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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情境下高等教育的課程革新—
論全球教育在師資培育之實施

高 熏 芳*
《中文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以資訊科技為生活主體的世紀，從工業社會轉變為資
訊社會的歷程，我們在社會、經濟、環境、政治上都歷經許多鉅大的變
化。教育是大社會系統中的子系統，自然也受到許多衝擊與影響，「文
化多元」與「機會權力均等」等議題更是與教育工作息息相關，追求民
主、平等、公義、和平的社會境界，也就成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最高理
想。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這股不可阻擋的趨勢，更是加重全球教育
推動的挑戰。隨著「經濟霸權」帶來「文化征服」
、「國家安全」等衝突
的 議 題 尤 其 為 全 球 教 育 增 加 新 的 研 究 課 題 ，「 全 球 教 育 （ Global
Education）」遂成為許多國家大力推展的教育方式。
在資訊社會裡教師有責任協助學生不斷與變遷中的社會互相聯絡
並隨時更新知識與技能，然而在致力於中小學生文化學習與國際視野拓
展的同時，國內全球化的全球教育師資培育策略與規劃卻缺乏相關之研
究。本文主要綜整全球教育之意涵以及課程發展與教學策略之論著，同
時分析國外獲獎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的做法，期望提供國內師資培育
實施全球教育作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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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隨著二十一世紀到來，資訊科技的高度發展促進了地球村的形成，加速全球化的腳步，
儘管全球化的主題大都以經濟領域為主，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非經濟領域的全球化
趨勢也愈明顯。而教育是社會系統的子系統，社會受全球化潮流的衝擊而產生許多鉅大的
改變，教育自然也受到同樣的衝擊而不斷地改變，
「教育全球化」的現象亦因應而生。
劉康寧（2000）指出，回顧二十世紀後十年，全球化進入「地球村階段」時，正是世
界教育改革風起雲湧之時。封喜桃（2000）強調「教育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教育發展的
一大趨勢，
「教育全球化」依據全球化的涵義推知，則是指全球所有區域間，為實現教育行
為的一體化，克服地界限制與差別，相互聯繫、相互依存的教育活動發展過程和現象系統，
「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
」的提倡也因應經濟全球化以及教育全球化而廣被討論。
教育全球化與其他政治、經濟、科技、環境、社會全球化的現象一樣，雖然對未來社
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出現「霸權」和「開放與國家安全」的問題，郭金水、賈立
人、楊慧琪（1994）便指出全球教育在理論上亦非全無問題，例如：全球教育固然在於培
養對全球文化的瞭解，但根植於地域與國家的傳統文化之間，如何聯絡與整合，仍無定論，
而且也有積極反對意見認為全球教育有左傾色彩，過份標榜全球社會正義，而輕忽本土或
地域的獨特問題。但郭金水等人也認為，採取全球爭論的立場並不能只顧及本國的利害關
係，因而忽略全人類的利益，偏狹的愛國主義也不利於國家長遠發展，如能肯定人類普遍
的價值以及對他國文化寬容與尊重才能邁向一個綜合而多元，和平而有秩序的新世界與新
世紀。洪如玉（2003）也特別提到「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對師資培育之啟示，建議師資培
育應有積極的生態觀點課程，亦即應重視將「關連主義」「精神與物質並重的泛靈論
（panenthesism）
」
，
「重視過去的時間觀」
，以及「有機主義（生態主義）
」等特色融入師資
培育的教學系統，以建立教育系統中教師與學生新的世界觀。實施「全球教育」的重要性
與我們每天的生活現實息息相關，隨著資訊科技的研發，知識的獲取早已超越國界，先進
的通訊科技協助人類立即進入全球資訊中樞，許多跨國企業也以機動的人力資源全球分享
的方式進行企業經營，而教育系統內教師與學生的生活，其實也與全世界旅遊、教育、軍
事、財務、政府、立法等系統持續不斷地相連結。面對全球化的趨勢，教育界除了強調多
元尊重的本土觀，及瞭解各國相異的國際觀外，培養邁向世界和平、互信互賴的全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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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而如何培養可以立足全球，具備全球工作技能，但也能為全球社會發
展與和平做出貢獻的世界性公民，實施全球教育已成為各類教育工作者不可忽視的課題。
事實上，我國教育早在民國八十二年就有提升學童國際視野的規劃與想法，然而數年
下來，在學校的正規課程中卻難見其具體成果。民國八十二年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時特
別強調，人類溝通隨著資訊工業發展而日益頻仍，所謂「地球村」或「國際社區」之意識
已逐漸形成，如何教導新生代去適應和參與「國際社區生活」
，具備世界胸懷，有其必要性。
尤其「培養兒童二十一世紀世界責任觀」
，為課程修訂的重要理念（教育部，1993）
。
行政院教改會（1996）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國際化」一項提到應「立足
本土，胸懷世界」
，以建立一個具有國際觀的現代社會。民國八十八年通過之「教育基本法」
，
第二條中明訂「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念、人文涵養、強健
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力，並促進其尊重人權、生態環境及對不同國家、族群、性別、
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識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民。」
（教育部，
1999）
。另外，教育部也強調九年一貫新課程以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力、民主素養、
鄉土與國際意識、以及能進行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為目標」
，
（教育部，1990）
，因此在十大
基本能力中，明確界定學童應具備「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的能力。同時，在七大學習領
域之「社會學習領域」亦將「全球關連」列為學習主軸，亦凸顯培養全球視野之重要性。
此外，在「挑戰二○○八：國家發展計畫 ── e 世代人才培育報告」
（教育部，2003）亦
指出「地球村民意識方面」的重要性。上述幾項政府的重要施政計畫皆強調身為現代公民
應深切體認世界為一個整體，且其處處與人類生活息息相關，並應增進對世界各地歷史、
文化及差異的理解與欣賞，加強尊重世界上其他族群的態度與行為，使學生的學習可以與
國際接軌，培養宏觀的視野，此乃「全球教育」反應在台灣教育發展之趨勢。
教師是課程的執行者，優質的課程需要透過教師做為媒介加以落實，因此，面對全球
化教育改革與課程革新的同時，致力於中小學學生全球視野的培養固然重要，省思師資培
育的作為，對於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全球視野的知識，技能與態度的培育實有其急迫性。
另外，面對我國進入「世界貿易組織（WTO）
」之挑戰，教育部於二○○一年教育改革會
議之大學教育議題中，特別將「建立大學特色，提升大學之國際競爭力」以及「促進國際
交流合作，提升大學國際競爭力」列為討論重點，更於民國九十一年提出「提升大學競爭
力重點發展計畫」
，強調營造有利於大學發展的國際交流與合作環境，以提升整體的教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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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師資培育」隸屬於高等教育之一環，自然也反映高等教育發展之特色。
其實，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國外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利亞等
國的師資培育，均早已進行職前教師培育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革新之回應，以
美國為例，
「美國師資培育機構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ACTE）
」早在一九七○年代就開始支持全球和國際教育的實施，
「全國教師資格認證委員
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NCATE）」於一九九四年的「NCATE
標準」中更呼籲各師資培育機構納入「全球教育」
，另外亦有許多師資培育機構，如加拿大
之 Simon Fraser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oronto；美國之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Delaware，University of Vermont；英國之 Bath Spa University 等紛紛成立相關研究單位或開授
課程進行職前或在職教師全球教育的重點教學。而美國師資培育機構協會也特別設立全球
與國際師資培育委員會（AACTE Committee on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以及
特別研究小組（Special Study Group）
，自一九九七年每年針對致力全球或國際教育表現良好
之師資培育機構給予獎項鼓勵（Best Practice Award for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其目的希望能快速有效推展培育教師具備全球視野教學知能的理想。
反觀國內師資培育，對於全球教育的討論或相關實証研究卻非常有限，更遑論課程
與教學之具體作為。郭金水等人（1994）曾就國立臺北師範學院學生進行全球教育實施
現況的調查，研究發現師院學生對課程目標中融入全球教育理念以培養教師世界觀或開
拓國際視野，均有高度的認同，但對於全球教育相關課程實施成效均認為成效不佳，且
認為師資培育應從相關課程之結構，教材內容上力求改進，並提供相關訊息以增進見
聞，因此建議應規劃全球教育核心課程。但對於如何培養未來教師具備「全球視野」或
「國際瞭解」的教學知能等相關議題卻沒有進一步的探討。另外，單文經與劉怡君（2002）
在其研究中，對我國各大學師資培育學程所推動與國際事務相關的活動之調查研究中發
現，我國師資培育甚少從事國際事務交流活動，因此建議師資培育應針對相關議題如「國
際觀」
、
「全球觀」
、
「國際教育」納入討論，並可針對課程建構部分進行討論分析。在全
球化的資訊社會裡，教師有責任協助學生不斷與變遷中的社會相互聯絡並隨時更新資訊
和新科技。目前教育革新致力於中小學學生全球視野培養的同時，省思師資培育的作
為，加強職前教師，實習教師以及在職教師全球視野的知識、技能與態度，實為師資培
育面對全球化衝擊以及致力中小學生全球視野培養的必要革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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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教育的推展，有關全球教育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然而，綜觀國內外研究
型態大致可分為兩大類：一、世界知識與態度基本特徵描述之研究；
（Barrows et al.，1981；
Peterson，1989；Pike & Barrows，1979；Schmidt，1975；Sweeney ＆ Zandan，1982；沈坤
宏，1995；簡妙娟，1991）二、評估世界觀或全球觀課程成效之研究（Torney-Purta，1986；
蔡清華，1987；林瑞榮，1988；林彩岫，1989；洪美齡，1997；王錦蓉，2003）
。這些研究
大都從社會科教學或公民教育領域的角度探討世界觀教育理念、課程計劃及實際狀況，
而且內涵大多以一九七四年美國教育測驗服務機構（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
所提供的測驗工具，如：他國與他國人民－學生興趣、知識、態度與看法之調查（Other
nations，other people：A survey of student interests，knowledge，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簡稱
ONOP）
，大學學生的知識與信念－全球瞭解之調查（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beliefs：
A survey of global understanding），其施測項目是以背景與興趣問卷、知識測驗及態度量表
為主體。針對教師所應具備之「全球視野知識」卻未見有研究加以討論，而且不管職前
或在職教師，除了本身應具備之「全球視野知識」外，其教授中小學生「全球視野知識」
之教學專業知能又應是如何？師資培育機構又該如何培養？其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為
何？國內師資培育機構又可以效法國外哪些作法等問題，均有必要加以釐清分析與探
討。本文主要綜整全球教育之意涵以及課程發展與教學策略之論著，同時分析國外獲獎
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的做法，期望提供國內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作為之參考。

