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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很高興這一次代表臺北市政府教育局隨同本市優秀的高中、國中與國小行

政人員、英語教師及四位教授，經過 16小時飛行時間遠赴歐洲參訪荷蘭、比利

時與法國的英語教學。在為期 11天(9 月 20 日到 9月 30 日)參訪活動中，拜訪

了荷蘭 European Platform、比利時法語文化體政府義務教育(初、中等教育)

司，並與法國英語教學總督學  Geneviève GAILLARD 晤談，瞭解荷比法三國的

英語教學制度與政策，同時也參訪荷蘭 Willemspark school 公立小學、Hu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公立中學、比利時 Ecole Normale Catholique du 

Brabant Wallon (ENCBW)師範學院與法國 Argenteuil 公立小學，實地瞭解荷比

法三國英語師資培育以及中小學英語教學現況。透過本次的參訪活動，相信所

有參訪團員對荷比法三國英語教學現況與問題有更深入的瞭解，汲取參訪活動

中研討、參訪與觀察的寶貴經驗，對於本職現場教學將有相當助益，也對於臺

北市推動英語教育政策有極大的參考價值。 

本次參訪活動的圓滿順利，要特別感謝我國駐比利時代表處卓鳴鳳先生、

楊奕商先生，以及駐法代表處李蜀鄭組長的全力幫忙，協助本團在參訪單位與

學校的聯繫，同時全程陪同拜會參訪並協助翻譯。另外，本團拜訪我國駐法代

表處時，感謝呂慶龍大使在公務繁忙中抽空特別為本團簡報駐法代表處相關業

務與外交工作現況，讓所有團員在忙碌辛苦的參訪行程中受到熱情的接待與歡

迎，也瞭解駐法代表處的優異成就和工作的艱辛。此外，感謝臺北市立教育大

學劉春榮副校長、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兒童英語系主任陳錦芬教授、臺北市立教

育大學英語教學系主任胡潔芳教授以及臺南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主任謝麗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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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與，在參訪過程中提供寶貴專業的學術指導與分享。當然最感謝所有參與

本次參訪活動的國高中小學的教育夥伴，在辛苦教學之餘仍積極參與國際交流

活動，對英語教育熱忱投入的精神令人感佩，相信本次參訪活動所獲得寶貴經

驗與成果，將有助於未來臺北市的英語教學推動與發展。 

 

 臺北市 97 年度國民小學國際交流活動歐洲英語教學參訪團 團長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謹識 

                                      

                                            2008年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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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九十七年度國民小學國際交流參訪活動 

—歐洲英語教學參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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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97 年度國民小學國際交流參訪計畫 

歐洲英語教學參訪 

一、依據： 

（一）臺北市政府教育局北市教祕字第 09132864000 號函頒之「臺北市教育國

際交流白皮書」。 

（二）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97年 1 月 14 日北市教秘字第 09730527600 號函修正    

      之「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辦理國際交流經費補助作業須知。 

（三）依臺北市 97年度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計畫辦理。 

二、目的： 

目前北市國小英語教學所面臨的挑戰中最難以解決的是「學生英語能力差異

很大」的共同問題。學生學習能力上的差異現象，不止存在於臺灣的教育情境中，

同時也存在於世界各國的教學環境中。如何將這種差異降到最低，如何關照到每

一個語言學習者的個別需求，就是各國表現其語言教育實力的地方。 

較早進行外語(多語)教學的國家（如荷蘭、比利時、法國、北歐國家），似乎

處理的很適宜，其學生幾乎每個人都能說三到四種語言。學校課程也以多種語言

來呈現，例如，比利時或荷蘭的學校就開設法語、英語、比利時語/荷語的教學課

程。很少聽到學生語言能力差異很大造成教師教學困擾的負面報導。他們是如何

做到的，值得我們學習。 

國內的英語教學十分類似西歐國家的多語教學(而不是北美國家的第二語言

教學 TESOL)。兩者皆是典型的外語教學，學生所學習的外來語，既不是母語也不

是官方語言；大部份教學的老師都不是目標語言的母語者。相信西歐國家的外語

教學也一定曾經遭遇到和我國英語教學一樣的困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希

望藉由訪視西歐國家的機會瞭解他們解決困難的有效策略。 

（一）參訪荷、比、法等三國外語教學實施現狀為何？（含教材選用、上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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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教師人力資源、評量模式)。 

（二）外語教學所使用的教材是審定本的統一教材、教師自編教材、還是出版

商根據政府公告的課程標準與能力指標，各自編制教材再由老師自由選

用？。 

（三）公私立學校選用外語教學的原則與方法是否一致？如果不一致，個別的

方法為何？。 

（四）年段間是否有課程銜接不良的問題？ 

（五）如何克服城鄉差距（在師資、教學政策、教學資源、學生學習態度等層

面）所造成的學習差異？ 

（六）多語學習課程是否排擠其他學科學習機會？ 

（七）西歐國家是否自行開發適合國內學童的外語能力認證系統？ 

（八）學童是否有外語程度落差大的問題？ 

（九）學童學習態度、家長對外語教學的看法與態度如何？ 

（十）如何處理學生個別差異的問題？ 

（十一）如何幫助學習低成就者及特殊兒童（聽障、視障、過動兒）學習外語

教學？ 

（十二）外語圖書的種類和數量為何？外語圖書是如何取得？且如何推廣外語

閱讀活動 (when, where, how, who)？ 

三、計畫類別：參訪交流活動 

四、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臺北市北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六、協辦單位：外交部駐荷蘭、比利時、法國代表處 

七、參訪期間：九十七年九月二十日～九十七年九月三十日 

八、行程：臺北  荷蘭 比利時 法國 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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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行程大綱 

天

數 

日期 行程 參觀與特色 

1 9 月 20 日（六） 臺北 荷蘭  

2 9 月 21 日（日） 荷蘭文教參訪 

3 9 月 22 日（一） 荷蘭阿姆斯特丹 

學校參訪（ 所）

4 9 月 23 日（二） 荷蘭 比利時 

5 9 月 24 日（三） 
比利時布魯塞爾 

學校參訪（1所） 

6 9 月 25 日（四） 比利時 法國 

拜訪荷蘭與比利時小學與大

學英語教學相關科系，探討兩

國的英語、多語教學（或雙語

教學）與學生多語學習的落差

問題及補救方式 

※ 請駐比利時代表處協助安

排小學與師資培育機構各

7 9 月 26 日（五） 

法國巴黎 

學校參訪（1所） 

教育行政機構（1） 

駐法代表處（1） 

8 9 月 27 日（六） 法國文教參訪  

9 9 月 28 日（日） 法國文教參訪 

10 9 月 29 日（一） 法國 臺北 

參訪法國小學與英語教學師

資培訓機構，了解法國小學英

語教學、多語教學（或雙語教

學）現況，學生英語教學與法

語學習的影響、補救教學的實

施情形 

（請協助安排一所小學，另拜

11 9 月 30 日（二） 抵達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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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參訪內容： 

（一）考察荷、比、法英語教學理念、滿足個別學習需求之相關配套措施與實

際多語教學運作情形，以為本市解決「學生英語能力差異」問題之參考。 

（二）觀摩荷、比、法實際教學情形，了解教材選用、上課時數、教師人力資

源與評量模式等，作為本市未來國小英語課程推動與發展之借鏡。 

（三）參訪荷、比、法英語、外語（或雙語）教學頗具成效之小學，了解國外

小學外語教學特色與推動經驗，反思本市英語教學未來的發展方向。 

十一、實地參訪實施方式： 

（一）觀察多語學習課程之規劃及各國解決學生個別差異問題之實際作法。 

（二）參訪歐洲三國小學英語教學活動，並與當地教師、行政人員進行經驗交

流。 

（三）體驗歐洲文化，了解其於外語（多語）教學情境脈絡中，實際推動英語

教學的情形與問題。 

十二、人數：16-25 人為原則。 

十三、參與人員與經費： 

（一）參訪團團費每人新臺幣 87,000 元整。 

（二）今年承辦「臺北市九十七年度國民小學教師國際交流參訪計畫」工作人

員五人（教育局二位、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三位），核予公假，費用全額補

助。 

（三）臺北市教師或行政人員自由報名，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前往，團費自理。

報名人數超出時考量外語（英語）經歷、教學優良表現事蹟…等條件（請

在報名表上說明），提交審查小組排列優先順序，錄取後再個別通知。 

十四、交流經驗分享及延伸： 

（一）編製參訪學習報告及光碟：團員均應撰寫參訪報告，集印成冊，供本市

教育同仁分享參訪學習經驗，擴大國際交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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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勵學校和教師持續與國外進行教學交流活動。 

十五、預期效益： 

（一）對辦理國際交流之臺北市國小英語推動小組成員而言 

1. 參與成員對荷、比、法三國英語教學推廣實況深入探究，思索如何將 

英語學習層面轉換為文化理解進而提升學生之國際觀。 

2. 蒐集歐洲推動英語教育相關措施及經驗。 

3. 促進臺歐教育學術界交流，對歐洲英語教育現況深入探討，進而提供北

市推動英語教學之參考 

（二）對學校而言 

1. 透過實地訪察，參酌國外有效的教育政策與問題解決方案，研擬出適 

合本國國情與學校本身推行英語教學之策略。 

2. 各國小學推動英語教學的做法與優點，提供各校參考。 

（三）對老師而言 

1. 觀摩學校英語教學之實務經驗。 

2. 瞭解各國小學在英語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現況，以作為本市教師 

教學專業成長之參考。 

十六、聯絡： 

（一）聯絡人：文化國小 陳書民主任 

（二）聯絡電話：02-28933828—11 教務處 

（三）傳真號碼：28961238 聯絡箱號碼：111 

（四）E-Mail：csmchen@tp.edu.tw 

十七、本計畫經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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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97 年度國民小學國際交流活動 

歐洲英語教學參訪人人員員名名冊冊 

編號 單位/職稱 姓名 

1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團長) 林信耀 

2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專員 湯瑞雪 

3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副校長 劉春榮 

4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主任 陳錦芬 

5 市立臺北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系主任 胡潔芳 

6 國立台南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系主任 謝麗雪 

7 文化國小校長 黃三吉 

8 三玉國小校長 黃維瑜 

9 日新國小校長 鄒彩完 

10 文化國小教務主任 陳書民 

11 新生國小教務主任 李雪鳳 

12 蓬萊國小輔導主任 劉芳如 

13 濱江國小學務主任 陳幼君 

14 文化國小英語教師 林麗華 

15 富安國小英語教師 沈佳慧 

16 興雅國小英語教師 黃瀅娟 

17 明湖國小英語教師 潘嘉玲 

18 興雅國中英語教師 林淑媛 

19 成功高中教師 崔世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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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英語教學的思維方向 

----歐洲荷蘭、比利時、法國英語教學參訪後感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湯瑞雪 

 

 

 

一、前言 

 2008 年 9 月 20 日由臺北出發，9 月 21 日第一次踏上歐洲的那一刻，

是帶著膜拜與朝聖的情感，畢竟，歐洲具有的歷史、文化與藝術為世界之最。

筆者開始想像所有經歷的一切將必然在時代之端。當 9 月 30 日準備由歐洲

回國時，10 天的參訪除了親身體驗荷蘭充滿寧諡的小鎮風情、比利時的古

樸精巧以及法國展現雄偉的氣魄外，對英語的學習有著不同以往的感受與認

知。曾經在心裡的疑惑，兀自豁然開朗，10 天參訪的所見所聞轉變筆者對

於英語學習的看法。其實學習英語「只要可以自信自在的溝通；有趣快樂的

運用」，就對了。 

21 世紀全球化展開，即便是語言多元使用的歐洲國家也思考英語做為

溝通工具的需求，透過正規教育系統提供學生選修機會。在亞洲包括中國大

陸等非英語系國家也積極規劃英語學習的札根工作，期透過自小的語言學

習，在未來的世紀獨占鰲頭，維持國家的競爭力。 

臺北市為全臺首善之區，自 1996 年起即著手籌備，1997 年試辦；於 1998

自信開啟學習之鑰！ 

興趣才是延續學習的關鍵！ 

 

2008 年 9 月 22 日參訪荷蘭 willemspark School，與校長合照 

(圖自右到左依序為劉副校長春榮、陳錦芬教授、willemspark School 校長、

筆者、黃三吉校長、謝麗雪教授、李雪鳳主任、陳幼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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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起，3 年級至 6 年級逐年開始推展英語教學。自 2002 年起國小自 1 年級

至 6年級實施英語教學。為了英語教學，臺北市教育局控管聘用合格英語師

資、自訂英語教學課程綱要及發展能力指標、辦理英語學習評量、挹注購買

圖書學習資源等，另進行設備改善，輔之聘請學者專家進行訪視評鑑，形塑

英語學習較佳的環境。 

歷經 6年的英語教學實施，可喜的是英語師資專業能力及專門知識之大

幅提升，且普遍學生英語學習情形尚稱不錯也獲家長滿意。但學生英語學習

存在的問題如聽說能力仍待加強，閱讀理解能力待提升以及教師教學現場學

生英語能力落差存在效能問題等。 

有幸參訪歐洲國家如何實施英語教學，深刻體認英語學習興趣的重要，

而這個興趣不完全直指教學多元吸引學生學習的「興趣」，而在於如何讓學

生喜歡學習英語以及想要繼續學習的「興趣」。筆者認為關鍵在於要延續學

生喜歡學習英語的興趣，就必須重新審視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目標。 

在臺灣的小學，英語是正式課程，如同國語、數學一般是一門學科知識，

所以，有既定的能力指標，必須訂定課程計畫，依計畫教學；也訂有評量機

制檢視學生學習情形辦理補救教學；教學過程輔之多元媒材以提升教學效

果。這與歐洲國家英語教學並無差異，但為什麼臺灣學生臨到運用卻有口難

開？媒體上經常報導臺灣人遇到外國人時，總是缺乏自信且羞赧的躲起來，

但他們至少學了 9年的英語，何以難以啟口？真正原因是正規教育的英語學

習從來就沒有真的強調英語的「溝通能力」，這點相較歐洲英語學習強調「溝

通能力」，在目標上就有差別。當然，在歐洲沒有升學，臺灣的升學制度卻

主宰著英語學習，也是最大的問題。但在臺灣沿用多年的升學制度不會改變

的情形下，英語學習要真的有效且期許學生能夠活用，恐怕要重新審思英語

學習的目標，亦即思考英語學習的真正目的，才有機會因思維的轉換而能對

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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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英語學習目標的重新審思外，在參訪三個國家學校及行政部門中，

迴盪腦海最多的莫過於歐洲共同語言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簡

稱 CEF)的制定。以下筆者就歐洲共同語言架構與臺北市國小英語能力指標

做些許整理比較，或許可提供修訂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指標的參考。 

二、歐洲共同語言架構與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指標 

臺北市自 2002 年自小學一年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時，社會輿論不斷，

意見相當分歧，贊成的多是家長；不贊成者多屬專業人士。專業人士抱持恐

增加學生學習壓力的主張而多所質疑。但基於兼顧地區平衡、照顧弱勢學生

的立場，臺北市獨排眾議在 2002 年國小自一年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並挹注

資源協助各校英語教學的實施。另外，為提供教師教學依循，自訂英語教學

實施綱要並發展英語學習能力指標。 

歐盟國家的英語教學早先也和臺灣一樣，只有中學 6年的英語課程，外

加大學 1 至 2 年的英文，亦即歐盟視英語為第一外語（甚或第二外語）。在

課程設計上，和臺灣一樣，從中學（secondary school）開始將其當作大二

外語教學。歐盟國家 6年中學教育，英語能力在 CEF B2 或 IELTS 5 分（新

版 TOEIC 聽力達 110 分；閱讀達 115 分）。然而，這樣的英語學習無法應付

大學各領域的專業英語，更別說以英語來溝通與表達。所以，歐盟於 2003

年制定一項新語言政策，規定所有歐盟國家的英語教學從小學一年級開始，

到了大學，英語能力可以達到 IELTS 6.5（新版 TOEIC 聽力達 490 分；閱

讀達 455 分），便能使用英語文從事專業學習。 

    之所以制定歐盟共同語言架構，主要在歐洲國與國、人與人的互動

越來越頻繁，需要放諸各國皆準的語言能力標準，在 1991 年歐洲理事會 

(Council of Europe) 中決定建立一套共同的語言能力參照指標(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根據這項標準，歐盟各國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進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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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的相關規劃與實施。依 CEF 語言能力分級架構，主要目標包括便於各

教育機構規劃語言教學計劃；便於各語言檢測機構規劃語言能力認證以及便

於個人規劃自我學習。而各級能力以描述性方式呈現，分六大層級，包括基

礎級 (Breakthrough) 、初級 (Waystage) 、中級 (Threshold) 、中高級

(Wantage) 、流利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及精熟級

(Mastery)。這套架構依據權威團隊理論著作、現有精熟度量表的分析結果

以及加入實務研習會教師意見制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與中肯度。它也富

具彈性及連貫性，而且描述具體且有獨立的整體性。讓教育人員無論是教學

者或學習者都了解各層級達成的目標。最終目標就是「溝通無礙」。 

臺北市國小英語教學做為兒童英語基礎能力的養成階段，所訂定的課程

綱要及能力指標，係要求針對兒童的學習能力與需求，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

及奠定良好的學習態度，並樂於分享學習心得；培養日常生活中英語聽、說、

讀、寫之溝通能力、賞析與閱讀兒童文學的興趣；進而增進其對多元文化的

瞭解，擴展其世界觀與人生觀。能力指標依各年級聽說讀寫略有不同，清楚

提供教師教學的份量。在各年級的字母、應用字詞、教室與生活用語及句型

學習訂定量體的參考指標，如編列國小需精熟字彙 300 字、生活用語暨簡易

句型 81 句，並加入字母拼讀與初階音標學習的內容。亦即國小英語學習能

力指標內容含 7 大類，內容共計 165 個，Listening 聽 31 個指標內容，

Speaking 說 46 個指標內容，Reading 讀 28 個指標內容，Writing 寫 19 個

指標內容，Integration 聽說讀寫綜合能力 15個指標內容，Affection 興趣

與方法 21 個指標內容，Culture 文化與習俗 5 個指標內容，提供教師作為

教學、評量、課程設計、補救教學等參考。 

相較歐盟建置的共同語言架構及分段目標，與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

指標的共通處在於無論訂定架構或指標，都有一套課程教學、評量的客觀依

循準據，但歐盟強調的在於學習者能利用目標語言做什麼？讓教學者正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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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英語作為一種語言的學習目的。而且六層級分類涵括正規教育各年段學習

者且具有彈性，以因應個別差異。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指標有著讓教學

者務必達成目標的壓力，對於未達到標準的學習者則施以補救。然而，依現

行的補救教學設計恐怕只有斲喪學習者學習英語的興趣，甚或可能提早放棄

學習英語。另外，臺北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指標明確訂定各年段的學習量，

以教學者立場來編寫，未能兼顧其他人士的需求，參考價值受到限制。歐盟

共同語言架構以描述性方式敘寫，未訂定學習量，較具彈性，也較符合各類

人士的需要，且考量個別差異，符應個別需求。 

三、參訪省思 

這次有機會與學者、專家、行政人員、教師ㄧ同參訪歐洲荷蘭、比利時及

法國英語教學的實施，除了對於英語學習目標的重新審思有所體認以及對於歐

盟共同語言架構適足以取法的感想外，筆者在參訪荷蘭 Willemspark School 附

設幼稚園的英語教學過程中，發現在英語教師的教學方式及教材教具使用等與

臺北市的英語教師無太大差別的情形下，這些 5 歲的幼童在一週僅 2 節，每節

30 分鐘的英語課程中可以學會聽懂而且自在的運用英語，著實令筆者感到驚

訝！又在中高年級的英語教學觀摩中，透過與學生一對一的交談中，學生可以

運用英語對談自如，幾乎忘了她是ㄧ個荷蘭學生，荷蘭語才是他(她)們日常使

用的語言。因而筆者帶著困惑向該班英語教師(Ageeth Verbruggen)請教，這位

英語教師給我的答案非常簡單。她說「自信(confidence)」以及「自在

(self-comfortable)」是關鍵。在臺北當大家在爭論英語學習節數不足的同時，

荷蘭學生在僅有節數中的學習已有如此成效？奇怪的是論起資源挹注、師資條

件、政府支持等，臺北市遠勝荷蘭。又在臺北，1992 年國小一年級實施英語教

學，相較荷蘭早些；荷蘭一節課只有 30 分鐘，臺北一節課 40 分鐘，每週二節

就差了 20分鐘呢！兩方學生運用英語的效能差異卻如此顯著。難道在臺北，英

語學習沒有讓學生感覺自信、自在嗎？恐怕是如此的。在臺北，英語學習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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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負擔，學習目標雖訂有溝通能力與興趣培養，但教學過程並不重語言的「運

