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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之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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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因應全球化及國際化的競爭與挑

戰，「英語」被視為和世界接軌的重要

溝通工具，在各級教育的人才培育方

案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提升全民英

語能力，也成為國家發展計畫之要項。 

為配合國小英語教學向下延伸，

並提升偏遠地區英語教學師資，教育

部於 2004 年公布實施「教育部推動國

民中小學英語教學合作團隊實施計

畫」，並補助各縣(市)政府協助公立國

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期能提

升學生英語學習動機、營造校園英語

生活情境、促進國內教師對於英語教

學更深刻之體認。 

有關外籍英語教師教學之研究發

現，陳曼瑩（2014）指出金門縣教師

對於外師引進政策的實施成效屬於正

向的肯定程度。林建邦（2012）研究

外籍英語教師信念及學生對口語練習

課程觀點，發現外籍英語教師可以提

供學生實用的學習策略促進學生英語

的進步。楊雅惠（2012）研究中外籍

英語教師在教學行為與信念上的差

異，發現外籍教師設計活潑有趣的學

習情境、上課會運用多媒體輔助學

習，多數學生喜歡外籍教師的口語課

程，因為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增加與外國人說話的機會。黃映慈

（2012）研究大臺北地區家長對於中

外籍英語教師之看法，發現家長偏好

孩子的英語聽、說及發音能力由外籍

老師來教授，而認為文法能力由中籍

老師來教授較適合。 

筆者為深入探究引進外籍英語教

師計畫，針對 2009-2014 年「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專案」報告進行文件內容分

析，並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

談，蒐集利害關係人不同面向之觀

點，獲致研究結論（王令宜，2016）。

本文首先說明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

師計畫，其次分析引進外籍英語教師

計畫之實施成效及其挑戰，最後提出

未來精進之建議。 

二、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

畫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公立國民中

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設立英語教

學資源中心要點」第二點，其目的為

改善偏遠地區英語師資不足問題，期

透過中外師協同教學、觀摩及交流課

程、教材、教法、辦理教師座談或研

習及帶領營隊等方式，以增進學生學

習效果，提高英語溝通能力，並促進

外國人士對我國文化之認識與相互交

流（教育部，2013）。 

有關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至公立國中小之引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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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教育部協助引進外籍英語教

師」及「縣市政府自行辦理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二類：前者先由我國教育

部駐外單位與各引進國授權機構簽訂

服務契約或召募文件，委由該國相關

機構協助召募外籍英語教師，確認合

格之外師與服務之任教學校簽訂聘僱

契約後，即可申請工作許可及居留簽

證來臺；後者則由縣(市)政府依據政府

採購法委託國內人力召募機構聘任，

外師資格比照教育部規範，其薪資待

遇不得超過教育部規定（教育部，

2012）。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統

計，自 2007 年至 2014 年「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

語教師暨設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要

點」，補助成果包含：（一）補助教育

部協助引進外師之縣市政府外師預估

機票款及行政業務費（含交通費、中

師必要之代課費、加班費及相關雜支

費等）；（二）補助金門縣及連江縣引

進之外師人事費；（三）辦理自行引進

外師之行政業務費（含召募、仲介、

職前訓練及進修等費用）等，補助經

費及聘用人數概如表 1（教育部，

2017）。 

表 1 引進外籍教師計畫歷年執行情形 

年

度 

補助經

費(千元) 
聘用人數 

2007 30,000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10 人，續

聘 18 人，縣(市)政府於申請

自行引進外師 25 人，合計

53 人。 

2008 25,000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25 人(迄

97.8.18 止)，續聘 6人，縣(市)

政府於申請自行引進外師

41 人，合計 72 人。 

年

度 

補助經

費(千元) 
聘用人數 

2009 23,900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30 人(迄

98.8.18 止)，續聘 15 人，縣

(市)政府於申請自行引進外

師 31 人（新聘），合計 76

人。 

2010 21,871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24 人，續

聘 26 人，縣(市)政府於申請

自行引進外師 31 人（新

聘），合計 81 人。 

2011 19,985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14 人，續

聘 32 人，縣(市)政府於申請

自行引進外師 35 人（新

聘），合計 81 人。 

2012 19,330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20 人(迄

101.8.24)，續聘 29 人，縣(市)