貳、 全球教育的內涵與發展
聯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二年在 Stockholm 舉行時，提出「思考全球化、行動本土化（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
」的呼籲，不管是環保、醫藥、貿易、製造，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正
如核能、武器、失業、生態等都與全球經濟相互關連，全球教育就是要讓學生了解這些議
題（Merryfield，1995b）
，要教導學生成為具有全球視野（global perspectives）的現代公民，
教師必須具備全球教育的教學技巧與尊重多元文化的全球視野，因此師資培育機構全球教
育的實施更形重要（Merryfield，1994）
。以下分析整理全球教育的意涵及發展與目標。

一、全球教育的意涵
全球教育的概念於一九九三年首度出現於美國教育資源資訊中心（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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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系統，定義為「跨越年級的學習/教學活動，強調人、
文化、國家以及世界地理、世界歷史，國際關係等學習領域的統整」
。全球教育不只是世
界歷史或世界地理的學科，而是一種統整的教學方式或取向，所代表的意義是促進學生
對人類和自然系統間相互關連的了解，其目的在於藉由尊重與合作、關切全人類所共存
的環境，促進教師與學生對於自我以及自我與世界社區關係的了解進而使人類永續生存。
全球教育的目標除了在於提昇學生對於複雜多元社會價值或文化的了解外，更希望
學生建立國際觀，不僅可以立足、發展於未來全球化的環境中，更能積極的貢獻、參與、
建立一個更加公平、永續生存的世界。Grant（2001）從一九九一年美國視導與課程發展
協會（Associ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ASCD）的年書中，摘取了
對全球教育的定義：「全球教育涉及學習跨越國際的問題及議題，以及生態學、文化、
經濟、政治和科技各系統的交互連結關係。全球教育涉及觀念的採用－透過他人的眼和
心去看事物－同時也意指能夠理解以不同方式看待生命的個人與團體也有相同的需要
與需求」。根據 Merryfield（1995a），全球教育的目的是在「發展學習者參與深具文化多
元，全球關連以及國際經濟競爭的世界事務所須具備的知識、技能與態度，因為要成為
有效能的公民，學習者一定要了解世界事務的複雜性，並且要發展跨文化互動的技能。」
因此，區域研究、公民教育、跨文化研究、經濟教育、環境教育、族群研究、多元文化
教育、和平教育、世界歷史、世界地理等均是全球教育相關的學習概念。
Merryfield（1996）進一步指出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的理由如下：
（一）人類不分種族、地域、階層、性別、宗教皆有許多共通性（universals），全球教
育的目標在於追求更公正、公平與和平的世界理想。
（二）人類雖有許多共通性，但也有其多元性（diversity），全球教育必須重視個別差異
並努力追求滿足學生、社會以及世界社群的需求。
（ 三 ） 人類之間有許多彼 此 關 連 （ interconnectedness ）， 不 但 生 物 間 要 能 互 相 依 賴
（interdependent）
，也需與宇宙的生態系統內的有限資源（finite resource）和平共存。
全球教育是培養學生生活在相互依賴世界中的認知，以及處理超越國家界限的議
題，Merryfield 所指陳的三個原因，促使教師必須教導學生除了具備理解人類社會中差
異性與一致性的能力外，亦須具備處理社會中多元性、關連性與共通性的課題，以追尋
更美好的生活。因此師資培育必須實施全球教育，以培養具備全球視野的教師，方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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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未來的教學趨勢。另外 Merrifield 認為以上三點理由彼此相關且互動，人類、生物與
生態的永續生存全賴透過教育的方式來達成知識傳輸與行動落實的境界。因此，師資培
育要求教師必須具備對環境、人權以及其他議題的豐富知識；以幫助發展學生的批判性
思考能力，此外，教師還必須具備人類發展、跨文化理解及專業的知識。以協助學生在
現今日益複雜以及息息相關的世界中，學會對自己的社區、國家以及其他地區和全球的
尊重。Merrifield 將以上的概念具體構圖如圖一。
為了社群、文化國
家、人類與星球生
存

