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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
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
張武昌 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壹、前言
黃自來（1993）將我國英語教育的

貳、21世紀初臺灣英語教
育的兩項重大變革

沿革劃分為四個時期，在臺灣實施的英

教育部將英語教學納入國小高年級

語教育屬於所謂的「新教法引進驗證期

成為正式課程，是經過學者、教師、家

」及「實施延長國民教育制度期」。臺

長及各界關心英語教育的人士不斷討論

灣的英語教育在進入21世紀後，立即有

後做成的重要決策，以下是從國家教育

兩個的重大變革。首先是2001年八月開

研究院網站上搜尋所得的資料，雖不能

始，臺灣英語的學習向下延伸至國小，

代表所有當年參與者之意見，但大致能

英語列入小學高年級正式課程。接下來

夠反映當時形成決策的主因：一、英語

，行政院於2002年5月31日核定的「挑戰

是世界主要的國際語言之一；二、語言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英語規劃為

愈早學習愈好；三、國語、外語雙語教

第二官方語，並在「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學有「紅花配綠葉」的效果；四、縮短

」中籌畫了多項方案，展現了政府全面

貧富與城鄉差距，實現「教育機會均等

提升國民英語能力的決心。以下先就這

」的理想 1。

兩項重要變革的背景或內容及其所衍生
的影響做簡要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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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英語教學相關問題探討：http://study.
naer.edu.tw/UploadFilePath//dissertation/
l016_03_0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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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行政院的「挑戰2008：國家發

十幾年來成效仍不如預期，顯見臺灣在

展重點計畫」，除了期許在8至10年間將

推動英語教育的理想面與現實面上有相

英語的位階從第一外語提升為第二官方

當的落差！記得15年前，有位日籍教授

語外，並在其第一子計畫「E世代人才培

希望筆者用最簡要的方式描述臺灣英語

育計畫」下籌畫了「營造國際化生活環

教育的現況與困境，當時給他的回覆是

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方案，其主要

：「幼兒勤學美語，國小瘋英檢；國中

目標為：一、平衡城鄉英語教育資源、

基測有雙峰，城鄉差距影響大；高中與

二、大專院校教學國際化及三、推動英

高職英語學習落差日趨嚴重；大學生學

語與國際文化學習。為了達成這些目標

習動機仍需加強，技專校院學習成效有

，還擬定了「營造英語生活環境」、「

待提升；托福考試成績普遍不理想，英

推動全民英檢」、「強化英語師資」、

語教育應虛心檢討。」這個描述放在現

「促進大專院校國際化」等四項具體措

在的時空，除了「國小瘋英檢」的現象

施，同時並制定相關法規政策，以改善

有所緩和外，其餘的困境仍然存在，顯

我國語言學習環境，提升國民的英語能

示縱然有改革的企圖心與相關的措施，

力，最終目標在於增加國家的競爭力。

要真正提升臺灣的英語力，仍有一些不

在配套方面，政府也採取了多項的激勵

變或是極難改變的因素有待克服！在眾

措施，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明令將通過特

多影響臺灣英語教育的因素中，學生英

定等級的英語文能力測驗納入公務人員

語能力的落差與國小英語師資的問題應

升遷的加分考量，就是最顯著的例子。

該是最棘手的議題。以下的幾個例子可

此外，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即責成考選部

以說明臺灣英語教育所面臨的困境。

在公務人員各類考試須加考英文，更凸

如上所述，2001年英語納入國小高

顯出政府對提升國人英語文能力的重視

年級正式課程，為我國的英語教育開啟

程度。

了一個新紀元。往下延伸的學習理應能

以上兩項英語教育的重大變革，一

夠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與能力，讓

個從紮根的基礎教育，另一個從宏觀的

無論是都會或偏鄉地區的學童都快樂地

視野，涵蓋了英語環境、師資、英語檢

學習英語，甚至達到上述國家教育研究

定及大專院校國際化等面向，幾乎是全

院網站資料所提「縮短貧富與城鄉差距

方位地企圖提升臺灣的英語力，希望能

」及「國語、外語雙語教學有『紅花配

在期限內達到預期目標。但事實卻是這

綠葉』的效果」！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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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濟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潘靖瑛主任