用」，而強調學習「英語本身」，且教師教學目標分散，很難達到英語學習的真

正目的。 

政策制定上亦如此。臺北市 2002 年國小一年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軟硬體

上做了非常多的投資，6 年來辦理各項活動競賽、聘用合格師資及辦理師資培

訓、辦理英語學習評量、英語訪視等。在學習成效上也嘗試了解學生學習情形

並進行補救。而歐洲國家，因為英語學習沒有壓力，也沒有太多複雜的道理，

很清楚感受學生喜愛學習英語。筆者認為「自信」和「興趣」就是關鍵。這正

是行政機關訂定政策時最容易忽略的地方。行政機關總是在意資源挹注的成

效，在不斷投入資源後，就要求英語學習的效果，但愈要求就愈沒彈性，甚至

最終忘了英語學習的真正目的。 

四、臺北市國小英語教學的思維與作法 

    法國總統薩科奇在 2007 年競選演講中談到教育時說：「……讓我們為學校

教育改革打拚，因為學校教育才是推動社會階層流動、改善貧富差距的基

礎……。」「讓我們為卓越的學校教育打拚。好的學校教育可以釋放下一代法

國人的才能、企圖心，也才是推動社會階層流動、走出種族藩籬的正途。教會

孩子為平等的工作機會打拚，這才是贏取尊嚴、尊重的正途。」 「……若你什

麼都不想要，你就什麼都不會有。你的未來掌握在你自己手裡。」    

    臺北市的國小英語教學的下一步到了重新審思的時候了。有幾個課題必須

面對且要立即改變思維，才能訂定有效的策略。以下先思考幾個問題，包括如

何看待英語學習？如何提供適合的英語學習環境？如何讓英語教師了解英語學

習目的？如何提供有效方法增進英語溝通能力？如何整合資源且符應個別差

異？如何運用英語能力並轉換成未來因應國際事務的能力？ 

10 天的參訪，筆者有以下的發現也許可作為臺北市未來國小英語教學思維

的參考。首先，在環境建置上，臺北市在 2007 年曾調查英語環境建置，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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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雙語環境建置包括標示、文宣、總機、識別名牌等已完成，但在提供國

際化服務，僅在網站、手冊簡介及觀光上著力較多，其他包括外語服務表單提

供、英語志工召募等均告掛零，推斷內外在環境英語化的不足以及不需要建置

是因素，這讓學生的英語學習沒有獲得運用的機會。因此，學校應模擬並建置

動態開放且自在的英語學習情境，讓學生能夠有自信的學習英語；規劃與國外

學校締結姐妹校或進行校際交流、訂閱英語雜誌書刊等、進行全校或全班的英

語共讀，以提供學生英語多元學習的機會，增進並維持學習興趣。寒暑假與坊

間英語專業機構合作，共同規劃辦理學習活動等，提供各類學生都有機會參與。

有一項不錯的方式，就是透過網際網路與國外學校建立筆友機制，鼓勵學生透

過網路相互溝通與學習。加上外在環境持續充實語言溝通活用的英語化情境，

包括硬體英語化的佈建以及吸引外籍人士來華的各項措施等，提供英語延伸學

習的機會。 

   再則，筆者認為可以參考歐盟的共同語言學習架構，修訂國小英語學習能力

指標，將學習目標訂在英語的「活用」，把英語當作「溝通」工具，並尊重個別

差異，形塑英語的學習是建構在學生「自信」且「自在」的環境下進行。當然，

必須與英語教師對話，讓教師了解英語教學的目標在於興趣的培養維持以及活

用的價值與目的。 

同時，筆者建議無須過於在意學生英語學習評量的表現，因為過於在意易

引起學生的焦慮且帶來同儕比較，進而帶來更多的補習，甚至阻礙學生的創造

思考，必須關照的是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習興趣與意願的持續維持。 

至於學生對英語興趣缺缺或能力不足，學校可將英語補救教學轉化開設各

類結合英語學習的活動，如體育、藝文等，吸引學生的學習。在活動中，學生

無形中獲得英語學習的機會。「閱讀」是學習的基礎，可規劃辦理全市英語閱讀

活動，而各校可開設各類英語故事班，鼓勵全校或班級共讀。 

五、感想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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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自 2002 年投入臺北市國小英語教學各項規劃與執行，過去多自政策的

思維出發，包括師資控管、課程綱要及能力指標訂定、英語圖書購置及專科教

室設置等，主要著重資源的投注。這段期間，陸續有機會参訪中國大陸、韓國

及歐洲荷蘭、比利時及法國的英語教學。筆者發現亞洲國家對於英語學習的投

入包含我國多因英語成績與國際比較表現不佳，致各項政策都期待迅速有效。

中國大陸如此，韓國更甚。在歐洲，因人口多元，加上英語已成為國際語言，

在正規教育階段要求學生學習英語，但英語依舊列為選修課程，並以第二外語

方式進行教學。雖如此，相較中國大陸、韓國及臺灣，歐洲學生以英語來溝通

的表現顯然並未遜色。所以，「興趣」的持續維持才是成功的關鍵。 

    在這次參訪荷蘭、比利時、法國的學校以及與政府部門官員會面中，無論

哪一個國家，語言學習依據歐洲共同語言架構來進行規劃。三個國家的學生在

具備比較強的自信心及自在環境下學習，輔之外在環境的正向支持，英語學習

興趣濃厚且表現佳。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父母的鼓勵支持以及家裡適度營造

英語學習環境，指導並鼓勵學生善加利用，可收相輔相陳之效。當然，外在環

境英語化的佈建與深化，也可以讓學生獲得更多活用英語的機會。可見，學生

除了正式課程的學習外，英語延伸學習的情境佈建也是非常重要的。    

    胡適說：「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臺北市國小學生英語的學習要能夠達

到語言「活用」及「溝通」的目標，必須下功夫。但重點是「要做對的事情！」

做對的事情，就是要有對的方向。方向對了，才能事半功倍！臺北市國小英語

的步必須重新審思「對的方向」就是「學生如何在自在的環境下，遵循一套易

懂的標準，本尊重個別差異的原則，有自信的運用英語來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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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系主任  胡潔芳 

國立台南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系主任   謝麗雪 

歐盟國家於二十世紀中開始體認制定外語學習目標以及外語能力標準的重

要性，檢驗與評估教學效果就變得十分必要。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將外語教育

列為教育政策的重要指標之一，與外語教育相關的議題如外語的地位、學生的

交流、語種的選擇也逐漸受到許多歐盟國家的重視。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

量共同參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以下簡稱 CEF）是教學與教育

政策相結合的典範。以此次參訪的國家為例，法國教育當局目前正積極研擬一

套通用於法國全國的語文能力指標（包括法文與其它外國語文），其所根據之準

則即為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EF）。CEF 主要分為兩項量表：

「整體能力分級說明」、「能力分級之分項說明」，臚列如下。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EF） 

整體能力分級說明（Common Reference Levels: Global Scale） 

精通使用者 

Proficient 

User 

C2(精通級) 

Mastery 

對所有聽到、讀到的信息，能輕鬆地做觀

想式瞭解。能由不同的口頭書面信息作摘

要，再於同一簡報場合中重做論述及說明。

甚至能於更複雜的情況下，隨心所欲地自我

表達且精準地區別出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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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流利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能瞭解多智識領域且高難度的長篇文

字，認識隱藏其中的深意。能流利隨意地自

我表達而不會太明顯地露出尋找措辭的樣

子。針對社交、學術及專業的目的，能彈性

地、有效地運用言語工具。能清楚的針對複

雜的議題進行撰寫，結構完整的呈現出體裁

及其關聯性。 

B2(高階級) 

Vantage 

針對具體及抽象主題的複雜文字，能瞭解

其重點。主題涵蓋個人專業領域的技術討

論。能即時地以母語作互動，有一定的流暢

度且不會感到緊張。能針對相當多的主題撰

寫出一份完整詳細的文章，並可針對所提各

議題重點做出優缺點說明。 

獨立使用者 

Independen

t 

User 
B1(進階級) 

Threshold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

到的熟悉事物時，在收到標準且清晰的信息

後，能瞭解其重點。在目標語言地區旅遊時，

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一般狀況。針對

熟悉及私人感興趣之主題能簡單地撰稿。能

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志向，對看

法及計畫能簡短地解釋理由及做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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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基礎級) 

Waystage 

能了解大部分切身相關領域的句子及常

用辭(例如：非常基本之個人及家族資訊、購

物、當地地理環境，工作)。針對單純例行性

任務能夠做好溝通工作，此一任務要求簡單

直接地對所熟悉例行性的事務交換信息。能

簡單地敘述出個人背景，週遭環境及切身需

求試務等狀況。 

初級使用者 

Basic User 

A1(入門級) 

Breakthroug

h 

能了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表達方式，及使

用非常簡單之詞彙以求滿足基礎需求。能介

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對個人背景資料，例如

住在哪裡、認識何人以及擁有什麼事物等問

題作出問答。能在對方語速緩慢、用詞清晰

並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單的交流。 

備註：一、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係歐洲理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 1996 年公布，為一國際認定之語言能力分級參考

標準。 

二、本表英文部分係摘錄自 Council of Europe 網站資料(網址：

http://www.coe.int)。 

 

歐洲共同語言能力分級架構 （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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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力分級之分項說明 （ Can Do Statements - overall general 

ability ）  

級數  

LEVELS  

聽 /說

Listening/Speaking 

讀 Reading  寫 Writing  

C2(精通級)  

Mastery  

能針對複雜或敏感

的主題提出建議或

見解，且能充分掌握

口語所傳達的訊

息，並能自信地提出

抗辯。  

CAN advise on or 

talk about complex 

or sensitive 

issues, 

understanding 

colloquial 

references and 

dealing 

confidently with 

hostile questions. 

能理解正式文件、書

信與報告等，亦能瞭

解複雜文本的細節。

CAN understand 

document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including 

the finer points of 

complex texts.  

能完整且精確地

書寫各式信函與

完整的會議記

錄。  

CAN write 

letters on any 

subject and full 

notes of 

meetings or 

seminars with 

good expression 

and accuracy. 

C1(流利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能實際參與和工作領

域相關的會議；亦能

流暢地交談，與運用

抽象的表達方式。 

CAN contribute 

effectively to 

meetings and 

seminars within own 

area of work or keep 

up a casual 

conversation with a 

good degree of 

能在短時間內確實理

解學術資料、媒體所

提供的資訊或非標準

文體的書信。  

CAN read quickly 

enough to cope with 

an academic course, 

to read the media 

for information or 

to understand 

non-standard 

correspondence.  

能草擬專業信函

稿，亦能適切地完

成會議記錄或寫

出足以表現溝通

能力的文章。  

CAN 

prepare/draft 

professional 

correspondence, 

take reasonably 

accurate notes 

in meeting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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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y, coping 

with abstract 

expressions.  

write an essay 

which shows an 

ability to 

communicate.  

B2(高階級)  

Vantage  

能針對熟悉的主題發

表談話，已大致能應

對廣泛的話題。  

CAN follow or give a 

talk on a familiar 

topic or keep up a 

conversation on a 

fairly wide range 

of topics.  

能於瀏覽文章後擷取

重要資訊，並瞭解詳

細的指示或建議等。

CAN scan texts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 

detailed 

instructions or 

advice.  

能記錄他人談話

或書信重點。  

CAN make notes 

while someone is 

talking or write 

a letter 

including 

non-standard 

requests.  

B1(進階級)  

Threshold  

能就抽象或文化等議

題，使用有限的句法

表達個人觀感或針對

熟知的範疇提出建

議；亦能聽懂公共場

所的廣播或指示。 

CAN express 

opinions on 

abstract/cultural 

matters in a 

limited way or 

offer advice within 

a known area, and 

understand 

instructions or 

public 

announcements.  

能閱讀例行性的資訊

與文章，亦能理解熟

悉情境中非例行性的

訊息。  

CAN understand 

routine 

information and 

articles, and the 

general meaning of 

non-routine 

information within 

a familiar area. 

能對熟悉或可預

期的主題寫信或

記錄重點。  

CAN write 

letters or make 

notes on 

familiar or 

predictable 

matters.  

A2(基礎級)  

Way stage  

能在熟悉的情境下簡

單地表達個人意見或

需求。  

CAN express simple 

能理解熟知範圍的訊

息，例如產品、標示、

簡易的參考書或報告

等。  

能填寫一般表格

與書寫私人簡函

或明信片。  

CAN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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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s or 

requirements in a 

familiar context. 

CAN understand 

straightforward 

information within 

a known area, such 

as on products and 

signs and simple 

textbooks or 

reports on familiar 

matters.  

forms and write 

short simple 

letters or 

postcards 

relat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A1(入門級)  

Breakthrough 

能瞭解簡單的指示並

在可預期的話題上參

與簡易對談。  

CAN understand 

basic instructions 

or take part in a 

basic factual 

conversation on a 

predictable topic. 

能閱讀簡單的通知、

指示或資訊等。  

CAN understand 

basic notices, 

instructions or 

information.  

能填寫簡易表格

及書寫含時間、日

期與地點的通

知。  

CAN complete 

basic forms, and 

write notes 

including 

times, dates and 

places.  

 社交、旅遊情境 (ALTE Social & Tourist typical abilities)  

級數  

LEVELS  

聽 /說

Listening/Speaking 
讀 Reading  寫 Writing  

C2  

能無礙地談論複雜或

敏感的主題。  

CAN talk about 

complex or 

sensitive issues 

without 

awkwardness.  

能理解租賃契約上一

般的規定及法律上的

細節。  

CAN (when looking 

for accommodation) 

understand a 

tenancy agreement 

in detail, for 

example technical 

details and the 

main legal 

implications.  

能流暢且精確地

書寫各式主題的

信函。  

CAN write 

letters on any 

subject with 

good expression 

and accuracy. 

C1  能針對抽象或文化議能明瞭報紙上複雜的能書寫多種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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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流暢且廣泛地表

達意見。  

CAN keep up 

conversations of a 

casual natur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and discuss 

abstract/cultural 

topics with a good 

degree of fluency 

and range of 

expression.  

觀點及討論。  

CAN understand 

complex 

opinions/arguments 

as expressed in 

serious 

newspapers.  

的信件，但用字有

時造成誤解。  

CAN write 

letters on most 

subjects. Such 

difficulties as 

the reader may 

experience are 

likely to be at 

the level of 

vocabulary.  

B2  

能針對個人、工作經

驗及時事等話題與人

對談。  

CAN keep up a 

conversation on a 

fairly wide range 

of topics, such as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events currently in 

the news.  

能理解較詳盡的資

訊，如烹飪的廣泛用

詞及租屋廣告的內

容。  

CAN underst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a wide 

range of culinary 

terms and 

abbreviations in 

accommodation 

advertisements.  

能以書信詢問飯

店的各項服務，如

無障礙空間的設

施或特別餐點的

供應。  

CAN write to a 

hotel to ask 

about the 

availability of 

services, for 

example 

facilities for 

the disabled or 

the provision of 

a special diet. 

B1  

能就抽象或文化議題

有限地表達個人觀感

並理解其細微差異。

CAN express 

opinions on 

abstract/cultural 

matters in a 

limited way and 

能理解報紙上的時事

陳述、與飯店往來的

例行書信及個人信

件。  

CAN understand 

factual articles in 

newspapers, 

routine letters 

能使用淺顯文字

書寫與個人經驗

相關的一般信

函。  

CAN write 

letters on a 

limited range of 

predic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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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nuances of 

meaning/opinion. 

from hotels and 

letters expressing 

personal opinions. 

topics related 

to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predictable 

language.  

A2  

在熟悉的情境下，能

簡單的表達個人好

惡。  

CAN express likes 

and dislikes in 

familiar contexts 

using simple 

language such as 'I 

(don't) like … ' 

能看懂食品標籤、菜

單、路標及自動提款

機上指示等淺顯資

訊。  

CAN understand 

straightforwar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labels on 

food, standard 

menus, read signs 

and messages on 

automatic cash 

machines.  

能填寫個人資料

的表格。  

CAN complete 

most forms 

relat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A1  

能簡單的提問並理解

簡單的答覆。  

CAN ask simple 

questions of a 

factual nature and 

understand answers 

expressed in simple 

language.  

能理解簡單的告示與

訊息，如機場內的標

示、商店指南、菜單、

藥品說明書及簡易路

標。  

CAN understand 

simple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in 

airports, on store 

guides and on 

menus. CAN 

understand simple 

instructions on 

medicines and 

simple directions 

能書寫簡單的感

謝函和短箋。  

CAN leave a very 

simple message 

for a host 

family or write 

short simple 

'thank you' 

notes.  



臺北市九十七年度國民小學國際交流參訪活動 
 

 ∼27∼

to places.  

  

職場情境 (ALTE Work typical abilities)  

級數  

LEVELS  

聽 /說

Listening/Speaking 
讀 Reading  寫 Writing  

C2  

具備基本的專業知

識，能處理複雜及爭

議性的問題，如法律

及財務上的問題，並

提供意見。  

CAN advise 

on/handle complex 

delicate or 

contentious 

issues, such as 

legal or financial 

matters, to the 

extent that he/she 

has the necessary 

specialist 

knowledge.  

能讀懂職場上內容及

語意較複雜的報告和

文章。  

CAN understand 

reports and 

articles likely to 

be encountered 

during his/her 

work, including 

complex ideas 

expressed in 

complex language. 

參與會議及研討

會時，能正確掌握

重點並作摘要。 

CAN make full 

and accurate 

notes and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or 

seminar.  

C1  

能實際參與工作領域

內的會議、研討會之

討論。  

CAN contribute 

effectively to 

meeting and 

seminars within own 

area of work and 

argue for or 

against a case.  

能閱讀一般性之書信

內容。  

CAN understand 

correspondence 

expressed in 

non-standard 

language.  

針對同事及對外

的連絡需求，能書

寫業務範圍內各

式書信。  

CAN handle a 

wide range of 

routine and 

non-routine 

situations in 

which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e 

request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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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agues or 

external 

contacts.  

B2  

能瞭解及傳達平日工

作上例行的信息。 

CAN take and pass on 

most messages that 

are likely to 

require attention 

during a normal 

working day.  

能讀懂大部分的書

信、報告及產品的文

案。  

CAN understand most 

correspondence, 

reports and factual 

product literature 

he/she is likely to 

come across.  

能書寫所有對商

品及服務需求的

一般信件。  

CAN deal with 

all routine 

requests for 

goods or 

services.  

B1  

能在單純的業務範圍

內提供客戶意見。 

CAN offer advice to 

clients within own 

job area on simple 

matters.  

能大致了解業務範圍

內非例行性的信件及

理論性文章。  

CAN understand the 

general meaning of 

non-routine 

letters and 

theoretical 

articles within own 

work area.  

在會議中對熟悉

的議題能詳實的

摘記。  

CAN make 

reasonably 

accurate notes 

at a meeting or 

seminar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is 

familiar and 

predictable.  

A2  

能在熟知的工作領域

內，提出簡單的要

求，如 '我要訂購 25

份….'。  

CAN state simple 

requirements 

within own job 

area, such as 'I 

want to order 25 

of . … '.  

在充裕的時間內，能

理解專業領域中大部

分的簡短報告或手

冊。  

CAN understand most 

short reports or 

manuals of a 

predictable nature 

within his/her own 

area of expertise, 

provided enough 

能寫簡單的書信

給同事及熟識的

客戶。  

CAN write a 

short, 

comprehensible 

note of request 

to a colleague 

or a known 

contact in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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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s given.  company.  