為了人類與地
球間的和諧

相同的

許多文化，跨文化以及文化內多元的
聲音與觀點，不同的價值與信念

人類優勢

-合作
-創造力
-精神
-家庭與
社群

為了經濟的機會，
較高水準的生活
追尋更好

合作
-貿易
-觀念與技術的
傳播

衝突
-觀念的、價值的
-土地上、資源上

的生活

不公平
-社會的
-經濟的
-政治的
民族優越感
種族主義
集體屠殺
生態破壞

多元性

正義/人權的缺乏 無知
-人權/公民權
-女性權利
相同的
-兒童權利
人類問題
-天賦人權

共通性

為了自我決定的權利、
和平、安全與正義

關聯性

冷漠不關心

歧視及不公平待遇
-基於種族、階級、
性別
-基於宗教
-基於語言
-基於國家

動態的文化改變與散佈，移居移
民，21 世紀的人口爆炸

對跨文化知識、經驗、理解、溝
通能力的需求

透過生態系統，環境的改變
透過歷史與文化遺產，藝術、文學、音
樂、體育等
透過經濟的鏈結-工作
-貿易
-市場
透過政治的鏈結-聯盟與協定
-意識型態
-衝突與戰爭
透過科技

圖一 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之理由概念圖
Note. From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ulticultural & Glob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p. 2), by M. M. Merryfield, 1996, Washington: AACT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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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教育之發展與目標
各國之全球教育教學內容與主題相當不同，最常見的是生態/環境，發展/維持，跨
文化/多元文化關係，和平，科技，人權，民主/公民教育，國際組織，人口，健康（包
括愛滋病）
，種族，性別以及全球公民。以下介紹各國全球教育之發展現況（Tye，2003）
：
（一）澳洲
澳洲之全球教育由中央政府以及許多非政府性組織（NGOS）所支持，發展教師
使用之教材，主題包括：生態、社會正義、人權、經濟、科技以及政治的相互關連性。
澳洲國際發展局（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在五個州與領地資助
全球教育資源與學習中心，此外，許多州教育部門並考慮修改課程以符合學生在全球
化下的需求。例如在南澳洲，新課程採用五項基本學習要素（five essential learnings），
並連結課程的各部分。此五項基本學習要素包括：未來、本體、關聯、思考與溝通。
（二）加拿大
一九九五以前加拿大國際發展局（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在全國資助全球教育專業發展中心，當預算用盡時許多中心關閉，但是
Alberta、British Columbia、Ontario 等省則由地方資源繼續支持。全球教育課程於許
多大學開設，例如，多倫多大學的教育研究中心就進行國際間與國內學校全球教
育的推廣，提供工作坊以及相關教材。CIDA 另外支持一個全球教育的計畫，主要
在將全球視野結合教學，並藉由強調全球議題的方式增進學生之全球意識以及行
動的能力。
（三）日本
一九八○與一九九○年代，日本的主要公司對政府施加壓力，發展所謂「全
球競爭力的教育」
。本活動催生了支持各式國際教育交流的政策，推廣國際理解的
課程，並引發改善外語教育的需求。日本全球教育委員會領導並推廣全球教育，
產出多項有價值的印刷品，一些教師訓練機構也開始專注全球教育的建構式教學
法。然而，日本的決策與教材中央集權式的教育傳統以及考試的壓力，仍然阻擋
著全球教育的快速發展。此時最重要的計畫多為美日基金會所支持，發展了許多
教材讓日本學生來認識美國，也進行美日之間的夥伴交流，至少有八個這樣的交
流方案，在美國全球教育論壇以及北加州世界議題委員會支持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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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韓
二○○一年的全國課程改革加入「國際了解教育」為中等學校之選修課程，
教育當局並為教師進行短期訓練，編製教材及教師手冊等。在亞洲太平洋圈中全
球教育最突破的進展是南韓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年共同設立的「亞洲
太平洋國際了解教育中心」
。其目標主要在進行研究、加強學校課程、提供公民社
會支持、訓練專業人員、推展國際交流、發展與傳播教育資料及資訊、鼓勵國際
合作與網絡連結。
（五）俄羅斯
俄羅斯國內有十個全球教育中心網絡，每個中心都由一個教學大學、小學和
中學，以及在職教育中心所組成。一九九四至一九九六年間由美國資訊局（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資助進行由佛羅里達國際大學、美國全球教育論壇協助
與俄羅斯教育局的合作計畫，其中一個學校的例子是在聖彼得堡的全球教育人文
體育館（Humanitarian Gymnasium for Global Education），這個學校重點在學生與教
師之交流，學生對全球教育之表現，以及全球化之課程，共十一個學校參與。
（六）英國
全 球教 育發展 時間 於一九 二○ 年代世 界教 育協會 成立 （ World Education
Fellowship）並發行新紀元期刊（The New Era），一九三○年代世界公民教育協會
成立（The Council for Education in World Citizenship）
，一九五○年代 James Henderson
與世界政府國會團體組織（Parliamentary Group for World Government）成立「單一
世界信託」（One World Trust）教育慈善團體，一九六○年代 Henderson 與其同事
在倫敦大學教育學院發表以「世界研究」
（world studies）作為在課程中加入全球教
育面向之做法，一九七三年「單一世界信託」提出課程方案以關注世界秩序之議
題，至此誕生英國之全球教育。在一九八○年代超過一半以上的教育當局都在進
行所謂「世界研究」計畫，然而一九八八年由保守黨政府通過之全國課程改革卻
打擊著全球教育之內容與教學法。二○○○年的地理課程改革包括以世界公民為
主軸，所有英格蘭與威爾斯的中學生並且必須修習「公民教育」的新課程，包含
許多全球教育的要素，許多全球教育的手冊與教材並由許多機構出版。在教育制
度獨立的蘇格蘭，教育部在二○○一年也開始將全球視野融入課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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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大陸
在中國大陸「全球教育」一辭並不普及，以「國際覺察」、「國際了解」、「全
球環境」、「人口」、「經濟全球化」與「網路時代」等等名詞代替。在一九八○年
中國大陸的教育系統才開始面對現代化，包括大環境政治、經濟與文化之變遷。
一九九○年的新重點在強調國際學習，世界歷史與地理也都重視當代世界議題。
科學的學習關於人類與全球環境，以及在新資訊時代的科學道德世界關聯。在北
京有一個新的國際理解教育計畫投入幼稚園到十二年級的教育，將全球議題加入
教科書中。課程統整，教師訓練與探究式教學也是本計畫之目標。
從全球化的發展可以看見世界各國的對於全球教育關注的發展，此外，國際中學畢
業考試組織（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2002）在主要的年度方案（The Primary
Years Programme）裡，也針對學生對他人經驗的覺察力與敏銳度，界定出十項國際人的特
徵，用來幫助教師與學生建立目標，計劃學習的單元，以及評量學習表現，其內涵如下。
（一）探尋者（inquirers）
1. 生性好奇（有發自心裡的好奇心）
。
2. 已經具備從事有目的且有建設性的研究所需的技能。
3. 樂在學習。
（二）思考者（Thinkers）
能主動運用批判性思考的技能創意地解決複雜的問題。
（三）溝通者（Communicators）
能自信地運用多國語言（包括數學符號語言）來接收與表達想法與訊息。
（四）冒險採用者（Risk Takers）
面對不熟悉的狀況能夠冷靜不焦慮，而且具有自信心與獨立精神。
（五）見識廣博（Knowledgeable）
能探索全球相關與重要的主題。
（六）堅守原則（Principled）
1. 能夠領悟道德推理的原則。
2. 具有正直、誠實、和公平與正義感。
（七）關懷他人（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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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夠敏銳地感受他人的需求與感覺。
2. 對於行動與服務有個人使命感。
（八）開闊胸襟（Open-minded）
能尊重他人的觀點、價值與傳統。
（九）良好平衡（Well-Balanced）
能了解身心平衡與個人良好的重要性。
（十）反思自省（Reflective）
對於自己的學習能給予良好的報酬，且能分析自我的優缺點。
綜上所述，全球教育的發展雖然因應各國在地的需要，而在重點上有所不同，但其
目標都在發展學習者參與深具文化多元、全球關連以及國際經濟競爭的世界事務所須具
備的知識、技能與態度，成為有效能的公民。

