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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張芬芬與張嘉育（2015）指出，議題融入課程的概念，是希望將當代具重要

意義的議題融入學校教育的課程，以利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強化學生對於特定議

題的了解和學習。這是我國的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下，關於「議題融入課程」的

觀點。根據我國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也指出議題教育是因為社

會變遷和全球化，學校教育的學科無法同時兼顧重要社會議題，因而需要補充學

生對於重要議題的知識、情意和技能。此即「議題教育」此一概念產生的脈絡。 

根據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發佈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議題教育包含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

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

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而其中，為因應逐漸聚合的全球社會以及我國在

亞洲的地位佈局，普遍認為國際教育是當代重要的議題。根據教育部（2011）出

版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指出，臺灣社會現正朝向國際化和多元文化發展，

面對國際化的情境，如何教育學生看待自己國家和文化傳統，幫助學生以正確態

度面對外國人士以及國外文化，是重要的學習議題。學生的國際觀與國際素養對

於一個正在發展國際化的國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國際教育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生瞭

解個人及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科技系統當中的角色。對學生個人來說，

國際教育可以奠定其未來進行國際人才流動以及在全球社會當中生活與就業的

能力。 

    本文希望透過分析一些不同國家或相關研究推展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校課

程教學的教育實踐的觀點，引發一些關於國內如何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學校教育

的課程教學的觀點思考。 

二、 加拿大的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觀點 

(一) 對全球教育的定義 

    加拿大外交部的「加拿大國際發展中心（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與「加拿大教師聯盟國際學程中心」合作，諮詢多位加拿大渥太華大

學教育學院的教授，於 2005 年發表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指引，文章篇名為「全

球融入：將世界帶入教室的指引（Global Infusion: A Guide to Bringing the World to 

Your Classroom）」。此指引首先定義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概念，是尊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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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需求、和平正義、與人權，用正向態度引發學生思考主要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狀

態的觀點。全球教育超越學科和年級，教學重點是發展全球公民，並且融入不同

學科的課程。 

(二) 全球教育的四個部分 

    加拿大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指引將全球教育分為四個部分：（1）發展教育

（development education）：探索加拿大在發展中國家的角色，正視全球議題和「發

展」的定義；（2）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焦點在對於環境議題的

知覺，建立學生的環境責任感行為；（3）人權教育（human rights education）：教

導學生人們擁有的公民、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但目標應是要推廣社會正義；

（4）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在教室當中推廣全球和平的概念。 

(三) 全球教育的目標 

    加拿大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指引認為全球教育的教育目標在於：讓學生學習

尊重並珍視其他文化、讓學生學習正向態度面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議題、讓學生

學習社會和環境的責任感、讓學生學習自己對於讓世界更和平正義的角色。 

(四) 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策略 

    加拿大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指引認為發展全球觀點課程的要素有：（一）頭

（head）、（二）心（heart）、（三）手（hand）。全球教育要讓學生可以在頭、心、

手都學習到國際觀。「頭」意指「智慧」：全球教育課程要涵蓋多方面的事實性的

資料，讓學生可以知道資訊的來源，例如相關網站等。獲得資訊、分析資訊、實

踐批判思考、進行小型研究、和同學分享資訊的能力。「心」意指「學生的同理

心的訓練」：將關懷納入教室當中。全球教育課程要融入基礎的人權價值和道德

的議題以及相關的國際議題。缺乏同理心和關懷，國際教育只是冰冷的知識，而

非學生實際去融合和實踐。「手」意指「行動方案」：教師不要讓學生覺得世界存

在的問題是無法解決，也沒有希望的。讓學生在日常生活的實際行動去實踐全球

教育的決定，做有責任感的消費者、做有正義意識的公民行為。 

三、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觀點 

    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是一 1919 年在美

國創立推廣國際教育的非政府組織。國際教育協會在 2015 年發表一篇網路文

章，標題是「如何將國際教育帶入高中教室（Bring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High School Classroom）」。該文一開始作者提到自己的經驗，認為國民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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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可以對學生生活產生顯著的影響。作者提到自己對於全球世界

