1教學年資八年，與兩位外師皆有合作，在教學上互相尊重彼
此的專業，較少出現衝突。備課僅期初稍微討論課程架構，課程中

的協同以翻譯為主。 

B-兼-1 

B-兼-1 在 B 國中任教 8 年，曾赴英國取得碩士學位。與目前兩位
外師相處上沒問題，認為合作是否順利仍取決於外師個性是否容易

起衝突。 

C-外-1 

C-外-1為美國人，教學專長為社會科學方面。因親友在台工作而來
台灣，在台教學是他的第一份教學工作，目前在台第三年，期間都

在 C 國中任教。C-外-1 目前有在補習班學習中文，這使他能同理
學生在學習非母語時的困難點與挫折感，在教學中也發揮這樣的同



理心幫助學生學習。 

C-兼-1 
C-兼-1有 15年教學年資，目前身兼該校補校主任以及外師事務之
行政窗口與教學窗口，已與外師有兩學年的合作經驗。 

D-外-1 

D-外-1為美國人，大學主修早期兒童教育。畢業後先到韓國教書，
後因婚姻家庭關係來到臺灣，前後在新竹、高雄、新北市任教，目

前在 D 國中第三年。外師與校內老師相處融洽，不只會和英文老
師討論問題，也會與其它科目的老師聊天、一起打球。 

D-中-1 

D-中-1有 20年教學年資，目前擔任七年級導師。D-中-1會在寒暑
假先和外師溝通好接下來的規劃，並且在課前瀏覽外師所給予的課

程規劃，他十分認可外師的備課態度。 

D-行-1 

D-行-1目前為教務主任，有 23年年資。D-行-1觀察到確實因為外
師而使英文教師們開始活化教學、進行領域共備，這是很好的結果，

他相當肯定這位外師的加入。 

E-外-1 

E-外-1在加拿大持有教師執照，以及英文為外語的教學專業，在台
教學年資四年，在母國為代課老師。聽得懂中文但不會說，在課堂

中主要教授雜誌，並負責英語社團，也會主動發起節慶相關活動。

因意識到中師較注重學生考試成績而減少自己課堂中的活動，平時

與中師的互動不多。 

E-中-1 

E-中-1教學年資六年，曾將班上依單雙號分成兩組，一組由中師授
課、一組由外師授課，隔周輪流，後因中師認為難以推動教學進度

而取消此作法。在課室中的角色以輔導為主，不想過度干涉課堂。 

E-行-1 
E-行-1為剛接任一兩年內的新任行政人員，任教科目為國文科，平
時透過英文科實習老師與外師溝通行政交辦事項。 

F-外-1 
F-外-1來自南非，本身是英語學系畢業，興趣為寫作，其授課風格
較為為獨立而靜態，主要教導八年級。 

F-外-2 

F-外-2年紀較長，來自美國，已有十五年的教學經驗，重視差異化
教學、會主動觀看教科書並注重課後回饋。F-外-2擅長運用肢體動
作，主要教導七年級的學生。 

F-中-1 
F-中-1有十六年的教學經驗，有兩年與外師協同的經驗，並與外師
一同經營學校英文社團。 

F-中-2 
F-中-2曾在美國求學六年，目前在 F國中擔任代理教師第九年，對
於 F國中與外師合作的歷程十分瞭解，有多年與外師合作的經驗。 



F-兼-1 

F-兼-1目前有十四年的教學年資，擔任學校與外師的行政和教學窗
口。與外師關係良好，亦常負責作為其它英文教師與外師溝通的橋

樑。 

G-外-1 

G-外-1來自美國，十多年前曾來台求學，因此會基礎的中文，且非
常喜愛臺灣，而決定再次來到這裡生活。目前教學年資僅一年，但

於學校適應狀況良好，與行政人員乃至警衛的關係都十分和睦。 

G-中-1 
G-中-1教學年資二十年，與外師關係良好，平時會給予外師生活上
的協助，也會就有疑義的考題和外師討論。 

G-行-1 

G-行-1教學資歷僅三年，為該校教學組長。本身非英文科，故在溝
通上會感到略有壓力，但整體而言，認為這項業務相較於其它工作，

負擔並不大。 

H-外-1 

H-外-1來台第三年了，當初為了拜訪在台灣工作，同樣擔任外籍教
師的朋友，而喜歡上臺灣這個地方，對於學校教學的工作也感興趣，

為了在台灣居留，因此申請這個計畫留在台灣工作。H-外-1過去曾
在美國伊利諾州擔任代理教師，不過其原本並非從事教職工作而是

行銷人員，外師認為這都是處理與人有關的工作，跟孩子們相處讓

他很愉快。 

H-中-1 
H-中-1來自美國，有十八年教學經驗，與外師合作約一年半時間，
兩人間培養出良好的默契，平時偶爾也會一同共進午餐。 

H-行-1 

H-行-1 為 H 國中教務主任，有十二年教學年資。希望在校內發展
與外師的共備社群，且想廣邀各領域有興趣的教師參與，激盪出跨

領域的火花。 

I-外-1 

I-外-1有教育學位但無教師執照，小時候曾與家人來台生活一段時
間，因此學會一點中文。在母國有一年教學經驗，在台三年。與學

生互動良好，但教學技巧待精進，中師反應其教學方法較死板，無

法跳脫教材，不過工作態度負責且積極，因此學校仍希望他留下。 

I-中-1 

I-中-1教學資歷為十年，四年前進入 I國中任教，個人具有國際教
育的經驗，接觸過 I校的四任外師，對外師政策有許多執行面的建
議，包含外師應學習中文以同理學生語言學習的過程。 

I-行-1 

I-行-1年資二十五年，身為英文老師，具備豐富的教學與行政經驗。
與 I-外-1 之間信任關係良好，也因為外師加入學校而要求英文科
老師進行共備。 



J-外-1 
J-外-1來自美國，雖無教育相關背景，但在多國有任教經驗。其為
J國中第五任外師於今年八月進入該校，還在磨合適應當中。 

J-中-1 

J-中-1教學年資十年，與歷任外師有兩年的合作經驗，和目前的外
師除了協同教學，也共同歸襪社團課程，業務關係緊密，但交情普

通。 

J-行-1 

J-兼-1有十年教學經歷，擔任 J國中教學組長。本身是英文科教師，
因此被分配負責外師的行政事務聯繫，她認為外師的業務對他來說

有一些負擔，在與外師溝通上需要花費滿多心力。 

K-外-1 

K-外-1為英國人，過去曾有在韓國補習班教書的經驗，爾後才到英
國取得教師資格並於曼徹斯特教書，共有約十二年的教學經驗。因

為喜歡爬山和想要學中文的關係，於 2015年開始來到台灣任教。 

K-中-1 

K-中-1 目前授課年資十年，在 K 高中任教第三年，過去曾在英國
求學。目前為該校語文實驗班導師兼英文老師，同時也與外師合作

教授一堂英國文化特色課程，與外師關係緊密融洽，協助他生活上

的大小事宜。 

K-行-1 
K-行-1 有三年的教學年資，這是他第一個學期在 K 高中工作，於
實驗教學組擔任協助行政的工作。 

L-外-1 

L-外-1有 PGCE、TESOL學位，教學年資八年以上，曾在歐洲、東
亞多國教學，因其曾在中國教授英文，對亞洲文化相當熟悉，且會

說中文。與 L校合作兩年， 

L-中-1 

L-中-1教學資歷 11年，與外師有三年合作經驗。在 L校前後經歷
三位外師，認為此外外師備課最嚴謹，然而與外師協同最大的挑戰

為須同時管理班級秩序，並為外師翻譯。 

L-行-1 
L-行-1為英文老師，教學年資 14年，已負責外師業務兩年，對於
明年無法繼續申請到外師感到相當沮喪。 

M-外-1 

M-外-1 有 17 年教學經驗，有 ESL 學位，曾在韓國進行英語教學
三年。在 M 國中教授證室課程外，也自動提出開設國際筆友社，
讓學生透過書信與外師的美國朋友交流。 