A1  

能明白並傳達例行簡

單的信息，如 '星期

五上午 10 點開會。' 

CAN take and pass on 

simple messages of 

a routine kind, 

such as 'Friday 

meeting 10 a.m.'. 

在熟悉的範圍內，能

讀懂簡單的短篇報告

及產品簡介。  

CAN understand 

short reports or 

product 

descriptions on 

familiar matters, 

if these are 

expressed in simple 

language and the 

contents are 

predictable.  

能書寫日常簡單

的留言給同事，如

'請給我 20 份 X。

'  

CAN write a 

simple routine 

request to a 

colleague, such 

as ' Can I have 

20X please?'  

  

求學情境 (ALTE Study typical abilities)  

級數  

LEVELS  

聽 /說

Listening/Speaking 
讀 Reading  寫 Writing  

C2  

能聽懂笑話、俚語及

典故。  

CAN understand 

jokes, colloquial 

asides and cultural 

allusions.  

能快速準確的吸收各

類主題資料。  

CAN access al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quickly and 

reliably.  

在演說、研討會或

指導課程等各式

場合中，能詳實摘

記內容。  

CAN make 

accurate and 

complete notes 

during the 

course of a 

lecture, 

seminar or 

tutorial.  

C1  

能理解抽象議題的討

論，如不同角度的看

法、抉擇與推論。 

閱讀的速度足以應付

學院課程。  

CAN read quickly 

書寫的文章具表

達能力，並流暢通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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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ollow abstract 

argumentation, for 

example the 

balancing of 

alternatives and 

the drawing of a 

conclusion.  

enough to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an 

academic course. 

CAN write an 

essay which 

show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giving few 

difficulties 

for the reader. 

B2  

能針對熟知的主題發

表意見並回答問題。

CAN give a clear 

presentation on a 

familiar topic, and 

answer predictable 

or factual 

questions.  

能瀏覽文章取得相關

資訊並掌握重點。 

CAN scan texts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grasp main point of 

text.  

能摘要重點，作為

論文寫作或修訂

之用。  

CAN make simple 

notes that will 

be of reasonable 

use for essay or 

revision 

purposes.  

B1  

能瞭解課堂上老師的

授課內容及指派的作

業。  

CAN understand 

instructions on 

classes and 

assignments given 

by a teacher or 

lecturer.  

經由協助，能看懂基

本的說明及資訊，如

電腦圖書目錄。  

CAN understand 

basic instructions 

and messages, for 

example computer 

library 

catalogues, with 

some help.  

能對授課內容做

部分摘錄。  

CAN write down 

some 

information at a 

lecture, if this 

is more or less 

dictated.  

A2  

能表達簡單的意見，

如 '我不同意'。  

CAN express simple 

opinions using 

expressions such as 

'I don't agree'. 

閱讀速度緩慢，但能

讀懂簡易版的書籍及

文章大意。  

CAN understand the 

general meaning of 

a simplified 

textbook or 

article, reading 

very slowly.  

能書寫非常簡單

的敘述句，如 '

我最近的一次假

期'。  

CAN write a very 

short simple 

narrative or 

description, 

such as 'My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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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A1  

能理解基本說明，如

課表、日期、教室號

碼及指定的作業。 

CAN understand 

basic instructions 

on class times, 

dates and room 

numbers, and on 

assignments to be 

carried out.  

能閱讀簡易的通知及

說明。  

CAN read basic 

notices and 

instructions.  

能從黑板或佈告

欄上抄錄時間、日

期及地點等資

訊。  

CAN copy times, 

dates and places 

from notices on 

classroom board 

or notice bo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mbridge.org.tw/recog/cef.htm 

 

CEF 評量表建立方式與問題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EF 自 2001 年公佈起，迅速

地成為歐洲語言教學及語言評量的標準。但有些學者認為教育機構若不謹慎地

運用此架構，就會衍生許多問題。以下所述擷取自 Are Europe's tests being 

built on an 'unsafe' framework? 

要瞭解 CEF 評量表如何產生就必須追溯「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

考架構」（CEF）的建構歷史。歐洲理事會於 1970 年開始提倡 CEF。希望能發展

出一個能通行於不同語言之間、清楚且全面的歐洲語言學習與測驗架構。CEF 在

細節上是語言能力的分級與教育，其初衷則是維護語言的多樣性。基於此理念，

歐洲理事會於 1980 年代先公佈了「進階級」的內容。於 1990 年再度公佈了「進

階級」及「基礎級」的內容。1990 年間，其它的級數陸續公佈，包括「高階級」。 

實施 CEF有兩個目的：第一、推行歐洲語言教學能力證明（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以記載歐洲語言學習者個人的學習歷程與外語能力程度。第二、

提供一個通用於全歐洲的語言測驗對照方式。跨語言的「共同參考架構」並不

是一個新的概念，第一個跨語言參考架構出現於 1950 年間，由美國外交領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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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設計，目的是讓美國軍方使用。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所設計的能力指標則是

現在美國外語教學及測驗的標準架構。英國的英語協進會(English-Speaking 

Union)於 1989 年也設計了一個相同目標的架構。事實上，已存在的評量表實在

太多，沒辦法全部列出來。但在這麼多的評量表中，只有一、兩個評量表是有

理論及實證的支持。 

要評估「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的缺點及限制，首先要

了解此架構是如何形成的。最起始源頭是 1993 年瑞士舉辦的外語測試評比項

目，將十幾個外語測試一起做評比，後來範圍漸漸擴大到整個歐洲，實施後影

響範圍共有 47個國家，8億人口。設計此架構的人收集了三十個已知的評量表，

包括上述的幾個評量表。總計這些評量表包含了 2000 種能力程度的描述。參與

CEF 建構的教學現場教師以自己的學生為對象，來評估這些能力描述，並且以「初

級」、「中級」、「高級」來分類這些能力敘述。之後，這些能力敘述被編製

為問卷發放給更多的教師，填寫問卷的教師必須依照學生的程度來評估這些能

力敘述。看這些敘述是不及、符合，還是超出自己學生的程度。教師問卷結果，

用「羅序模式 Rasch Analysis」來計算每項敘述的估計難度。分析後，這些能

力敘述依照其困難度及臨界值歸類至初級、中級、進階級。每一級各有兩個能

力級數，共有六個級數。目前 CEF 的能力級數為 A級-基礎使用者，B級-獨立使

用者，C級-專門使用者。 

CEF 設計者承認此架構沒有理論的支持，正如同有人曾寫下一句話：「評量

的等級可能是教師或評量者對於能力的看法，不一定真正代表了學習者的能

力」。換句話說，CEF 是一個等級的敘述，而這些敘述只是引用自歐洲某些教師

所認為的有能力或能力不足。 

有人認為一旦 CEF 架構被制度化，所遇到的風險就更大。正當「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文件(於 1996 年的草案中)記載著「訂定一個全

面的、明晰的、連貫的架構不代表著強迫使用單一系統」，這個架構正迅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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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了所謂的「單一系統」。對教師來說，最主要的問題是教師們開始認為 CEF

代表了學習上的階級與語言學習的歷程，似乎要達到高一階的能力就必須先教

或先學低一階的能力。此外，參考架構上的能力敘述也決定了學習方式及內容

的先後順序。語言測驗使用者面臨另一個問題：一份測驗若沒有照參考架構的

標準，這樣的測驗就會被視為無效且不被認可。語言測驗出題者遇到的問題是：

為了得到全歐洲的認可，他們必須說明自己的測驗分數與 CEF 中能力的敘述是

否對等或是否能互相轉換。英語教育報刊最近刊載了一篇文章，內容引述了某

考試中心的言論：「這個想法相當簡單。一份測驗只要依據「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無論是什麼語言的測驗，這項測驗的結果都具信

度與效度」。但也有學者認為 CEF 並沒有一個具有概念且實用的分類方式，因

此沒辦法做為設計測驗時內容說明的基礎。 

此外，要結合測驗與 CEF 是相當不簡單的。「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

同參考架構」沒有理論基礎及詳細的內容說明。很多聲稱與 CEF 相關的測驗現

在也沒有理論基礎。所謂的「結合」其實是靠直覺的。為了要教育測驗出題者，

歐洲理事會公佈了很明確的指標，這些指標的最初版本目前已公佈在歐洲理事

會的網站。 

 

 

荷比法三國外語教學現況與課程標準 

荷蘭 

荷蘭教育當局於 1986 年起，要求學生 11歲起需開始學習英語，每週至少需

有一小時的英語課程，其一小時可拆成數次完成，如每次 30分鐘，老師自由決

定。國小英語文學習一年後，希望學生能達到 CEF 架構中 A2 的程度(基礎級)。

但荷蘭並無國家訂定之英語課程標準，也無審定之課本或教材，完全由帶班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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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決定，同時國家並無英語方面之師資訓練，學校必須由所分配到的教育經費

允支部份費用，規劃師訓課程。根據 European Platform 的人員透露，許多帶

班老師對於英語成為義務教育的一部份，而自己必須負責英語教學工作，感到

準備不及，對自己英語教學能力也不具信心。雖然如此，英語在荷蘭屬於第二

語言，而非外國語，許多父母有基本之英語聽說能力，電視兒童節目也有許多

以英語發音，孩童於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接觸英語文的機會，因此英語文在荷

蘭小學階段雖然只有一年教育，英語教學的成效並不差。 

如我們所參訪之一 ROC 聯盟的 De Hubertus Vakschool 職業中學(荷蘭 67%

為職業中學，33%為一般中學)，學生入學時之學業能力為同儕中最低，此校於

今年開始試辦雙語課程。學生入學時透過性向測驗與訪談，以決定學生是否適

合進入雙語課程（每星期三堂英文課外加沉浸課程），不適合進入雙語課程者，

則進入併行的一般課程（每星期兩堂英文課）。我們所參訪的一些班級為非雙語

課程，學生仍具有基本的英語溝通能力，令人印象深刻。De Hur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的雙語課程並無特定之教材，除了一般英語課程外(每星期

三堂)，沉浸課程由語言負擔較輕的體育、美術等技能課程開始，並配合表演戲

劇與餐飲實習課程，教學生是由做中學英文，與我國之英語教學方式截然不同。

但其由聽說教學著手，帶入讀寫教學的基本概念，則與我國相似。 

另外參觀的小學 Willemsparkschool，是荷蘭 96 所學校之一，該校學生跟

全國約 84所小學學生，皆在很小的年紀學習英文。因校區位於白人區，家長重

視也自然接受英語。該校在六年前即從幼稚園實施英語教學，一週二次，每次

約 30 分鐘，一班人數約 30 人。其課程富有創造力，採用好玩的學習方式，包

含音樂、戲劇、影片、圖片和遊戲，教材則由老師自己編寫。多數的小孩從小

開始學英文也常接觸英文，在家有英語卡通影片，父母也會用英文與他們溝通。

小孩子喜歡和外國人接觸且活潑愛互動，學習動機強烈。例如，小三的學生與

咖哪的學生用英語結成筆友，互相聯繫，非常有趣，他們用有限的簡單英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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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英語的咖哪學生溝通，感覺上他們應該會學習更多。有人擔心學英語會影響

荷語發展。Verbruggen 老師認為小心平衡學校的整體課程，使英文有作用且易

親近，特別是對小孩子，學英語是沒問題的。4~12 歲的小孩子學習英文較無負

擔，而且喜歡用英語回答問題。這種作法與我國相似。 

荷蘭政府並未提供五年級之前的英語教學，英語是最有可能被指定的外語教

學語言。荷蘭教育局使用半沉浸式教學方式及合法補救，英文有可能是 15%的教

學語言。歐盟訂定一個目標，三分之一的國民應會說二種外語，但目前只有一

半荷蘭人口達到此目標，荷蘭人過度估計他們的外語能力。Gronmgen 大學語言

教育中心的 Anke Herder 和 Keesde Bot 在 2005 研究發現，早期第二語言教育

不會影響母語發展，同時少數民族小孩學外語不會不利。相反地，因為學生都

是以同樣的程度學習英文，因此不會像其他科目須加緊趕上。 

 

 

 

 

比利時 

比利時初等及中等教育特點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提供(9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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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利時自 1830 年建國以來，歷經多次憲法修訂，目前為一「文化體

（communities）及地區（regions）組成之聯邦國家」。聯邦政府、地區政府（即

佛拉芒、瓦龍和布魯塞爾 3地區）及文化體政府（即荷語、法語和德語文化體），

依憲法規定分別掌管不同領域事務（荷語文化體政府與佛拉芒地區政府合併為

一）。荷語、法語及德語為比利時之官方語文，文化體政府為教育事務最高主管

機關，負責教育政策、學校體制結構、課程與教學、學校管理等事務。 

比利時於 1970 年開始實施聯邦體制，設立 3 個文化體（cultural 

communities）及 3個地區（regions）。1980 年的憲改，cultural communities

改稱 communities，因為文化體的職掌已從文化擴張到健康與社會救助，唯中文

仍沿用文化體。1988 年的憲改，將教育納入文化體之職掌，聯邦政府僅依憲法

規定，保留義務教育年限、各級學校畢業文憑頒授之基本條件及教員退休制度

的決定權。 

比利時之中、小學分為公立及私立兩種類型。公立學校分屬文化體、省及市，

私立學校大部分為天主教學校，公、私立學校均接受文化體政府補助。約半數

中小學學生就讀私立學校。【以 2006-07 學年法語文化體為例：小學及幼稚園普

通教育方面，學生總人數 479,091，其中，文化體學校 39,344（8.2%）、省立學

校 1,172（0.2%）、市立學校 243,121（50.7%）、私立學校 195,454（40.8%）；中

學普通教育方面，學生總人數 357,439，其中，文化體學校 85,027（23.8%）、

省立學校 33,093（9.3%）、市立學校 26,189（7.3%）、私立學校 213,130（59.6%）。】 

比利時義務教育年齡自 6歲至 18 歲，共 12 年。義務教育分全日制及非全日

制兩階段，全日制義務教育階段至 15 歲，應接受小學 6 年（6 歲至 12 歲），及

中學前兩年之教育，最長至 16歲。全日制義務教育結束後為非全日制階段，可

選擇繼續全日制中等教育或另接受上課較少之非全日制教育。義務教育為免費

教育，依有關法令，不論是比國人或合法居住比國境內的外國人，自 6至 18 歲

均應接受義務教育。自 2 歲半開始之學前教育雖不屬義務教育階段，但亦為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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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教育。學前教育相當普及，3歲至 6歲學童幾乎皆接受學前教育。 

比利時中等教育並非採取初、高中兩階段制，而是 3階段制，每一階段 2年

（12-14 歲，14-16 歲，16-18 歲）。第 1階段即開始分流，分成兩大類，為第 2

及第 3 階之普通教育、藝術教育、技術教育或職業教育預作準備。學習有困難

的學生選擇 B類型，未來以職業教育為升學方向。 

比利時憲法賦予家長自由選擇學校的權利，中小學入學並無學區之劃分及限

制。比利時的教育強調自主性(freedom)，而中央無規範之課程標準，家長也有

絕對的自主性，家長選擇學校就像選擇商品，如果對學校不滿意就把小孩換到

另一所學校。不過比利時政府開始注意到教育過度自主的問題，如許多學生成

績低落以及學校系統之間的差異過大。比利時政府發現學生之間 50%的差異量來

自學校之間的差異，而非學生的個別差異。因此比利時政府在過去十年間逐漸

建立了一些所有學校都必須遵守的規範，設定能力指標，並做外部學生能力檢

測等，唯此檢測結果不公開，而是給各個學校參考。 

參觀天主教師範學院(比利時)，全校約 900 位學生。比利時的高等教育師資

訓練分為兩部份：1) Non-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3 years)，2) 

University Education (5 years)。前者負責小學、學前教育，相當於我國國

中之師資訓練，學生畢業後可獲得學士學位。後者負責高中專科師資之培訓(數

學、語言、地理、化學等)，學生畢業後可獲得碩士學位。比利時的語言教師缺

乏，年輕學生並不喜歡從事教職。其師訓課程於一年級就開始，學生於第一年

學期初(十一月左右)就需到小學試教荷蘭文，二、三年級的學生每星期會試教

一年級的學生，然後一起分析檢討所使用的教學法。 

 

說法語的比利時之義務教育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提供(97.09.22)翻譯自簡介的講義 

全世界一億七千五百萬人說法語，法語是全世界排名第九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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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目標： 

1. 促進自信和個人目標。 

2. 教學生如何獲得知識和能力，使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上

活躍。 

3. 準備學生成為負責的國民。 

4. 賦予每位學生平等的社會機會。 

 1983 年的法律制定學校的義務，共 12 年，九月開學，六月結束。小孩六歲開

始就讀，直至十八歲結束，六歲以前沒有義務上學。 

◎ 教學系統的結構：學前是六歲以前，沒有義務。小學基礎教育是從六到十一

歲，中學教育是從十二到十七歲。 

◎ 學前教育的組織：3、4、5歲。 

◎ 學前教育的目標： 

            1. 提高小孩的意識自己的能力，鼓勵透過創造能力，自我表達。 

            2. 發展社會化。 

            3. 從認知、社會、情感及身心觀點，發展學習。 

            4. 偵查困難和障礙，帶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 小學組織：年齡六至十一歲。 

◎ 小學目標： 

            1. 教小孩讀與寫。 

            2. 使小孩成功使用基本數學，以解決特殊問題。 

            3. 使小孩達到其他一般教學目標，時間、空間結構、地理、歷史、

科學、科技、環境、公民權，以第二語言溝通。 

◎ 特殊教育系統包含： 

1. 另類的中等教育。 

2.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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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充浸學校。 

    另類中學使學生修習一般科目，加上職業訓練（例如：一段時間上學，接

著在麵包廠訓練）。學生必須至少十五歲，簽立合同（例如：與麵包廠簽約）。

特殊教育是為有困難或障礙的學生而立，根據醫學的疾病，共分成八類（例如：

第一種是有點心理障礙，第三種是情感困難，第六種是盲生），以避免這些年青

人被排擠。語言充浸學校的意思是一些課程用法國以外的語言（例如：英語、

德語或荷蘭語），這是比利時所獨有的。請上網： http://www.enseignment.be/ 

以取得更多資訊，點一下左邊的 union jack，讀取英文的網頁訊息。 

◎ 進一步可能的合作：比利時法語區義務教育的總指揮很高興透過不同的接觸

和會議來交換經驗和教學方式，人類和職業交換，總會帶來利益。 

本教育系統的目的之一是促進開放心靈，可持久的知識，尊重不同的差異，

換句話說，民主和彼此尊重。 

 

法國 

法國英語教學始於 2002 年，小學最後三年每週必須修課一個半小時的英語

課程。中學之後學生可修讀第二外語。法國提供 8種語言(德、英、阿拉伯、中、

西班牙、義大利、葡萄牙、俄)，但並非每所學校提供所有語言供學生修習，實

際狀況隨學區和學校資源而定。但原則為小學與中學所提供之語言必須要能銜

接，然於實際運作上，仍有學生會遭遇銜接上的問題，如學習的語言是冷門的

語言或由一個學區轉到另一個學區。學生小學畢業後，外語需達到 CEF 中 A1 的

能力（入門級），但法國目前並無檢測機制，但學童畢業時會有一張外語能力的

報告書（如附件一），中學老師可根據外語能力報告書，瞭解學童之外語程度。 

根據法國總督學的說法，法國目前 65%的小學教師可教授英文，未來 3 至 5

年內則希望每一位小學帶班老師都能教授英文。法國實施外語教學師資準備不

足下，因應對策為：1) 接受師訓之合格外語教師；2) 中學合格外語教師協助



臺北市九十七年度國民小學國際交流參訪活動 
 

 ∼40∼ 

訓練小學教師；3) 母語人士擔任助教；4) 會講流利外語的法國人協助。 

法國外語政策三個原則：一、提供多數語言選擇，小學可選擇之外語數量為

8，中學為 13，高中為 11，總共約 64 種語言。二、除了英文外，學校可自由選

擇所提供的語言種類，但通常一所學校依照教學資源僅能一至兩種語言。三、

小學與中學的外語課程必須要能夠銜接。 

法國政府當局發現許多學生小學畢業後，仍無基礎之讀寫能力。故法國政府

當局於 2005 年通過教育改革新法 -- le plan de venovation de lénseignement 

des langues – 此教育新法引用 CEF 架構，訂定語言學習能力指標，同時適用

於法語與外語：小學畢業外語需達 A1（入門級）；16 歲：法語需達 B1（進階級），

外語需達 A2（基礎級）；中學畢業：法語需達 B2（高階級），外語需達 B1（進階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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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法國小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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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的外語教育 