參、全球教育與全球視野的內涵
全球教育是一個嶄新的教育理念，而其精神並不同於過去所強調的國際教育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以及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以下就其主要差異
做一釐清並說明全球視野之主要內涵。

一、全球教育概念之釐清
（一）全球教育與國際教育
全球教育與國際教育不同，根據 ERIC（1993）
，
「國際教育」是「對於國際關係
相關的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面向的研究，尤其著重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影響力。」國際教育通常包含各國課程的內涵、各國的關係、區域研究、外國
語言與文化以及各學習領域的比較。
此外， Risinger（1996）主張，
「國際教育」多侷限於教導學生探討其他國家的歷史、
政治、經濟、科學等議題；而「全球教育」則主張藉由跨學科領域的課程與教學方法幫
助學生了解人類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以及能視世界為一個整體的世界觀。整體觀之，
「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有一共通性的目標，那就是全球視野的教育；但是「國際
教育」強調各國事務的特性，以及相互的比較；而「全球教育」則強調各國共通事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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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理想的追求，亦即全球教育希望藉由課程與教學來創造一個更美好的世界。
（二）全球教育與多元 文化教育
Bennett（1995）指出「全球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有重疊性的目標，兩者
均致力於發展多元的觀點，多元的忠誠度，強化文化意識和跨文化的能力，尊重
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並且對抗偏見與歧視。但是，
「全球教育」與「多元文化教
育」重心卻有所不同，「多元文化教育」重視跨文化的尊重與學習，「全球教育」
則強調「一個世界（one-world）」理想的實現。全球教育不只是開授世界歷史或世
界地理的課程，而是一種統整的教學取向，其目的在同時提昇教師與學生了解自
己以及世界社群（world community）的關係。
雖然全球教育與國際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有所不同，但也有極多的重疊與一致
性，在 Pike（2000）的研究中指出對於全球教育相關的研究，各國常因對名詞不同的
詮釋，或是給予不同的使用，而導致實施方式的不同，Pike 進一步給予全球化的實施
一個基本架構如圖二，他認為，全球化會透過國家、制度和個人等三種文化所影響。

全球化

國家文化

少數民族的認
知
歷史
地理
身份地位
意識型態
環境
人口統計

制度文化

領導
專業發展
外部支援
社區涉入

個人文化

過去經驗
價值與信念
同儕影響
擁護者的影響
時間/資源

圖二 全球化實施架構圖
Note. From“Glob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ursuit of Meaning＂by Pike, 2000, THEORY
INTO PRACTICE, 39(2), P69. Copyright 2000 by College of Educ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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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全理解全球教育，必須在課堂上先移除國家的邊界（Alger，1986），Becker
（1990）引用 Brooks（1987）的說法，認為必須跨越知覺的門檻才能進而成為一個研
究的舞台，這樣的考量不但是學生需要，老師需要，只要是在這個地球上的人都應該
考量到國家邊界對全球教育的限制。Merryfield、Jarchow 與 Pickert（1997）進一步整
理與「全球教育」概念相關的元素，包涵人類信念與價值、全球系統……等，如表一。
表一 全球教育的相關元素
1. 人類信念與價值
－普遍的以及相異的人類信念與價值
－觀點意識 / 多元觀點（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
－體認自身的價值、文化與世界觀與他人不同
－了解社會或文化規範與人類衝突與信念和價值有關
－個人信念與價值均顯現於審美、語言、文學、口語表達、自然資源與環境的利用，
科技、政府以及歷史的建造
2. 全球系統
－經濟系統
－政治系統
－生態系統
－科技系統（包括資訊、傳播、交通、製造等）
－全球動力的知識（knowledge of global systems）
－全球系統的程序和機制
－人、國家以及地域的內在與彼此的變遷
－不同全球系統間的相互關連
－星球覺知的情況（state of the planet awareness）
3. 全球議題與問題
－人口及家庭計畫議題
－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
－發展的議題（development issues）
－人權的議題
－人口流動、移民以及難民
－全球共有使用權（global commons）
－環境與自然資源議題
－財富、科技、資訊、資源及市場的分配與獲得等議題
－飢餓與食物相關的議題
─和平與安全議題
─偏見和歧視相關的議題

127

人文社會學刊五十五週年校慶特刊

表一 全球教育的相關元素（續上頁）
4. 全球歷史表一
－長期以來的加速相互依賴（J 曲線）
－現階段議題的成因
－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文化的接觸與互借
－全球系統的演進
－長期以來的衝突與衝突解決
－長期以來的全球系統變革
5. 跨文化的了解與互動
－了解自己的文化與傳承
－了解多元的認同與忠實
－體認文化差異與文化共通的複雜性
－自己的文化在世界系統扮演的角色
－從他人觀點檢視自己文化的技能與經驗
－從其他文化與價值的觀點學習其他文化的經驗
－延伸與自己非常不同的人交往經驗
－跨文化溝通的能力
－與其他文化的人一起工作的能力
6. 對於人類抉擇的覺察
－個人、組織、地方社區 、國家、地域、經濟或政治聯盟的抉擇
－過去和現在的行動以及未來的選擇
－體認人類行為的複雜性
7. 發展分析與評鑑的能力
－從其他觀點與世界觀進行蒐集、分析、評鑑資訊的能力
－批判思考的技能（有能力檢視偏見，定位、假設等）
－體認價值與世界觀在探索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8. 參與與涉入的策略
－跨文化的互動、參與和合作
－決策與執行的機會
－提出真正生命（real-life）問題的經驗
－從經驗中學習的關注
Note. From Prepare teachers to teach global perspectives: A handbook for teacher education.v (p. 8-9),
by Merryfield, M & Jarchow E., & Pickert, S. 1997, California: Corwin.