M-中-1 

M-中-1教學資歷 25年，與外師有一學年合作經驗。常與外師前往
他校觀摩，認為外師提供中師許多學習精進的機會，尤其是發音方

面。為提升協同教學成效，M-中-1 提出若未來行政上能做相應的
安排，在不增加中師工作時數的情況下有相應的措施，會對協同課



堂有加分效果。 

M-行-1 

M-行-1教學年資 22年，任教公民科。由於外師的計畫並沒有提供
教材經費給外師，外師若有相關需求，則由教務處負責籌組經費，

家長會也有提供經費支援。教務處同時也需要處理外師的生活問

題，包括外師曾暈倒需要就醫，或是曾遇到跟蹤狂協助報警。 

N-外-1 

N-外-1 為美國華裔，領有美國數學教師證，來台前無正式教學經
驗。已在台兩年，與其祖父母同住。因中文聽說溝通無礙，與英文

教師之外的他科教師也相處良好，課餘休假時間也有互動。情境教

室內的布置皆由外師親手製作，因此外師希望有替代役可以協助課

堂布置與教具製作。 

N-中-1 

N-中-1教學年資 20年，曾前往英國進修一年取得碩士學位。中師
與外師合作融洽，但 N-中-1 立場明確，認為中外師無須協同，外
師應有能力獨立授課。 

N-行-1 

N-行-1為自然科教師，有 23年教學經驗，已擔任目前職位 8年，
接觸外師業務三年。N-行-1對目前外師的評價相當正面，但他也承
認外師業務非常繁雜。 

O-外-1 

O-外-1為美國籍，一周五堂課，亦協助課後的英語社團與英文寫作
社團，因此與七位中師合作。其在台教書最大的挑戰是無法掌握學

生程度，雖然經調整後逐漸改善，但班級之中學生程度的落差依然

讓外師感到困擾。 

O-中-1 

O-中-1 在 O 國中任教一年半，前半年為代理教師。今年剛與外師
合作，僅領域會議與外師有正式的討論，其餘都是以通訊軟體互相

交流課前教案。 

O-行-1 

O-行-1為該校校長，教學年資 23年，接觸此計畫一年，相當肯定
現任外師的表現，協助學校推動國際教育。因為前任外師工作態度

不佳，特別重視外師品質。 
 
 
  



肆、 研究發現與討論 

    參考新北市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專案學校申請計畫之政策文本，可看到在計畫目
標第一點即強調，透過外籍英語教師之協同教學來提升學生聽、說、讀、寫各方面

之英文基礎能力。並且，在附件補充說明中，提到學校協同教師需於學期間定期與

外師進行共備討論，且除了高中階段考量外師能力經書面同意後得讓外師部分課堂

獨立授課之外，其餘情況均不得讓外師獨立授課，而可以中外師輪流教學、共同教

學、或其他協同教學模式來進行協同課堂。由此可知，協同教學之模式雖未被明確

規定，但有最低程度的要求，即教師雙方均需參與授課，此規定保留課堂安排的彈

性，讓各校有多元發展的可能，同時也暗示了各校在協同教學之成效上可能有不同

程度的成果。故本計畫將對政策目標達成情形與執行歷程進行評估，其中以協同教

學之發展情形與成效，以及外師加入學校後對本國籍教師與學生的影響等面向作為

關注的重點，以利檢視政策執行成果是否能有效呼應原先設立之政策目標。 
 
（一）協同模式多以「外師主上、中師積極輔助」模式進行，亦有少數特例 
    今年度本研究至十七位願意協助本計畫的外師課堂進行入班觀課，由研究結果
發現，有超過八成的學校是以「外師主上，中師積極協助」的模式進行協同教學。

課程主節奏與各教學活動的主控者皆為外師，多數外師都採取活潑的遊戲、互動問

答活動，並融入自身國家文化，使用電子設備，而中師或站在台前、或站在教室後

方，積極觀察學生狀況，給予必要的協助，負責諸如翻譯、計分、發放教具等工作。

觀察中可明顯看出中、外師各具優勢，外師多以豐富而誇張的語言引領學生學習，

其魅力吸引學生的目光與回應，但在班級經營及與程度落後同學溝通上常有困難，

這部分由對學生狀況掌握度高、且語言工通尚無困難的的中師協助補足，使學生多

能有效學習。政策文本中明令中外師必須進行協同教學，而此次觀察到的課堂，多

數都能確實體現協同教學的優點，帶來「一加一大於二」的加成效果。 
 

外師主上，中師於教室各處走動、以中文指導落後學生。外師有關心參

與度不高者，但效果不佳，外師請中師幫忙關心。中師負責管秩序，外

師負責帶動氣氛。外師盡量和每個學生都有接觸機會、整場走動。（C-外
-1課堂觀課記錄） 
 
外師講完，中師翻中文，頻率高，幾乎每一段，部分學生有賴其翻譯。

中師協助處理電子設備問題。（D-外-1課堂觀課記錄） 
 
*LET mainly assists F-外-2's teaching to interpret F-外-2's i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to help with classroom management. *LET&NEST both walk 



around the classroom at the same time. LET assist proactively. *F-中-2 is TA, 
explaining the instruction from F-外-2.(in English)  *F-中-2 take part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Help with classroom management"（F-外-2課堂觀課記
錄） 
 
中師先安排分組和秩序。中外師都站在講台上，中師輔助、在黑板上記

錄外師提到的語詞。中師給各組生協助多。幫忙計分，並鼓勵生多寫。

（J-外-1課堂觀課記錄） 
 
外師主台前、中師站後方。外師主帶課程、中師個別引導，中外師之間

會有部分互動，例如：學生答錯，中師偷提示，外師問中師是否作弊，

中師玩笑回應。某生給了較不正確的回答，外師詢問中師是否要給過，

中師說這位學生能有這樣的勇氣舉手與回答是應給予鼓勵的，外師聽從

中師建議給予獎勵。中師會主動增加提問、聯結內容與班級，使學生對

內容更有感。（M-外-1課堂觀課記錄） 
 
中師會介入確認回答。講解單字時，主要由外師負責，中師從旁補充相

關單字、文法、解釋。中師會一直注意學生狀況。（O-外-1 課堂觀課記
錄） 

 
    除了上述多數學校所選用的協同合作模式，亦有觀察到一所學校（A校）有另
類的作法。A校將課堂時間分為一半，前半時間由外師主上，中師積極協助；後半
時間兩者角色對調，中師主上，外師積極協助。研究者所觀察到的課堂中，外師主