∼以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為例∼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陳幼君 

臺北市新生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李雪鳳 

一、前言 

秋高氣爽的九月天，歐洲英語教學參訪團一行 20人，在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主任秘書林信耀的帶領下，前往荷蘭、比利時和法國進行交流參訪。本次活動

由臺北市文化國小黃三吉校長所領導的文化團隊承辦，團員們來自大學、中學、

小學等各教育階段，包含：教授、校長、主任，以及負責英語教學的行政人員

和英語教師等實務工作者。同為英語教學的推動者，團員們彼此互相期勉，此

行除了觀摩學習歐洲國家實施外語教育的情形之外，更期盼能以身教學習之

旅，行銷臺北優質教育。 

二、歐洲國家外語教育概述 

  近年來，全球化趨勢的浪潮衝擊，各國的教育無不尋求因應改革之道，以

多元開放的教育思潮，優質、精緻、卓越、創新的教育品質，培育二十一世紀

的世界公民。在日益全球化的今天，學習外語是不可避免的趨勢潮流，對歐洲

而言，學習一種以上的外語，除了顯而易見的經濟及社會利益外，也是促進人

民交流及相互了解的重要方法，這是種族多元的歐洲國家特有的多元文化現象

(施正鋒，2002)。 

歐盟理事會認為外語教育的品質是歐洲的基石，學習外語特別有利於積

極學習態度的養成，和學習策略的運用，促進學習熱情、自信心、開放

的心理和寬容的態度(比利時文化組，2007)。由於英語是國際性的通用語言，

也是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資源，英語是歐洲各國首選的外語，其地位無可替代。

隨著歐洲經濟的推進和發展，歐洲各國的貿易與文化往來非常密切，小學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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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越來越受到歐洲各國的重視和研究。早在 20 世紀 60 年代，歐洲國家即開

始了低齡外語教育的可行性與必要性的研究與實驗，從 1962 年到 1979 年，歐

洲委員會共召開了 7次關於低齡兒童外語教育的研討會，在 1969 年的會議中，

提出在其 21 個成員國中有條件的從 10 歲起開始外語教育。在歐洲大陸，幾乎

每個國家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都能用英語進行交流，尤其是在荷蘭、丹

麥、比利時等國家(束定芳，2006)。 

 (一) 荷蘭的外語教育 

    荷蘭經過 18 年的摸索、研究和準備(1968-1986)，從 1986 年起正式在小學

從 10歲起開設外語課程，英語是唯一開設的外語課程。由於準備充分，語言環

境建設好，兒童從 10 歲起學習英語之前，就已經透過電視、廣播和其他

的媒體接觸到很多的英語，例如：荷蘭有幾十個電視頻道，其中許多是英文

節目，包括美國的 CNN、英國的 BBC 等，因此，學生在課程開始前的測試中，

就已經在聽、讀和認讀詞彙方面有了一定的基礎，教學效果經過評估是比

較成功的(互聯網，2007)。 

荷蘭的中學畢業生要參加由荷蘭國家考試局(CITO)組織的全國性考試，約

有 30%的荷蘭學生(將要加入大學預科學習的)在 12 年級(18 歲)時參加統一考

試，這種學業成績考試包括 3 門外語：英語(聽、說、讀、寫)、法語(閱讀)和

德語(閱讀)。 

荷蘭的外語教學重視語言學習的策略和原有語言的基礎，教師著重對學習

者策略的指導，幫助語言學習者不斷地進行反思，幫助學習者了解自身的學習

特點和學習風格，以形成有效的學習策略和方法。此外，對於學生外語交際能

力的培養亦獨具特色，荷蘭外語課程的設計以單元組成，每單元由一些交流情

景話題或主題構成，鼓勵學生在實際交往中進行親身的體驗和實踐。 

荷蘭對於外語教師的素質非常重視，外語教師透過在國外(如：英國)的進

修學習，來提高自身的語言能力。荷蘭外語教師獲得第一個學科學位課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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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必須在國外學習一段時間，以更加精進外語的語言能力及教學能力。 

 (二) 比利時的外語教育 

比利時是世界上少有的多語國家，大多數居民會講 2-3 門語言，其全國官

方語言就有荷蘭語、法語和德語。2003 年 7 月 24 日，歐洲共同體委員會

（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y）在比利時首都布魯塞爾通過了“推動

語言與語言學習多樣性：2004-2006 行動方案（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n Action Plan 2004-2006）＂，提出語言學習

是一項終身的活動，其中有一目標就是“母語外加其他兩種語言：從小開始

（Mother tongue plus two other languages：making an early start）＂。

此後，歐洲許多國家開始立法以確保從小開始外語教育，使過去非正式的由學

校按家長要求開設的外語課，成為強制性的必學科目。比利時制定的法律要求

從 2004 年 9月起，外語是小學五年級必須開設的核心課程之一(王飛、張智華，

2007)。 

比利時聯邦政府規定，6-18 歲的孩子必須接受具有強制性的教育，即免費

的義務教育，其中 6-12 歲接受小學教育，12-18 歲接受中等教育。12-15 或 16

歲為全日制教育，之後學生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小學早上 8 點或 8 點半上

課，下午最早 3 點，最晚 5 點放學，中午有至少一個小時的時間吃飯、休息，

一周大約 28 節課，每節課 50 分鐘，除了周三下午不上課之外，週一至週五上

下午都上課，一年有 182 天的上課時間，從 9月 1日到次年的 8月 31 日為一個

學年，7、8月放假(比利時文化組，2006)。  

在比利時北部講荷蘭語的佛蘭芒區和南部講法語的瓦隆地區，從 2004-2005

學年起，小學五年級，即孩子 10歲時起必須學習一門外語，北部一般是法語，

南部一般是荷蘭語；國土中部的布魯塞爾地區是雙語區，市民有講法語的也有

講荷蘭語的，學校也就分為兩類：以荷蘭語為教學語言的荷蘭語學校，和以法

語為教學語言的法語學校，這一地區的小學從三年級即 8 歲時起就必須開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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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語，每週約 3節課，五年級起每週五節課。荷蘭語學校的外語一般是法語，

法語學校的外語開設荷蘭語；東部有一部分地區以德語為主，在這些德語學校，

小學一年級起就必須開始學一門外語。由於師資不足，外語課並非全由外語專

業教師擔任。 

  比利時對於外語學習的社交技能要求達到的目標是：學生能十分自信的介

紹自我，對他人表現出尊重與欣賞，關心他人，會尋求幫助並願意接受幫助；

在小組任務中能夠帶領小組或在同伴的帶領下與小組成員合作；具有批判性並

能形成自己的觀點；能使用他人理解的並接受的信號與同伴相處，能夠獨立行

動；在實際場合中能觀察到許多言語和非言語的對話習俗；能不分社會背景、

性別或種族差異與他人合作。 

根據 2006 年法語魯汶大學公佈了一個調查結果顯示，比利時荷語區的人在

講多種語言方面處於領先地位，荷語調查者中 59%的能講法語，53%的會講英語；

布魯塞爾地區 95%的居民能講法語，59%會講荷蘭語，41%會講英語；40 歲以下

的人群中，荷語區的有 59%的人稱會講三種語言(王飛、張智華，2007)。 

 (三) 法國的外語教育 

  法國從 20 世紀 80 年代末開始嘗試在小學開設外語課程，進入 90年代後，

明確學生從 7 歲起開始學習一門外語，由於師資短缺，法國在前幾年大量採用

電視和媒體的方式培訓教師，透過衛星傳播課堂教學的方式，以及輔導教師進

行指導，以解決和補充課堂教師質量和數量不足的問題(互聯網，2007)。90 年

代末，這一方案不再被推廣，政府明確要建立國家級的在職培訓課程，專門培

訓小學外語老師。 

  法國的外語教學強調情境教學法，為學生營造敢於開口、善於開口的機會

和良好的語言氣氛。小學外語教學透過兒歌、童謠、故事和遊戲等，培養兒童

對語言的敏感性。在法國，有國家的統一課程要求，國外的教材和國內的

教材都必須經國家教育部的審查，審查最主要的標準就是要適應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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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師可以自己選擇適合自己學校和學生的教材。 

  目前，歐洲委員會教育機構已經明確提出，作為 21世紀的歐洲公民，每個

學生從學校畢業時要學會兩門外語，亦就是每個歐洲公民要能夠使用三種語言

與他人互動。目前，很多歐洲國家的外語教育正在朝著這個目標努力，不少國

家已開始嘗試從小學一年級，甚至幼兒園起開設第一門外語，從中學起開設第

二門外語，以保證學生學習外語的時間、機會和兩種外語能力的養成。 

  歐洲國家從小學階段實施外語教育的共識為：(一)小學開設外語可以更好

地利用兒童習得語言的天賦；(二)低齡外語教育應與學校的其他科目的教育相

輔相成；(三)低齡外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學的外語學習打下良好的基礎；

(四)教師的語言能力和教學能力是實施外語教育最重要的兩個因素。然而，各

個國家在小學開設外語課程所面臨的問題也都大同小異，都存在著：外語教學

的目標與方法問題、小學與中學的有效銜接問題、外語教學的起始年齡問題、

小學外語的評價問題，以及師資的補充和培訓等，上開問題一直都是歐洲國家

教育研究的重點。  

三、外語教育的功能 

儘管歐洲各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經濟環境各不相同，但各國政府都非常重

視和積極促進小學開設外語課程規劃，都意識到小學開設外語是培養 21世紀世

界公民的基本素養。學習外語有助於促進孩子的情感發展、認知發展、交際能

力的發展和文化意識的發展；有利於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以及國際間的合

作。 

外語教學不僅對於語言學習有正向的發展，對於態度、興趣、動機和自信

心的發展，更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在小學階段，學習外語對於兒童的整

體個性發展、社交技能的培養，和對世界理解能力的發展，具有重要的

價值，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擴展文化視野；(二)促進認知發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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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於語言意識提高；(四)有利於學生建立對外語語言、文化和其他國

家人民的積極態度；(五)有利於學生的外語能力達到一個較高的程度。

良好的聽說讀寫四種語言技能的訓練，加上深度的文化理解，能使學生

自如的運用外語進行人際互動和表達自我(王 薔 ， 2005 )。 

四、外語教育的目標 

小學外語教育的目標強調學以致用，特別重視生活中語言活用的能力。歐

洲外語教育的主要目標為，注重在小學階段發展學生積極的學習態度，幫助學

生建立自信心和成就感，注重口語表達和交流能力的開展，並兼顧文化的理解。

最重要的是指導孩子語言學習的方法和策略，有效的使用語言工具來獲取知

識。當然，要有效實施外語教學，達到外語教學的目標，語言環境、師資品質、

教材教法和學習策略等條件，缺一不可。 

歐洲不同地區、不同國家對兒童外語學習的指導原則為，兒童外語學習應

以娛樂為主，不能給孩子增加額外負擔。雖然有些專家仍主張循序漸進地有系

統地學習，以便發展基本的語言能力，而不只是"有些感覺"，但遵循寓教於樂

的初級教育原則、採用靈活多樣的方法、促進多感官並用，已是各國眾多專家

學者的共識。外語學習時間長度隨學習方式而有所不同，學校可確定小學階段

的外語學習總時數，並可自行決定外語課程的起始時間，課程的內容規劃，以

及外語教材的選擇。 

五、外語教師的角色 

  實施外語教育，教師是最關鍵的因素，因為教師的語言能力、教師的

類型（專業教師還是級任教師）、教師對於學生的態度、課堂活動的設

計和評價的方式，都對學生的興趣、動機和認知能力產生直接的影響(王

薔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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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好的外語教師，是具有良好的語言能力(包含目標語和母語)，

並明確了解兒童的語言發展，以及該年齡段學生需要達到的學習目標。

對於復雜的語法或文化概念，教師可以適時的使用母語進行解釋，協助

學生理解，這對外語教學有積極的作用。此外，小學階段的教學方法強

調愉快的學習方式，如：遊戲、故事、歌曲、歌謠等，這樣的教學方法

適合小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認知發展，有利於記憶和學習興趣的保持，適

合小學生注意力時間短，對敘事性故事理解性強、好動、喜愛遊戲和歌

曲的學習特點。當然，外語教師的養成教育和持續性的在職教育，不斷

精進教師的語言能力和課堂的教學能力，也是提升外語教育的重要關鍵。 

六、結語 

  語言就是文化，語言學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習得的歷程，沒有適

當的語言輸入和文化環境，語言的學習成效有限。臺灣九年一貫課程的教育改

革，語文教育的內涵已從一元化邁向多元化(林武獻，2004)。臺灣實施外語教

學的主要目的在提昇國民的英語能力，培養與世界接軌的雙語人才，進而涵養

國民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包容，展現具有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意識(毛連塭，

1993)。外語學習是一種能力和技能的培養，需要大量的聽說、閱讀和寫作的實

踐，學生只有在大量的語言實踐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掌握外語。 

文化是一種生活，文化是人類生活的整體呈現；學習是一種態度，學習是

人類成長的進步動力。此行歐洲參訪，滿載而歸，更深深體會到，充實本國語

文的內在涵養，兼顧外國語文的有效學習，才能薪傳及包容多元文化的衝擊。 

我的生命行囊，因豐富的體驗學習，更加多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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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參訪照片 

    

荷蘭小學 Willemsparkschool 校園一景 參觀         Willemsparkschool 課堂教學活動 

  

Willemsparkschool 小朋友分享結交筆友活動                與 Willemsparkschool 小朋友合影 

        
參訪比利時法語文化體政府教育機構      參訪比利時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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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茶會--比利時 Brabant Wallon 師範學院   Brabant Wallon 學生分享實習心得 

        

巴黎 Argenteuil 小學教室一景               巴黎 Argenteuil 小學走廊一景 

    

    呂慶龍大使簡報臺、法關係現況           有家鄉的味道--駐法國臺北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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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比法三國初等教育之外語教師培訓與在職訓練 

--主管機關、學校如何鼓勵或提升英(外)語教學-- 

蓬萊國小 劉芳如 

一、前言 

歐洲聯盟統合之始，主要著重於政治及經濟上之發展，及至 1973 年爆發的

世界性石油危機重創了各會員國的經濟後，歐盟轉而省思人力資源的培訓對於

促進穩定經濟的可能性。隨著歐盟的擴大，官方語從 4種增加至 20 多種，其中

因不同語言之間的溝通、官方文件及歐盟會議的翻譯成本、各會員國國內少數

民族的語言，使得包含母語與外語的語言教育逐漸受到歐盟重視，陸續倡導整

合性教育與訓練計畫(丁元亨，民 91；黃彥蓉，民 91)。 

現今在歐洲，人民要能完全掌握新的工作機會，先決條件之一是要具備良

好的語文能力。單一市場架構下的自由流通，倘若歐洲市民，除了母語以外不

具備任何第二外語（歐盟會員國中其他國家或民族的語言）能力，將導致其與

新環境的互動產生問題，進而有適應不良的情形，流通意願也隨之降低。體會

到外語知識的重要性，歐盟各國的外語教育有向下延伸、提早接觸的趨勢。 

臺北市自九十一學年度(2002)起全面實施國小英語教學，與歐盟舉辦「歐

洲語言年」(European Year of Language)鼓勵在學前教育與小學階段開始語言

學習的時間大致相當。本次歐洲參訪活動，除了實地參觀其外語教學，亦希望

透過和當地教育主管機構的互動，瞭解政府方面如何培訓外語師資，學校方面

如何鼓勵校老師參與英(外)語的教學，教師如何提升英(外)語教學的知能。以

下是蒐集國內相關研究與本次參訪所見所聞做一佐證，藉此做為北市後續推動

英語教學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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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外語教育政策 

歐盟為促進人力資源培育的經濟效益，達成「世界上最具競爭力的知識經

濟實體」之目標，創造更公平、文化融合無間的社會，致力於規劃各項教育政

策，主要包括有蘇格拉底計畫、達文西計畫、青年計畫、田普斯計畫等分期推

動。 

1976 年歐盟通過一項名為「教育行動方案」之決議，歐體政策的重心逐漸

轉移至人力資源、能力培養及知識創新方面，而語言議題也首次被提及。 

1986 年歐盟成員國簽署了《單ㄧ歐洲法》，致力單一市場的整合，此時語

言的衝擊更是深刻，有鑑於此，歐盟便於 1989 年提出一項名為「共同外語教學

計畫」，此計畫亦為歐體語言政策的具體行動揭開序幕。 

1992 年馬斯垂克條約簽訂，確定了歐盟於教育領域的法律基礎，而語言政

策便可引據教育條款，並依輔助原則制定相關計畫，至此歐盟語言政策才得以

真正落實，於此之後，歐盟更制定出一系列的語言相關計畫。 

根據魏淑雯(民 94) 取自「歐盟推動早年學習外語教育政策與措施」(EU 

language learning policies in early start)報告，彙整有關歐盟在鼓勵「早

年學習外語」的重要政策如下： 

1995 年歐盟「邁向學習社會的教與學」白皮書訂定歐盟公民通曉三種語言

(母語外加其他兩種語言)的目標，教育部長理事會議歐盟公民通曉三國語言並

建請各國在小學推動實施早年學習語言。 

體會到外語知識的重要性，歐洲議會、歐盟理事會與執委會於是公佈了一

項提案，聲明 2001 年為「歐洲語言年」(European Year of Language)，目標

之一是鼓勵在學前教育與小學階段開始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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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歐盟執委會於 7 月通過「推動語言學習與語言多元性：2004-2006

行動方案」，其中與小學外語教育相關之目標為「母語外加其他兩種語言：從

小開始」(Mother tongue plus two other languages: making an early stat.)。 

其中有關多元語言學習計畫（LINGUA）於 1995 年正式納入 SOCRATES 計畫

和 LEONARDO DA VINCI 計畫中，其主要目標為啟發語言學習動機與發展語言教

學工具，所以此計畫亦稱為「增進歐盟外語教學計畫」（European Community 

Programm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within the Community）。LINGUA 計畫內容概述如下(吳建民，民 96)： 

第一階段(1990-1994)為實施初期，分為五個行動，內容為： 

1. 提供外語師資在職進修的促進措施：希望由此行動來促進在職外語教師的

知識技能，並鼓勵語言教學的多樣化，特別是少數語言的使用。此行動除

了支持在職外語教師赴國外參與訓練課程外，還包括語言教師訓練的合作

計畫，以協助歐洲各訓練機構設立語言教師的訓練計畫。 

2. 促進各大學外國語言的學習，以及發展外國語言教師的職前訓練：此計畫

主要為促進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中外語學習之措施，尤其是語言教師

的職前訓練，其補助範圍包括各大學的合作計畫以及學生與教師於高等教

育機構交流之經費。 

3. 增進工作與經濟生活方面外語知識的措施。 

4. 促進青年交流活動的發展。 

5. 補助措施。 

第二階段(1995-1999)納入 Socrates 計畫架構中，分為 A.B.C.D.E 五項行

動方案，內容為： 

A.語言教師訓練之歐洲合作計畫：主要目的為語言師資的培訓計畫、培育外

語教學人材、提升在職或職前教師的語言專業能力及知識，並鼓勵歐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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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語言的學習。…此計畫之經費來源由執委會負責，主要資助對象有高等