二、全球視野之內涵
Merryfield（1998）也將 Hanvey、Leetsma、Becker……et al. 等學者對全球視野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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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詮釋，整理出一個全球教育的完整概念性架構，如表二：

表二 全球視野內涵
1. 人類了解與世界/星球的相互依賴系統
－星球意識的狀態
－全球動態的知識
－全球相互依賴是普遍存在的
－跨國合作
－打破外國與本土的國界
－以世界為中心
－人類與人種的研究
－全球過程與途徑
－全球角色
－全球交易
－全球系統－政治、經濟、生態、科技
－全球教育的空間面向，關係整體論
2. 全球議題的了解
－國際人權
－全球問題和議題知識
－全球議題
－全球議題和問題、和平與安全議題、發展議題、環境議題
－全球教育的議題面向
3. 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的了解
－觀點意識
－多元文化與世界文化差異的了解
－個人文化了解及其對人類的意義
－多元忠誠、文化差異
－人類價值
－人類價值與文化、國際價值、人類價值差異
－多元觀點與世界觀的探究
4. 做決策與抉擇的技能與責任，在地化與全球化的行動
－在地群體的參與與決定
－人類抉擇意識
－二代間的責任感
－有影響力的實行
－全球系統的介入
－判斷與做決定
－參與和涉入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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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全球視野內涵（續上頁）
－分析發展與評鑑技能
－正向相互依賴與合作
5. 人類穿越時空的相互關連
－全球歷史、接觸與借用、相互依賴、全球系統發展、現今全球議題的起因
－全球教育的時間面向
6. 跨文化了解、互動與溝通
－跨文化意識
－跨文化經驗學習、跨文化效益
7. 覺知偏見削減的成長與批判脈絡裡的公民教育
－個人與國家民族優越感的削減
－開放心胸、複雜事物的預知、反抗成見、反冷漠
－同情心傾向
－道德教育與道德觀點的全球教育
－全球教育的批判教育
－全球教育的內在面向
Note. From“Pedagogy for glob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Studies of teachers＇thinking and practice＂. by
M. Merryfield, 1998, p. 370-371

Hanvey（1975）則指出「全球視野」包含五個向度：觀點意識（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
，
星球覺察（state of the planet awareness），跨文化覺察（cross-cultural awareness）
，全球動力的
知識（knowledge of global dynamics）
，以及人類抉擇的覺察（awareness of human choices）
。Case
（1991）則結合 Kniep 與 Hanvey 二人的觀點，認為全球視野可分成二個層面，一個是實質
性的知識（substantive knowledge），一個是覺知性的理解（perceptual understanding）
。此二者
並非各自獨立的，而是彼此互相關連的。實質性知識係指不同社會的文化與價值、全球相
互關連、當前全球現況與局勢、歷史起源與過去模式、人類所面臨問題的解決之道與未來
方向。包括文化國際、觀點意識、他國人民的鑑賞、人類決定的相互影響、學生、社區與
其他人民間的相互關連與相互依賴。覺知性的理解則指人類的智慧價值、傾向與態度，亦
即開闊的胸襟、思索事物的複雜性、尊重別人不同的觀點、修正舊有的刻板印象、以同理
心來自我反省、避免沙文主義等人格特質。包括開放心智、複雜事物的預知、反傳統、同
情、非民族主義、社會平等、兩性平權、動物權、健康、人權發展教育等。
Fountain（1995）則認為，全球視野的概念是透過一些資訊的審視來理解。全球教育的
觀念，可分五大部分來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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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互依賴與連結（Interdependence explores the linkages）
連接我們與這地球中不同部分，理解我們所控制的複雜與微妙的網路關係。
（二）圖像與覺知（Images and Perception）
意指的是我們除了看到的表面的圖像（image）
，相對的我們也該思考如何詮釋這
些圖像的內在意涵（perception）
。
（三）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
意為在個人、地方、國家和全球的層次去建構公平與人權的觀念。
（四）衝突以及衝突管理（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衡量、反思與辯論如何被管理，了解暴力和狂熱是「唯一的」還是「眾多可能反
映的」一種行為。
（五）變革與未來（Change and the Future）
鼓勵年輕人去考量變革的過程，富有創意地去解決問題，並且展望未來。
Hendrix（1998）則從「當下歷史現實」
（present historical reality）的觀點，提出四個全球
教育議題架構以及內容，包含：
（一）人類和國際價值的研究（The study of human and universal
values）
，
（二）全球系統的研究（The study of global systems）
，
（三）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
（The study of global issues and problems）
，
（四）全球歷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global history）。
以上學者雖然各自有其想法與願景，但歸納其全球視野的內涵，皆強調（一）個人
對全球系統、國際關係、及其他文化所持有的態度與觀點，（二）個人對於不同價值、
種族、階層、性別以及地域的其他人類的了解與包容，（三）人類的普同性與同理心，
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設計全球視野課程計劃時的目標與方向，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
襟與寬廣的視野，並得以熟悉周遭的世界。整體而言，正如 Risinger（1998）所主張，
全球視野係代表一種藉由多重觀點來看待世界，以及幫助學生了解如何在全球議題需要
的相關課題上做出抉擇的世界觀。而培育具備全球視野的教師與學生，使其具備全球與
地方接軌的知識、技能與態度，更是全球教育所欲達成的目標。
研究者根據以上論述，將學者的建議與研究將全球視野內涵歸納為四大方面：
（一）全
球系統關連：探討有關政治、經濟、生態、環境污染、社會與變遷、科學、技術、地球宇
宙系統間的彼此關連與相互依賴的關係；
（二）全球議題與問題：探討有關政治議題、經濟
議題、社會文化議題、生態議題等；
（三）全球文化與了解：探討多元文化差異、和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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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的理解、多元語言、全球歷史與地理等有關文化的差異；
（四）一般性教學素養：
包括全球視野的態度與技能，主要是探討宏觀的視野與開放的胸襟，使能從不同的觀點及
他人的眼睛來看世界，理解並接受他人的文化以及不同的價值，以及有關全球視野所需的
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批判性思考、決策能力等，建議「中小學教師全球視野教學
知識架構圖」如下圖三，其中包含四個重點「全球系統關連」
、
「全球議題與問題」
、
「全球
文化與了解」
、
「一般素養」
。此外，每個重點分別下轄二到七個不等的內涵，計有二十五個
內涵，每個內涵下又分別包含有二到十個不等的項目。以上四個內涵重點均應植基於對全
球「現象」
、
「脈絡變遷」
、
「全球比較」
、
「公平正義」以及「替代方案」之了解。

全球視野教學知識

重點

現

脈絡

全球

公平

替代

象

變遷

比較

正義

方案

類別

全球系統

全球議題與

全球文化與

一般

關連

問題

了解

素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宇宙系統
科技體系
生態體系
經濟體系
政治體系

發展議題
健康、教育和福利關切議題
飢餓與貧窮問題／糧食問題
和平與衝突議題
人權和全球正義問題
資源／能源／環境問題
人口結構／變遷／種族問題

商業文化
人類信念與價值
宗教信仰
全球歷史與地理
多元文化了解

溝通能力
決策、參與、合作能力
創造性能力
分析與評鑑技能
責任感
偏見與歧視
相互依賴
觀點意識／多元觀點

項目

圖三 中小學教師全球視野教學知識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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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球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全球教育除了提昇學生對於複雜多元社會價值或文化的了解外，更希望學生建立全球觀，
不僅可以立足、發展於未來全球化的環境中，更能積極的貢獻參與建立一個更加公平、永續生
存的世界。以下介紹全球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設計模式，以及實施全球教育的教學策略。

一、全球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設計模式
Becker（1979）最早提出實施全球教育跨學科觀點，主張以統整（holistic）的方式，
將許多學習領域連結。根據 Pike 與 Selby（1999）
，全球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設計的模式
很多，一般較為常見的為注入式（infusion）與整合式（integrated）。茲說明如下：
（一）注入式模式
注入式並不會對課程組織造成衝擊，也不會讓科目本身形成單獨教學。然而，
在每一個科目中，與其他課程領域連結是必須被重視的，且能融合並深植於學生
心中。其優點為：1. 教師可自行於自已的教學中實施無須與他人協同。2. 教師可
利用學科中相關的教材，無須重新撰寫課程或教材。3. 行政人員無須調整教學日
程或教育家長及學生。然而其缺點則為：1. 學生看不到學科之間的關聯，失去統
整的意義。2. 各學科教師彼此並無整合，學生學到的是零碎的知識。3. 可能在舊
思維模式主導下，教學主要落在某個特定領域的教師上。

