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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發展脈絡影響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近10年來將國際化設
為學校發展的重要目標，致力於建立國際鏈結，營造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習環境。臺師大

於2021年獲得教育部大學學生雙語化計畫補助，將轉型定調為「從選擇中開創機會」。
為了推動計畫，從機構策略與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資訊公開、品質保證、資源

共享與校際合作、其他配套措施等七個面向，朝國際化方向邁進。任何大型的課程改

革，因為會影響到既有組織文化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都會面臨困難與挑戰，如何因應

與調整，是課程改革的重要課程。臺師大規劃與執行雙語大學計畫時，有支持也有質疑

的聲音，但透過不斷的溝通與策略調整，目前計畫已順利推動。本文就此課程改革歷程

中遭遇到的挑戰與調適策略，呈現一所大學面臨大型課程改革與轉化的經驗，希冀臺師

大的實踐經驗可作為其他大專院校推動之參考。

關鍵詞：全英語授課、高等教育、國際化、雙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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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化的環境已成為各國吸引國際

頂尖人才的必要條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長期致力於建立

國際鏈結，營造多元文化與語言的學習環

境，很早就將國際化設為學校發展的一項

重要目標。在「2010∼2014年的校務發展
計畫」、「2015∼2019年的校務發展計
畫」中皆強調學術研究與組織的國際化，

並強化與國際姐妹校的合作。「2020∼
2025年校務發展計畫」更將國際化設定
為四大發展主軸之一，學校致力於國際化

的加速、產學鏈結的建立、跨域整合的推

動、數位轉型的促進，並擘劃願景為「成

為亞洲頂尖、國際卓越之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2020，
頁1）。無論在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發
展、學生學習成效、國際生招募、國際學

術合作、國際友善校園環境等面向，皆有

良好成效。

臺師大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規劃雙

語大學的願景目標與執行策略，於110學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以下簡稱雙語大學計畫）獲得補

助，成為重點培育學校之一。雙語大學計

畫有助於臺師大建置國際化教學與學習環

境，大幅提前預定的國際化藍圖。臺師大

將這次改變定調為「從選擇中開創機會」

（Opportunities with Options），提供學生
更多修習全英語課程（English-Mediated 

Instruction, EMI）的「選擇」，培養學生
在專業領域的雙語能力，進而開創具備國

際競爭力的世界公民的「機會」。

任何大型的課程改革，因為影響到既

有組織文化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都會面

臨困難與挑戰，如何因應與調整，是課程

改革的重要課程。臺師大規劃與執行雙語

大學計畫時，有支持也有質疑的聲音，但

透過不斷的溝通與策略調整，目前已順利

推動。本文就此課程改革歷程中遇到的挑

戰與調適策略，呈現一所大學面臨大型課

程改革與轉化的經驗，希冀臺師大的實踐

經驗可作為其他大專院校推動之參考。

貳、EMI課程與教學之情境分析

雙語大學計畫的執行策略包括機構策

略與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資訊公

開、品質保證、資源共享與校際合作、其

他配套措施等七個面向，本文關心課程與

教學的轉化，聚焦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面向的討論。雙語大學計畫之性質為學校

本位課程改革，因此要先進行情境分析，

以下說明臺師大在雙語大學計畫課程與教

學相關資源的盤點結果。

一、環境制度面

（一） 全臺唯一IB師培機構，全英語學程

與課程數逐年增加

臺師大在雙語大學計畫推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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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MI課程方面已有良好的基礎。首先，
臺師大是全臺唯一獲得IBO（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推薦認證的
師培機構，成立「國際教育」、「華語文