教育機構任教的教師、外語教師以及各層級的教育機構。 

B.在職語言教師培訓計畫：主要提供經費給在職語言教師於所學語言之國

家，進行 2-4 星期的語言進修課程。針對具備三年以上教學經驗之外語教

師、以他國語言進行教學者、中斷教學後欲回復教學的外語教師及教育崗

位上從事稽查工作的人員，均可提出申請。優先考慮較弱勢語言之訓練的

申請，回國後必須從事每週至少三小時的外語教學；經費由各成員國政府

自行負擔。 

C.未來語言教學教師培訓計畫：對於將來可能從事語言教學之外語教師，以

及具備兩年以上之高等教育資格並擬定未來教學計畫者，執委會提供3-12

個月到當地國擔任語言教學輔助人員（簡單來說就是交換老師），以當地

國官方語言為主，幫助其實際熟悉語言溝通技巧和認識當地國的教育體制

和文化，輔助教學的工作地點不得經常性更換，以三個機構為限，並優先

以弱勢語言國家申請為主；經費由執委會提供。 

D.語言教學工具發展及語言能力評鑑計畫：鼓勵各成員國發展多媒體教學的

應用、遠距教學等，使教學更多元與創新。 

E.語言學習聯合教育計畫：針對兩個國家職業機構的青年合作，為期 14 天

以上。 

第三階段(2000-2006)，分為 Lingua1 和 Lingua2 兩個行動，內容為： 

1. 促進語言學習計畫：提升歐洲公民對於歐盟多語言特質以及終身學習的

優點之認識，並透過媒體發起的相關活動、競爭比賽、語言議題的宣傳

等，鼓勵歐洲公民開始語言學習。 

2. 語言教學及外語能力評量的工具發展計畫：鼓勵發展及分享多元、創新

的語言的教與學，確保有足夠的語言學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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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尊重各種語言，遵行輔助原則，以輔助性的角色處理語言教育相關的

事務，為各會員國提供歐盟層級的發展空間及經驗交流，而非建立一個統一的

語言教育政策(張鈿富等，民 96)。 

三、荷比法三國初等教育之外語教師培訓與在職訓練 

職前訓練及師資養成的部份，荷、比、法三國的初等教育階段的訓練機構，

是由大學或大學以外之高等教育機構負責；這些學校也可以負責培訓初等教育

階段的外語教師(如本次參訪的比利時 ENCBW 天主教師範學院)。但是在比利時，

欲擔任初等教育階段的外語教師，尚需取得特別證書（沈柏君，民 91）；在法國

則是要通過考試，再進入機構或學校進行為期一年的教育訓練與教學實習，由

當地的教育協會觀察其各方面能力及特質，是否適合於教學工作。 

在職訓練及教學增能的部份，因應歐盟 2002 年「及早學習外語」的政策，

幾乎每個國家都視教師的在職訓練為一種權利，同時也是一種義務(沈柏君，民

91)。在荷、比、法三國，除了提供有意願擔任初等教育外語教學的現職教師，

參與有關外語教學的教材教法課程，同時也鼓勵教師到外語國家(歐盟區域為主)

參加在職訓練，藉以提升語言能力，也更深入了解他國的文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比利時和法國，他們鼓勵大學主修外語學系的學生，

可以在暑假期間參加外國遊學課程(Training Travel Trip)，藉以實地運用目

標語言、認識其他國家的朋友，相信有助於這些未來的外語教師，提升其語言

溝通能力，並開展寬廣的文化視野。 

教育訓練，特別是國外留學的花費相關高，各國均無法資助所有的學生或

教師參與這類活動，因此語言「助學金」(assistantships)制度及兩校或兩市

的「交換計畫」應運而生。申請者透過相關的計畫方案，到國外去協助當地教

師教授語言，藉以提升外語能力和深入瞭解當地文化。主管國際關係的公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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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也有負責學生的特別部門，有時候則會代付住宿費（沈柏君，民 91）。 

因為國小階段主要是合科教學，在荷、比、法三國，在很多規模較小的學

校，一般國小教師仍要教所有科目，包括外語教學。為了因應「及早學習外語」

的政策，有關外語教學資訊的流通，如：教材的選擇、活動設計與編寫、教法

的經驗分享、研習的資訊、外語教學的理論…等等，必須充分的提供給第一線

的教師。在荷蘭就由當地的 Europeens Platform 這個教育文化機構負責蒐集相

關資料，成立資料庫中心，並建置網站供教師使用；在比利時也由三個不同文

化體開發相關的資訊交流網站，更建置教師人力資源庫，方便學校的校長(Head 

Teacher)找到適合的外語師資。 

在比利時有所謂的雙語學校(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學校課程中

除了本國語及哲學課外，其他學科均可選定以外語教授。實驗學校更可從幼稚

園、國小或國中開始實施雙語教學。在荷蘭我們所參觀的兩所中小學均為實驗

性質的學校，Hu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烹飪學校即是以英語教

授餐廳服務、餐點製作、體育、藝術、戲劇等科目。 

四、結論與省思 

根據本次參訪及前述之相關研究，茲提出下列幾點淺見，供臺北市主管機

關、學校訂定鼓勵或提升英(外)語教學之教育政策的參考：  

1)多元的教師進修：臺北市「全面實施英語教學推動小組」師資資源組，

每年都會安排英語教師到臺北歐洲學校或美國學校進行短期的在職訓練，對提

升教師語言能力及接觸不同文化有很大的助益。惟進修的時間較短，對象亦不

夠普及；如果能利用寒、暑假中不影響正常教學的情況下，以補助或其他獎勵

方式，規定英語教師到臺北歐洲學校或美國學校，甚至是到國外參加 1-2 個月

的在職訓練課程，或至外國學校短期任教，相信必能提升英語教學的能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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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促進雙方文化的交流互動； 

2)雙語教育的發展：語言的學習需要有沉浸式(Immersion)的環境及有意義

的生活運用。如果能培訓具外語能力且有學科專長的教師，鼓勵以英(外)語為

授課語言的雙語教育，分階段(國小、國中、高中)選定學科以外語授課，相信

對提升學生外語溝通的能力及學習外語的動機，有其正面效益。  

 最後，感謝教育局安排本次歐洲參訪活動，讓關心臺北市英語教學推動工作

的夥伴們能越洋取經，增廣見聞；更感謝承辦學校－文化國小黃校長及其行政

團隊細心的聯繫安排。正如「歐盟多語執委歐邦就任週年的回顧與展望」（趙

燕祇譯，民 97）所強調的：語言不是阻礙 (obstacles) ，而是機會

(opportunities)；不是障礙(barriers)，乃是橋樑(bridges)。期待自己能以

此行的收獲與心得，協助莘莘學子掌握英(外)語所帶給他們與世界接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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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頌、乳酪、巧克力世界中的英語教學 

--談荷比法三國英語教材、課程與師資培育 

成功高中 崔世玲 

 

羅浮宮前玻璃金字塔 

一、前言 

 身為高中英文老師，對於學生不習慣老師以英文授課，或要求在課堂上用中

文回答問題的情形，一直感到困惑。因為台北都會區的孩子接觸英文的年齡，

早已降低至學齡前，就理論上而言，學生應早已習慣說英文的環境。深入了解

後，得知在考試壓力下，不少學生已將英文等同於繁複的文法結構，與接連不

斷的大小考試。英文不再是童年愉快的學習經驗！單單應付考試，已讓學生筋

疲力盡。加上大環境課程設計中，並未強調聽說能力訓練，學生也欠缺練習機

會與對象，以致於連成績不錯的學生，也只會讀英文考高分，並未能實際運用

英文於日常生活中，不少人對於英文也抱持敬而遠之的態度。 

 歐洲各國種族複雜，大部份國家皆使用多種語言。多年前赴德、捷旅行時，

英文幾乎無用武之地！然而這個情形近年來逐漸改變。在越來越多國家加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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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且企圖在這個類聯合國社區(community)中開創更多商機時，英文再度成為

這個多語區域首選的共同溝通工具。甚至也連帶使得荷比法三國在官方語言之

外，開始重視英語教學。然而在當地多語文化的環境下，英語教學的成效如何？

課程又是如何設計安排，成為我這次參訪觀察的重點。 

二、參訪記實 

1.荷蘭 

1-1 荷蘭英語教學現況 

荷蘭自 1986 年將英語列為 11-12 歲學童必修課程中後，2008 年已有 139 所

學校開設早期英語課程(early English)。主要重點在教授口說英語，強調溝通

之重要性，用遊戲、故事、戲劇等有趣方式進行。而歐盟教育部(European 

Platform)荷蘭辦事處，也提供獎金鼓勵老師提出 etwinning 教案，以期透過網

路教學，增進學生對其他文化及語言的了解。並進行國際性教學合作，以強化

教學效果。中學才開始設雙語課程，並以英語、荷語各半的方式上課。 

 許多家長與老師在初期極為排斥將英語列為必修課程。但歐盟教育部

(European Platform)提供教師在職訓練與諮詢，英語教學相關網路連結資訊，

並設有圖書館，提供英語教學參考書籍。此外，政府還提供經費，讓各學校自

行運用，才逐漸化解各方疑慮，順利將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小學。 

1-2 課程 

 小學課程以聽、說為主。不教音標，提供學生大量 input，以使學生能夠自

然以英語與人溝通。及至中學，再將文法與拼字融入課程中。並鼓勵學生透過

網路與電視，接觸課外英語相關資訊。課程所教授的英文，則不限英式英文

(British English)，而是全球性英文(global English)。 

1-3 師資 

 大部份學校偏好雇用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為英文老師，但歐盟教育部也協助

學校，從歐洲各國聘用主修英文的大學生為英文助教，到與荷蘭締盟之姐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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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英語教學。 

 
與參訪中學老師 Sue Donnelley 及 European Platform 代表 Kirsten van Mansom 合影 

1-4 Hu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中學參訪記錄 

這是所職前準備中學(pre-vocational school)。課程安排以為學生日後就

業作準備，除一般課程(如 history, PE, cultural studies, art, computer)

外，格外強調觀光英語(bilingual touring English)、烹飪、餐廳禮儀與服務

(hospitality, working and serving in restaurants)，期使學生畢業後，能

立即投入就業市場。 

1-4-1 課程 

鑑於英語為從事觀光餐飲服務業必備工具，因而本校在一般課程之外，設置

英文雙語課程。目的在於訓練學生習慣用英語溝通，以便日後就業時，能較他

人佔優勢。因此教學重點在於口語訓練，採用融入式教學法(immersed 

program)，在課堂中模擬讓學生習慣聽說英文的環境。 

 在英文雙語課程中，隨學生年級增加，而逐漸增加以英文授課的時數。例如，

十二歲的學生(相當於台灣國一生)，一開始每週有三小時課程，以英文進行。

當學生不了解時，老師會佐以荷語解釋。課程內容與生活結合，並依學生英文

程度分為三組上課。年級越高，英文課時數也越多。除英文外，包括體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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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烘焙、餐廳禮儀課，皆盡量以英文授課。並鼓勵學生以英文溝通或回答問

題。例如，參訪時即看到老師在體育課以英文講解遊戲規則。 

溝通性教學為本校課程中心。因此老師並不苛求學生口說英文的文法正確

性，以降低學生開口說英文的焦慮(anxiety)。文法教學則以演繹法方式進行：

由老師提供的眾多例句中，讓學生規納出基本文法規則，少有機械式的書面文

法練習。 

 此外，實作經驗也是課程中重要的一環。雙語課程學生在以英文進行的烘焙

課中所製作的餅乾、蛋糕，可以在學校點心角(snack corner)中販賣，供其他

學生或鄰近地區居民購買。而修習餐廳禮儀與烹飪課的高年級學生，每週亦有

一天晚上正式實習的 restaurant night，當晚學校餐廳將對外開放訂位。參與

學生均需穿著帶有校徽之正式服務生服裝，讓學生真實體驗用英文在餐廳服務

的經驗。不僅讓學生深刻體會英語的實用性，同時也增加學生學習的成就感。 

1-4-2 教材 

除一般來自英國之英文教科書外，老師們竭盡腦汁設計出可吸引學生的生活

化教材。例如參觀起司農莊(cheese farm)、麵包廠、劇院等校外教學課程。也

配合各種英語系國家節日，籌辦節慶派對或慶祝活動，並邀請家長參加。例如，

在萬聖節前，老師會以英文食譜教學生如何煮南瓜湯，並在烘焙課先教授食譜

中相關英文單字。而在耶誕節派對前，老師們便會為派對當天的戲劇表演做準

備。他們會先帶學生熟悉英文劇本、排練並邀請家長觀賞。而在派對中，有家

長出席的學生，將會以英文介紹自己的父母給全校師生。 

另外，老師們也會要求學生收集網站上的食譜，並附上簡單的英文與荷語單

字說明。也會要求學生以英文寫 email，與姐妹校的學生聯繫，讓英文與生活緊

密結合。 

1-4-3 師資 

 由於以英語為母語的合格教師數量不多。因此，本校英語課程師資以接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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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練的荷蘭本國籍老師為主。英語雙語課程，則每班有一名以英語為母語的

英文老師，及一名荷蘭籍老師。英文老師負責以英語上課，而荷蘭老師則負責

以荷蘭語翻譯解釋，類似台灣雙語幼稚園每班有中師、外師作法。荷蘭本國籍

英語老師，每週需接受兩小時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所設計的在職

訓練課程。 

2.比利時 

2-1 比利時英語教學現況 

 荷語與法語為布魯塞爾的官方語言，而英語則為第二外國語。而比利時法語

文化體自 1998 年立法鼓勵雙語教育，以法語以外的語言教授其他課程，即部分

學校所設之融入式課程(immersion program)。採用溝通式教學法，雙語課程佔

總課程比例，隨年級增加。希望小學畢業時，學生能與以英語為母語的同齡學

童相當，並能以英語無礙地與他人談論日常生活話題。而比利時中小學入學並

無學區之劃分，家長可視個人需求，決定是否讓子女接受融入式英語教學。 

2-2 課程 

 課程必需符合歐洲語言架構(European Network)。各校校長(head teacher)

於學年開始時，決定該年度老師所教授之科目。課程設計以溝通為主，因此只

教基本的聽、說、讀的技巧。 

2-3 師資 

 一般師資來源有二：一為師資培育學校，二為大學修過教學相關課程者。英

語教師則以接受過在職訓練之本國籍教師為主，較少聘用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

教師。但合格教師難覓，擬立法提高具有教師證書的合格教師薪水，以吸引更

多人投入教職。 

2-4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參訪記錄 

 

與參訪師院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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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利時高等教育，分成的五年制大學教育(university education)，與三年

制的非大學高等教育(non-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兩種。前者學習專業

科目，學成獲頒碩士學位，但若要在中學任教，仍需接受額外訓練。而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屬於後者，乃著重訓練學生任教於學前教育機構、小學

與初中(lower secondary education)。凡高中畢業者皆可進入這所師範學院就

讀，並於三年後獲得學士學位。 

2-4-1 課程 

 本校課程設計除了教學理論相關課程外，還著重英語口說與書寫能力的訓

練，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的了解，希望學生在校第一年英語能力能達到歐洲議會

所制定的 B1級的英語程度，也就是要能以英語廣泛談論自己熟悉的話題。第二

年開始以英語、荷語各半的方式上課，並希望學生能達到 B2級的英語程度。第

三年學生們開始實習，到小學觀摩正式老師的授課過程、準備教案、與老師討

論、並於下學期開始試教。此時學生應具有 C1級的英語程度，亦即要能以英語

作較長的演說，並能了解英語對話中的言外之意，才足以應付教授英語時，所

將面對的挑戰。而在三年課程結束後，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也提

供補助，鼓勵學生參加在英國或其他歐盟國家所設的融入式英語課程，以加強

自己的英語能力。 

 此外本師院還定期開設教學工作坊，讓學生與老師共同討論教案與教學過

程，採「從做中學」、「教學相長」的哲學，來協助學生成為更優秀的老師。 

2-4-2 教材 

 主要為生活化真實化教材。因強調教材真實性，所以鼓勵學生至英語系國家

旅行。除了可增長見聞、強化英語能力外，並可帶回當地出版的英語教材供日

後教學使用。學校亦舉行教育旅行，帶學生至根特(Gand)等比利時大城市，參

觀當地文教機構，並要求學生以英語報告旅行見習心得。 

2-4-3 師範學院學生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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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級學生負責報告的內容，分為課內與課外活動。在課內活動中，學生

播放了一段他們仿「豆豆先生」劇情演出的短劇。劇中並無台詞，而讓觀眾從

演員肢體動作中明白劇情。由此點出：教師若要順利達到教學目標，在課堂中

必需給予清楚的指示與說明，否則極易像短劇中一樣，讓學生迷惑、誤解，而

無法達到原本所預期的教學效果。 

 在小學實習部分，學生們強調遊戲的重要性，並運用許多自製的生活化教

具，以吸引學生專心上課。例如，學生們以紙屋和雲，來引導學生將所學的英

語天氣用語，應用在真實生活中。並以字卡、圖卡，來讓學生以圖文配合的方

式，學習英語單字。 

ETC(English Theater Company)則是實習學生以戲劇方式，來引導約

14-15 歲的學生學英語。這些實習生們，根據自己學生程度，選擇合適的劇本，

用兩節課的時間，以小組方式帶學生練習，然後在班上演出一齣英語短劇。雖

然事前準備頗費時，但不失為一項有效吸引學生主動學習英語的活動。 

報告中課外活動部分，則介紹法蘭德斯(Flanders)教學實習教育旅行。這是

由二年級學生，至法蘭德斯地區的魯汶市(Louvain)參觀兩週，並觀摩荷語及英

語課上課狀況。學生覺得不僅在教學法上受益良多，也是個磨練英語能力的好

機會。 

3. 法國 

3-1 法國英語教學現況 

 歐洲議會建議，歐盟國家內每個學童要學習至少兩種外語。而法國的語言教

育政策，乃根據歐洲語言架構所制定。所以現今法國學校內提供多種外語課程，

包括英語、西班牙語、德語、義大利語等。家長可自行決定要讓自己孩子修何

種外語。自 2002 年開始，英語已被列為小學必修課程。而根據統計，2007 至

2008 年間，百分之八十二的學校選擇開設英語課程。 

3-2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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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著重口說與溝通，且根據歐洲語言架構，將學生的英語能力劃分為

A1、A2、B1、B2、C1、C2 六級。並希望學生在小學畢業時，能達到 A1 的程度。

亦即能聽懂一段英語對話、歌曲或謎語。並以標準化測驗，就發音、文法與單

字量等項，評量學生的英語程度。 

3-3 教材 

 除了現成如 Cambridge 等出版社，所出版之教科書與光碟等輔助教材外，也

架設網頁，提供教學相關資訊連結，鼓勵教師使用網路上的英語資訊，自製生

活化的教材。而教師可自由決定要使用何種教材，並由學校負擔購買教材費用。 

3-4 師資 

 在法國要成為老師，需先進入名為 IUFM 的(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Formation des Maitres)師範學院就讀。英語教師還必需通過口語能力測驗後，

再接受一年訓練，始得成為合格英語教師。而 IUFM 除培育新教師外，也提供教

師在職進修課程，以增進教師英語能力。此外，法國教育部也聘用法國境內以

英語為母語人士，協助英語教學。 

三、心得 

1 教學參訪  

此次荷比法三國教學參訪，深覺各國人民的民族性，對於英語教學是否成

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三國中，以荷蘭人最為友善。而荷蘭境內，不論官

方的 European Platform 荷蘭辦事處，或學校，乃至民間，都已深深體認英語

為世界語言之必然性。雖然英語非荷蘭官方語言，但荷蘭境內，大街小巷的英

語化程度極高。除在觀光景點，以英語與當地人溝通無礙外；連一般超市中店

員，即使無法用英語應答自如，也可聽懂簡易英文。可見該國英語教育之成效！

除了正規教育外，日常生活中，荷蘭人也可透過許多英語電視頻道，接觸和英

語有關資訊，如新聞或電影、娛樂等和日常生活相關訊息，使得許多荷蘭人在

母語與英語間，能自由轉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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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參訪行程中的 Hu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中學，以職業學