學科（二）

學科（三）

學科（一）
全球教育
相關主題

學科（四）

學科（七）
學科（五）
學科（六）

圖四 注入式的課程發展模式
Note. From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2: Weaving threads: learning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p. 17), by Pike,G., & Selby, D. 1999, Toronto: Pippin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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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式模式
「整合式」則是以「知識」為主的統整模式，如圖四：其優點是：1. 學生看
到知識的連結及全貌。2. 學科彼此連貫、融合；教師統整、合作、互動、可能創
造出新知識。3. 跳脫學科本位的框架，可以全貌實施。其缺點則是：1. 課程設計
費時費力。2. 沒有現成的教材，教師均自編。3. 對現有學校行政體制是項挑戰。

學科二
學科三

學科一

全 球
教 育

學科四

學科五

學科七

學科六

圖五 整合式的課程發展模式
Note. From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2: Weaving threads: learning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p. 20),
by Pike,G., & Selby, D. 1999, Toronto: Pippin Publishing.

不管是注入式或統整式的教學設計，可依教師課程設計的能力以及學校行政配合程
度，評估實施此二種課程發展模式的優缺點，並參考實行「注入式」與「整合式」的全
球化教育之實例，發展學校自己的課程特色與教學模式。
Pike 與 Selby（1999）提出全球教育的「四面向課程設計的思維模式」
，如圖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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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面向

內在
面向

空間

議題

面向

面向

圖六 全球教育的課程設計思維模式
Note. From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2: Weaving threads: learning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p. 12) , by
Pike,G., & Selby, D. 1999, Toronto: Pippin Publishing.

上述課程模式除了涵蓋「世界關懷」及「學習者中心」的理念外，更植基於科學化
的「系統理論」，亦即強調社會現象元素間彼此的關聯。Pike 與 Selby（1999）將以上四
個面向之「主要概念」以及所需要的「知識」、
「技能」與「態度」整理如表三。

表三 全球教育課程設計策略
主要概念
●相互依賴

空
間
面
向

知識

技能

●本土/全球的關聯與依賴 ●聯想

態度
●有彈性適應變遷

●本土←→全球 ●全球系統

●系統思考

●有心學習和教導他人

●系統

●系統的本質與功能

●人際關係

●有心團隊工作

●知識領域的關聯

●合作

●思考大眾共同利益

●全人類與其他生物的共

同需求

●有人同此心,心同此理的

情懷

●個人成為全人

135

人文社會學刊五十五週年校慶特刊

表三 全球教育課程設計策略（續上頁）
●本土/全球議題 ●人際間重要的議題

議

●彼此關聯

題

●觀點

●研究與探究

●議題、事件與趨勢間的 ●評鑑、組織和

彼此關聯

發展

面

●針對議題的許多觀點

●分析趨勢

向

●觀點的形成

●個人評斷與

●對於全球的議題、趨勢感

到好奇
●接受他人的觀點
●對他人和文化尊重與同

理心

抉擇
●時間順列互動 ●過去、現在、未來的關係 ●順應變遷與

時
間

●替代的未來

●可能、可行與可望的未來

●行動

●永續發展

不確定
●插補與預測

●個人乃至於全球行動的 ●創意與平行

面

潛力

向

●容忍不確定
●對於長期性結果的準備度
●運用想像力與直覺的準備度
●投入個人和社會行動

思考
●問題解決
●個人採取行動

內
在
面
向

●內在的旅程
●教/學歷程
●媒介與訊息

●個人的定位、長處、弱 ●個人省思與

處與潛能

分析

●個人的觀點、價值與世 ●個人成長─

界觀

●相信個人的能力與潛力
●認定學習是終身的歷程
●真誠

心、智、身、靈 ●承擔風險的準備度

●個人信念與行動的一致性 ●學習彈性

●信賴

Note. From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2: Weaving threads: learning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p. 16), by
Pike, G., & Selby, D. 1999, Toronto: Pippin Publishing.

以上全球教育四面向模式（four-dimensional model），聚焦於學習者內在心裡與智能
發展的建立，以及外在的行動計劃的觀點，而運用時間（過去、現在、未來）的互動
（interactive）與空間(本土與全球)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以及議題（社會、政
治、環境、兩性、種族、健康、和平、衝突、人權義務責任等）的彼此關聯（interconnected）
，
設計出具有全球觀點的課程。