級」，檢測結果為屬於高級（進階級）

2013年5月9日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之學生有31.71%，但也有21.20%的學生屬

會議意見交流時，提到的花蓮縣英語學

於「未達基礎級」；顯示甚至在首善之

習困境為例：花蓮縣不僅國中畢業生在

區的臺北市，學生間英語程度落差的問

基測英語科之表現落後，根據該縣每年

題也相當嚴重。

英語科學力檢測結果，不但國中七、八

探討英語程度落差的問題，必須正

年級學生呈現明顯雙峰現象，學生的性

視國小英語教學現場的困境：在國小的

別、學校所在區域、家長社經地位、族

教室裡，有一路從「雙語幼稚園」學習

群等因素皆顯著影響英語學習表現；城

上來的學生，也有剛開始接觸英語的學

鎮學校顯著優於鄉村及偏遠地區的學校

生；程度的落差不僅造成老師教學的困

，原住民學生遠遠落後於漢人學生。此

擾，有些英語學習成效較差的學生甚至

外，根據近日（2月20日）聯合報的報導

有自信心降低，並不幸淪為英語較優同

，國三生參加今年五月會考，只要國、

學取笑對象的情況，造成及早放棄英語

英、數3科中任一科成績列「待加強」，

學習的現象，令人憂心（張武昌，2006）

即需要參加補救教學；若依臺師大心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臺北市國民小學

中心去年試辦的國中會考成績統計，英

101年度基本學力檢測計畫成果報告的學

語科「待加強」的比例約2成9，值得各

生問卷分析部分指出：在抽測的學生中

界注意 2。

有68.06%的學生上國小以前已有英語學習

事實上，學生英語學習成效的落差

經驗（幼稚園大班開始學英語的占17.97%

也同樣顯現在臺北市國小的英語學力檢

；幼稚園中班（含）以前的占50.09%），

測結果上：101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基本

這無疑是導致各校英語教學困擾的主因

學力檢測英語科共抽測了5,551學生，試

之一；此外，學生問卷分析也顯示：對

題之編製根據課綱所列之能力指標，且

校內英語課表示「喜歡」和「非常喜歡

多為難度中等之試題；學生依其表現區

」的比例雖共有64.59%（「喜歡」44.89%

分為「高級（進階級）」、「中級（精

，「非常喜歡」19.70%），但對校內英

熟級）」、「基礎級」、及「未達基礎

語課「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也有
35.41%（「不喜歡」22.56%，「非常不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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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會考太差 免費補救國英數：http://mag.
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
ID=500042#ixzz2tp22JX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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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12.85%），這個分析結果值得關心英
語教育的人士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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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眾所周知，教學成功與否，師資