校開設雙語課程，頗令我驚訝！因為技職體系學生，在台灣向來因其學習動機

不高，而容易被忽視。一般老師們，除期望他們能學好一技之長外，不敢在學

業上多加要求。但該校不但加強英語課程，並就學生專長與未來就業方向，設

計相關實用英語課程，以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此點足以讓我們引為借鏡，或

許可以為技職體系，以及原本學習成效不佳的學生，開創出另一種學習英語的

途徑。 

 在比利時參訪時，可感受到官方的加強英語教學的強烈企圖心，但一般人民

則仍習慣以法語溝通(以布魯塞爾與布魯日為例)。在布魯塞爾所能看到的英語

電視台，銳減為兩台。連教育部官員以英文簡報或回答問題時，也時而停頓，

需以法文彼此討論後，才能順利回答提問。因此，個人覺得比利時英語普及化

程度不及荷蘭。而且比利時法語文化體政府義務教育司的報告內容，大多針對

該國整體教育現況，而未能單獨針對英語教學作說明。再加上此次在比國參訪，

雖參訪了師範學院，看到學生教學演示，但未能實際進入校園，觀察學生上英

語課實況，不禁讓人質疑官方說法與教學實況差距有多大！？而對於教師介聘

資料網路化，比利時目前仍在起步階段。而台灣在這方面早已有完備的教師甄

選網頁，應會更容易找到合格的英語教師。 

 至於法國，雖然官方極為努力推行英語教學，但也許受民族性所影響，加上

長久以來英法兩國間的瑜亮情結，使法國政府在推行英語教育初期，遭遇不少

抗拒。甚至連家長、老師都不願學英文！但因著國際現實情勢所趨，配合政府

修法及廣設英語課程後，情況略為好轉。但仍面臨師資不足，及一般人不願意

主動說英語的困境。連負責初等教育外語教學的官員，及英語教學總督學，在

簡報時 ppt 檔案竟仍是法文而非英文寫成，令人匪夷所思！雖然官員們試圖以

英語翻譯法文所寫內容，但和在比利時參訪時，同樣有著未實際參訪學校，無

法得知政策真正執行效果。相關教育官員簡報，仍流於官方說法，而未能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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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現況仔細說明！ 

在巴黎只找到 CNN 一個英語電視台，其他所有標示皆是法文。連訪談中一位

英語教師，也坦承法國學童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英語刺激不夠多。單靠學校老

師每週一至二節英語課的時間，要教會學生能以簡單英語與他人溝通，根本不

太可能！這與台灣英語教學的困境雷同，但台灣學生在課堂外所能接觸到的英

語相關資訊，比法國學生多；加上法語與英語都使用相同字母，學生們常會將

用法語發音來念英文字，這又增加了法國學生學好英文的難度。 

普遍而言，法國人並不認為他們需要主動說英文，連在巴黎百貨公司中都很

難以英文溝通。只有在羅浮宮及凡爾賽宮此類國際性文教機構，才能看見英文

版解說。可見英語與日常生活的相關度，不僅決定該國人民是否願意努力學習

這個語言，也是一個國家的英語教學是否成功的關鍵性指標。 

若把這次在荷比法三國所看到的英語教學現況與台灣比較，值得慶幸的是：

台灣目前合格本國籍英語師資充足，並無師資供應不足問題。而且台灣家用無

線網路與有線電視的高度普及率，不僅讓台灣的英語教師能方便運用網路資源

及英語電視節目為教材，更能讓台灣學生有更多機會在課堂外接觸英語。然而，

就地理位置而言，歐盟各國間距離近，國際往返頻繁，荷比法三國學生比台灣

學生有更多機會接觸來自不同文化語言背景的人。在不可能學會各國語言的情

況下，英語自然而然成為最佳的溝通工具。再加上這三國的英語教學皆著重在

口說能力培養，以達成日常生活實用溝通的目的。與台灣以考試領導教學、注

重文法紙筆測驗的教學方向大異其趣。個人覺得這是導致台灣英語教學的成

效，一直無法在現實生活發揮的最大因素。 

2旅遊行程 

 歐洲各國長久以來致力於古蹟保存，此行所到之處眼目所及，盡為歷史悠久

之活古蹟。雖因季節之故，未能親眼目睹繁花盛開的荷蘭。但阿姆斯特丹市區

綿延的各種山形屋，正如環肥燕瘦、各有特色。精巧的各類木鞋與風車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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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突顯荷蘭人的巧思。而台夫特(Delft)市中心，至今仍保有維米爾時代的十七

世紀風情，漫步其中，格外能欣賞台夫特藍瓷的古典與優雅。 

 兼容古今風貌的布魯塞爾，現代化的電車穿梭於古典的市政廣場外圍，讓人

有穿越時空的錯覺。而若將布魯塞爾比喻成廣見市面的大家閨秀，則布魯日

(Brugge)就像是小家碧玉般恬靜。不論走在運河旁，看著滿載遊人的船，輕拂

過水面；或走在石板路上，看著沿途店家精心布置的櫥窗；或觀察糕點師傅們

現場示範手工巧克力的做法，都讓人不自覺地放慢腳步，慢慢欣賞這個有「西

歐威尼斯」美譽的城市。 

 對於巴黎這個號稱全世界最浪漫的城市，我的第一印象並不好。它除了像許

多大都會一樣擁擠髒亂外，巴黎人的驕傲與高姿態也是讓人難以忍受！但看了

艾菲爾鐵塔、凡爾賽宮、羅浮宮後，才漸漸明白法國人的驕傲其來有自。他們

不只眷戀於昔日路易十四太陽王朝的榮耀，也自豪於能擁有眾多令觀光客瞠目

結舌的世界級收藏。只不過這種驕傲，勢必無法抵擋全世界的經濟衰退的趨勢。

倘使法國人再不正視英語為世界語言的必然性，不僅在歐盟中失去許多商機，

也終將在全球市場中退出領導地位。此次參訪，不僅看到許多知名的美術館、

博物館，造訪西歐許多美麗的城市，更有機會了解荷比法三國英語教學實況，

可謂受益良多。 

與法國英語教師 Madame Humbert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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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比法三國英語教學之比較 

 荷蘭 比利時 法國 

家長老師對

英語教學接

受度 

初期排斥→目前已全

面實行，且接受其必

然性 

(參訪簡報未提) 仍有教師家長反對質

疑英語教學必要性 

英語師資 1.受過在職訓練之本

國籍教師 

2.英語為母語之外籍

老師 

以接受過在職訓練之

本國籍教師為主，鮮

少雇用外師 

1.本國籍教師為主

2.以英文為母語人士

則只擔任輔助工作 

教材 1.教科書  

2.自製生活化教材  

3.相關戶外教學 

4.英文戲劇欣賞 

5.英語相關網頁 

1.教科書  

2.自製生活化教材 

3.英文戲劇欣賞

(ETC=English 

Theater Company) 

4.英語相關網頁 

1.教科書  

2.自製生活化教材 

3.英語相關網頁 

課程 強調口說能力與溝通 強調口說能力與溝通 強調口說能力與溝通

英語在生活

中實用程度 

最高 中等 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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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比法三國英語教材、課程與師資培育 

富安國小  沈佳慧 

一、前言 

身處變化快速的現代社會，唯有不斷地進修，才不至被社會潮流所淘汰。

因此，終身學習已列入我的生涯規劃中的重點項目，我也自我期許在英語教

學專業領域有更深一層的見解。當得知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舉辦了「歐洲英語

教學參訪」消息之後，我就立即請示校長和主任們是否可以參加，很感謝他

們都很支持。目前我的短期生涯目標包括積極參與各項教學以及各項研習活

動，並從事教學現場的行動研究、創新教學，解決在課堂中所遭遇的問題，

以期望自己能在求新求變的教育現場中，發展教師專業、豐富自己的閱歷，

以及不斷充實自己具備一位好老師應有的知能。我很珍惜這次教育參訪的機

會，因為參訪團裡的教育界夥伴們都富有豐富的學術涵養和教學經驗，大家

這幾天相處起來也都非常融洽，我也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中學習到許多待人接物

的道理，這是個相當寶貴的經驗與收穫。 

這次的教育參訪，我主要完成的報告是：每個國家（荷蘭、比利時、法國）

小學外語教學負責單位、課程、教材、師資來源（native speaker?）、性質（必、

選修）、堂數（周）、評鑑，在參訪的過程中，我也提出一些問題作更深入的探

討，很高興在此與您分享！ 

二、學校參訪 

（一）荷蘭（Netherlands）教育參訪 

1. Willemspark School  

第一所參訪的小學是荷蘭的 Willemspark School，全校約兩百五十位學生，

共分成八個 Groups，其中的課程規劃也有所不同。Group 1 & 2 是透過遊戲活

動來學英文；Group 3 & 4 是訓練學生從聽的能力漸漸轉換成說的能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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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from listening to speaking）；Group 5 & 6 是從接收的語言能

力轉換成產出的語言能力（a transition from receptive to productive 

skills）；Group 7 & 8 則強調聽、說、讀、寫四種語言能力的精進。這所學校

設備非常完善，情境佈置讓人眼睛為之一亮，回來台灣之後無論大人或是學生

看到照片都讚賞不已！那裡的老師和學生們都很熱情親切，也很大方的和我們

介紹課程和學習成果。 

我們到的時候英語專任教師 Ageeth Verbruggen 正在和學生進行動物

（animals）主題的故事教學，她大量的使用繪本和 flash cards，有一本是

animal pop-up book，另一本是 Eric Carle＇s The Bad-Tempered Ladybug。

教學對象是 Group 1 & 2 的學生，所以她也融入了許多的 songs and chants with 

TPR，例如：Numbers finger plays from one to ten, apple songs, touch your 

elbow, wash your hands，她還有請學生演出動物的動作讓全班同學猜猜看這

是哪一個動物，教學氣氛非常熱絡。一個班級雖然有三十位小朋友，但都很乖

巧有秩序，當 Ageeth Verbruggen 說 ｀If I touch your knee, you can sit on 

the floor.＇ 目的是讓坐在後方的小朋友能夠看清楚故事。這些 warm-up 

activities 不但做了很好的班級經營，也讓學生具有很好的專注力來學習語

言！ 

Storytelling time 和學習情境營造 國際交流作品 ｀Flat Stanle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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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下來參觀的班級教室座位是用小組來排列，學生們正在進行｀Flat 

Stanley＇的 project，內容是透過彩色的紙娃娃 Stanley 與其他國家的小朋友

進行英文寫作交流，也拓展了國際觀。Ageeth Verbruggen 很重視學生的口語溝

通能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和信心的培養，她請學生兩人一組練習

用英文來對話，學生都很大方的展現英語能力。這所小學一天有五堂課，從

8:30-15:00。 

教材方面，Ageeth Verbruggen 出版了一套適合國小學童的教材 Just Do 

It!，當她得知我也是英文老師之後，她非常熱情地和我分享教學活動設計，包

括 word search puzzles, crosswords, craft activities, speaking exercises 

and singing songs，官網 http://www.talen4kids.com。本身就是教材設計者

的她，充滿了創意與熱誠，雖然相處的時間只有一個早上，但可以感受到她對

教學的投入，非常的令人欣賞！ 

Willemspark School 網站 http://www.willemsparkschool.nl/。 

荷蘭教育主張英語教學是從幼稚園開始，荷蘭有 96 所學校主張從小就要開

始時英語教育，Willemspark School 就是其中一所。這所學校是從幼稚園就開

始實施英語教學，學童和家長都給予正向的回應，有關於教師的語言能力則是

要雙語。 

在評量方面，Ageeth Verbruggen 分享一個標準化測驗「Anglia」，網站

www.angliaexams.com，Group 6 的學生必須接受 Anglia exam 聽、說、讀、

寫的測驗。Group 8 的學生則必須達到 Level 6 的程度，這樣才能做好準備，

銜接至雙語的中等教育。 

2. Europea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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聆聽 European Platform 的簡報與 

討論語言教學政策 

European Platform 提供的 

教學資源書 

在荷蘭，我們還有到 European Platform 聽 Earl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主題的簡報並且討論語言教學政策。他們強調英語教學以多元方式呈

現，例如：Storytelling, songs, activities (TPR), games, and drama. 期

望學生從活動中學習這世界語言，並且順利銜接至中等教育還有未來延伸發展。 

在 European Platform 這裡除了有好幾層樓的辦公室之外，其中還有一區是

「教師資源區」，就像是個小型的圖書館，裡面有多樣的教材和教學設計手冊，

有開放借閱，是個很好的教學資源中心。 

（二）比利時 Belgium 的教育制度： 

在比利時的首都布魯塞爾（Brussels），我們參訪了一個教育行政機構以及

一間學校，即為比利時的法語文化體政府義務教育［初、中等教育］司，和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 

當天 9月 24 日（三）早上我們到法語文化體政府義務教育［初、中等教育］

司，官方網站 http://www.enseignement.be/。比利時的學校一週有 28 堂課，

一天約 5-6 堂課，從 8:00 - 16:00，包括法文、數學等課程。正式評量則是從

小學五年級開始，由 head teacher 來決定課堂中何時上課和下課。教師們可以

參加師訓研習課程，或是與同事一同研討課程設計來精進彼此的教學。 

比利時從 1983 年開始就訂定了法令，規定 6歲到 18 歲（共十二年）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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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雖然幼稚園教育在比利時並非義務教育（no school obligation），

但是在比利時學前教育非常普及，所以孩童在 6歲以前通常會被送去念幼稚園。

接著到了小學教育，是從 6歲到 12 歲，這是第一個階段的義務教育。小學畢業

之後就進到中等教育學校（secondary school），從 13-18 歲。 

Primary school organization in Belgium 比利時小學教育年齡和對應年級 

Age Appellation 

6 1P 

7 2P 

8 3P 

9 4P 

10 5P 

11 6P 

除此之外，比利時小學教育之教學目標主要分成三個項目： 

一、教導學生讀和寫的能力。 

二、培養學生使用基礎數學做為解決問題的能力（problem-solving skills）。 

三、培育學生其他領域的知識，包括：時間和空間架構、地理、歷史、自然、

科技、環境、公民，以及讓第二外語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 

  
法語文化體政府義務教育 

［初、中等教育］司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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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 

我們當天下午繼續前往參訪 Brabant Wallon 天主教師範學院。這所學校師

資培訓的老師就是小學在職老師，可以給予同學們實務經驗的分享，平時也會

有強調 learning by doing 的 workshop 來讓這些接受師資培訓的同學們從中成

長與進修。在他們大學的第三年的時候需要去國小教育實習教英文，為期共三

個月。實習的時候，學生學習依照科目來自己設計課程，而評量的內容也是以

教學小組討論訂定出來的。 

我再將比利時的教育制度細分成以下四個項目： 

(1) 比利時的師資培育訓練： 

一開始的師訓階段是 non-university education 部分的課程。必須接受三

年的師資培訓課程訓練，從每年的十一月開始，這些接受師資培訓的大學生們

必須到小學去教荷蘭語；第二和第三年也必須傳授給一年級的新生一個星期一

次的課程。在我們參訪的當天也看到了幾位大二學生來觀摩大三學生是如何呈

現報告的。 

在師資培育課程裡，包含了許多語言課程，有教育、文化認知、文法、口語

溝通技巧等，也有許多像是教育心理學的課程。在三年的課程之後，這些大學

生就有資格在小學教荷蘭語或英語。 

(2) 自由的教育在比利時： 

每一所學校有權力去選擇、發展和建立自己的一套教育制度，包括：如何僱

用教師、校長遴選、課程規劃、教材教法、學生評量機制，以及學校財務管理

等事項。 

(3) 比利時面臨的教育問題： 

第一、 因為授予各校太多的自由和辦學的權力，導致無法完全做好協調，來讓

比利時的教育制度整體上來達成共識。 

第二、 學校系統的分歧。因為學校彼此之間有不同的特色，所以當學生參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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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性的測驗後成績就有所差異。 

(4) 比利時在教育的未來目標趨勢： 

比利時從過去的十年來，朝向 centralize school systems，有共同的目標

來建立新的規則，進而應用到各級學校。未來的目標趨勢內容有：（一）學校有

相同的目標，（二）學校課程必須遵循建立好的架構，（三）對學生的規範建立

一套標準，（四）對學生進行額外的評量。 

（三）法國 France 的教育制度： 

1. 參觀訪問巴黎第一區 Argenteuil 小學 

在法國，六歲到十一歲（共五年）為小學教育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階段。目前在法國已經有二到三所小學教中文，不久的將來，會有更多的學校

進行中文的課程。從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到荷蘭、比利時、法國這三個國家

都不約而同地強調培養孩子們的語言溝通能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這也帶給我不少的省思，因為教學的最終目標是盡可能地給予孩子豐富的語言

刺激，教他們這語言的工具，除了對外語興趣的提升，也期望他們能夠運用外

語來與人溝通。 

法國的小學生畢業大約在他們的十歲到十一歲，必須達到 A1 的等級。法國

的孩童在八歲的時候，也就是畢業前三年開始學習法文。一個禮拜有一小時又

三十分鐘的課堂時間是進行英語教學。法國在 2002 年就開始有雙語教育的課

程，學校裡約有 60％的老師可以進行雙語教學，所以在師資培訓的過程中就必

須要有雙語能力的養成。他們的母語是法文，第二外語則大多以英文和西班牙

文為主。Argenteuil 這一所學校共有八種的第二外語，孩童在六歲到十六歲必

須學會英文。除此之外，在法國的義務教育階段是到十六歲。 

法國因為是中央集權，所以師資培育和在職教育是由政府提供經費。師資培

訓必須三年，一年主教一個科目，在法國教書的教師月薪大約是 €1500，工作

待遇較好，所以投入教職志業的競爭較荷蘭和比利時激烈，例如只需要 3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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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可是來參加徵選資格的老師有 2000 位，所以會從中篩選合適的教師。 

來到 Argenteuil 小學，參與報告的老師都是第一線的教師，他們分享了許

多網站，也帶了很多學校使用的教材和教學資源書籍給我們閱讀，例如：教師

資源書 Accents Toniques 以及 Gail Ellis 的 Storytelling Handbook。在當

地有個很推薦的外文書店是 Ahica bookshop。老師們推薦的網站是

www.missionlangues.scola.ac-paris.fr（這是一個小學校育教學資源的網

站）。 

Argenteuil 小學的教材是透過老師的專業研討來決定，這和臺灣的小學英

語教材選用的方式是相同的，這所學校還提供了經費採購教材。有關於評量方

式，我歸納了此次參訪的三個國家：荷蘭、比利時和法國，大多數的學校有舉

行定期評量，但是仍有少數的學校沒有給學生紙筆測驗評量，而是透過多元評

量（multiple assessment），例如：做個人或是團體報告、口語表達或是完成

作品來呈現學習成果。 

 
與巴黎第一區 Argenteuil 小學 

英語教師 Chantal 進行訪談 

巴黎第一區 Argenteuil 小學 

使用的教材和繪本 

我私底下請教了 Argenteuil 小學的英語專任教師 Chantal 一些問題，她表

示在法國一個班級大約二十到三十位孩童，這還要看該學校整體的規模，他們

當地的孩童到了中學的時候才會開始學第三外語。 

除此之外，對於閱讀教學相當有興趣的我，加上在法國看到很熟悉、也是最

喜歡的繪本 Eric Carle＇s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還有 less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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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請教 Chantal：「當她說故事的時候，她會翻譯成學生的母語給他們聽嗎？」

她說：「不會」。在台灣進行閱讀教學的時候，第一線教師常會面臨一個挑戰，

就是學生常會反應聽不懂故事，結果閱讀教學的流程就會使用中、英文夾雜的

方式進行，可是這樣就無法給孩子充足的語言輸入（input），況且在台灣每週

有 80 分鐘的英文課，在法國每週有 90 分鐘的英文課，其實時間都是有限的，

所以我很欣賞這位老師強調用外語來說故事的觀點，這也成為自己未來在進行

閱讀教學很好的楷模。 

在經過訪談之後，得知 Argenteuil 小學的學童們的必修科目有：數學、法

文、英語、體育、音樂、藝術、自然科學、歷史、地理、公民。每天上學時間

是早上 8:30-11:30；13:30-16:30。早上大約有 2-3 堂課，中間休息 20 分鐘；

下午有 2-4 堂課，一樣中堂休息 20分鐘。每天共有 6-8 堂課，一個教室有一位

老師。 

2. 教育行政機構座談和駐法代表處 

當天下午，我們到了駐法國台北代表處（Bureau de repre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在法國，學生一個星期總共要上五十小時的課程，每一位

