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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

文本，將雙語與人才培育、國家競爭力掛勾，自此，雙語教育在臺灣教育現場成

為一項重要的教育議題。然而，相關政配套措施未到位下，雙語教育的推動，將

影響政策實踐結果（黃家凱，2021）。林子斌和黃家凱（2020）從新加坡的雙語

經驗即指出，我國推動雙語國家之理念、立意方向是正確的，然而，如何不把學

生當成實驗白鼠，我國的雙語教育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師資培育是影響教

育成敗的關鍵，雙語教育之推動亦然，「雙語教育，師資先決」（王力億，2020），
雙語師資的良窳，將是我國 2030 雙語國家推動成功的重要基石。本文即在我國

推動雙語教學下，提出我國雙語師資培育的可行策略與方向。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政策推動內涵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1政策的實踐，係由國發會、教育部、人事

行政總處、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21）共同研擬「2030 雙語政

策整體推動方案」，對於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政策推動提供了不同的策略與

目標： 

1. 大專階段以重點培育的方式辦理 

由教育部規劃「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遴選出重點培育大學或學

院，透過標竿學校與標竿學院，協助大學加速推動雙語化，目標在 2030 年實現

「50-50-50」雙語大學目標，即標竿大學與標竿學院中，至少 50%的大二學生在

聽說讀寫達到 CEFR B2 以上的流利精熟程度，且至少 50%的大二學生與碩士學

生，其當年學分中的 50%以上為全英語課程。 

2. 高中階段採重點培育方式推動 

鼓勵設置雙語實驗班，課程除英語課採全英語教學，國語文及社會領域採國

                                                

1 在 2022 年，為避免原「2030 雙語國家政策」對於國家語言發展法所規範之國家語言造成影響，

且為避免將英語置於國家級語言之誤解，因此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3 月 28 日透過新聞稿方式，

正式將其更名為「2030 雙語政策」。但本文行文時，為顧及相關脈絡，在討論 2022 年之前的政

策，仍會使用雙語國家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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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外，其他領域採雙語教學，並逐年提高雙語教學比率，提升學生英語聽

說能力。目標在 2030 年，全國每 4 所高中就有 1 所開設雙語實驗班，且就讀雙

語實驗班之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均達到 CEFR B1 以上的流利精熟等級。 

3. 國中小階段採普及提升方式推動 

目標在 2030 年，全國 100%高中以下學校落實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且每 3
所學校就有 1 所於部分領域課程實施雙語教學。 

從上述可見，我國教育系統中對於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推動策略與目標

有所不同，在大專與高中階段採重點培育，在國中小階段則是以普及提升方式進

行培育。然而，甫於 2019 年實施的 108 課綱，課程與學習內容的調整，使中小

學教學現場正面臨巨大變革之壓力，學校、教師乃至於學生皆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黃家凱，2021），雙語教育的推動，對國中小教學現場而言，將是更艱困的挑

戰。 

三、國中小教學現場的實況 

如前述，推動雙語教學如火如荼的啟動，在不同教育階段皆產生了不同程度

的影響。而在同年（2019）啟動的 108 課綱與雙語教育之間出現的不協調性，對

國中小教學現場亦產生了矛盾。在 108 課綱中，國中英語教學時數從原先 1 週 4
節減成 1 週 3 節，然而在英語授課時數減少的結果，卻要求學校及學科教師能以

英語教授數學、藝文等領域科目，顯示出政策與實踐的不協調，反而讓第一線的

教學現場教師的無所適從（林子斌、黃家凱，2020）。減少的英語課，是要學科

教師在學科教學中補足？學科教師必須擔任英語教師的角色？這樣的衝突與矛

盾，勢必加劇教學現場學科教師以雙語教授學科的抗拒。尤其，雙語教學是在教

學過程中，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如華語及英語）作為溝通的媒介，藉以提升學生

使英語的機會，然雙語教學並非等於全英語教學。 

儘管，在國中小階段，政策文本特別提出擴增雙語人力培育，包含培育雙語

教學師資、辦理中小學在職教師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選送教師赴海外短期進修、

提供英語科教師國內全英語教學培訓機會、推動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及外籍英

語教學助理等計畫，並設定 2030 年之 KPI 目標，如累計培育 15,000 名本國籍雙

語教學師資、達成全國公立國中小均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或部分工時之外籍英

語教學助理等（國發會、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2021），然而，雙語師資培育需要先界定所謂雙語教學是什麼，如何進

行，有了這個圖像才能探討師資應具備的教學能力，進而規劃師資培育課程來培

育（黃政傑，2022），否則政策所設定之 KPI 目標，亦將淪為口號，成為無法實

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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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語師資培育的現狀與挑戰 