要進行單字複習活動，以趣味、競爭型的遊戲帶起學生的高參與度，中師則教課本

進度中的文法部分，搭配練習題進行小組討論，在內容選材與教學方法上有很大的

不同。而不管是中師或外師，在扮演協助者角色時都十分投入，常會帶動學生回答

主授者問題，對於部分較消極沉默的組別，也會特別關心、提點，盡到協同教學的

責任。 
 

「外師課」：教師皆在講台上，中師協助管理班級與翻譯任務；中師像助

教，交替使用中英文，一起帶活動、計分。外師控制課堂氣氛節奏。「中

師課」：外師幫忙計分，中師講課外師亦參加課堂互動，炒熱課堂氣氛。

安排小組任務，一起朗誦，外師協助引導學生參與。（A-外-1課堂觀課記
錄） 

 
    不過，研究者也觀察到 E校與 G校此二所學校之協同狀況較不理想，中師雖有



出現在課堂，但幾乎未參與教學活動，只待在教室一隅作為「旁觀者」。在外籍英語

教師聘用政策規劃的配套措施中，無論中、外師在同一堂課均配有鐘點，也就是說，

依照政策的規則而言，中外師於同一堂課應該要共同備課與授課；但文本中亦有提

到在考量外師之能力並經書面同意後，外師可部分課程獨立授課，限在高中階段。

E 校與 G 校皆是高中階段，外師獨立以活動形式帶學生認識學校訂購的雜誌內容，
中師則不會參與翻譯或引導，只做到最低限度的協同—出現在課堂中。發展為此協
同模式之可能原因是高中學生較國中階段具有較好的英文能力與自主學習能力，外

師與學生之間互動順暢，較無需依賴中師協助，是以中師選擇將課程全權交由外師

主導。 
 

中師看學生上課情況，拍照、紀錄，未參與教學。（E-外-1課堂觀課記錄） 
 
外師主授，中師幾乎全時間都坐於教室後方。中師僅在需使用手機時，

提醒後排較不專心的同學拿出手機參與活動。中師是課堂旁觀者。（G-外
-1課堂觀課記錄） 
 
我覺得我們學生學東西蠻主動的，所以我相信學生都會主動學習，就是

只有少部分需要老師一直去盯。（E-中-1訪談） 
 
    整體而言，此年度觀察的課堂皆有做到一定程度的協同教學，符合政策的要求
與期待。除了部分學校可能因學生屬性不同，而有較為消極的協同做法，近九成的

學校之中外師間都發展出良好的默契，能在課堂中發揮各自的優勢，使有外師加入

的課堂展現有別於傳統中師講述式的不同樣貌。 
 
（二）過半數中外師於課堂對話交流以促進課程成效 
    在 Carless(2006)於香港所做的實證研究中顯示，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籍英語教
師之間的語言互動，是得以展現協同教學優勢的具體作為。不僅因中師自然而流利

地使用英文與外國人溝通之舉，能作為學生仿效的模範，是更勝課本中對話單元的

真實對話情境，而且，中、外師具有不同的知識與文化背景，對於學生程度認知不

同、期待亦不同，透過兩位教師的交流討論，共同回答學生問題，能促使學生在知

識面的理解更加深刻。此年度參與研究之學校中，有過半數之中外師在課堂中展現

對話互動，然細究其對話內容，可大致分成三層次：維持課堂基本運作、帶動課堂

氣氛、促進差異化教學。 
    首先，中師與外師的互動中，以最低層次「維持課堂基本運作」為目的的佔整
體多數。此類情況常發生在外師使用了較為艱難的語詞，或活動規則過於複雜、未

表達清楚時，中師會介入其中，向外師詢問其欲表達的意思，相互溝通澄清後，再



由中師轉述、翻譯使學生理解。但這個現象頻繁發生，也顯示部分學校中外師在課

前共備不足，致使外師使用了超出學生能力範圍的字詞，或規劃了太過複雜的遊戲

規則，卻未被中師在課前共備之第一時間發現改進。除上述中師為翻譯外師語言而

有的中外師互動之外，在「維持課堂基本運作」層次另有一特殊個案 D校，相較於
其它學校外師會要求學生以英文回答，D-外-1提問後多讓學生以中文回答，再經過
D-中-1轉譯說明，使 D-外-1能理解學生的想法。此例中，D-外-1與 D-中-1之交流
互動，是出於若沒有中師居間作為外師與學生溝通互動的橋樑，則外師很難獨立與

學生對話，此情況也歸入為維持課堂基本運作之層次。 
 

外師用英文解說後，中師用英文跟外師確認後，中師用中文再解說一次。

（B-外-2課堂觀課記錄） 
 
學生用中文回答，外師問中師學生答案是否正確，未要求學生以英文回

答。（D-外-1課堂觀課記錄） 
 
中師會用英文跟外師詢問任務，後用英文、中文各說一次。（F-外-2課堂
觀課記錄） 
 
空檔時間，中師與外師討論接下來的課堂進行，中師向外師確認規則。

（J-外-1課堂觀課記錄） 
 
中師會複述學生的答案給外師以協助活動進行。（N-外-1課堂觀課記錄） 

 
    接著，第二層次，同時也是發生頻率次於前者的溝通目的為「帶動課堂氣氛」。
在外師的用詞、肢體語言、活動規則足夠清晰之案例中，中師在課堂的角色跳脫單

純的「翻譯者」，而成為更主動參與課堂的一員，展現與前一層次不同的面貌。多位

中師皆認為自己在課堂中的高參與度可帶動學生也展現積極的學習態度，他們會與

學生站在一塊，在外師提問時舉手搶答，並與外師自然互動，使學生較不懼怕舉手

回答問題，作為課堂中學生學習模範。F校與 H校的中師會與外師共同負責課堂中
的評量工作，於教室中走動巡視學生的答題狀況，且不管是中師或外師看到學生有

特殊的答案時，都會以興奮的語氣向對方分享學生的成果，兩人熱絡地藉由對話誇

獎學生表現，此舉讓課程氣氛愉悅，也可能因此鼓勵其它學生更認真作答。另外，

也觀察到在部分學校中，中師會特別關注反應不積極的組別，在外師要點學生回答

問題時，中師會出言建議外師可以點哪些同學，外師通常都會參考中師的建議，盡

量使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在活動之中，使課程氛圍更加活絡。 
 



課堂中間學生在寫句子時，外、中師巡視，並就學生書寫內容有對話、

大笑。（F-外-1課堂觀課記錄） 
 
外師向晚到的中師說明學生剛剛有的優異表現，中師很高興的回應、誇

獎學生。課中，中師拿起學生有趣的答案展示給在教室另一頭巡視的外

師看，外師很興奮的回應。（H-外-1課堂觀課記錄） 
 
中外師間會互相應和，兩人對看對話，互動自然。外師以以中師作為舉

例對象，學生回應熱烈。（M-外-1課堂觀課記錄） 
 
活動時中師回答外師問題，帶動學生回應。（N-外-1課堂觀課記錄） 
 
我不會把自己當老師，所以通常我都會坐在中間。我會加入小孩一起回

外師。外師問問題我也會舉手。我扮演的角色是跟小孩一樣。我跟小孩

說我也很喜歡上外師的課，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也都是新的。我覺得這樣

的效果比較好，跟小孩一起學，逼小孩搶答。這樣你是一個指標。如果

只是叫小孩主動積極，小孩會覺得你也只是坐在那裡而已。（J-兼-1訪談） 
 
    最後，第三層次為「促進差異化教學」。研究者在 C校與M校中，分別觀察到
中外師之間不同的溝通互動模式，而兩者都使課堂更能達到差異化教學之效果。在

M校中，M-外-1常以問答形式進行課程，M-中-1則從旁鼓勵學生踴躍回應。其中，
觀察到有學生給出了較不正確的答案，外師糾正其回答，並詢問中師是否要給予這

位學生獎勵，而中師考量學生的程度後以英文回應外師「這位學生能有勇氣回答，

並給出不錯的答案，是應該給予鼓勵的」，外師也聽從其建議給與學生獎勵。在此個

案中，中外師共同評量學生表現，外師教予學生正確的答案，中師依其對學生的瞭

解來選擇適性的評量標準，使程度較差的學生也能獲得鼓勵，發揮協同教師雙方各

自的優勢。另一方面，在 C校中，研究者則觀察到 C-外-1先嘗試向跟不上課程的同
學以較慢的語速解釋活動內容，但未能有效與之溝通，因此 C-外-1主動尋求 C-中-
1的幫忙，向其說明狀況，並請 C-中-1協助關心該位同學、說明目前的趣味活動規
則，爾後也觀察到在中師不時的幫忙之下，該位同學漸能投入於課堂活動。在此兩