小孩除了法文之外（compulsory），也必須學習一個 foreign language 和 

second language，因為語言能力是非常重要的，學校可以決定學生要學習的外

語為何。除此之外，外語教學由局長決定學生學習必須精熟的程度。學生在小

學階段倘若不會讀、寫法文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但是以目前的趨勢，不會

英文的話也是不被允許的，不過現今學校機構遇到的問題是想要增加課程科

目，可是又受限於時間有限，這也是目前法國教育遇到的難題。 

在師資培訓部分，每一個星期 6-8 小時的師訓課程，使之具有教師資格。 



臺北市九十七年度國民小學國際交流參訪活動 
 

 ∼84∼ 

  
駐法國台北代表處 法國教育政策研討 

三、好站推薦： 

這次參訪回來收穫頗多，除了上述文章內提及的網站推薦，在此再與您分享

其他的好站資源： 

1. 若您想瞭解歐盟國家教育體制全面資訊，可選擇流覽 Eurydice 網站，該網

站特別詳細地介紹了歐洲各國之教育體制。 

http://eacea.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ydice  

2. 荷蘭的初等教育制度： 

http://www.minocw.nl/english/education/292/Primary-education.html 

四、結論與省思 

再次感謝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舉辦了這次的歐洲英語教學參訪，也謝謝文

化國小在事務上的規劃、聯繫和資料彙整。 

我將以我在歐洲英語教學教育參訪學得的專業知識以及對教育的熱誠

進行經驗分享與成果發表。我也願意貢獻心力，推動英語教學以及提升學生

對英語學習的興趣、視野和英語能力。本人必以努力誠懇及謙卑學習與奉獻

的心態，來繼續積極地投入臺北市國民小學英語教學推動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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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比、法三國英語教學補救教學措施 

興雅國中  林淑媛 

前言： 

荷、比、法三國外語教學政策，把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小，當作是學校必

修外語語言之一，也是近幾年的事。特別是這三國國土雖然緊緊相聯，但因歷

史、文化與政治等因素，這三個國家實施英語教學的措施也迴然不同。筆者負

責的議題為「補救教學」，瞭解參訪的學校對學習困難、低成就、資源班學生進

行補救教學或特殊教育的措施。 

然而，較遺憾的是，所參觀的三所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都很直接的表示，針

對英語科的補救教學並無特別的配套措施。據筆者的觀察，或許是因為這三國

的教育思維並不像台灣以升學為導向，把所有的學習思緒幾乎集中在考科上，

而是多元化、適性化發展。加上這三國國際化色彩深厚，是多語的環境（特別

是荷蘭與比利時），除了英語學習，學生還有其他可以選擇的語言或學習領域去

發展，不需刻意對自己不愛或不擅長的科目拼命鑽研。 

其次，這三國在「歐洲共同語言參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簡稱 CEF）下對國中小所設定的語言能力目標相當簡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簡

易的口語溝通能力」（communicative ability）。在大環境的薰陶、可供學習選

擇的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與務實的語言能力培養下，除了特殊學困或

身心障礙的學生必須特別實施特殊教育外，教師對於一般學生自然就不會刻意

實施英語科的補救教學。即使是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基本上也在其他科目出

現學習困難。若學校要實施補救教學，勢必是從課程規劃全盤著手，而非只針

對英語科進行，然而這樣的課程規劃也不像是刻意的「補救教學」，嚴格說來，

是給學生更多的學習選擇與適性發展。這樣的課程規劃尤其以職業教育發達的

荷蘭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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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這三國筆者所接觸到的教育單位分別細節報告。 

一、國際化程度甚深與職業教育發達的荷蘭 

 荷蘭位居歐洲四大河川流入北海的三角洲地帶。這些大河雖然為荷蘭帶來嚴

重水患，卻也促使荷蘭成為全歐洲的港口，貨運和人潮匯聚，成為一個貿易國。

鹿特丹數十年來是世界第一大港。史基浦國際機場（Schiphol Airport）是歐

洲空運的樞紐，許多亞洲及美商公司也選擇將歐洲總部設於荷蘭。又因地處德、

英、法三國文化交會處，除了國際化程度很深，也造成多種語言在該國的使用。

而長期以來水患嚴重，人民在治水過程中培養出務實的生活態度與高科技的研

發水準，也影響荷蘭人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再者，自古以來，荷蘭的思想自由，

十六、十七世紀整個歐洲的知識份子選擇在荷蘭印製書籍，因此也深深影響荷

蘭的學術自由。所以，荷蘭人對教育的態度是適

性發展、多元且務實的培養學生的生活能力。 

 雖然荷蘭語是國語，但是受到歐盟成立與國

際化影響，英語在荷蘭也是極為通行的語言。不

論商店、書店，英語標示、進口的英文原文書數

量，是在其他非英語系國家少見的。荷蘭自國小

一年級開始，英語與荷蘭語並列必修，中學再修

第二外語，大學更以全英語上課、撰寫論文，和

瑞典並列歐洲的先驅。幾乎每一位荷蘭人都會說

英語，並且會說一種以上的外語。這樣的多語能

力除了是大環境使然，教育政策也是一大因素。 

 筆者參訪的學校 Hubertus Vakschool ROC 

van Amsterdam (www.hubertusvakschool.nl) 是

位於首都阿姆斯特丹裡的一所公立中學（secondary school），屬於「預備職業

學校」（Pre-vocational School），修業三年。就學年齡為 12-16 歲左右，與台

 

學校入口大廳的餐桌擺設與玻璃

櫥窗陳設食品販售，點出該校的

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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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國中生相當。該校大致分成「一般科」（general courses）與「職業類科」

(vocational courses)。學生可依其興趣與專長選擇要讀的類型，通常家長也

不會強迫學生該選擇哪一類別就讀（全國皆然）。該校職業類科主要提供餐飲相

關的職業訓練（tourism, tailor, hospitality, cooking）。校內職業訓練的

設備詳盡齊全，與職場無異。如果社區附近的學校無提供可讓學生選擇的職業

類科就讀，學生可能要辛苦一些，到比較遠的社區去唸書。 

一般科的學生採雙語學習。凡是歷史、戲劇、理財、文化、經濟，都是英語

上課。甚至筆者觀摩的體育課、美術課也是全英語上課。學校負責英語教學的

主任會隨時進到教學現場聽老師使用英語的情形。學生畢業前預估英語能力需

達 CEF 的 B1 或 B2 級，甚至更高的級數，以備高等教育的需求能力。而職業類

科英語能力較弱，除了有一門專門學習英語的課程外，上職業類科時仍採用其

母語教學，但是仍然希望學生畢業前可達 B1或 B2 級。 

 除了經鑑定是特殊學生，要以特殊教育或治療（therapy）以外，一般學習

落後的學生，學校會施以補救教學。通常並不是特別針對英語一科，因為這些

孩子普遍對各科都有學習落後的情形。補救時間通常是在下課（2:30）後有六

位老師協助學生與教師進行充實課程（enrichment）。針對英語語言能力，並不

像台灣這樣是把教科書再重教一次，而是針對孩子的興趣需求，設計學生喜歡

的活動來訓練學生英語語用。例如：戲劇（drama, theater）、歌謠韻文（rap, 

chants）、烹飪、體育、節慶活動等。負責解說的教師強調，特別是戲劇表演，

學生一向不敢說英語的，竟然都非常喜愛戲劇活動演出，而且敢用英語表達。

而學校也經常舉辦發表會（presentation），讓學生在家長面前表演，給予他們

英語學習的成就感。如果無法給予學生相關的補救教學措施，學校也會聯繫其

他學校協助合作。 

 從這所學校的教學情形來看，頗符合前述荷蘭這個國家多元發展且務實的作

風。即使是補救教學，在台灣是極困擾教師與教育行政主管的頭疼問題；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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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以教師專業，全盤規劃的作法以符合學生興趣與個別需求，真正培養學生

帶得走的能力，是我們值得思考與借鏡之處。 

二、錯綜複雜的政治文化體系展現多元發展的比利時 

當車子一駛進繁華熱鬧的布魯塞爾，擁塞的車潮預示我們來到全世界矚目的

歐洲的心臟：歐盟的行政中心。比利時自詡是「歐洲的首都」，因許多國際重要

事務部會組織就設在布魯塞爾。例如：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部分的歐盟議

會、以及目前的歐盟行政總部。歐盟自成立以來，由原先十個會員國迅速擴展

至今二十五個，辦公區不是一棟大樓，而是十數棟大大小小的大樓聚集在一區，

因事務繁雜，擴充迅速，目前加緊趕工興建更多大樓，使布魯塞爾市更顯擁擠，

古蹟與新大樓對比交錯，也映照比利時複雜的

政治與文化體制。 

其中一棟辦公大樓外牆的巨幅海報，

「multilingualism」一字不只明確點出歐盟對

各種語言的尊重，也是比利時這個複雜歷史背

景的國家在語言政策上的寫照。 

熟悉比利時立國的背景都知道，比利時夾在

荷蘭、德國與法國之間，政治與文化深受這三

國影響，自然也反映在國家複雜的體制上。先

不提其複雜的行政區劃分，單就負責教育事務

最 高 的 主 管 機 關 -- 「 文 化 體 政 府 」

（communities），即分成三個：北方的荷語文

化體、南方的法語文化體、與東南方的德語文

化體，負責教育政策、學校體制、課程教學、學校事務。荷語、法語、德語即

為比利時的官方語文，各區自然依其文化背景教授語言。 

因國內就是多語的環境，所以，在國小除了自己文化體所在地的語言學習，

 
歐盟一棟辦公大樓外牆的巨幅海

報，「multilingualism」一字明確

點出歐盟對各種語言的尊重，也是

比利時這個複雜歷史背景的國家

在語言政策上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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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各校更依學生的程度，可從幼稚園起由教師決定進行第二種語言的「浸潤

式」（immersion）學習。例如我們參訪的布魯塞爾市屬於法語區，小學一年級

就同時實施荷語教學，中學可選擇德文或英語。但是，因多語教育造成的困擾

也促使比利時許多學校第二外語教學逐漸以教授英語為主，而中文有日漸受到

青睞的趨勢。 

因比利時無學區制，家長可依其需求、經濟能力與學校聲譽選擇學校就讀。

若住家附近的學校無適當的語言教學符合家長需求，學校裡的 Head Teacher 可

透過 community 協助家長尋找適合或符合其意願的學校讓學生就讀。但因為無

學區制，不可避免的，許多學校與家長會拒絕弱勢學生或貧窮學生就讀該校。

「Positive discrimination」（確實有歧視）是比利時教育裡潛在的問題。 

比利時的補救教學的定義與作法與台灣不太一樣。比利時也和荷蘭一樣，職

業教育發達，很早就依學生的興趣與嗜好做分流教學。除了一般的學前、國小

與中學的義務教育，尚有特別教育（Specific Education Systems）供學生選

擇，例如：中學的選替性教育（Alternated Secondary Education）、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以及浸潤式語言學校（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等。前兩者具有補救教學的功能。該國對於一般學科較弱的學生，中學的選替

性教育就是很好的選擇。一般的中學（Secondary School）從 12、13 歲起，修

業六年，一入學即有職業教育可選擇修習。學生年滿 15歲以上，除了一般課程

（general course）外，同時還接受職業訓練（professional training），與

校外商店企業合作，也要簽約，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益。特殊教育是針對身心

障礙學生為主，依專業教師鑑定，根據其障礙類別分成八種（例如：輕微智能

障礙、情緒障礙、失聰、失明…等），轉介到特定學校就讀。而台灣的特殊教育

則包含資賦優異教育。法語文化體政府在今（2008）年 9月 12 日通過一項國民

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的法令草案，讓學校可以容納更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加強特殊教育的功能，以補特殊教育學校不足，避免學生需要到很遠的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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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讀的問題 [註1]。 

若是一般學生在學習上有困難或落後情形，一般學校裡的教師並不會主動進

行補救教學或特別輔導，而是轉介學生到特定的修習機構或校外的補救學習場

所。據我們當天參訪的法語文化體政府人員所描述，學校裡的 Head Teacher 會

透過文化體裡的網絡（network）去協助轉介。而陪同我們參訪的駐比利時代表

人員也提出親身的例子證明這一點。當這位代表全家搬來布魯塞爾，小孩的學

習較跟不上，他曾到學校和教師談過，教師委婉表示不會特別協助，反而給他

一些清單，建議家長和學生到校外的一些機構學習。目前因為比利時的教育制

度很複雜，他們現在有一個極浩大的網路資料庫建置工程，預計 2011 年完成，

讓學生、家長、教師與教育相關機構的脈絡關係建立得更完善，以便對學生的

輔導與教育更能個別化的照顧與轉介。 

三、從自尊的強國到英語教育急起直追的法國 

法國是世界強國，不管從哪一方面來比，幾乎是名列世界前茅，也因此，法

國人的高傲自尊不是沒有原因的。我個人在荷蘭阿姆斯特丹和法國巴黎街頭所

觸及的人、旅館服務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差別待遇。在阿姆斯特丹，人人和

氣有禮；在法國，卻感覺備受歧視，連旅館服務人員也趾高氣昂的。當然，法

語也是世界強勢語言之一，其嚴謹的語言結構，更是國際重要文件簽署所用的

語言版本（version）。另外，英、法兩國互為世仇，由來已久，法國人說什麼

也不願意學英語。然而，歐盟成立，尊重多語的理念開始動搖法國人的思維。

今（2008）年更因為法國輪到歐盟主持國，英語的暢行無阻讓法國政府不得不

思考急追英語教育的必要性。兩年前法國駐歐盟代表用英語發言，讓法國總理

席哈克拂袖而去。反觀現任法國總理沙柯吉，試圖說服法國人要尊重人權，國

際會議上不該堅持講法語。今年九月，法國教育部長達柯斯宣示英語流利的重

                                                 
1  資料來源：教育部電子報，326 期，2008-09-25 出刊，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提供。取自教 

育部網站：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windows.aspx?windows_sn=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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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前者引起保守派的圍剿，後者引起法國教師撻伐，卻仍不改法國教育部

的決心，要在國小實施英語教學。然而，英語並非義務教育，而是眾多語言教

育的一個選擇。 

筆者在巴黎參訪的 Argenteuil 私立小學即是巴黎第一所實施英語教學的小

學，並和數學等其他科目一樣受到重視。該校除了英語，另外提供中文、俄語、

阿拉伯語等八種語言可選擇學習（大部分學校僅能提供兩種外語）。會提供這樣

多的語言學習機會，是因為巴黎有為數眾多的外來人口、駐外單位的人員與觀

光客。法國光是外國觀光客一年的人次就與該國人口一樣多（約六千五百萬

人），是世界第一旅遊大國。因此，英語教育也務實在「溝通能力」的培養，但

不偏廢讀寫的能力。目前法國小學畢業前要求至少會兩種語言能力（一本國語

和一外國語的基本溝通能力，A1級）。因中學要開始實施第二外語教學，所以可

供選擇學習的外語就更多樣。而在職業學校，外語學習也是同等受到重視與要

求。只可惜，因大多數的人重科技，輕人文，造成語言師資不足，這是法國實

施外語教學的困境之一。目前教育部已著手利用現有師資做在職訓練的計畫。

雖然國小實施英語教育的確受到家長不小的阻力，但是，比起更大的世仇——

德國，家長倒是比較能接受小學的英語教育，全國選修英語的比例高達 85％。

因為小學英語教學仍在起步階段，學校教師除了團隊合作自選編教材，巴黎市

教育單位還建置英語教學網站，供教師在職進修與學生自習使用。 

 而法國的補救教學一如荷蘭、比利時的教育思維一樣，提供學生多種學習管

道，不刻意要朝一般類科發展，職業教育也一樣受重視。當然補救教學也不是

針對英語科而來，而是針對學習能力落後學生進行輔導。依 2002 年頒訂的法令，

補救教學是教師的責任，國小每天一小時，中學二小時。我們所參訪的這所私

立小學，補救教學由導師負責，利用每天中午休息時間進行。所以，教師「單

打獨鬥」，較無整體補救教學計畫或額外的課程設計。再者，如果學生的外語學

習成效仍然不彰，可以學其他科目來抵一門外語學習課。加上各入學階段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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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考試篩選機制（但有語言能力測驗），因此，法國人不太說其他外國語言也不

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下午參訪駐法代表處，呂慶龍大使特地邀請法國英語教學總督學

Geneviève Gaillard 女士向我們介紹目前該國英語教育的工作方向。最大的工

程即是在歐洲共同語言參考架構下，編纂各架構裡的能力指標與細目、語言結

構（Sentence/Grammar Structure）、課程設計。目前已進行到 A2及 B1 級，相

當於國小畢業與中學階段的能力。盼日後完成，我們也可以有一份做為國內語

言能力指標修訂的參考。 

心得： 

荷、比、法這三國的英語學習和台灣很像，英語並非母語，而是第二語言(ESL）

或外國語言（EFL）。有趣的是他們現在「篳路藍縷」的路和台灣九年一貫向下

延伸到小學學英語的來時路一模一樣。只是他們比台灣多一個好處——大環

境。雖然歐盟一棟辦公大樓外牆斗大的海報標榜歐盟「multilinguism」的政策，

但歐盟組織打破國界藩籬，國與國之間關係密切，不可否認英語是比較共通的

語言，因此，各國自然而然有這樣的需求與環境要學英語。 

站在比利時首都布魯塞爾的歐盟辦公區，人潮洶湧，各國辦事處林立，更可

以感受身在地球村的震撼！而即使自尊高傲的法國也不得不把英語列入國小二

年級的學習科目之一。即使有家長強力拒絕學英語，也無法改變大環境的事實。

這真是有趣的改變。 

這三國的學生進入中學左右，更鼓勵再多學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外語。 

學語言，無他，「環境」是不可抹滅的重要因素！ 

台灣四周環海，在歐洲特別感受台灣隔世的「孤獨」。說好聽是「屏障」，但

要國際化，要像歐陸各國來去自如，暢行無阻的感覺，台灣四周環海反而變成

自我封閉的孤島。 

我想，也不必去爭辯或疵議政治人物過去如何鎖國或狹隘的世界觀。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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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真的要與世界接軌，恐怕有兩個問題要思考： 

一、怎樣創造有利的外語學習環境？這也是 Vygosky 社會建構論裡重要的一

個語言學習理論。 

二、除了英語，是不是也要考慮開放多語的學習機會？歷年來我在演講當中

不斷的問，學生為什麼要學英語？除了英語，難道沒有別的選擇嗎？我有學生

英語學不來，卻自學而把日語或西班牙語說得嚇嚇叫的真實案例。 

筆者這些年來有幸參訪國內各縣市學校英語教學，也接觸各縣市教育局英語

教學的實施報告。擔任教育部中央團團員期間更參與一些教育政策的推動，在

今年五月底的年度大會即以「補救教學」為主題，各縣市代表分享推動的成果

與提出困境，以及學術單位在教育現場實驗觀察發現到的問題提出報告。我在

台下聆聽，尚不覺得驚訝。這次參訪卻給我重大的一擊——台灣的英語補救教

學比這三國起步要早，政府的補助措施也較完備，但是為何仍培養不出在日常

生活簡單應對溝通的能力？ 

因為我們仍停留在升學思維，教科書反覆教學，學習內容重複演練，難怪成

效只有 5％！而學生回歸一般班級學習，又退步了。我們何時可以像這三國一

樣，真真切切以學生適性適才發展為考量？確確實實照顧學生學習興趣與需求

來設計課程？這當然涉及大環境的思維與制度。不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

們九年一貫課程教育改革雖然也搖搖擺擺走來了，我們還有努力空間可以再走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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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offer slow students 

in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An attempt to learn from these EU countries: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France. 
by Nancy Poon 

Minghu Elementary School 

明湖國小潘嘉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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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of PEE in Taiwan, reasons and difficulties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was started in 1999. It was first 

experimented on Taipei City Public Schools’ fifth grade students, with two 
classes per week. Due to a sudden demand in a larg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nationwide, the government held an open public exam 
to acquire potential candidates to fill the supply. These candidates were to 
consequently receive teachers’ training and to becom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However, this exam was only conducted in Taipei, which means that 
most candidates would be working in Taipei if they were to become teachers. In 
the year 2000, English classes began in the third grade with two classes a 
week. However, some schools begi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irst grade, due to 
either parent’s demand or the individual school’s interests. Because of this 
imbalance, concerned parents begin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English cram 
schools for a head start and many new English cram schools sprang up during 
this time.  
 