教育」、「國際數學教育」及「國際物理

教育」四個學程。臺師大全力推動全英語

授課碩博士學位學程，至2020年已有27個
系所可以全英語課程完成學位，有助於招

收國際學生。108學年度起通過「英語授
課獎勵實施要點」，透過加計鐘點方式，

鼓勵開設EMI課程，課程總數逐年增加。
此外，臺師大大學部共同英文課程採用深

度討論（quality talk）模式授課，透過議
題的深度討論，激發學生對議題的理解與

批判思考，讓學生精進英文能力的同時，

也能在專業上有深入的學習。

（二） 輔系與雙主修採登記制，有利學生

跨領域修習EMI課程

臺師大於2019年推動近年來規模最大
的跨域學習課程改革，大幅鬆綁修讀雙主

修、輔系門檻，從甄選制改為登記制，學

生跨域學習不再受名額限制，只要修習並

通過各系的探索課程（第一門課），即可

登記為該系的輔系或雙主修生。因為跨域

修習變得更容易，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跨
域學習的人數成長達4,392人。這樣的制
度對於想挑戰EMI課程的學生，提供更多
選課的空間。

（三） 積極締結頂尖海外姐妹校，提供學

生跨國學習機會

臺師大與全球知名大學積極連結合

作，至今已締結將近400所海外姊妹校，
提供雙方師生交流的機會。姊妹校範圍遍

及陸港澳、亞洲、非洲、美洲、歐洲、

大洋洲，其中37所更為QS世界前百大學
校，提供跨國雙聯學制、交換生、訪問

生、海外短期語言文化學習與實習等機

會。這樣的制度讓本校學生專業英語的學

習從臺灣的教室拓展到全球的環境。

二、學生教師面

（一） 全校學生背景多元，本地生英語能

力佳，有利跨文化溝通交流 

臺師大學生國際化程度高，除來自

九十多國的國語中心學員外，平均每年外

籍在學生約為600名，外籍交換生年均達
約300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
公室，2021）。臺師大入學新生英語學
測均標以上學生超過九成，若為頂標與前

標學生，達六成以上，大多數學生具備良

好的英語能力，有助於EMI課程學習。此
外，臺師大辦理眾多交流活動，例如「學

伴計畫」，鼓勵境外生與本地生交流，創

造國際化學習生活空間，並持續透過語

言、文化、同儕、校園環境等軟性力量打

造友善多元的國際校園。臺灣師大也透過

國際文化週、華語系實習生中文輔導、模

擬聯合國等活動，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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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能力。

（二） 近半數教師具國外博士學位，發展

教師EMI增能工作坊

臺師大超過半數以上專任教師擁有

國外博士學位，另約150名專任教師曾經
開設EMI課程，其中多位有國外英語授
課經驗，也有多位經IBO認證之教師，或
長期推動雙語教學，可以成為EMI種子
教師。此外，臺師大為推動國際化教學

與學習環境，106學年度起推動EMI教師
增能計畫，邀請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辦理多種教師增能課程，例如
「Academic Teaching Excellence課程」、
「Applying CLIL based strategies to the 
EMI environment」等。2019年引進劍橋
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的EMI線上自學課
程，2021年有10%專任教師完成EMI教師
認證，具備EMI教學專業。

臺師大的教學發展中心建立完善的教

師增能制度，包括新進教師鴻鵠營、教師

專業社群補助、同儕觀課與回饋、教師薪

傳制度以及教師教學獎勵制度，均有助於

確保EMI課程的教學品質。

參、教學與學習支持系統的建立

在盤點學校資源，分析臺師大推動雙

語大學計畫的基礎後，臺師大即在這樣的

基礎上訂定2021∼2025的績效指標與執行
策略。以下從組織、課程與生師等三個面

向，敘述這些策略的擬定與目前的執行情

形。

一、組織面

（一） 成立「雙語教育推動辦公室」，統

籌全校雙語大學計畫策略與執行

臺師大成立校級「雙語教育推動辦

公室」，統整學術單位、行政單位及資源

單位，定期召開會議，協調整合各利益關

係人意見，討論雙語教育策略擬定、推動

與管考等事宜。為了更符合國際推動趨勢

及臺師大師生需求，設置兩個督導單位：

一為諮詢委員會，聘請國內外EMI專家學
者與臺師大EMI授課教師擔任諮詢委員，
提供臺師大推動雙語大學計畫之建議；另

一為推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和九個學院院長組成，從院級角度提供

EMI推動政策滾動式修正之回饋。到目前
為止，推動委員會每個月開會一次，分享

各院做法及調整推動策略。

（二） 設立「英語學術素養中心」，提供

學生學術英語學習支持系統

為了全面強化大學生與研究生的英語

學術素養，臺師大於110學年度設立「英
語學術素養中心」（Center for Academic 
Literacy, CAL）。研究顯示，寫作中心的
輔導能夠有效提升母語非英語的學生的學