校個案中，透過外師與中師的協同合作，使常為教室「客人」的後段學生也能加入

課堂之中，且這樣的差異化教學成效需結合兩位教師不同的優勢，而難以在單人授

課之情況下達成。 
 

如果我們有一些問題會去請教他說，他實際上執行會怎麼執行，我們會

先作準備，然後在課堂上就是主要配合他，就是他是主軸然後我們上課



的時候會跟他做配合，知道他接下來做甚麼，就會去協助比較落後的學

生。（C-兼-1） 
 
    由文獻中可知，中外師於課堂中的對話交流有其存在意義，在此年度的觀課經
驗中，有過半數的課堂，中外師之間展現了良好的互動，達到不同程度的成效。然

而，亦有七所學校中外師間在課堂之中的交流互動少，部分學校可能已有良好的默

契，只需眼神交流即可各斯其職，但也有部分學校是起因於中外師間關係冷淡，不

論為何者，都使協同教學的優勢發展受限制，而未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政策效益。 
 
（三）引入外師對於本國籍英語教師帶來活化課程的刺激也同時產生壓力 
    此次研究訪談了近三十位與外師合作協同教學之中師，大部分對於引入外師資
源持正向態度，在教學上給予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刺激。多數學校之中師都提及外師

之授課習慣較不被臺灣的教科書或傳統授課方式所束縛，且因外師通常並不需承擔

完成課本進度的責任而有較大的課程取材自由，因此在課程活動上可以採用活潑、

多樣化的形式，活用多媒體或其它教具，在課程內容上也較為豐富，涉及其文化背

景、旅遊經驗等，往往能引起學生較高的學習興趣。 
 

我覺得這樣的政策是好的。因為我覺得學習語言還是真的要應用，語言

就是要用來溝通的。可是我覺得可能現在整個升學的模式、體制，讓英

文這個科目變成有點僵化。我自己的感覺是外師的引進，其實是一個把

僵化的英文教學變得比較有一點變化。（B-中-1訪談） 
 
他們其實做的一些課程規劃，譬如說外師的 PPT，學生就會看出來跟中
師的不太一樣，因為他們比較會用。像 J-外-1一開始也是用講授式的方
式，然後叫同學討論，後來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有調整，所以就是有比較

主題式的，然後他也會挑就是上他覺得有趣的東西，所以學生基本上上

他的課是滿放鬆的，比較覺得壓力沒那麼大，不會老師隨時 cue（點名）
他的感覺。（J-中-1訪談） 
 
很奇怪，同樣的教材若是讓中師上課，便會考試導向，著重在字彙、文

法，若是外師授課，重點則會放在聽力、口說。此外我和外師都覺得教

學體系才是 重要的，教學目標上，大多都是中師外師各自為政，中師

顧考試，外師快樂學習，很容易變成外師在前面講，中師在後面幫忙翻

譯學生說的話。（K-中-1訪談） 
 
我就覺得因為我們有教科書，所以中師平常已經在講授課程內容了，那



我就覺得說學生很難得一個禮拜只有一次外國老師的課。因為有些學校

的外師是會用教科書在去做一些輔助的教學，我們學校的外師他是覺得

反正教科書中師已經會講了，他就不要花時間在去講教科書的內容。所

以他覺得他想要設計他想要告訴學生的一些知識。 ... 那我覺得好處是
學生可以認識這個外師想要告訴學生的一些知識跟技能。像他今天分享

的沙漠求生，其實大部分臺灣學生，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去做沙漠求生。

我們比較常做的是防災、地震，所以其實我們在英文課本裡面有出現跟

地震相關的議題，或者是颱風相關的議題，可是我們很少會去討論到沙

漠求生的議題。那我們外師因為在不同的國家教書，他有世界各地不同

的文化，還有他也很喜歡旅行，所以像他剛才投影片裡面有一些照片，

是他自己去埃及旅行的一些照片，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分

享。（L-中-1訪談） 
 

    另一方面，外師不只是在課程中帶進不同的火花，還能在外師課程外解決臺灣
中籍英語教師會碰到對於「道地英語用法」不確定的問題。有數位教師提到，中師

之間在考題或是討論英文用語時，偶爾會有歧見，但儘管皆是英文相關系所畢業，

仍無法論斷何者才是最正確的。在外師加入學校之後，這樣的討論能獲得快速且正

確的解答，有時還能學到一些原臺灣教材中所教、卻不盡然正確的語言用法。對其

而言，外師的引入為學校帶來具正確英語話語權之權威者，可讓英語教學的內容更

貼近現實英美語系國家的用法。 
 

我覺得外師加入，很好的就是說，當我一有不懂的東西，中師在那邊討

論半天都沒有用。因為上次我看到一個網路，他就是在討論一個文法的

問題，我忘了是什麼。然後有中師就說，各位先進可以告訴我這題為什

麼是這樣子，為什麼不是那樣。可是有一個外國人插進來說，依他口語

應該是怎麼說這樣。 ... 所以有時候有外國人加入，這方面解決我們很
多的問題。因為我們可能不常出國，然後吸收的知識可能也越來越少，

所以當你的語言一直在改變的時候，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那我是覺

得，有一個人可以諮詢，做輔導的角色也很好。（D-中-1訪談） 
 
我覺得利大於弊吧！我的感覺是對於我本身自己來說，我們的確有時候

比較不確定這個語言使用是什麼的時候，比較要花心思，我就會上網去

確認，但我覺得就是有外師很方便，你就是直接問你就知道說人家是不

是真的有這樣用。然後教給學生的東西也會比較覺得說，的確是有這樣

用的，比較不會用自己中文的方式去講。（J-中-1訪談） 
 



我們後來在教學上，因為有些課文或考題有出現疑問時，我們會請教外

師說你們 native speaker這樣看，這個文法是不是怪怪的。那他會給我們
非常 native speaker跟 authentic opinions。不是那種我們看標準答案會得
到的，因為有時候標準答案給的答案我們也不能信服。所以我覺得他們

對老師跟對學生都是好的。 ... 我有一次在 M-外-1 的課有被他糾正一
個，就是我們都以為阿姨的媽媽叫姨婆，所以我就說我有一個 Aunt，然
後那我的姨婆就應該叫 Great aunt。就是阿嬤是 Grandmother，Great 
grandmother 就是往上加輩份。M-外-1 說沒有，英文裡沒有，英文的話
你爸爸媽媽的姊妹全部都是 Aunt。我說那 Aunt往上，Aunt的媽媽，他
說還是叫 Aunt。他們英文的姨婆跟阿姨都是叫 Aunt。我嚇到了，我從小
到大學了這麼久的英文，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M-中-1訪談） 
 

    儘管，教師們普遍對於外師的加入持正向支持態度，但仍在言談中透露對於時
數受壓縮的擔憂。部分學校在排課時，會從英文領域課程時數中，每週挪出一節或

半節給外師，另外多數學校的作法則是將彈性課程時數分配給外師，但對本國籍英

語教師而言，仍會認為原本可被分配到的彈性課程節數消失，而有進度上的壓力。

此外，部分中師會利用自己的課程時數，加以講解外師所提到的概念，以免學生一

知半解，這也變相地壓縮了中師自身教進度的時間，而造成中師教學上的壓力。 
 

我們不至於說是反彈，但是會擔心這樣子，主要是擔心時間不夠，但是

還是會覺得有他在很好這樣子。（C-兼-1訪談） 
 
對，因為八年級的課程也有比較難，我真的覺得課程有點緊。學生雖然

要讓他有興趣，但有一些基礎的東西真的就沒辦法。基本上學生對外師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動機一定會比較好，會比中師上課更感興趣一些。（J-
中-1訪談） 
 