政府於申請自行引進外師

32 人（新聘），合計 81 人。 

2013 22,595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21 位，其

中本署計畫 18 位，協助苗栗

縣自籌經費引進 2 位，嘉義

大學附設國民小學 1 位，續

聘 34 人，縣(市)政府於申請

自行引進外師 29 人(新聘)。 

2014 22,346 協助縣市政府引進 27 位，續

聘 21 人，縣(市)政府於申請

自行引進外師 32 人(新聘)。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2009年

起，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辦理

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專案計畫，內容包

含：（一）訪視－上半年度赴各縣市訪視

前一年度引進之外籍英語教師，下半年

度訪視本年度引進之外籍教師；2013 年

起增加各縣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

2014 年由縣市政府自行辦理引進外籍英

語教師訪視。（二）座談會－召開外籍教

師經驗分享座談會。（三）審核及分發－

審核及分發次年度外籍英語教師。（四）

訓練－協助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外師職

前訓練及在職訓練；2014 年新增辦理學

校行政業務研習及協同教師研習。（五）

網站－維護「外師在臺交流網」英文網

站，2011 年更名為「教育部引進外籍英

語教師行政業務網」中英文網站。（六）

輔導－外師教學與生活輔導。（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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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014 年修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

實施計畫。而綜整外籍英語教師引進政

策之實施成效，報告中也指出外籍英語

教師的優勢在於其母語（英語）能力，

可使學生接觸最道地的第一外語，也有

機會習得當地英語文化背景，故外籍英

語教師分發至偏遠地區學校，帶給學童

的文化刺激並協助學校營造英語環境，

其效益是極大的；而有幸引進教學經驗

豐富之外籍英語教師，則不止學童，連

本國老師皆受益良多（張武昌和賴鶊

文，2010；張武昌和謝一華，2009；陳

秋蘭和陳冠吟，2013；陳秋蘭和陳冠吟，

2014；葉錫南和林書筠，2011；葉錫南

和鄭恬恬，2012）。 

三、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實施成效 

回顧 2004 年至 2014 年我國實施

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其實施成效

概如下列五點。 

(一) 增加學生國際文化刺激 

偏鄉地區文化刺激較缺乏，外籍英

語教師可使學生有機會習得外籍教師所

屬國家的英語文化背景，有助於開拓國

際視野；故外籍英語教師分發至偏遠地

區學校，帶給學童的文化刺激並協助學

校營造英語環境，其效益相當可觀。 

(二) 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 

外籍英語教師的優勢在於其母語

(英語)能力，可使學生接觸道地的外

語，偏鄉地區學生有機會和外籍英語

教師面對面溝通，除了學習正確的發

音和語調，也增加練習口說的機會，

進而能逐漸培養自信心，增進學習興

趣和動機。 

(三) 促進教師英語專業成長 

偏鄉地區學校聘用外籍英語教

師，不僅使學生得以增進英語學習成

效，同時也有助於本國籍英語教師的

英語教學專業成長；而外籍英語教師

與本國籍英語教師之意見交流，亦能

進一步提升本國教師與外師協同教學

之教學成效。 

(四) 塑造校園英語文化情境 

外籍英語教師能提供多樣化的課

堂活動，課堂以學生口語練習為主，

教學方法活潑多變，且課堂中常與學

生互動，外籍英語教師大多善於設計

活潑有趣的學習情境，對塑造校園英

語文化情境多有助益。 

(五) 拓展我國教育外交空間 

我國在國際上外交處境十分艱困，

與歐美等先進國家並無正式邦交；但透

過外籍英語教師引進制度，使我國能在

教育文化交流的基礎上，建立與國際連

結互動的管道，並在平等互惠的原則

下，拓展我國教育外交空間。 

四、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實施挑戰 

我國實施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

已屆滿 10 年，實施以來獲致良好成

效，值得肯定；但在執行過程中也遭

遇許多問題與挑戰，所面臨的挑戰如

下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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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召募工作日益艱難 