術英語寫作能力，特別是英語能力偏低的

學生（Williams & Takaku, 2011）。由於
運用英語學習學術專業牽涉的層面不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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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語能力，各學術領域慣用的文類、書

寫風格各異，學生也有各種學習型態，中

心的服務不限於英語寫作輔導，而是將提

供全面的諮詢服務，包含運用英語進行學

術發表與寫作的諮詢、學術所需之高層次

思考能力培養（如批判思考、文獻整合運

用等）、學術與研究倫理訓練、跨國研究

媒合與橋接平台之提供。英語學術素養中

心的寫作輔導員涵蓋臺師大學院的不同領

域，至目前為止，學生對於中心提供的寫

作諮詢輔導滿意度高，110學年度第二學
期也辦理學術英語口說輔導。

二、課程面

（一） 打造循序漸進的全英語授課課程，

提升學生基礎英語及專業英語能力

臺師大建立EMI課程理念與能力發

展架構，以三個階段發展從共同英文課

程培養的基礎英語學習課程（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EGP）、專業領域之
學術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跨接到各學院系所之EMI專業課
程，透過全面且循序漸進之方式，培養學

生的英語學術素養（如圖1）。上述階段
規劃能更符應學生起點行為，即英文聽、

讀能力較佳，說、寫能力較弱，搭配以下

三項策略：1. 基礎英語學習課程（即共同
英文（一）、（二）課程），使用美國賓

州州立大學研發之深度討論教學法，強化

學生的思考力、合作力與表達力，藉由討

論互動過程，提升基本核心英語能力及一

般學術英語能力。2. 自111學年度起，共
同英文課程（三）轉由依據學院性質開設

ESP課程，使學生進入EMI課程前，可以
對其專業領域英文有基本認識與應用，以

圖1
臺灣師範大學EMI課程設計與能力發展

B2-C1

B2

B1-B2

專業領域英文

學術英文

基礎英文

EMI
各院專業領域全英語授課

ESP
提升專業領域之學術英語能力

EGP
提升基本核心英文能力

英文能力發展 課程學習 專業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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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與各專業領域銜接。3.「英語學術素
養中心」提供大學部至碩博士階段在英語

學術素養提升之協助。

（二） 大學部開設至少18學分的EMI課
程，研究所開設能滿足畢業學分的

GPE課程

為提供足夠的EMI課程，臺師大各學
系大學部必須規劃至少18學分的EMI專業
課程架構，並應依專業規劃逐年開課。

通識中心也必須提供至少18學分的EMI課
程架構，而且每一領域至少一門。另外

也開設數個全英語學分學程，透過不同的

管道，提供學生多元的選擇。研究所則開

設可以滿足外籍生畢業學分的全英語課程

（Graduate Programs in English, GPE），
本地生可以修習GPE課程，這樣的做法一
方面可以吸引更多外籍生，另一方面透過

本地生與外籍生共同修課，可以達到跨語

言、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培養。這樣的課程

規劃方式讓全校各系都有EMI課程，學生
也有修課的權利，促使各系均衡發展，不

會獨厚某些系所，學生也有多元的選擇。

此外，臺師大也提供教師全英語授課

誘因，教師開設EMI課程得依授課時數加
計50%鐘點費，降低開課人數門檻，讓課
程較容易開成。透過全校共同的努力，臺

師大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的EMI課程數比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多了一百多門課。