當然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們的授課時間其實會有一點影響。因為現在

的課程一個禮拜只有三節，其實有點壓縮，然後有的時候比如說外師他

的主題，學生會比較聽不懂，可是因為我們一節外師的課只有 45分鐘，
那有的時候孩子會在下課的時候跟我討論，老師昨天外師講的那個概念

我們聽得不是很懂，就變成我必須要再用我原本的課堂時間再來做解釋。

還有像比如說外師會做口試，口試的主題其實就是他這一次段考範圍有

上過的主題，但是學生其實需要額外的練習時間。因為口試要算分數，

所以有時候就變成我們要再額外撥出一點英文課的時間，再跟同學做一

下複習或訓練。（L-中-1訪談） 



 
    而在課前協同工作上進行狀況良好的 N校，其中師對於政策要求中師要在課堂
中與外師協同教學有反面的意見。N校每學期固定會與外師進行多次的共備會議，
共同討論外師課程內容，教師們也很重視外師寄出的課程規劃書。不過，N -中-1認
為外師應自己掌握「他的課堂」，中師在外師所在的課堂中角色尷尬，且共同授課勢

必須經過兩位教師不同習慣之磨合，N -中-1並不認同這樣耗時耗力的作法。 
 

對，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課程，但是上課的時候其實就是獨立，分

開上。 ... 外師就上外師的課阿，他自己是一個老師，他也可以去掌握
他的課程。你現在需要一個中師的理由是什麼？你又不要我們翻譯。（N 
-中-1訪談） 
 
更多的協同你要看第一個，合作的夥伴是誰，然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

性跟方法，那那些稜角磨合好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多年有經驗的要一起

協同都不見得容易了，更何況你跟外國人，就是生活習性跟想法都不一

樣。（N -中-1訪談） 
 
    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推動為多所學校促成正面的影響，外師活潑的授課方
式與課程內容活化了英文課的圖像，其身為母語英語人士也帶來正統的英語用法。

然而，伴隨這些刺激而來的是在政策執行層面中，可能對中師時數的壓縮，以致增

加中師的授課壓力，以及部分中師不清楚政策中要求「協同教學」的意義而有反彈

聲音，這部分有賴執政者規劃配套，並對相關人員清楚敘明各規章之意義，以降低

外師加入學校所造成的壓力。 
 
（四）引入外師提供學生英語學習情境 
	 	 本年度訪談的十五所學校皆表示聘用外師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主要原因來自

外師的引進，提供學生更多接收英語母語者語言輸入的機會，進而反映在學生的聽

力與口說能力方面。加上外師的教學風格活潑，常以活動帶動課堂，在訪談中三分

之一的中師皆表示，學生會因此提起學習英文的動機，至少對英語不再排斥與恐懼。

此外，外師在課堂中融入母國文化與議題，潛移默化中也為校內學生帶來更多文化

刺激，讓學生與世界接軌。以下引用各本國英語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訪談內容為例證，

說明外師加入後對學生三個面向的正面影響。 
 
1. 聽力或口說能力提升 
	 	 Carless (2006a, 2006b)及Ma (2012)都曾指出外籍英語教師在英語的發音、流暢
與熟練度具備優勢，且能提供英語對話環境，並使用較豐富的英語口語表達，是外



籍英語教師在教學上相當大的特色。這些特色在台灣的脈絡下，使學生暴露在英語

母語者的語言輸入中，間接提升了學生的英語聽力，並展現在國中會考的英文聽力

成績中： 
 

對學生的聽跟說幫助也很大，因為畢竟他是美語籍的。所以上課也可以

學到他那邊 真實的語言。上次說有一個同學有些話不知道外國人會不

會這樣講，那他就可以幫助這樣子。就是有活動然後聽跟說會有幫助。

（E-中-1訪談） 
 
我覺得他們的聽力，都有加強。先不管說拼字什麼，可是在聽力這塊，

真的是有比較好。因為上次我們開教學研究會，我們的閱讀評價很差，

是低於全國平均值，可是我們的聽力是高出滿多的。（D-中-1訪談） 
 
去年的暑假，心測中心有打電話跟我們說我們學校的英文聽力 C的部分
減少的幅度非常的大。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因為我們這麼努力在做，就是

外師到學校來，然後我們搭配所有的英文活動，每個禮拜的英文聽力練

習這些。可是實際上這個數據就是確實的告訴我們，小朋友在聽力的 C
的部分的比例確實是有很大的進步，那其實這對校內的老師，還有我們

行政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L-行-1訪談） 
 

	 	 除了聽力之外，在傳統英語課堂中較無練習機會的口說能力，也因為外師引入，

營造了一個說英語的情境，幫助學生突破與英語會話的障礙，讓學生得以將英語學

以致用： 
 
我覺得他們有些時候沒有學習到，其實是因為他們覺得學這個用不到，可

是如果今天有一個實際的情境讓他們用，像外師這堂課就是很能夠讓他們

理解你學的一定用得到。所以我覺得是好的。（B-中-1訪談） 
 
外師上課勢必秉持全英文來上課，我知道有些外師他還中英雙聲道，很厲

害，但是我覺得跟之前 大的相比在於學生更敢用英文來發表，然後他們

的聽力，我覺得也在這樣子的課程裡面有得到提升，但是這樣子的效果，

還沒有到那麼大，主要的原因在於，兩個禮拜一堂，然後偶爾又遇到國定

假日，段考、校慶，所以他們實際跟外師接觸的時間其實是有限的，但儘

管如此，我覺得對於他們去跨越心理的那個障礙，去跟外國人交談這個部

份上，外師進到學校起了一個關鍵性的影響，我覺得這個是 大的變化。

（F-兼-1訪談） 



 
因為比較沒有那麼害羞的小朋友，看到外師就會比較願意打招呼，雖然他

們其實能夠講的句子不是那麼多，可是我覺得就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跟外國人講話。（L-行-1訪談） 
 
剛開始部分學生一定會覺得很害怕，那鼓勵之後其實大部分學生都能參與。

就算聽不懂，但至少有那個情境，情境滿重要的，所以這方面就有所改善。

（D-行-1訪談） 
 
研究者：以您的角度來看，外師的加入對中和國中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受訪者：聽、說部份比較有影響，講英文這件事對學生來說變得比較自然、

沒那麼害怕。（B-中-1訪談） 
 
研究者：請問在外師加入 C 這所學校之後，目前學校整體而言有什麼樣
的影響呢？ 
受訪者：整體而言，學生聽跟說的練習的機會有增加，然後比較不怕跟外

國人講話。（C-兼-1訪談） 
 
我覺得正面的影響，因為畢竟在台灣比較缺乏跟外國人直接溝通的機會，

那其實他是給學生全英文的情境，是很難得的，所以在教學上非常有幫助。

（E-行-1訪談） 
 

除了在課堂中全英文的互動，有不少學校會邀請外師參與全校性活動，或是外師主

動與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交流，將課堂互動延伸到課後，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我覺得學生對於外師，我不能說是對外國人，因為我還不知道他們真的實