的興趣是開始於自己的小學校長主導的美國學區和法國學區的交換學生計畫。作

者發現自己對於法語和法國文化的興趣就是開始於參與此交換學生計畫。作者因

此認為教師可以幫助學生思考國界外的事物，將自己視為全球社會的一部份。國

際教育協會自 1999 年開始就使用豐田汽車捐贈的基金，開始一項「國際教師的

方案（international teacher program）」，該方案讓超過七百位美國的教師和行政人

員可以有機會到五個不同國家去學習。這些教師回國後，將國際的知識和觀點帶

給美國的學生。 

    其中一位參與教師到了南非學習後，除了發現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也發現南

非的教育品質、職業技能、工作機會的問題。他發現南非許多地區還沒有電燈以

致於學生無法在日落後學習。該教師回美國後，著手和他的學生合作去解決生活

在南非的貧困學生的問題。該教師和企業界合作去發展一個能將日常生活中的玻

璃罐變成太陽能燈泡的工具組。此一太陽能燈泡的善心本質讓他的學生們十分積

極的參與，因為是在解決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學生們自發製作了一個製作太陽

能燈泡的教學影片。至今該教師還保持和南非的聯繫並致力於引導學生國際思

考。 

四、 美國學者探討國際化師資教育的觀點 

    美國三位學者 Walters、Garii、與 Walters（2009）在一篇名為「全球學習、

在地教學：將國際交換與跨文化學習融入職前師資訓練（Learning globally, 

teaching locally: incorpora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to 

pre‐ service teacher training）」的學術文章中，提到當前美國學校教育的挑戰是，

學生人口邁向快速的多元化，師資教育課程也必須要增能強化師資生對於學生和

家長的多元需求與期待。在本文當中，三位美國學者認為到國外學習與教學的經

驗會帶來師資生對於「他者」的關注和認知，因而能夠產生對於人和人之間的「差

異 difference」的新觀點，到國外學術交流與教學學習的經驗，也可能可以匡正

師資生對於他者的錯誤概念以及刻板印象。本文探索有關於「教學相關旅遊

（teaching-related travel）」對於師資生的文化瞭解和專業認同的影響。究竟國際

場域的教學學習經驗會帶給師資生對於專業自我的知覺有何影響？是這一篇文

章 想 要 探 索 的 。 本 文 作 者 最 後 提 出 一 概 念 叫 「 教 師 訓 練 的 國 際 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認為可作為提升職前教師的全球知覺

和文化敏銳度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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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我國的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教學的觀點 

根據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發佈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提到議題具有「時代性」、「脈絡性」、「變動性」、「討論性」、「跨領域」等五項特

性。而在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初稿（2017）中，則建議「國際教育議題」的學習目

標應當涵蓋三項：（一）認識全球重要議題、（二）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

與愛國情操並能實踐個人的國家責任、（三）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

民責任感與全球行動力。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初稿（2017）進一步建議關於「國際

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可分為四項主題：（一）國家認同、（二）國際素養、（三）

全球競合力、（四）全球責任感。並建議教師教學時可運用人物、典範、習俗、

節慶、文化作為國際教育的教學題材。在國際教育議題融入的方式上，建議採取

作業、作品、展演、學生參觀、社團參與、以及團體活動等多元方式去融入議題，

另可善用學校、地方、社區與國際教育議題相關的景點、博物館、歷史建築或機

關等。 

    國際教育此一議題課程教學內容要能引發對於全球的理解並且透過和在地

的比較產生差異化的理解，因此在地的博物館、歷史建築的資訊內容可扮演「與

在地文化進行比較認識」的角色，因而國內具有「國際知識」的「文化設施」也

顯重要。在國際教育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中，「教師」的「國際認知」、「國際情意」

與「國際技能」顯得更重要。學校與地方可以扮演提供「國際資訊收集與知識來

源提供」的角色。 

    誠如加拿大的文件中提到，如何在課程中融入「國際議題」並且教學上實際

產生成效，希望學生能夠獲得「尋找並閱讀理解國際知識」的「頭」的能力，進

一步，學生能夠同情理解「國際議題」的「心」的能力。最後學生如何透過實際

行動去參與「國際議題」的「手」的能力。 

    而在「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的核心人物「教師」的「國際培力」部

分，則可參考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和相關研究的觀點，是否可能在「師資教育」的

過程去培養未來中小學教師「國際教育議題的頭心手的能力（國際培力）」，讓師

資教育的師資生進行跨國的師資生交流，或讓師資教育的師培生，特別是未來將

到偏鄉服務的公費師資生能在師資教育的過程中有「國際交流」的經驗，提早培

養其對於多元他者他文化的「全球知覺以及文化敏銳」以及探討「師資教育的國

際化」的可能性是筆者思考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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