三、生師面

（一） 鼓勵學生接受挑戰，並建立差異化

學習資源系統回應學生不同的需求

雙語大學計畫補助之前，雖然也開設

許多EMI課程，但主要是針對外籍生或研
究生開設的課程，大學部主要以IB師培課
程及雙語師培課程為主，因此，對於大多

數學生而言，修習EMI課程是一種挑戰，
因此需要加強溝通與心理建設。在計畫

申請之前，臺師大針對EMI計畫召開說明
會，與學生溝通本計畫的規劃，減少學生

的疑慮。計畫通過後，也召開學生學習資

源說明會，向學生說明EMI課程是多了一
種選擇機會，不是強迫，同時也鼓勵學生

走出舒適圈，並安排不同語言能力但修過

EMI課程的學生，分享其修課經驗，多方
鼓勵學生接受挑戰。

臺師大在新生入學時，依據學生英語

能力安排適合其程度的大一英文課程，強

化學生的口說與書寫能力，再透過大一的

「大學入門」課程，引導學生規劃自己未

來4年的EMI學習地圖。大二的英語三課
程調整為學術英文，定位為跨入EMI專業
課程的橋接課程，讓學生學習專業領域的

應用英文或學術英語。

學生除了透過正式課程培養英文能

力，也可依個人不同學習型態，選擇合適

的學習方式，例如參與以外籍生為引領者

的英語讀書會、一對一或一對多的英語聊

天室、寫作諮詢、線上英文文法課程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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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學教室。英文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可申

請課業輔導員及課業輔導學習社群，以學

長姐輔導或同儕討論來處理學習困境，並

擬定學習改善策略及目標。

臺師大訂定參與英文能力檢定考試

獎勵辦法，鼓勵學生瞭解英文能力提升情

形。學生只要通過外語能力檢測達B2等
級，即可獲得獎勵。

（二） 既有教師培訓與增能，新進教師具

備EMI授課能力，雙管齊下充實師資

為提升教師的EMI授課知能，臺師大
採用虛實整合EMI培訓與認證課程，課程
包括理論與實作課程。前者有線上課程搭

配實體工作坊，規劃一系列適合本國情境

與文化且符合臺師大教師需求之實體工作

坊；後者則以同儕觀課與回饋制度進行，

透過教學諮詢教師提供建設性及支持性回

饋，精進教師的EMI教學技巧與能力。獲
得認證的教師，將成為臺師大 EMI教學
諮詢教師，協助新開設EMI課程教師。有
關教學專業的諮詢與輔導，內容包含課程

設計、教材教法、教學媒體運用、班級經

營、師生互動等。

臺師大引進劍橋的EMI線上自學課
程，計畫申請前有10%專任教師完成認
證，原本計劃未來每年增加40位教師參
與，但計畫通過後，教師參與度高，今年

已有一百多位教師報名參與線上課程。臺

師大教師願意為開設EMI課程進行自主性
的專業發展，著實令人感動。

此外，臺師大在招聘新進教師時，

EMI授課能力也成為必備的條件之一。臺
師大給予各學系一位外師員額，希望透過

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師協作，加速國際化的

目標。

肆、轉型挑戰與解決之道

如同任何非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

大學一樣，在推動EMI初期，臺師大也面
臨許多挑戰。以下提出臺師大面臨的困難

及嘗試解決的方案，希望拋磚引玉，引起

社群的關注與深入探討。

挑戰一： 如何化解部分師生對EMI的
實施與學習成效的疑慮？

臺師大為教育部全國四所雙語化計畫

重點培育學校之一，師生除感到與有榮焉

外，多少也有些許焦慮，也有部分師生對

EMI的推廣持保留態度，質疑為何獨尊英
語，並反對強制學生修習EMI課程。這是
在民主社會中，任何改革必經的歷程，必

須透過溝通與調整，讓多元的聲音成為計

畫順利推動的助力而非阻力。

首先，許多教師關注EMI課程的學習
品質，擔心學生是否可以適應全英語授

課，學習成效是否會因語言的更換而降

低。針對這些疑慮，臺師大不強迫師生參

與EMI課程，而是以獎勵方式鼓勵教師多
開設EMI課程及學生選修，同時將學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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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教師代表納入雙語教育決策機制，共