際遇到外國人，會不會也敢這樣跟他們溝通。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外師自

己個性也很好，所以學生也很親近他，也有學生會利用下課到辦公室去跟

他聊天。（B-中-1訪談） 
 
孩子可以直接跟外國人對談，除了上課的對談之外，有時候可能下課時間

遇到，或者是像我們學校全校的活動，外師沒有的話，他也會去參觀。像

比如說我們在風雨操場，會有一些演講或是大型的活動，其實外師，就像

我講的，他其實對我們的文化是好奇的，所以他也會去看，有時候他也會

跟學生聊聊天。（L-中-1訪談） 
 



他（外師）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除了課堂上和學生互動之外，也很願意

其他時間和學生在一起。所以像他下課之後，他每天都一定會去跑步，學

生就會來找他 PK籃球等等，我就覺得他可以製造一個很好的氛圍，就覺
得他很不錯。（I-中-1訪談） 
 

L校更以「英語學習角(English Corner)」的模式，藉由集點活動積極鼓勵學生在下課
時間與外師進行會話練習，讓外師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單一授課年級，而是擴散

到全校： 
 
我們會開放下課周間的時間，一個禮拜可能開放個幾個下課，那也是一樣

讓外師可以直接面對小孩，這個時候就沒有硬性的規定，我們可能說這一

節課是開放給七年級，下一節課是給八年級，明天是給九年級。小朋友都

會有個集點卡，來外師就會跟他聊天，當然還是會有個主題性的東西。通

常外師還是會扣著他的課程，所以就是會一直 review 他上課的內容，然
後我們會依據外師給我的暗示，就是外師會說那可以給他幾點，就是 1到
3 點不等，那有時候我們會有說今天是特別日，譬如說這一周是聖誕節，
那我們可能就是所有的點數會 double。所以外師進來，我跟我們主任的想
法都是要善盡外師來，小朋友可以更接觸外國人，和外國人講話的這個部

分。（L-行-1訪談） 
 

	 	 由以上訪談資料發現，外師的聘用補足了一般以中師為主的傳統教學中所缺乏

的口說訓練，且許多老師皆認為外師的加入能降低學生開口與外國人溝通的恐懼，

讓學生熟悉與英語母語者對話。而外師活潑有趣的課堂，讓學生對學習英文提起興

趣，將於下段詳細說明。 
 
2. 教學生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中師的教學一般會受限於課本，較著重單字於文法的講授；而聘用外師的學校

多半期待外師能以多元媒材授課，包含英聽雜誌、融入文化節慶，或時事議題等主

題，運用生動的投影片與新科技設計有別於制式教材的課程。在訪談中師與行政人

員的過程中也發現，外師多元的主題及活潑的教學方式所營造的教學氛圍，確實能

引起學生學習英文的動機： 
 
因為八年級的課程也有比較難，我真的覺得課程有點緊。學生雖然要讓他

有興趣，但有一些基礎的東西真的就沒辦法。基本上學生對外師他們在上

課的時候動機一定會比較好，會比中師上課更感興趣一些。（J-中-1訪談） 
 



外師的用心學生也都感受的到。我覺得外師很好的一點是，他的 PPT 的
生動，body language很好，所以學生反應很好。（O-中-1訪談） 
 
我覺得有蠻大幫助，因為第一個就是外師那邊有一些活動的遊戲。然後可

以幫助課程幫助學生融入，因為學生都比較喜歡有活動。（E-中-1訪談） 
 
研究者：那以您是中師的角度來看的話，學生跟外師的互動怎麼樣？ 
受訪者：很喜歡，而且很 relax。不管聽的懂聽不懂。我覺得外師他給我們
很多的資訊。比如說他會找很多新的 APP，以前我們可能不知道怎麼用，
他都會用在課堂上。然後他都會用那個平板來上課。然後就是把課程跟遊

戲結合在一起，他們很喜歡。（D-中-1訪談） 
 
他們是覺得外師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東西、資源，那小朋友很愛他們的課。

很明顯小朋友看到我們課到我們的部分的時候他就會臉就會死的，氣氛會

是死沉沉的，那上外師的時候就會活潑起來。（A-兼-1訪談） 
 
學生都很喜歡上外師的課，因為可以不用坐在教室裡。然後外師課的活動

也比較多，玩遊戲、競賽等，他們大部分都比較喜歡上外師的課。少部分

同學因為聽不懂，所以輪到不用上的時候他會蠻開心的，但大多數都是喜

歡來上課的。（N-中-1訪談） 
	  
3. 帶給學生異國文化刺激 
	 	 外師的課程中常會融入母國文化，或是將節慶活動結合課程。學校端認為此為

聘用外師的另一項正面影響，學生可以藉此拓展國際視野，如 L校的學生因前後兩
位外師來自不同國家，而認識不同於教科書中以美國為主流的西方文化。藉由外師

分享，與外師進行文化交流，讓學生不用出國也可以對異國文化有親身體驗。 
 
我們之前兩位外師是美國籍，所以他們會帶進來的是美國文化，那這位外

師是英國籍，所以他也會帶進來一些英國文化。那臺灣的英文教科書其實

一直是美國文化為主導，所以我覺得學生就多了這些能夠認識一些英國的

文化，是正面的。（L-中-1訪談） 
 
在文化的部分影響滿大，因為這個外師在特定節日會安排一些文化的活動。

比如像可能在萬聖節，或是在之前的聖誕節，他其實就有安排一些課程，

然後讓同學了解萬聖節、聖誕節的一些文化。可能在上課的過程中可能有

意無意地提到一些......沒有刻意，可能就是講到美國什麼樣的用語是什麼



意思。就是不經意的，可是我覺得慢慢地，對學生來說都是一種累積。（B-
中-1訪談） 
 
第一個是我們覺得或多或少對小孩有幫助，因為有的小孩這輩子不知道有

沒有機會出國。我必須很坦白說，外師的文化部份我們做不來。沒辦法做

的跟他們一樣好，所以我們邊看邊學。他們真的做的很棒。（J-兼-1訪談） 
 
和交換學生的性質很像，讓學生可以接觸不同國家、文化，不是只是在都

是本國學生的環境下學習，給予學生文化刺激。此外，藉由讓外師參加很

多活動，可以讓外師和學生有更多接觸。（K-行-1訪談） 
 
	 	 此外，外師所提供的英語教學專業與資源，更是彌補了偏遠地區學校地理位置

的劣勢。位處新北市郊區的 L國中便認為，此計畫讓校內經濟弱勢的學生也有與外
國人接觸、與市區學生相同的英語學習機會；I 國中與 B 國中皆明確表示外師聘用
政策提供公立學校學生相當不錯的學習資源。 
 
老實說，在我們這個地方，小孩子的家庭有能力負擔他到有外師的美語補

習班的，基本上應該是沒有。所以主要是希望他可以提供小朋友和外國人

講話，然後不會害怕的一個狀況。（L-行-1訪談） 
 
公立學校能有這樣的資源是學生的福氣。以前的年代不太會有這樣的資源，

現在私立學校可能會有，但也相對來說要付出較多的學費，或著是要另外

找資源（補習班），對公立學校的學生來說是很好的機會。補習也大多是

中籍老師在教，大部分的學生沒有機會面對外籍老師的教學。（I-中-1 訪
談） 

 
學生去外面上課很貴，一萬塊、兩萬塊、三萬塊，非常貴。然後尤其是對

社經背景比較低的孩子來說，絕對是一項優勢。所以我其實很肯定這件事

情，也覺得滿神奇的，就是新北市教育局真的可以做到公校的外師，而且

就是慢慢地越來越普及這樣。（B-中-1訪談） 
 

	 	 然而，M校、F校中師則分享他們的發現，外師的教學策略可能會為程度落後
的學生帶來壓力，有的學生便虛應故事，有的可能因此放棄學習英文。如 O校中師
所言，由外師授課實際上對程度中上的學生較有利，或是為已經掌握課本內容的學