地區之中小學從事協同教學，這個措施

的良窳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優良

雖有正面的評價（超過90%以上的受訪者

的英語教師在語言能力及教學專業都需

認為不但「能營造多元且豐富的英語環

具備一定的水準。英國著名的語言學者

境」也「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與

David Graddol在2008年訪問南韓及臺灣時

興趣」），但也有受訪者對「能平衡城

，筆者接受British Council邀請陪同參與各

鄉英語教學環境差距、落實教育機會均

次演講；Graddol一再強調：推動「幼童

等、維護社會正義原則」、「能透過人

英語學習」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必須有足

際交流，傳遞我國優良的文化」及「能

夠的「英語能力優良的教師」（teachers

在課程、教材、教法上帶動教師教學觀

proficient in English）。事實上，筆者在「

念的改變」這三項，則持較為保留的態

臺灣的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一文中

度（滿意度約為71─72%）（張武昌等，

即指出：我國整體師資在2001年小五開始

2008）。比較務實的做法應該是將引進外

英語教學的時期就已明顯不足；英語教

籍教師應定位於「過渡時期之權宜措施

育在94學年度向下延伸至小三後，國教

」。事實上，加強本國籍師資的培育，

司預估需要數千的英語師資，但是國小

恢復偏遠地區優秀公費生或獎勵教師到

師資培育學校及相關學程的英語主修畢

偏遠地區任教，才是治本之道。至於已

業生，不僅員額有限緩不濟急；近年來

引進到各縣市之外師，目前應當善加發

更由於國內「少子女化」的趨勢，使得

揮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編寫及錄製符合

許多國小採取聘用代課教師的措施，或

當地特色與反應風土民情的英語教材，

由現職教師修習相關短期課程後即進行

這才能達成「可長可久」的教學效益（

英語教學。這些權宜措施事實上並不能

張武昌，2003）。

確保英語教學的品質，甚至有部分教師

至於行政院的「挑戰2008：國家發

在英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兩方面皆嚴重不

展重點計畫」，很明顯地，將英語的位

足，對國小學童的英語學習造成嚴重的

階提升為「第二官方語」的規劃現在應

負面影響（張武昌，2006），上述花蓮縣

該是「無疾而終」了，但這也不令人意

由於缺乏英語師資造成國中畢業生在基

外。事實上，當2003年游錫堃院長做出

測的整體表現不佳即為一實例。

這個宣示時，英語教學界大都認為過度

為了平衡城鄉教育資源之差異，教

理想化，因為臺灣與曾被殖民過的新加

育部歷年來也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到偏遠

坡或香港在主觀及客觀的環境皆大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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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整體上學者及教師皆樂觀其成，

考至少兩次的國際性的英語文能力檢定

期望藉此提升國人的英語力。「挑戰2008

考試，才能啟動該校的補救教學，讓其

重點計畫」涵蓋的四項措施：「營造英

修習英語文課程後順利畢業。可想而知

語生活環境」、「推動全民英檢」、「

，這種幾乎是「不教而殺」的做法助長

強化英語師資」、「促進大專院校國際

了臺灣在國際英語測驗的表現一路下滑

化」，行政院每年都設定預期達成的標

。在這個氛圍下，近年來政府又積極地

的及達成率，並控管進度與成效。以「

陸續推動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推動全民英檢」為例，一般大學生畢業
前，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程度，
學生在2008年預期達成的通過人數需達到

參、近年來陸續推動的重
要英語教育改革

50%的標的。同樣地，技職體系畢業生的
目標則為通過全民英檢「初級」程度，
其在2008年預期達成的通過人數亦需達成
50%的標的；因此教育部技職司近年來皆
將學生英檢通過率列為各校申請「提升
外語能力專案」時的評鑑要項之一，各
科技大學也制定英語畢業門檻，並要求
學生報考英檢以達到預期的指標。但是
「推動全民英檢」的措施，對於激勵學
生的英語學習究竟達到哪些具體的成果
？在實質上又提升了多少學生的英語程
度？而考過某個英檢的學生在日常生活
英語的使用真的有所進步嗎？這些都是
仍待探討的議題。事實上，由於「推動
全民英檢」這個措施所帶來的壓力，有
些科技大學為了也同時拼「促進大專院
校國際化」的業績，甚至未考量學生的
實際英文程度（有些連26個英文字母都
無法完整拼出來），就規定學生必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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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5月20日就職後
，鑑於「英語力」已經成為敲開全球化
大門的必備關鍵能力，而國人不僅「英
語溝通運用能力偏低」，且「生活環境
國際化與友善度不足」，因此責成行政
院推動「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
採取以下策略：一、國人英語學用不足
，須厚植英語力專業人才；二、審慎建
置英語情境學用場域，活化英語學習；
三、運用英語力提升城市競爭力，加強
國際化及友善度；四、運用英語力增進
國際服務品質，深化在地服務；五、強
化整合支援國際化推動機制，重視人才
培育，期望能達成「學與用並進」並塑
造我國國際接軌與國際友善的形象。
「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可視
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延
續，只是在英語教育的內涵上特別強調