同監督學習品質。

對於「獨尊英語」的質疑，臺師大強

調英語為世界共通語言的客觀事實，師生

英文能力的提升對其與國際之交流與未來

學術或職涯發展均有助益，因此須提供學

習的機會。臺師大一直尊重校內的多語言

文化，除英語外，同時也重視其他外語能

力的培養，提供法語、德語、西班牙語、

越南語、泰語、日語、韓語等課程，培植

學生國際競爭力與移動力。此外，為了促

進國家語言的傳承，臺師大通過「國家語

言授課獎勵辦法」，凡以國家語言全程授

課的課程，也可獲得50%鐘點費獎勵，在
推動全英語教學之時，也兼顧其他語言的

使用。

臺師大也認知不同學科領域對於英語

能力的需求不同，推廣EMI教學的出發點
也有差異，因此在EMI開課以及目標設定
上給予相當的自由，讓院、系、所根據其

特性與需求訂定EMI績效目標，並擬定相
對應之執行策略，讓院、系、所能有最大

的自主性，為其師生量身打造EMI教與學
的方案，也讓屬性特殊的系所在響應學校

發展政策的做法上能更具彈性，能在確保

學科專業教學品質的前提下，一同參與計

畫。

雙語大學計畫公告以來，臺師大已

召開多場學院、系所說明會、教務會議、

學術暨行政主管會議、學生會代表會議

及全校師生說明會，加強與師生的溝通，

傳達雙語大學理念，並緩解部分師生的不

安。在雙語大學計畫推動期間，將持續與

師生溝通，鼓勵學院各自建立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回饋機制，蒐集系所、教
師、學生及行政人員等意見與回饋以為參

考。另將參考校務研究各項數據分析，滾

動修正或微調策略，以確保雙語教育推動

順利成功。

挑戰二： 如何引導系所規劃並開設

EMI課程架構？ 

在雙語大學計畫實施前，臺師大雖已

開設EMI課程，但除了少數研究所與學分
學程為所有課程皆全英語授課外，大部分

的EMI課程是依據教師興趣及意願或外籍
生需求而開設，偏向點狀式課程設計，較

看不出課程的系統性。在推動雙語大學計

畫時，臺師大希望將教師中心的課程調整

為學生中心課程，希望全校各系所系皆規

劃一套有邏輯系統性的EMI課程架構，讓
學生及早規劃學習地圖，有助於挑戰畢業

總學分數中有高比例的EMI等級目標。
系所的配合度是課程成功與否的關

鍵，因此和系所的溝通就非常重要。初

期，臺師大在各種不同的會議說明EMI課
程的理念與規劃，讓系所主管體認此計畫

是臺師大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的加速器，系

所主管對此計畫的重要性雖有共識，但對

於配套措施仍存有疑慮。例如，EMI課程
是開在必修或選修課程？如果開在必修，

學生是否被迫選擇EMI課程？學系如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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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開出18學分的課程架構，有沒有其他
配套措施？學生如果修習意願不高，課程

很難達到最低開課人數門檻，能否降低門

檻？學生可能不習慣EMI課程的學習，教
師的課程意見調查可能不如中文授課，有

何調整方式？針對這些問題，臺師大都逐

一討論，調整策略達成共識，化解疑慮。

臺師大知道課程改革要循序漸進，在

多方衡量後，希望大學部的學系專業課程

可以規劃至少四分之一（18學分）的EMI
課程架構，要兼顧不同學群領域，從學生

學習的角度規劃課程架構，並且逐年開設

課程。研究所規劃能滿足畢業學分的GPE
課程架構。學系如有需要，雙語教育推動

辦公室主任及副主任可至學系直接和教師

說明，經過說明後，大部分的教師覺得學

校的配套措施已經規劃清楚，因此化解不

少疑慮，使課程架構順利從教師中心轉為

學生中心的設計。目前已有超過九成的系

所提出EMI或GPE課程架構，部分系所甚
至提出超過50%以上的EMI課程。

挑戰三： 如何確保EMI課程學習品質？ 

為確保課程學習品質，臺師大另建立

EMI課程開發和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所有
課程皆重新調整課程大綱，用英文書寫，