生提供額外練習口說的機會： 
 



有一些英文程度不太好的孩子，他從國小不太好就上來，有時候外師對

他們來說是一種壓力，但也是一種轉機吧。他們就是聽不懂外師講話，

他們會希望可以尋求同學的協助，可是外師可能會跟他們說同學是不可

以協助的，那對這些孩子來說，有時候會產生兩極化的反應。認真一點

的孩子，他希望可以得到外師的肯定，他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可是相

對有一些不願意學的孩子，他就會提早放棄。（M-行-1訪談） 
 
真的能在外師課堂上感覺輕鬆自在的還是那些 top，對不對，那中間中後
小朋友真的就是我能夠抄你的，我能夠完成今天的功課就好了。（F-中-2
訪談） 
 
在外面補習的同學，他們對於課本內容很熟悉，外師很重要是可以訓練

口說和聽力，對於這些小孩來說，就比較吃香。對我來講，他們會比較

積極的訓練他們的口語。可是另一個極端值就是沒在補習，又有點排斥

英文的小孩，就會跟不上，或是不知道外師到底講到哪裡。這時候就很

需要我們中師進去協助。（O-中-1訪談） 
 
以當前校內英語能力兩極化的現況而言，程度落後的學生無法跟上進度，或是外師

無法掌握學生程度設計適合的教案，導致學生無法理解。不僅 L國中中師提到課後
需要額外複習，F 國中的一位中師校甚至與外師協調，在外師授課時抽離能力不佳
的學生，改以中師獨立進行補救教學。 
 

有的時候比如說外師他的主題，學生會比較聽不懂，可是因為我們一節

外師的課只有 45分鐘，有的時候孩子會在下課的時候跟我討論，老師昨
天外師講的那個概念我們聽得不是很懂，就變成我必須要再用我原本的

課堂時間再來做解釋。還有像比如說外師會做口試，口試的主題其實就

是他這一次段考範圍有上過的主題，但是學生其實需要額外的練習時間。

因為口試要算分數，所以有時候就變成我們要再額外撥出一點英文課的

時間，再跟同學做一下複習或訓練。（L-中-1訪談） 
 

我上學期跟外師合作的時候察覺到我們班程度 低落的那些同學，他完

全跟不上，然後外師的課程因為能力分了好幾組，老師在那麼多組裡面

去繞所以學生得到的照顧也很少，我就跟我們的外師協調，直接把學生

拉到另外一間教室，幫後面那些同學做關鍵性的、基礎性的補救教學，

你知道那時候儘管外師的教室有冷氣，另外那間教室很熱，學生上了一

次之後都寧願繼續上我的課，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需求，然後針對他們的



需求去幫他們安排課程。（F-兼-1訪談） 
 
	 	 經由與中師及行政人員的訪談發現，外師的加入無疑為學生增加許多語言、文

化的刺激，讓學生有機會提早接觸外國人，與外國人交談，進而在校內營造良好的

英語學習氛圍。不過外師帶來的刺激一體兩面，一方面可因此加強學生的聽說能力，

激發學習英文的動機；另一方面卻可能造成程度落後學生更大的挫敗感。此時中師

與外師的協同便顯得格外重要，藉由中外師間課前共備與充分交流，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調整課程難易度或個別進行輔導。 
 
    整體而言，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推動確實為新北市之中學帶來正向的影
響，英文課堂風景因中外師協同教學而有不同的授課方式與課程內容，得以跳脫目

前中籍英語教師授課時所遇到的考試領導教學困境，使學生學習更貼近真實英語情

境，由兩位教師的互動過程獲得更勝於傳統獨立授課之成效。同時，母語英語人士

所使用的正統英語，為學校提供全英語的學習情境，外師鼓勵學生開口說英語，而

學生在聽力表現上也有明顯的進步。並且，外師的母國文化帶給師生不同的文化刺

激，讓經濟弱勢的學生也有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 
	 	 然而，伴隨這些刺激而來的是在政策執行層面中，可能對中師時數的壓縮，以

致增加中師的授課壓力，以及部分中師不清楚政策中要求「協同教學」的意義而有

反彈聲音，也有中師認為外師的聘用實際上只對能力較好的學生產生影響。這部分

有賴執政者規劃配套，並對相關人員清楚敘明各規章之意義，以降低外師加入學校

所造成的壓力，此外，也應思考如何透過政策配套措施來落實、精進協同教學，讓

本國英語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各自發揮優勢，而使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在差異化教

學中受惠於此政策，達到政策訂定的初衷。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為兩年期研究之第二年度，以新北市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政策為個案，對 
於該政策之執行成效進行評估。新北市實施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政策主要由政策承辦

人進行聘僱作業，換句話說，主要是由承辦學校主導，而非教育部統一聘僱分發。

之所以選擇新北市作為個案，是因為其代表性強，全市的聘僱成效與教育部相當。

本研究透過對於超過四分之三之承辦學校進行外師課程參與觀察，並對政策利害關

係人，包括學校行政端與中、外師等進行訪談，從多種取向瞭解政策在學校現場實

踐中情形。  

（一）外師對學生之英語學習帶來正面的影響 
	 	 根據第二年度研究發現，在政策成效上，學校端認為引進外師對學生有相

當正面影響。外師的教學方法多元且互動性高，本國教師在訪談中皆表示對於

學生使用英語文的動機以及好奇心有一定程度的啟發，且大幅提升校內學生的

英語聽、說能力，其中英聽能力的進步更反映於會考表現上。同時，外師的引

入也讓許多位置相對偏遠的學校得以接觸更多文化刺激，學生可以因此接收英

語母語者的語言輸入，並提供學生在生活中使用英語的機會，彌補因地理位置

而造成的資源差距。這樣的現象符合我國外籍英語教師聘僱政策中對於提升青

少年英語能力及國際化程度的預期目標。 
 
（二）多數學校以「外師主上，中師積極協助」之協同模式，另有少數特例 
	 	 此年度觀察的課堂皆有做到最低程度的協同教學，中師都有出現在課堂中，

並在超過八成的學校中觀察到中師會協助外師，與其互動，對課堂提供不同層

次的助益。然多數教師侷限於「翻譯者」或「秩序管理者」角色，其參與能使

課堂維持基本運作，僅部分教師進一步以更高程度的參與、和外師更熱絡的互

動來帶動課堂氣氛，作為學生學習的模範。其中福營國中是本年度所觀察到最

為成功的協同案例，課程中外師與中師能一搭一唱營造熱絡的學習氣氛，且外

師參考中師的經驗建議安排學生的評量與任務，進而達到一定程度的差異化教

學。另一方面，在二所高中階段的學校中，觀察到中師在課堂中僅旁觀，未有

任何參與教學性工作之情況。儘管有少數成功特例存在，多數的協同狀況仍有

進步空間，依據訪談資料之結果，多位中師對良好協同樣態沒有清楚圖像，甚

至對協同教學之意義提出質疑，加上相關研習經驗不足，可能使各校更難發展

出成功的協同模式。 
 



（三）引入外師活化英語教學，同時帶來壓力 
    此次研究訪談了近三十位與外師合作協同教學之中師，大部分對於引入外
師資源持正向態度，在教學上外師給予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刺激，同時也提供「道