二、實施全球教育的教學策略
Pike 與 Selby（1999）指出，學校或教師實施全球教育的教學策略有二：一是過濾
（filtration 或 percolation），亦即重新評價過去的學習經驗以及對於全球現實的瞭解。二
是豐富（enrichment），亦即重新調整思維，具體的提出新意義、新觀點以及新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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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field（1995）也提出全球視野的教學方法，應有以下的重點：
（一）自我知識（self-knowledge）
學習者檢視自我的身份、定位、文化、傳統，省思自己過去與他人相處的經
驗，並反省自己在本土及全球上享有的特權。
（二）跨文化的經驗（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學習者參與他人的文化相關活動，體驗其中的異同，同時追溯經濟、政治、
社會等變遷的歷史前因。
（三）跨文化技能的培養
學習者發展跨文化的技能，例如傾聽、互動、溝通，合作和衝突管理。
（四）觀點意識的培養
學習者檢視多元的觀點，了解許多不同的人或團體對於同一件事或議題在不
同的時候（過去、現在、未來）有許多不同的觀點。
（五）價值分析（values analysis）
學習者檢視、評價、評論、分析代表不同的價值、信念和態度，以了解隱含
的假設、偏見、刻板印象、文化規範等。
（六）真實的學習（authentic learning）
學習者藉由真正的經驗或專題作業應用全球知識及跨文化技巧，以落實全球
關懷的理想。
此外，Merryfield（2003）根據他過去二十年與中小學進行全球教育學者（global educator）
共事的經驗與觀察中，發現幾點教師們共同採用的教學策略，例如：
（一）授傳統與外來
的影像（Address stereotypes and Exotic Images），（二）探究多元觀點（Explore Multiple
perspectives）
，
（三）審視權力如何塑造世界觀（Examine how power shapes worldviews）
，
（四）
經驗跨文化學習（Experience cross-cultural learning）
。Bacon 與 Kischner（2002）在「Shaping
global classrooms」一文中，提到要幫助學生培養相關的知識與技能基礎，並能參與這個複
雜的世界，需要三個基本要素，一為「內容知識」
，包括全球化（globalization）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國家主義（nationalism）
、人權（human rights）
、民主（democracy）
；二為「曝
露在多元文化與經驗中」
，包括不同人員的經驗分享，有姊妹校（partner schools）
、訪問者
（visitor）
、移民（immigrants）和旅遊者（travelers）
，不同國家的學生利用 e-mail 與視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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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交換想法，學生文化經驗的參與，與外國語言學習；三為「真實應用」（authentic
application）
，即利用前二項所得到的意見與想法來解決世界問題，以引領學生們邁向國際
公民的地位。另外，Taylor（1996）針對全球教育的教學策略，提供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
幾項有效的教學建議，例如：利用社區、教師同僚或學生等人力資源，實地海外參訪，
或是透過網際網路的科技進行交流。為了使學生成為現今全球社會的全球公民，教師在
教學內容上不僅要注入更多元的全球資訊，在教學策略上也要進行多樣的學習方式，提
供多樣有關國際合作學習活動，增加學生的全球競爭與合作能力。
Merryfield（1996）也進一步提出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的重點，並將之具體形成以
下之概念構圖（如圖七）
，包括：
（一）需要跨文化經驗
跨文化經驗的學習包括個人、學校以及社區的經驗，而且必須和個人的需求相
符合，這些經驗可藉由短到一天或長達一年的實習，或者是職前教師結合自己的背
景知識（理論）和實際發生在學校與學生的經驗（實務）來獲得，而師資培育更需
要發展和整個世界中的教師、家長、學區、社區、相關機構與組織的合作關係。
（二）教導多元的視野
多元的觀點需要了解如平等、人權、資源等複雜的人類議題與問題，其包括：
人類如何發展的社會歷程、個人價值與觀點形成之間的關係、知識與經驗的關係、
學生與教師的關係，以及教與學的關係等。
（三）引發地方/全球的連結與合作
師資培育必需連結鄰近地區、社區或城市、各大洲以及世界中的教師、多元文
化與社群，而這也是建立不同社群對話中進行衝突管理以及維持社會正義的關鍵。
（四）建立個人平等、多元與相互關連的教學、學習與生活方式
師資培育必須建立起以多元文化主義及全球化相關知識、技術、態度與行為
做為基礎的教學方式（以這些領域為例進行教學）與生活型態（能夠反映出學生
不同的價值觀與行為方式）
，並建立起包容且支持差異性的班級氣氛，而教師與學
生均致力於學習、合作和衝突解決。
（五）發展理論架構
理論架構提供計畫目標、整合所需資源、以及全球與地方社群的連結，而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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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者應致力於發展全球教育的計畫、課程、或研究之理論架構。例如某些學
者是採用個別學校的方式來進行的(如 Banks，Friere ＆ Hanvery……等)；有些則是
集合數個學校的概念來作為方案本身的哲學與目標（如 Bennett，Cushner ＆
Wilson……等），另外也需將全球教育的概念加以出版或發表以進一步拓展知識的
散佈。
（六）建構反思與探索
以上五個部分的中心就是反思（reflection），反思起於對自己本身、文化的認
識，以及對本身世界觀的解構（deconstruction）。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反思有助
於建立跨文化的經驗、多元的觀點、地方與全球的連結，以及建立與理論架構，
因此反思有助於聚合師資培育計畫中的所有元素。
不同團體的互動
－鄉村與城市，郊區和鄉村與城市
－少數民族的孩童，移民
－貧窮的孩童，社會邊緣的社群
－非洲、亞洲、拉丁美洲、中東等海外地區

全面整合計畫
－撰寫課程工作
－實地經驗
－學生的教學
－國外的學習

網際網路
需要跨文
化的經驗

學習之旅

教導多元視野
使用來自其他文化的
文學、主要資源與媒介
對多元與正義的尊重
與關切之民主態度

引起
地方-全球的連結

跨文化技巧

建立 MCE/GLED
模型 教學與學習

教導文化、平等與全
球關連的知識
教授文化上俱重
大意義的內容

實習

關注理論架構
行動研究
教育學

建構全面的
省思與探究
發展支持多元與
合作的班級氣氛

和不同民族的接觸與合作

圖七 師資培育實施全球教育之教學策略概念圖
Note. From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ulticultural & Glob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p. 5), by M. M. Merryfield, 1996, Washington： AACT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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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國獲獎師資培育機構實施全球教育方案的實例
全球化的趨勢已在美、加各國引發出師資培育策略的改革與更新，要教導學生成為
具有全球視野的現代公民，教師必須具備全球教育的教學技巧與尊重多元文化的全球視
野，美國師資培育機構協會（AACTE）特別設置 Best Practice Awards for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獎勵師資的培育教育在國際文化、全球、跨文化、以及國際
地區合作等方面的實踐。以下介紹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一及二○○二年美國獲
獎之師資培育機構職前教師及在職教師培育方案的實例（二○○○與二○○三年從缺）
。
二○○二年得獎學校：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社會科和全球教育的專業發展學校
網絡（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PDS Network in Social Studies and Global
Education）（http://www.coe.ohio-state.edu/accreditation/programs/ssge/highlights.htm）。

一、目標
Ohio 州立大學「社會科和全球教育的專業發展學校網絡」是從 Ohio 州中部十所學
區選出的社會科教師和教育學院的社會科教學研究小組共同合作。目的在於（一）改進
職前社會科教師的教育。
（二）提供實習老師持續的專業發展。
（三）改善課堂教學及透
過合作諮詢和行動研究強化社會科及全球教育的知識基礎。

二、作法
由於體認改善職前教師培育方式的需要，有必要和具有豐富經驗的在職教師合作，
社會科教學研究小組開始在一九九一年和六個課堂教師合作，這些教師和其他參與專業
發展學校（PDS）的組員因為教學卓越表現、視導職前教師以及參與課程發展和全球教
育，而被選入參與。因此被稱為「教學現場教授」
（field professors）
。師資培育機構的教
師小組及「教學現場教授」一起合作發展社會科認證課程的新目標及新方法，這些目標
需要在職教師證明以下領域的能力：
（一）對於學習者的瞭解及關注。
（二）身為專業教育者本身對於教學及學習的反省和改進歷程。
（三）建立較高層次思考技能的詢問技巧。
（四）教學和評量使用多種方法，鼓勵主動學習以符合不同學生的學習風格，並且力求
教學內容及教育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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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社會科的教學計畫和評量的知能，特別著重全球視野和多元文化教育。
二○○一年得獎學校：Indiana 大學文化體驗方案（Culture Immersion Projects）之海
外方案（Overseas Project）（http://www.indiana.edu/~cultural/about.html）。

一、目標
（一）發展對於生活的多元世界以及世界上國與國的互相影響之較為寬廣的認識。
（二）提供其他國家不同文化間的教學和社群發展經驗亦即提供真實、深入體驗其
他生活方式和學校教育。
（三）透過增強自信、自尊、較佳的適應力以及獲得新的及不同的教學方式、想法
和哲學來促進專業和個人成長。