並強化深度與互動學習，課綱與課架全部

經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通過。

同時發展EMI課程指標及規準，包括
教學方法使用、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模式、

學生與課程內容互動方法（如重點提示、

練習、課後反思等）及學習評量（作業、

報告、考試等），強調避免全程採用講述

式課程設計，建議採互動式設計，提供

學生討論與口說的機會，多設計探究及語

言產出（口說與書寫）的學習活動，才能

全面提升學生的專業領域英文能力。此

外，校務研究辦公室協助進行跨單位資料

整合，將學生EMI相關學習成效、EMI課
程調查問卷，與相同或類似課程但不同教

學語言的授課學生進行分析比較，來呈現

EMI整體學習成效。
要改變教師習慣的教學模式並不容

易，臺師大透過一系列的EMI教師增能活
動與劍橋線上課程，讓教師理解EMI課程
的性質與特色，以及可運用的教學方法，

轉化課程與教學觀。再透過社群與觀課，

彼此相互學習。在EMI課程獎勵辦法中明
訂獲頒EMI授課獎勵的教師，有義務開放
教室供其他教師觀課學習。初期由學院依

開課比例推薦公開觀課的教師，讓大家觀

摩學習。除教師同儕觀課及教師社群等制

度外，再藉由共同設計課程、教材、備課

等方式，讓不同領域、善用不同教學法的

教師透過互動學習，達到教師專業發展的

目標。

根據臺師大EMI教師的教學經驗，
鼓勵互動的教室是EMI教學的核心要素之
一，未來教室的理念在於活化教學，以學

生學習為核心並鼓勵科技應用，進而演化

出適性的教學模式，以數位化刺激學習動

機，並以觸控式螢幕、虛擬實境（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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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VR）導入引發學習興趣。臺師
大目前已有多間智慧互動問題式導向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室，
PBL教室配置數位科技輔助，促成跨裝
置、跨平台協作、探究式教學的多元創新

上課模式，這種多元型態的未來教室，也

是從選擇中開創課程與教學轉型的機會。

伍、結語

國際化已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課題，

臺師大回應這樣的趨勢，將國際化納入校

務發展的重要目標，培育國家未來雙語專

業人才。在雙語大學計畫的支持下，臺師

大在既有的國際化環境與基礎上，強化

雙語環境與學習機制，例如持續增強國際

招生、推動教師EMI培訓課程、增開及推
廣EMI課程、優化既有課外英語學習機制
等。雙語計畫的成功，取決於師生是否有

共同的意志和決心，針對不同的聲音與質

疑，臺師大均逐一提出說明，不斷溝通與

調整，緩解師生的疑慮，達成共識後，穩

健地朝國際化目標邁進。

臺師大透過「從選擇中開創機會」的

論述，提供師生全英語教學與學習的多元

選擇，促進課程與教學轉型，開創學校國

際化的機會，最終目標是提供人才永續發

展的機會，希望臺師大的學生能成為具備

國際移動力的雙語跨領域專業人才，也是

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跨文化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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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been having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 part of our efforts to internationaliz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has se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one of its strategic developmental goals. To achieve 
such goals, NTNU has been working to foster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In light of NTNU’s selection as one of the four key bilingual universities for 
Ministry of Education’s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BEST 
Program), NTNU has set the tone for its bilingual education approach as “Opportunities with 
Options”. Specifically, NTNU aims to creat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und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that encompasses all aspects,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urriculum,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wever, various problems have emerged, and been addressed, in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such as the reorgan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he different 
voices from our faculty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need to improve our pedagogy and 
infrastructure. In short, NTNU hopes that, through this opportunity, it could not only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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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and accelerate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ilingualization processes, but also 
enhance Taiwan’s futur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Keywords:  English-mediated instructio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bilingu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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