Present situation in PEE of the 3 European countries 
    In all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we visited, English is taught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primary schools, with students at the age of ten to twelve. 
However, in Belgium and in France, English is available to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ly if their school offers the subject. This means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competent English teachers.  
 

During this trip, we visited a special primary school, namely the 
Willemsparkschool i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he school director said to 
us that they start teaching English at the early age of four, which is the first year 
of school. It is one of the 96 schools in the Netherlands that starts teaching 
English at an earlier age than the country’s some 8000 primary schools. 
Parents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early English teaching and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eight times more) to sustain the program. Because of this, 
the students are of a uniform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parents can spend more 
time on slow learners. I was therefore not able to obtain much information on 
my research subject.  

 
In Willemsparkschool, we were lucky to be able to observe teaching 

sessions in the first year as well as students’ demonstration session in the third 
year. We were also able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I find 
out that these young students are not afraid to make mistakes while u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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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They showed and told us about a project called “Flat Stanley” 
that they were working on. It is a letter-writing project that these students write 
letters to students in Ghana about themselves and to read letters sending back 
to them from Ghana’s children.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is clear – 
communication. Students learn the language by finding it use in read life 
instead of rote memorization. 

I later find out that the core objective in teach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to 
obtai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is objective is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o 
us by different authorities;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teachers and to 
teachers-in-training, in all three countries. So, when this skill is finally 
demonstrated by these young students, there should be no surprises. 

 
Testing and evaluation in PEE and ways to offer slow learners 

The use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 is almost non-existent at the primary 
school level. In fact, in Belgium, entrance exams for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re non-existent, except for art education and medical studies. As 
teachers from Taiwan, we find this really hard to believe. How do you know that 
students have learned? How do you make sure that students ha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skills? How do you show parents what their children do all day at 
school? How...  Wait a minute, didn’t the students write letters to their 
pen-friends in Ghana? Surely teachers can assess students from the letters 
and they are truly a sign of English competency to show parents and offici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doing these projects and being tested in an 
exam are: 

1. The lack of student anxiety of a test. 
2. The lack of 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s. 
3. The lack of the need for cram schools (which do not exist in these 

European countries). 
4. The lack of standard answers that hinder creative thinking. 
 
If there are no grading and no ranking, it is not obvious to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slow learners. Psychologically, students will have less 
chance to give up on themselves. Sadly to say, I see so many students giving 
up on their English learning, some not even because they are slow learners, 
but because they are slow starters. A mere number in score can really have 
detrimental effect in a young mindset. 

 
European Ways that we can adop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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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problems exist in PEE in all three countries, too. Howev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it is the policy makers who acknowledge them and are 
determined to solve them. I learn from this trip the following ways that we can 
adopt in Taiwan: 

1. It is crucial tha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ficial and the teachers have 
the same consensus as to what the students should learn.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is consensus is reached in all three countries. 

2. Make sure that our teachers are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gain trust from 
parents, so that our poor students don’t need to go to cram school after 
school. 

3. Diminish the importance of testing scores, and if possible, eliminate 
standardized-answer tests altogether in order to stimulate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EU countries, 

 
Afterthoughts 

When visiting the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I can’t help to compare their 
English capabilities. I find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in Amsterdam and Brussels 
speak better English than that in Paris, France. And that back home in Taipei, 
Taiwan, the general public have very little capabiliti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ough this situation is improving). I have asked several young people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from Belgium and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they give 
me the same answer: to watch English programs on TV.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national view towards English affects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In both 
Amsterdam and Brussels, English is an accessible language that the learners 
find its use. However, since French i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EU, 
the French people’s need to learn English is not as imminent, and that English 
is less accessible to them. 

 
 As I was researching on the subject, I find interesting views from the 
following blog http://johangijsen.blogspot.com/2008_09_01_archive.html  In 
his blog, Mr. Johan pointed out the success in raising the abilities of slower 
learners in Finnish education. 
 

“…Finland’s teachers offer remedial plans (one-on-one) for about 20% of 
its total high school students, paid for as overtime work by the government. 
Taiwan’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sought in cram school education… The 
Finns believe that faster learners can study on their own or have more free 
time for other activities; slow learners need more help… By impro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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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us raising standards of their 
general citizens, a Cambridge University survey shows them to be the 
“happiest” people in Europe, after the D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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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 Teaching Visiting Programme in the European Setting: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France  

by HUANG YING CHUAN 
 Shing Ya Elementary School 

興雅國小黃瀅娟 

It was truly an honour to attend the European EFL and Teaching Visiting 
Programme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September.  I wish to extend my greatest appreciation to two 
elementary schools: Xing-ya, where I teach English, and Wen-Hwa, which 
organized the whole schedule.  
The three countries we visited were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France.  
During the trip, the schools and the official delegates offered me wonderfu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which will benefit my teaching.  I was inspired not only 
by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he schools but also the education philosophies 
applied within the countries.  Most of all, the places we visited were extremely 
friendly.  Here are my notes on visiting the schools and education 
organisations, plus some reflections on my 10-day immersion in Europe. 
1. The Netherlands: Let's go Dutch 
'Independence' is deep-rooted in Dutch society.  The Dutch people respect 
individuality and learn to deal with differences starting in childhood.  
Concentration on one thing at a time i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I noticed that 
these elements were reflected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as I stepped into the 
Willemspark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a highly communicative and interactive 
EFL class.   
Willemspark Public Primary School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re are about 30 children in the kindergarten.  Including a Montessori 
school,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s about 200~250 in tot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rts at age 5, lasting for 7 years.  Still, children can go to school at 
4 years old as well.   
Complying with government requirements, each school has set up its own 
curriculum and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learning programs for students.  
As for EFL education, Willemspark is one of the 96 schools in the Netherlands 
that starts at an earlier age than the other 8000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e aim of EFL i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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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Curriculum at Willemspark for children aged 4-12, designed by Ms. 
Ageeth Verbruggen 

1. In groups 1 and 2: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is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through play  
2. In groups 3 and 4: a transition from listening to speaking. Teachers 
encourage the pupils to use English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o 
extend their speaking skills 
3. In groups 5 and 6: a transition from listening/speaking to reading/writing 
skills. Group 5 children start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4. In groups 7 and 8: a focus on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In these two years, the 
children use ‘Making a Start’ which includes English texts with questions, 
speaking exercises, grammar, vocabulary building, etc. 
 Assessment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From group 6 on children do 

Anglia exams for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Group 8 pupils do exams at level 6 in order to be well prepared for bilingual 
secondary education. 

 Teaching Philosophy 
1. In general, the school conforms to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decided on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in 1996.   
2. The reasoning of education is to look for shared experiences in the class.  
That is to say teachers teach from the students' viewpoint.  Furthermore, if 
difficulties occur,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say "Sorry, I don't know the 
answer."  
3. All children hav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he class.  Teachers look for 
what students can do, not what they can't do. 

 EFL teaching methodology 
 The learning of grammar: It starts with 4-year-old children.  The approach is 

through natural ways (playing, drama, singing, interaction) to help them 
discover rules.  The focus is mainly on vocabulary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At age 6, students start to read in English, e.g. singing with pictures, 
storytelling with pictures and learning to put pictures in order afterwards. 

 At age 8, students start to write in English.  In Willemspark, pen-pal 
exchange with an African country, Ghana, called the Flat Stanley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At age 11, the school adds French lessons once a week.  The curriculu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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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 the morning, French at 3 pm. 
Generally speaking, because students also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school and 
at home, they are used to being surrounded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I 
notic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very interested to learn English.  Perhaps this is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ir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y can even use 
English in the supermarket.  With regard to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re 
is a class assistant to help if necessary.   

 Kindergarten class teacher Ms. Ageeth Verbruggen 
Her teaching approach: emphasis on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lso 

integrating English with drawing, drama, music.  The class is a holistic English 
environment.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such as: rhyming from 1~10, "number nine, they are 

mine"  
 Using flash cards to introduce animals and having students act out what the 

card is 
 Storytelling with pop-out story books 
 TPR: singing with gestures.  E.g.,  Sit down, clap your hands 

Classroom management: "If I touch your knee, sit on the floor" so that 
children sitting in the back can see clearly. 

Social interaction: The teacher tries to answer kids' individual questions.  
2. European Platform: Discussions on Language Teaching Policy  
Presenter: Ms. Elly Deelder, Early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r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There are about 100 bilingual schools (mainly English) in the Netherlands.  

The rationale behind early English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at English is a world 
language but it is assumed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before the age of 7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In addition, it is good preparation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beyond.  Also, l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playing is fun and adds new energy 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Current EFL situation in Dutch elementary schools 
The target language equals the spoken language, as almost every Dutch 

person can speak English. The English at this level is focused on global 
English.  In particular, one aim is to establish an idea amongst the school, 
parents and society that it's natural to have an accen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using English to communicate. There is a clear separation between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for children younger 
than 8 years old, they don't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School autonomy is granted to enable a mo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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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sign for students How much autonomy is enough for EFL is a 
debatable question. 
 Earl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arning in a playful way is promoted to make English learning functional 

and accessible, especially for little children. Learning from a book is boring 
and is not the right learning style for all children.  So instead, through 
storytelling, songs, activities (TPR), games and drama, children pick up the 
language naturally. Instead of preaching or informing children that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speak in Dutch, the school rather, tries to encourage them to 
answer in English. As children learn/speak English naturally, learning 
phonetics seems to be unnecessary.  They will learn writing and reading 
after they turn 8 years old. 
 Suggested Preparation for EFL 
 It has to be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informs parents, the 

school board, and education authority inspectors  Training the primary 
teachers, i.e. the homeroom teacher about teaching English is important.  
There is currently no standard for qualification in teaching English in primary 
school.  

 Prepare suitabl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ake a timetable for learning aims 
 A course methodology, regular evalua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 colleagues 

can assist teachers with self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earl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Communication!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projects, such as exchange programmes, 

E-mailing or using Skype with a foreign school  The teaching of other aspects 
of languages, such as culture, traditions and geography is also essential. 
3. Ministère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The French Community of 
Belgium 

Presenter: Gerard & Jean-Louis,     Ministère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Ministry of the French Community  比利時法語文化體政府初、中等

教育司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The Kingdom of Belgium is composed of three communities: the Flemish 

(Flämmisch) or Dutch Community, the French Communi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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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speaking Community.  The Communantés ha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education policy, curriculum design, 
school management, etc.  Belgium is also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the 
Flemish Region (Het Vlaamse Gewest), the Brussels Capital Region (Bruxelles 
Capitale/Hoofdatad Brussel), and the Walloon Region (la Région Wallonne).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economic policy, public works, public transport, urban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re Dutch, French and 
German.   
 Briefing on Education: the French-speaking Community 
 The main objective of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competencie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e other aim of 
education is personal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citizen and give them "equal social emancipation 
opportunities."   

 Assessment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chool.  Belgium believes 
that tests do not indicate a student's potential.  Rather, they give us an 
idea of the current level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school. 

 In general, Belgium has a relatively liberal education system.  The 
education policy is clearly defined and implemen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no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is a decentralised system with great school 
autonom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chools are allowed to undertake 
pedagogical experi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 
needs.  The teachers also enjoy a non-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 freedom.  
In addition, parents can choose a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it's not obligatory 
for them to attend a local school.   

 Belgium also stresses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morality.  The purpose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o promote the 
notions of being open-minded, having sustainable knowledge and 
respecting differences, in other words, democracy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  The idea of developing a person of well-being underpins the whole 
educational syste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Belgian Primary Schools 
 The aim of prim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Students are free to 
choose from either Dutch and English or German and English.  The 
language teachers either attended a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doing 
on-the-job training, or they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or Linguistics 



臺北市九十七年度國民小學國際交流參訪活動 
 

 ∼104∼ 

at university.  The headteacher decides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it is not 
compulsory to test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However, by the 6th 
year of primary school, tests are given on specific subjects.  Most 
importantly, there is no competition between schools.  The tests are only 
an indicator for the school in diagnosing problems.  Consequently, there 
exists no standard for the so-called "good" school. 

 Uniqueness in Belgium: 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In the French-speaking community, some lessons are given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French, namely English, German or Dutch.  Following a 
specific programme, it is the headteacher's decision to choose the 
language and course design.  For example, any subject except 
philosophy can be taught via the immersion starting with either the third 
year in kindergarten or any year in primary school.  The scheme is about 
12 periods of immersion per week,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local authority 
first.  This provides pupils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 connected with a 
second language. 

 Discrepancy between Different Communities 
Belgians view differentiation as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For example, 
pupils in the French community do not want to listen to Dutch.  However 
interestingly, for the Flemish (Dutch) community students in Brussels, 
French is their first choice of a second language to study.   

4. Ecole Normale Catholique du Brabant Wallon (ENCBW) 天主教師範學

院 

Presenter: Ms. Anne Dediste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Belgium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organised along private and state lines which 

means there are both denominational and non-denominational schools.  
There is 'compulsory education', aimed for ages 6 to 18.   

The first stage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from the ages of 6 to 12.  
Starting at the age of 3 or before, most children attend a nursery school.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is called "Enseignement Fondamental", but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different for the age groups 5-8 
and 9-12. 

Secondary education lasts for 6 years.  Pupils study a variety of 
mandatory subject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Starting in the third year and 
onwards, they choose their option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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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wo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ies and non 
universities.  Teacher training for primary level is part of non-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School System in Belgium 
Tracing back to the regimes of the French and Dutch before 1830, 
education was mainly organised by the State.  After the 'Revolution 
Liberals' and the Catholics agreed to declare freedom in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church set up many new schools.  Some of 
these schools received State funding.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three 
types of schools: 

 Schools organised by the State (The French Community -- 17%) 
 Private grant-aided denominational schools (organised by the Church -- 

50%) 
 Public grant-aided schools (organised by the municipalities --33%) 

 The Belgian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Non-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it takes 3 years to complete the training.  

It is aimed at pre-school, primary and lower secondary teach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s takes 5 years to achieve.  The university 

prepares teachers for a specific subject, such as math, modern languages, 
geography, chemistry, etc. 

 ENCBW (Ecole Normale Catholique du Brabant Wallon) is a 
non-university based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which trains pre-school,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Course contents are socio-cultural 
studies, socio-emotional studies, subject & cross-subject studie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re are modules and seminars to assis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workshops and teaching practice 
sessions are provided.  Extensive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re 
offered to enhance trainees'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Language Learning at ENCBW 
As a basis of learning to teach, the college offers English and didactics to 
trainees, including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English.  An immersion study week, English teaching at a primary school, 
remedial workshops (complements pratiques) and workshops with the 
teacher trainer and a secondary teacher comprise the third academic year.   
In addition, the college has designed general English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three main objectives are 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ultural competence.  (Both  &  can be 
reached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B1, B2, or C1 level.) Prepar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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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teaching, which involves command of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with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communication in real situations.  

5.  Place: Ecole élémentaire d'Argenteuil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Académie de Paris, 法國教育部 

Presenter: M. Jean-Pierre Lanargot, Inspecteur de l'Education 初等教育外語

教學督學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France is from age 6 to 16.  The primary 
education includes kindergarten 2~6 years old, écoles maternelles 
(enseignement pré élémentaire) and primary school 6~11, écoles 
élémentaires (enseignement élémentaire) In primary school,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is French, the second priority 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n, 
math and science.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There are 8 foreign languages for pupils to choose from: English, Spanish, 

Portuguese, German, Chinese, Arabic, Russian, and Italian.  Students 
continue studying the same foreign language when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Most children choose English as their foreign language.   

 For the last 3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receive English lessons for one 
and a half hours each week.  The focus is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the last year of primary school, it is hoped that pupils will reach the A1 level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It is mandatory that pupils study 2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s when they are 
16.  The most common two sets of languages are English + German and 
English + Spanish. 

 Assessment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students’ 6th year of learn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A test is obligatory in some schools.  There are various 
means of measuring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No matter how the students have been assessed, they all receive a report 
called ANGLAIS Passerelle CM2-6ème which thei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rite.  This is so that teachers in secondary school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pupil.  

 Generally, the foreign language lesson is taught by the homeroom teacher.  
They can choose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upils.  
All teachers must undergo releva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raining.  If the 
homeroom teacher believes his/her language ability is not sufficient, he/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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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ask other colleagues to teach on his/her behalf.  For English language, 
despite the lack of fluency, most homeroom teachers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on the cultural aspect of English.  It is estimated that nearly 6,000 primary 
teachers in Paris are able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and 65~70% of them are 
capable of teaching English.   
6. Exchange Programm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1. The elementary schools have established partnerships with foreign schools, 
for example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They also utilis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s, e.g., with London, Berlin, Rome. 
2. During summer vacation, teachers can attend an exchange programme in 
the UK.  This is a voluntary and self-financed project.  Alternatively, they can 
also attend a European exchange programme and choose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to advan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6. Inspecteur général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法國總督學 

Presenter: Ms. Genevieve Gailiard, Inspecteur général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Primary Teacher Qualification 

To be qualified as a primary teacher in France, one needs to have French 
nationality.   The IUFM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ormation des Maîtres) in 
each académie is responsible for cultivating teacher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addition,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go abroad to 
further study their target teaching language abilities.   
Teachers teach all subjects in the school to one class of students.  Before 
2002, foreign language was not a compulsory subject.  But after that,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in French primary school. 
  The Rol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can choose any foreign language offered by the school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reference.  However, educators expect pupils to be more 
competent in English.  They encourage English learning in a more pragmatic 
way.  This means pupils will not only speak correctly but also behave in a 
culturally appropriate way.  Eventually, they will build coherence and fluenc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ultimate goal is that each child can speak his mother 
tongue plus 2 foreign languages. 
The image of a specific language can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foreign language.  
For example, although Spanish grammar is difficult, many pupils choose it 
because its vocabulary is similar to French.  Some choose German because it 
was the second language in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Portuguese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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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image in French society; therefo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implies 
being in a lower socio-economical class.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One recommendation for improving language learning is based on the 
European framework; French teachers divide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e.  The focus is on comprehension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context along with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hen discussing about knowledge vs. production ability, we need to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do not connect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with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Instead, they consider that knowing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eans having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Regarding assessment,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standard to assess 
pupil's linguistic competence.  That is the global European Framework 
language scale.  "It is a rule, not just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end of 
primary school, each child is expected to reach the A1 level in a foreign 
language.  16-year-old secondary pupils need to reach B1 in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and A2 in the second one.  By age 18, before they go to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ach B2 for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and B1 for 
their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language ability at French universities right now.  
University students decide themselves whether to study a foreign language or 
not.   
 
Last but not least, French pupils a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foreign language in 
daily life, about visible and tangible things.  As learning a language is not just 
learning, but involves using the language in real situations, a pragmatic 
approach is the objective.  In addition, French educators also wish to make 
pupils understand why they need to make an effort in learning a language.  
Some French people feel reluctant to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France strive to make pupils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just 
all French!" 
Also, a few points to notice about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include: 

 the notion of introducing students to the culture of the language via literature, 
eg.,  fi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learn; 

 the music of the language must be taken into concern; 
 contextualising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 i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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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activities such as narrative speech and making a statement are 
useful and 

 the cultural lexical point of view can be valuable. 
Reflection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emphasis approaches are 
different in many respects.  From the educational viewpoint, the Taiwanese 
emphasis is mainly on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whereas the west focuses 
on pupils' analytical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ies.  The joys of exploring and 
discovering are inexpressible.  This applies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well.  One may argue that in the European setting, foreign languages are 
more accessible and the cultural aspects are more similar compared in Taiwan.  
This is totally true.  However, we may ask ourselves some questions.  Can 
children be happier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f we make some changes?  Can 
we play the role of a supporter rather than an authority figure?  Can we pay 
less attention to test scores and more on real communication?  Can we not 
just teach 'what', but 'how' and 'why'?  All these questions result in a massive 
amount of discussion and even more questions.  Perhaps when we see 
children communicate using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notice the glow in their 
eyes, then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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