二、作法
該校各類教育學程的實習教師均可參與海外方案，請求安排澳洲、哥斯大黎加、
英格蘭、印度、愛爾蘭、肯亞、紐西蘭、蘇格蘭、西班牙、台灣或威爾斯等地區的合
作學校、家庭和社群。海外方案由以下三階段組織：
（一）預備階段
包括出席所有晚間研討會，參與密集春季工作坊，閱讀和摘要接待國家的教
育、歷史、文化及當下議題（社會、經濟和政治）
，和計畫小組會面訪談，準備一
個海外計畫日誌，最後提交分開的應用例子給 Stachowski 教授用於 Indiana 的實習
和海外國家學校的安排。
（二）至少十週的印第安那實習
海外計畫的參與者必須在報到海外國家前，成功的完成至少十週的 Indiana 小
學或中學的實習。主修特殊教育的參與者及增加背書至基本證照，必須教導學生
至少十六週。在 Indiana 的學校安排方面，一般是由 Stachowski 教授指定的特定幾
所學校系統。最後 Indiana 課堂教師、學校校長及 Indiana 大學管理者在海外學校安
排將要結束前，必須一致同意學生教師十週或更多週的實習是夠資格的。
（三）八週海外體會經驗
海外經驗安排八週時間（四十天的教學），海外學校安排由 Ross Korsgaard 教
授，跨國教育基金會的會長，本身自從一九六九年開始持續提供全美數所大學和學
院這樣的服務。海外社群的維持由接受學生教師的對方學校教師（headteacher）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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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實習教師通常生活於住宿家庭中。
在海外國家時，計畫參與者期望能做到以下：
1. 四十天的安排時間能夠完整的投入於教學、協助和觀察。
2. 完成每週文化反思（Cultural Reflection）報告及寄給計畫小組。
3. 在當地的最後一週完成所有可評估的規模和調查。
4. 完成每年可能不同的研究計畫。
5. 對於地方合適時參與社群。
6. 海外計畫參與者應該會期待 Indiana 學校、接待國國家學校組織、結構、程序和
哲學的差異。
很多海外學校可能缺乏教學輔助教材，而這些教材對於 Indiana 學校是常見
的，而像這些差異也會在海外計畫的準備階段出現。
一九九九年得獎學校 Southea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s College of Education 跨國聯
繫課程（Interconnections Program）
（http://www6.semo.edu/news/nr/archive/pr032299.html#1）。

一、目標
本課程目標融入四個課程領域，包含課程學科課程（curriculum and programs of
study）、參訪學者（visiting scholars）、團隊研究（faculty research）及專業活動和社群拓
展（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outreach）。

二、作法
（一）Wales 的教學實習（Student Teaching in Wales）
與英國 Wales 的 Swansea 的高等教育機構建立超過十年的交換課程。這個課程
有十位小學教育主修的學生，他們成功完成第一個八週的實習需求，在 Swansea 學
校完成實習經驗。同個時期，十名從 Swansea 機構來的小學主修學生在 Cape
Girardeau 學校教學，每一組伴隨著一個教師成員來指導學生，學生居住在各自校
園的宿舍，以增進來訪及當地學生之間的互動，文化的活動（cultural events）則由
接待機構提供。
（二）英格蘭的諮商（Counseling in England）
與英國倫敦 Roehampton 機構提供兩個國家的學生諮商者和實習諮商者一個途
徑進行對話。通常是八個實習諮商者（student counselors）或在職諮商者（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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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ors），伴隨一個團隊成員，參訪當地諮商地點。另外，參與者需出席由接待
機構團隊所提供的演講，研究資料交換的機會則提供給碩士程度的諮商學生。參與
者居住在接待家庭，並且給予參觀當地歷史文物以及出席文化活動的機會。
（三）Harrogate 教育夥伴課程（The Harrogate Educational Partnership Program）
Harrogate 教育夥伴方案是一門交換課程，它的獨特性在於「參與性」，由
Southeast 團隊和 Harrogate 學院彼此在幼兒教育（教育學院）和人類環境研究（健
康及人類服務學院）兩方面彼此互相合作而組成。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滿足修習課
程人員需求和興趣，包含和幼兒、出生到八歲的孩童的實地接觸及兩週田野研究
（field-based study）。
學院已經發展一個社群當作本身國際課程的延伸，在這個行動之下，教育學院的各
國參訪者可以安排到各個公立學校和在職老師一起合作，這個社群延伸的目標之一也是
透過科技將國際概念融合到相關的課程。
一九九九年得獎學校：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全球實習（Global Student Teaching）
計畫（http://www.tcnj.edu/%7egoglobal/globalteach.html）。

一、目標
本計畫主要提供教育主修學生在國際性/全國性的學校完成七週的實習。

二、作法
過去曾和英格蘭、愛爾蘭、西班牙、德國、波多黎各、南非、甘比亞及委內瑞拉等
國進行交流。首先，由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TCNJ）的團隊成員分配實習教師至其
他國家的接待學校（host school），在前三個月，TCNJ 的教授需參訪評估實習教師在課
堂的進度，七週的時間用於實習，一週允許學生出外旅遊，回到 New Jersey 後，其餘的
實習需求則在當地學校完成，而這部分屬於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專業發展學校網絡
（PDS）的一部份。
上述美國獲獎的職前教師培育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有以下共通特點：
（一）大學校院在中小學的全球教育方案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二）方案活動應結合全球內涵、有效教學/學習策略、高品質課程和領導發展。
（三）方案的設計反應對成人學習理論的了解。
（四）方案幹部應了解有效能的方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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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資培育者須與中小學教師長期一起工作。
國外職前教師培育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方案，對於師資培育者的啟示在於「學生
必須發展觀點意識和跨文化能力，如此他們才能更有效的工作和有衝突管理的能力」
（Hanvey，1975；Merryfield & Remy，1995）。無論職前教師未來會任教於鄉村或城市，
職前教師都必須教育學生面對文化差距和全球合作，並且能有效參與全球事務。師資培
育者更須與在職教師一同合作從事師資培育的更新，如此才能更有效地使初任教師成為
有效的全球教育者（Dove，Norris & Shinew，1995）。對於跨文化學習經驗而言，建立機
構間人員的「相互依賴」為首要，如此才能持續相互關照對方的學生，提供良好的學習
經驗。其次，應該訂定「具體的目標」，做為師資培育方案的指引。另外，給予充裕的
「時間」因素考量，方能達到深化視野培育與跨文化素養的學習。「承諾」亦是在長期
培育歷程中，面對行政事務、協商、困境與勞頓的支持。因此，師資培育者對於全球教
育的認同以及全球知識與教學策略的學術涵養，亦是直接影響師資培育機構培育職前與
在職教師全球視野成效的重要因素。

陸、結語
全球時代的來臨，使得教育面臨了重大的挑戰，如何教育學生發展全球公民的素
養，以及面對多元文化、衝突管理、與溝通的能力，實為全球教育實施的主要目的。全
球教育的目標在於對他人文化的理解，及體驗多國依賴的關係，透過語言溝通，解決全
球共同的問題。教師是掌握知識、影響學生學習的主要來源，唯有具備全球觀的教師方
能培養具備全球觀的學生，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育機構，大多把關注焦點放在職前教師教
育專業知能的培養，鮮少有全球性的議題出現於師資培育的課程之中，高熏芳（民 91）
曾提出例如：安排職前教師到國外進行教育實習，安排國外的職前教師到台灣實習，開
授多元文化相關課程，加強研究國外的方案，促進教育合作伙伴關係之拓展，以及資訊
科技的運用等加強師資培育全球化之建議，更期盼未來學界能積極地、系統化地蒐集國
內師資培育者及全球教育相關學者一致性的看法，並且嘗試比較國外師資培育與國內情
況的差異，找出國內師資培育可行之途徑。本文提出全球教育的內涵、全球教育課程發
展與教學策略的應用，以及國外獲獎師資培育機構之實例，盼望國內師資培育加強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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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觀的知識、技能與態度，並且發展職前與在職教師全球視野培育之課程與教學策
略，以做為面對全球化衝擊以及致力教師全球觀培養的努力方向。

誌謝：本研究感謝國科會 NSC 93-2413-H-032-003 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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