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

「學用應該合一」及「英語教學應該活

英語文動機、快樂學習，提升學生英語

化」的理念：

文聽、說、讀、寫之能力，奠定學生未

國民英語能力之提升，應包含聽說

來就業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之基礎」的目

讀寫各項能力之進步，推動各項措施時

標：

應結合地方政府資源、大專院校外語人

（一）規劃能力指標，制定課程綱要。

才、各級學校既有資源，注意縮小城鄉

（二）改進英語教學，研發英語教材。

與群體之間差距，節省人力物力之重複

（三）改善評量方式，鼓勵英語檢定。

配置。為活化英語學習，應審慎建置英

（四）培育優質師資，落實在職進修。

語情境學用場域，並結合圖書館、文化

（五）營造英語環境，提升學生興趣。

中心、生活美學館等機構，提供英語對

（六）落實補救教學，縮短城鄉差距。

話之機會與情境。

（七）推展學校特色，促進國際交流。

為期三年的「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

（八）建立評鑑制度，強化輔導策略。

計畫」在2009年9月頒布實施後，也是

根據「各級學校英語文教育行動方

逐年列出各實施方案的進度，並進行嚴

案」，教育部在過去幾年陸續推動一系

格的成效控管。近年來由於臺灣在多益

列的措施，例如2011年4月開始推動的「

（TOEIC）測驗公布的各國成績評比表現

國民小學英語科基本關鍵能力及補充教

不佳，馬總統每年在成績公布後總會要

材編製實施計畫」，目的在於訂定「國

求教育部及相關單位共同會商並檢討改

小英語科基本關鍵能力表」，並發展教

進。因此，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在2009

材與檢核機制，以針對弱勢且學習成就

年也同時接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

低落之國小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期能全

託進行一個名為「各級學校英語文教育

面提升國內學童之英語能力。教育部也

行動方案」的研究案，多次召開會議，

在2011年8月開始推動的「提升國中小學

邀請英語教育學者、專家及教師針對國

生英語學習興趣計畫」也是配合上述行

內英語教育的缺失進行診斷，經過充分

動方案，目標在於「提升國中小學生英

討論後確立了以下8項目標及配合的行動

語學習興趣，並強化國中小學生英語聽

策略及實施措施，希望各級學校能確實

力及口說能力」。在提升大學校院學生

執行，期能達到「提升教師英語教學效

的英語力部分，高教司也從2013年6月起

能與專業素質，強化質量並重之成效評

推動「大學專業領域英語學習種子培訓

量，並尊重學生發展差異，開展其學習

暨英語教育資源分享試辦計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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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能力及國際視野，計畫目標如下：