地英語用法」的參考依據。但共同備課或協同教學等額外的負擔對於中師而言

產生了較大的壓力，在課堂中被外師糾正或有艱深的專有名詞無法翻譯時如何

自處，是中師面臨的挑戰。多位教師表達了在過程中調適心態之歷程，亦有教

師不解協同與磨合之必要性而認為外師應獨立負責「外師課」，顯示協同教學的

願景與目標需要更多專業之支持與協助。 
 

二、建議  
（一）提供外師詳細清楚且正確的學校資訊，並注意合約翻譯準確度 
	 	 多數外師都對學校及新北市的生活機能相當滿意，然而有少數外師指出，

接下工作時所獲得的學校交通資訊與實際不符。例如：校端起初向外師表示，

學校與捷運站距離不遠，但實際上卻得搭乘公車才能到達，讓外師認為校端刻

意隱瞞學校交通較不便的事實。也有外師提及合約中多處翻譯錯誤，使其無法

正確了解應盡義務等相關行政事務，造成任教學校行政困擾。建議局端與仲介

方、校端應盡告知義務，於招聘時詳實提供學校及工作內容相關資訊，並重新

檢視合約翻譯內容，避免日後發生誤解。 
 
（二）局端應對本國籍英語教師清楚說明政策意義，並加強專業訓練 
    訪談時與相關人員談及如何因應上述困難以達成更好成效，無論中師、外
師與學校行政端均希望局端可以提供更清楚的政策配套規劃與資訊，並提供更

多的事前訓練與增能工作坊。對於中師端的溝通與訓練目前看來尤為缺乏，僅

有少數中師表達參與過研習且認為有所幫助，其餘多數教師接未有過相關訓練，

或對於研習內容無深刻印象。此外，許多中師並不清楚協同教學之意義與內涵，

無法理解政策原先設定之期待，而使之反成為教師們排拒之負擔。建議局端應

清楚闡明政策設立之目標與具體內涵，並增加對於相關教師之增能活動、交流

活動，以使政策發揮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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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8 年（一月八日至十二日）於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所舉辦的 2018 年「學校效能與改進國際學術研

討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2018），是這個國際研討會第

31 屆舉辦，此次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IE,	NTU）辦理，是幾年後又輪回亞洲國家辦理。此一國際研討會每年舉辦

一次，是教育行政與領導領域重量級的國際研討會。	

	

由於會議於一月八日開始，本人於一月七日抵達新加坡並入住在南洋理工大學的住宿（由研討會推薦

之校內會館），由於本人曾於國立教育學院任教，因此對於當地環境十分熟悉。一月八日當天，本人

於中午一過就前往會場註冊（因為研討會係由下午開始）。由於參與會議人數很多，因此開幕會場設

於南洋理工大學校內最大可容納近千人之演講廳（Nanyang	Auditorium）。一入會場，本人遇到一些在

新加坡任職時的同事與出版社編輯，如：Dr.	Jude	Chua	 與 Mr.	Lawrence	Liu 等，也遇到同樣由臺灣來

與會的謝小芩教授與陳佩英教授。第一場主題演講於下午三點十五分開始，係由 Dr.	Alicia	Grunow 主

講之 Heart	and	Rigor:	Learning	to	Improve	in	America’s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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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人拍攝之 Nanyang	Auditorium	 正面照	

	

	

而本人場次是在一月九日週二下午三點在國立教育學院的第十演講廳（Lecture	Theatre	10,	LT	10），此

次係由本人為主持人與講者，組織一個論壇（Symposium），另外三位論壇參與者，分別為本人指導的

碩士班學生：師大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之江宜芷、洪儀庭與王慕羽三位同學，對碩士班學生而言，

參與這樣等級的國際研討會又要以英語發表實屬難得。	

圖二、發表的場地 LT	10	

	

而週三本人陸續參加與聆聽不同場次之發表，學習很多。此外，也透過此次參與會議的過程，積極地



與國外學者進行不同討論，如：Dr.	Hairon	Salleh,	Dr.	Kelvin	Tan,	Dr.	Victor	Chen 等。而週五的學校參

訪前，本人於週四晚間還與該校（Nanyang	Junior	College）的劉校長一起晚餐，因為本人與劉校長為

舊識。而本人於週五研討會結束後，搭乘週六上午之班機返台。	

二、與會心得	

此次與會，一方面是分享本人近年所進行之研究，而此研究是在本人進行本科技部計畫中合作的一所

學校，透過外師、中師與行政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學校是個影意義之學校改進個案，因此採用系統思

考觀點，利用去該校進行研究之過程，來對此一個案進行初步探究。另一方面，本人也是透過這個機

會，帶三位碩士班學生發表他們各自的研究。對於這三位同學來說，亦是非常好的學習經驗。	

	

圖三、本人與三位同學於發表後合影	

	

	

如前所述，本人對於此次會議的主辦地，相當熟悉之外也有許多舊識，因此本人也透過與會的空檔，

拜訪一些國外學者。其中，與 Dr.	Hairon	Salleh 的對話過程中，有產出一個合作研究的想法，將對臺、

新兩國的教學領導者進行多重質性個案研究。這算是本次與會的另一個收穫！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本人組織之論壇摘要如下：	

 
Symposium Title:  
Autonom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chool Improvement: Cases from Taiwanese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Schools  



 
Symposium Chair:  
Dr. Tzu-Bin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zubin_lin@ntnu.edu.tw 
 
Overarching Theme: Papers in this symposium aim at exploring the ‘growing innovative culture for 
school change’ amo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We have one position paper and three 
case studies from secondary schools to explicate how Taiwanese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utonomously respond to this shifting landscape of schooling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curriculum and 
leadership practice. Although these cases can not represent the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in Taiwan, 
we are able to indicate a potential direction for building innovative school culture and practices. That 
is the self-direc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policy-making amo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Purposes of the Symposium 
1. Present cases on how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nitiate changes in teaching and influence state 

practices and on how these can be viewed as innovative culture in school settings 
2. Explicate a direction for building new school culture and education practic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cases   
3. Propose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f looking into leadership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an empirical study  
4. Offer insights abou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 

Taiwanese context  
 
Presenters of these four papers will address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These cases from 
Taiwan demonstrate a bottom-up practice of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It could be easily making 
contrast to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such as Korea, Japan, Chin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at 
have similar reform agendas in education.  
 

本人於論壇中發表之論文摘要如下：	

 
Title: Improv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a changing time: A Case Study of a Secondary 
School in Taipei from Systems Thinking Perspective  
 
Presenters:  
Dr. Tzu-Bin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zubin_lin@ntnu.edu.tw 
 



Context of this study 
How to improve school effectiveness is a long-lasting quest among policy-makers, school leaders 
and academics (Pan, 1999). It is not only a global issue but also a local one. Also, there is not much 
study on this respect in Taiwanese context. This paper aims at offering a successful case study of 
turning a failing school into a school with full-enrollment within a decade. This case is unique 
because the local context is facing a severe decreasing birthrate. Most schools in the same district 
region in Taipei are having issues with recruiting sufficient number of students. This small-size 
secondary school can survive and out-performed other bigger schools. Therefore, it is a case worth 
of exploring.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n this study, we are going to describe the case school and explicate the context. Then, we apply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thinking to analyze this case and indicate the high leverage used by the 
principal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be beneficial to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Methods and Data Sources 

Systems thinking is the core of the fifth discipline and essential to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Senge, 2006). There are examples of applying systems in various educational settings including 
developing a common measurement for STEM education in a district (Saxton et al., 2013) and 
evaluating formative feedback in higher education (Pagano & Paucar-Caceres, 2013). We apply 
systems thinking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 case school. Data are 
from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 in this schools, document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Casual 
loop is used to mapped out the complicated cause and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importance of this study for theory, practice, and/or policy 

To learn from those who success is a good way to gain more insights in the field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This Taiwanese case, as aforementioned, is worth of study. The 
researchers apply Senge’s systems thinking to identify the high leverage that made this school 
improvement possible. It is contributing not only to the body of knowledge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but also to the field of systems thinking.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攜回之資料為研討會的手冊與名牌：	

	

圖四、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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