如前所述，我國在國際上外交處

境十分艱困，海外召募人力不足且成

本過高；而經濟成長不如預期造成經

費減縮，且對外籍英語教師聘用資格

要求標準較高，故師資來源頗為缺

乏；再加上日、韓、中國大陸等亞洲

各國近年競相高薪聘請外籍英語教

師，在在皆使得我國從國外召募外籍

英語教師之工作日益艱難。 

(二) 國內聘僱法令程序繁雜 

我國聘用外籍英語教師涉及的法

令規範甚廣，行政主管機關除教育部

外，尚包括勞動部，外交部，移民署、

衛福部、國稅局等，聘僱作業繁複費

時，且相關部會單位間橫向聯繫不

足，造成聘僱時程冗長，甚至於開學

在即仍無法順利聘用，影響學生、學

校及外籍英語教師權益甚鉅。 

(三) 生活溝通適應亟需協助 

溝通問題與國際化生活環境不足

是外籍英語教師在我國工作的一大困

擾，文化差異加上語言隔閡，增加外

籍英語教師在生活適應上的困難度；

倘若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無法有

效協助外籍英語教師解決生活難題，

就會影響外籍英語教師的教學品質及

留任意願。 

(四) 同儕教學合作模式不足 

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國籍英語教師

在英語能力、教學方式、教學風格等

各方面原本就存有差異，在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的初期，針對雙方的權利義

務、角色任務、合作模式、溝通管道

等各方面若未能妥善規劃，就無法建

立合宜的同儕教學合作模式，亦無法

充分發揮協同教學之效益。 

(五) 流動頻繁資歷不易累積 

外籍英語教師聘僱契約多採一年

或二年期，礙於法令規範，契約期滿

即需重新辦理聘僱作業；惟外籍英語

教師來臺工作及生活適應需相當時

日，再加上辦理聘僱作業程序繁雜耗

時費日，容易造成外籍英語教師的異

動，不利於培養長期穩定的外籍英語

師資。 

五、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未來精進

建議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國引進

外籍英語教師計畫已邁向第二個十

年，茲提出未來精進之五點建議。 

(一) 納入偏鄉創新整合外籍師資 

教育部近年積極關懷偏鄉、扶助

偏鄉學校穩定發展，於 2015 年頒訂「偏

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提出「教學創

新實驗」、「多元交流、志工陪伴」、「行

政減量」、「教師安定」以及「社區協

作、青年返鄉」等具體策略。針對外

籍英語教師之召募、甄選、聘用與績

效評估等，建議宜納入該方案統籌規

劃考量，以利其量的提升與質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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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數位科技擴大服務效益 

外籍英語教師對偏鄉英語教育實

有其專業助益，但因經費有限且偏鄉

多屬交通不便，故現有外籍英語教師

僅能滿足極少數地區之需求；未來若

能妥善運用教育科技，利用網際網

路、視訊影音系統、互動課程及評量

系統等軟硬體技術，將能擴大外籍英

語教師之教學效能及服務貢獻度。 

(三) 借重資深外師發揮輔導效能 

目前有許多來臺任教多年、教學

專業獲肯定、具備教育熱忱、甚至已

在臺灣成家立業的資深優秀外籍英語

教師，若能規劃配套措施，適度提升

這些優秀外籍英語教師之教學領導地

位，建議在現行英語科中央輔導團中

成立外籍英語教師子團，匯聚資深優

良外籍英語教師，藉重其教學專業與

教育熱忱，帶領新進外籍英語教師或

有輔導需求之外籍教師，將有助於外

籍英語教師之專業成長，並提升整體

外籍英語教師之教學品質。  

(四) 擴充資訊平台建立專業社群 

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帶動人們工

作、生活、學習與資訊傳播等各方面

的形態也漸趨多元，網路溝通有其快

速、便利、範圍廣大之特性，已成為

人際溝通的重要管道和方式之一。針

對外籍英語教師在教學專業成長之需

求，建議可擴充現有外籍英語教師網

站功能，成為分享與累積知識的互動

資訊平台，以利建立永續性的外籍英

語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五) 獎勵優秀外師延長聘僱年期 

現行外籍英語教師聘僱契約多採

用一年或二年期，穩定性較為不足；

建議延訂資深優良外籍英語教師獎勵

辦法，針對服務績效良好、教學表現

優異的外籍英語教師，可考慮延長其

聘僱年期至三到五年，此將可鼓勵現

有外籍英語教師爭取榮譽，增加師資

穩定性，相信亦可增加海外聘僱外籍

英語教師之誘因。 

六、結語 

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可有效提升學

生英語學習動機、營造校園英語生活

情境及促進國內教師對英語教學深刻

體認。儘管引進外籍英語教師面臨許

多問題與挑戰，但因其具有價值性與

效益性，故該計畫仍有持續執行與補

助之必要性及重要性，透過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赴偏鄉教授英語課程，期能

提升偏鄉英語師資、弭平城鄉教育資

源落差，確保偏鄉學童受教權益。 

註：本文部分內容摘自王令宜

（2016）主持「我國引進外籍英語教

師政策及其成效之研究：2004-2014」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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