個面向。
首先是英語教育的成效面。近年來

透過大學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整合

，由於多益測驗每年的報導，臺灣英語

區域專業領域英語教學資源，盤點區域

教學給人的整體印象是負面的；我國在

優勢、專業領域及通識課程英語教學需

多益測驗的表現總是在後段班，僅比日

求，擇定區域優勢學科領域，透過系統

本好一點。我們必須承認，臺灣的英語

性訓練課程規劃，培訓該專業領域英語

教育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所有的英語

教學助理或種子學生、提升英語授課教

教育者都應該更努力，但是我們也應該

師教學技巧，形塑專業英語教學教師及

有正確的體認：以臺灣的語言現況而論

英語學習學生社群，並透過教學推廣擴

，英語文仍定位為「外國語文」，無論

散計畫效應至區域內學校。

從語言的歷史（英語文屬於印歐語系而

以上僅簡略列出近三年來教育部為

國語文屬於漢藏語系）、語言的語音、

配合行政院所規畫之「提升國人英語力

構詞、句法及書寫系統，英語文與國語

建設計畫」，陸續推動的三項重要英語

文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對臺灣的孩童

教育措施，雖然在成效面上仍有待持續

而言，要把英語學好並不見得容易。如

追蹤考核，但從這些計畫的規劃與推動

果再把家長的社經背景及相對應的教育

，可以看出政府相關單位在提升臺灣英

資源納入考量，弱勢的孩童要把英語文

語力所做的努力。

學好更是困難！在教學現場多年來的觀
察，筆者有一個心痛的感覺：一個孩子

肆、臺灣英語教育亟待改
變的幾個面向

的家庭背景幾乎決定了他（她）的英文
程度，弱勢家庭的孩子要學好英文，難
度真的很高！上述「國民小學英語科基

以上各節簡略描述了21世紀初以來
，臺灣的英語教育的幾項重要變革及政
府為了提升臺灣英語力所推動的多項措
施。至於這些措施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
成效？及何時才能達成設定的目標？事
實上必須考量眾多的配套因素，尤其是
以下存在多年卻仍未能有重大改變的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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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關鍵能力及補充教材編製實施計畫」
是一項扶弱的具體措施，也是一個正確
的方向，與筆者過去主持九年一貫英語
領域相關活動時不斷呼籲英語教師要特
別注意弱勢及學習困難之學生，並適時
進行補救教學的理念一致；只是這個問
題的解決牽涉到相當多的變數，並不容

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

易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較為務實的作

在於培養學生從基礎到較高階的聽、說

法應該是讓這類的學生不排斥英語的學

、讀、寫四種語言溝通能力。但是從英

習，最好是能對英語的學習保持興趣，

語教學的現實面觀之，教學現場所呈現

在既有的基礎上按部就班地提昇學習英

的仍然是以語言知識的傳授為主，對於

語的信心，這樣就比較有機會提升他們

語言實際應用面相關的能力與技巧培養

的學習成效。否則以目前臺灣幾乎人人

，則仍然有待加強。以現行高中的英文

可以上大學的趨勢，由於畢業門檻的規

教科書為例，每課都以相當篇幅介紹所

定，這些學生未達一定的程度就參與國

謂的重要句型，而這些句型的反覆練習

際性的英語能力測驗，不僅增加自己的

成為許多高中學生英文學習的重點。筆

挫折感，他們在這些測驗的表現也會加

者擔任高中教科書審查委員多年，觀察

劇臺灣的負面形象！

到有些句型在每一個版本都會出現，有

其次是英語教育的教學面，這是對

時候同一個版本在不同冊別還反覆出現

英語教育是否能有成效影響最大的面向

，彷彿這個句型重要得不得了，非學會

。臺灣的學生在先天的智商及後天的努

不可！所謂的「分詞構句」就是其中之

力都不比別國的學生差，我們的教師對

一：

於英語教學所投入的心力也是有目共睹

句型示例：V-ing…, S+V….

，為什麼還會有行政院所關切的「學用

例句：Preparing for the test, John

落差」的問題？以上引述的臺北市國民

worked until 11 pm last night.

小學101年度基本學力檢測計畫成果報告

以上是某版本所列的句型及示

學生問卷分析指出：填答學生對校內英

例，該課也設計了一些練習，例如學生

語課「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的比

應該會將兩個句子I took the elevator.和

例為35.41%，這個分析結果顯示出國小的

I happened to meet Mike.合併為Taking the

英語教學可能由於學生學習資源的差異

elevator, I happened to meet Mike. 問題是：

（例如是否參加美語班或課後班）甚至

英美母語人士在這種情境會怎麼說？事

個別教師在英語能力或教學專業上的落

實上，在口語的情境，他們一般的說

差，影響了學生的動機及學習的意願！

法是While/When I was taking the elevator,

從課程綱要所列的英語文教學目標

I happened to meet Mike.同樣地，練習裡

來看，無論是九年一貫或是高中、職課

的另一組句子The old man was rich. 和He

綱，皆以溝通式教學觀為主軸，目的都

didn’t live happily. 學生若依例合併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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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應該是：Being rich, the old man didn’t

學習動機與興趣有極大的影響。以國中

live happily. 問題是這個句子給人的感覺

的段考為例，段考屬於成就測驗，目的

就是情境、時空不對、囫圇吞棗！這個

除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同時也在評

例子說明了一個相當殘酷的事實：在臺

定教師的教學效能。但是仔細分析段考

灣的英語教學，學生學了太多並不見得

試題，可以看出有些實在過度刁鑽：

合乎語用情境的語言知識，對於語言的

Choose the best answer:

應用面卻反而輕忽了，這是所有英語教
師都應該重視且努力改進的部分。
近兩年來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努力克
服施測層面的困難推出了英聽測驗，主
要的目的其實是希望對教學面產生正面
的引導作用。如上所述，聽力的培養在
九年一貫英語課綱及高中、職的英文課
綱都極為重視，只是過去數十年來由於

thing, do I?
(B) I don’t think he did such a stupid
thing, don’t I?
(C) I don’t think he did such a stupid
thing, did he?
(D) I don’t think he did such a stupid
thing, didn’t he?