王力億和林子斌（2021）指出，推動雙語教育的最大問題，即在於各級學校

的雙語師資嚴重不足。尤其，當雙語教師同時需要專業與英語聽說讀寫程度至少

CEFR B2 以上的流利精熟程度，對於雙語教師的量與質都可能產生極大的問題，

意即，對雙語師資的需求極高，但是供給卻相當少。在雙語教師甄試中，多數教

師需同時具備學科專業與英語能力的門檻，B2 等級的語言能力水準，已相當於

許多國立大學英語系或外文系之畢業標準，此語言能力要求也是外交特考英文組

的應試門檻。然而，為何設定 B2 作為門檻卻沒有任何單位提出說明，在缺乏合

理說明即盲目提出此標準，將對有意願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產生阻礙，且對職前

雙語師資生的招募，亦可能造成影響，如錄取的師資生可能在語言能力表現極強，

但學科專業不一定優秀（林子斌，2021a、2021b）。 

現階段我國雙語教師的培育方面，在職前教育部分，9 所師培大學於 108 學

年度首開設全英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孫志麟，2021），在職教師增能部分，

2020 年首次開辦的在職教師雙語增能學分班（趙宥寧，2021）。整體而言，我國

目前每年從不同管道（職前及在職）培育之雙語教師約 1500 名，然這樣的培育

數量仍供不應求，更遑論於 2030 年達到 KPI 所訂的累計培育 15,000 名本國籍雙

語教學師資目標。 

林子斌（2021a）指出國內雙語教師培育方面，職前雙語師資培訓由各校自

行規劃課程，課程內容落差大。然對於現職教師的專業發展，中央、地方的規劃

呈現不同調。由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委託成功大學外語中心團隊所規劃

的「國中小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其採用歐盟學科與語言整合式學習

（CLIL）的架構進行規劃（鄒文莉，2020；洪月女 2021）。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1）在其雙語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中，明確指出其推動雙語教育的前提： 

臺北市教育局秉持廣納國際優秀實踐與謹慎轉化的原則。不盲目移植國外取

向，而是擷取國外雙語教育推動之核心精神與策略，依照本市各國中小的現

實狀況，推動符合臺灣在地情境之本土教育取向（臺北市教育局，2021：10）。 

臺北市的作法與林子斌（2021b）觀點相符，即目前沒有任何一個雙語教學

取向能夠直接套用在臺灣學校情境，臺灣應該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本土雙語教育

實踐之路。 

整體而言，國內推動雙語教育在師資方面，正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且仍有諸

多問題亟待解決，如雙語教師供不應求、雙語教師的語言與學科能力要求，以及

雙語教育的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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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雙語師資培育問題的可能解決之道 

2030 是我國雙語國家的一個階段目標，尤其面對這樣一個浩大的社會改造

工程，將是一個長期且影響臺灣幾個世代人的語言使用，不得不謹慎規劃、穩健

實踐。尤其，師資培育是關鍵，如何招募合適的雙語教師，是政策推動成功的重

要因素。從前述分析可以了解，目前我國雙語師資培育無論在職前或在職皆存在

不同問題與挑戰，研究者嘗試提出三點可能的解決之道。 

首先，鬆綁雙語教師 B2 語言條件，讓有意願、有興趣的學科老師都能夠加

入雙語教學行列。雖然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今年已試圖調降語言門檻從 B2
降至 B1，但在未來 5-10 年後仍將調回 B2 的門檻。在尚未有實證研究資料支持

下，這樣高語言能力要求，勢必打消許多有意願、有興趣但語言能力未達 B2 標

準的教師加入。建議以先求有，再求好的作法，讓有意願、有興趣但語言能力尚

可之學科教師加入雙語教學的行列，未來若有實證研究資料支持 B2 作為門檻，

再調整即可。 

第二，開放多元取向，以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目前只綁定一種取向（如 CLIL），
教師若強行操作卻不懂得轉化，這對於教學現場是沒有幫助的。建議開放學校能

彈性選擇適合操作的取向，以利於轉化應用於教學實務中，並逐步建構屬於臺灣

本土之雙語教學模式。 

最後，讓語言回到溝通本質，切勿強迫學科教師教授語言。雙語不等同於全

英語，學科教師要做的是掌握學科知識教學，雙語（英語）只是教學中溝通使用

的媒介，切勿為了雙語（全英語）教學而犧牲學生學科知識的習得。 

綜合而言，師資培育對於雙語教育的概念應先釐清，無論職前或在職，不應

只教授一套雙語教學取向，對雙語教學的取向與策略應提供更廣泛的介紹與瞭

解，同時應該強調在地之轉化實踐，雙語教育的推動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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