入學考試未列入考科，聽力教學在各教

以上是一個國中老師感到困惑而諮

育階段一直未受重視，也因此造成國人

詢筆者意見的段考試題。這個試題評量

學了多年的英語，卻無法聽懂捷運或機

的重點明顯是學生對英文裡所謂「附加

場裡簡單英語廣播之憾事。目前由於高

問句」（tag questions）用法的理解。有趣

中生參加大考中心英語聽力測驗的成績

的是當筆者請教幾位英美母語人士哪個

已列入大學甄選入學審查資料之一，因

選項是正答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居然

此在高中端已經看到英文老師努力地教

是這個問題「很無聊」（very boring）；

導學生如何增強聽力的各種策略，為英

他們說句尾用一個“right?”不就好了嗎

文教學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也讓語言知

？這個例子其實反映出臺灣的英語試題

識的學習與語言的使用面有了更緊密的

有時不僅不符合語用更是以考倒學生為

結合。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也將聽力測

目標。這種心態如果不能調整，對英文

驗納入，可以預期在國中端的英語教學

程度落後的學生只會造成更大的災難！

將變得更為實用及有趣！

14

(A) I don’t think he did such a stupid

在臺灣的各學習階段，許多的學生

在英語的教學面，還有測驗評量的

每日皆認真研讀各類的參考書，市面上

問題需要更多的關注，因為這對學生的

英語文學習相關的參考書更是琳瑯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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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

。由於不少的老師教學仰賴參考書，因

租廣告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對英語

此也對英語教學產生重大的影響。以下

文的學習絕對有負面的影響！

是擷取自某國中參考書的閱讀測驗選文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看到了參考書

，其後附有五個試題，但為節省篇幅且

上英文標點、單字、句法的錯誤，也看

試題命題技巧不佳，故予省略：

到了教科書上不符合語用的句型練習；

Rented

筆者想表達的看法是臺灣的學生在英語

A nice four-floor house with a garage,

學習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們

four bedrooms, three bathrooms, one dining

主要的學習素材卻有許多待改進之處，

room, one kitchen and one living room in

值得關心英語教育的人士關注！如上所

the quiet neighborhood near Tainan City. It’s

述，由於英語與國語在語音、構詞、句

a furnished （附傢俱的） house. You are

法或書寫系統的差異，臺灣的學生要把

allowed to use the washing machine （洗衣機

英語學好需要投入相當的心力與時間。

）, sofa, air-conditioner （空調設備） and

事實上，對於大多數臺灣的學生而言，

beds.

英語學習的環境並不十分友善：出了教
P.S 1. Welcome no-child couples （夫

婦） and no pets.

室，就是中文或母語的環境，而且並沒
有許多的情境需要學生使用英語文；這

2. Rent: NT$8,000 per-month.

也是近年來政府在各個提升英語力計畫

Please call Mrs. Huang at 5905793 or

中一直強調語言學習環境，希望做到「

0928686227.
這篇選文企圖模仿國中基測閱讀測
驗靈活的命題素材，以一則房屋出租廣

審慎建置英語情境學用場域，活化英語
學習」及「營造英語環境，提升學生興
趣」的主因。

告為題材，但這篇閱讀選文有相當多的

從英語教育的學習環境營造面來說

問題：除了英語單字與句法的錯誤（例

，這些年來政府確實投入相當多的經費

如Rented 及Welcome no-child couples and no

，除了要求各級學校建置雙語標誌外，

pets.）及標點的錯誤（如P.S）外，主要

偏遠地區的國中、小學還聘有外籍英語

的問題在於英文的房屋出租廣告通常都

教師與本國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在各大

相當簡短，也不會有這篇中出現的P.S。

學校院也編列大筆經費延聘外籍學者、

因此這一則閱讀測驗選文不僅英文有問

鼓勵本國籍教授以英文授課、廣招外籍

題，也無法真正反映英、美等國房屋出

學生，並透過與國外大學建立姊妹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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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定期交換教授及交換學生，以營

臺灣對於英語學習環境的營造不如新加

造有利英語學習環境，這些努力都值得

坡、香港，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更

國人肯定。但主要的問題是：這些相當

嚴肅的課題是：如何有效地將大多數學

昂貴的措施對學生的英語學習產生了多

習者對英語的「無感」轉變為「有感」

少影響？例如，目前控管績效最好的是

，這應該是所有英語教育工作者最迫切

雙語標誌的建置，達成率幾乎是百分之

的任務！

百，但是在學校現場觀察所得卻是成效
不如預期，因為學生不會主動去檢視雙

伍、結語

語標誌的內容，教師也不會將雙語標誌
與教學內容相結合，因此這些花大錢建
置的雙語標誌基本上只是做為展示之用
，達不到為學習者營造有利學習環境的
功能！
依筆者從事英語教育多年的觀察，
臺灣英語教育成效不彰的主因應該是學
習者對英語的「無感」（apathy）：學習
英語只是為了考試，絕大多數的學生都
以教科書及相關的參考書為學習的主體
；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出現在教科書上
的素材才是學習的內容，因為這些是考
試試題的出處。對於日常生活中出現的
英語或英文，大多數的學生反而因為與
學校考試無關，「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令人深感惋惜！筆者每次在臺北市
搭捷運時特別有這種感觸，因為一眼望
去，在車廂裡看書的學生專心閱讀的如
果不是教科書就是參考書，很少將注意
力放在閱讀車廂裡的雙語標示或聆聽英
語廣播的內容，非常可惜！整體而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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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八月臺灣英語的學習向下
延伸至國民小學以來，臺灣整體的英語
學習成效到底有否提升？如果有，又提
升了多少？這是關心英語教育人士的共
通問題，但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各界都可
以接受的答案。一般的觀察是，教育資
源多的小學孩童能夠閱讀2,000個英文單
字書寫的英文童書或其他課外讀物，且
能在進入國中後，輕易通過全民英檢初
級或中級考試取得證書；此外，去年8月
底舉辦的全民英檢高級初試，國高中生
報考人數占總人數3成 3，這也顯示教育
資源多的學習者的英語力確有提升。但
相對的，弱勢的孩童不僅在英語學習落
後，有些提早甚至放棄英語的學習，不
僅造成教學的困難，也與原先「縮短貧
富與城鄉差距，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
美意相違。近年來，教育部在國中小推

3

全民英檢高級初試中學生報考占三成：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
jsp?f_ART_ID=474228#ixzz2tlbO2URG

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

臺北：文鶴。

動的「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
「有效教學」、「合作學習」等措施都

張武昌（2003）。我國的國中英語教育。

是希望能夠降低能力落差，及時給予協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4（2）

助以期重燃英語學習的興趣，至於能否

，113-130。

達到預期的成效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張武昌（2006）。臺灣的英語教育：現況
與省思。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本文以「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

69，129-144。

：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為主題，討
論了政府自2001年以來為了提升國人英語

張武昌、陳秋蘭、羅美蘭（2008）。引進

力所推動的一些重要改革及配套措施，

外籍教師協助英語教學之成效討論

這些都是推動臺灣英語教育求新、求「

。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83，

變」的主力；但如上文所示，政府在推

201-226。

動各項措施，力求英語教育有所「變」

張武昌（2009）。從David Graddol的

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不少阻力。如何有

English Next談臺灣英語教育的幾個

效協助弱勢學生學好英文，並提供英語

關鍵議題。English Career，29，

學習者更多、更友善的英語環境應該是

26-30。

首要之務。如果能更進一步，活化各學

.

習階段的英語教學，將學生對英語的「
無感」轉變為「有感」，則臺灣整體的
英語力必能有效提升。
本論文原發表於「東吳大學外國語
文學院2014年語言、文學與文化校際學術
研討會會議手冊」，第13至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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