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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明示，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
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
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 19 項議題（教育部，2014）
。其實，
將「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課程，對老師們並不陌生，在過去九年一貫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時，
課程綱要中已涵蓋性別平等、人權、環境及海洋教育四項重大議題，也因此奠基於過去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之基礎，新課綱由國民中小學擴展研訂議題之學習主題/實質內涵至高級中等學校
階段，達成十二年銜接一貫的融入。本文章聚焦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與教學，探討「課程發展」
與「教學實施」的原則，以及議題融入的課程設計模式，可供英語文教學之參考。

第一節 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與教學之原則
一、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發展」之原則
議題融入英語文之課程與教學，可針對單一議題進行，也可選擇多項相關議題加以融
入，被融入的課程可以單純就英語文課堂實施，亦可以是跨不同領域，可考量學生興趣與專
長、社區背景及學校發展特色等於領域課程中進行，或於彈性學習課程/彈性學習時間及校訂
課程實施。以下為議題融入英語文的課程的幾項重要原則。
(一) 整合英語文學習重點與議題的實質內涵：
進行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設計時，並非將英語文及議題分開處理，而是將英語文之學習
重點適度地與議題的實質內涵進行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例如國中英語第五冊教科
書選文為一篇有關海洋公園的海豚秀的文章，教學實施中除了閱讀及語言能力的培養、
閱讀策略及溝通應用能力的養成外，更可同時與「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甚至「生命
教育」等議題的實質內涵進行整合，促使學生藉由多元視角的思考，獲致較為統整的知
能與態度。
(二) 同時融入正式、非正式或潛在課程：
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之規劃，除了在正式的課堂中實施外，非正式課程亦是重要的一
環，包含專題/議題探究、成立相關社團、英語文戲劇表演、電影賞析、戶外教育活動
等，或與課程節合辦理以議題為主題的多元競賽（如能源教育漫畫創作比賽、品德教育
微電影製作等）
，可將議題相關素材布置於校園及教室中(如全球議題長廊等)，並與班級
經營、校內外相關活動及校園文化形塑緊密配合，產生「境教」效果，以發揮議題教育

之全面性教育功能，豐富並深化教學成果。
(三) 透過教學研究會及專業社群發展課程：
議題融入課程之規劃，可透過校內的英語文領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究會進行研討，
於學期前規劃相關議題融入教學之內容或重點、實施年段與進度，並將其納入「課程計
畫」之一部分；教師組成團隊進行共同備課，並於學期間之教學研究會議中，針對教學
規劃進行分享與交流，亦可針對討論提綱，充份研討，以提升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的成
效。
(四) 注重與其他課程的橫向整合、連結：
藉由議題融入，英語文能與其他領域學科學習主題連結或進行課程的統整，透過議題本
身的跨領域特質，從不同角度去探究，以獲致較寬廣的理解，擴展學習範圍與強化學習
深度，同時也可提供學生語言使用的豐富情境，不但活化語言學習，更有助於學習動機
與效能的提升。此外，可透過由跨領域成員組成之專業社群進行課程發展，透過同儕間
的專業交流、腦力激盪與團隊合作，有助於議題與課程內容的橫向整合。
二、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實施」之原則
(一) 涵蓋議題認知、情意、技能與行動實踐：
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中，除了培養學生對議題本身的認知與理解外，亦應連結學科或領
域學習內容，教學實施中透過多元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對議題敏感度、價值觀與責任
感，並進而能夠在生活中實踐履行。例如當介紹 Stockholm – A Green City 一文時，即
是融入議題的好時機，如：
「環境教育」(環 C1：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的公共議題，並積
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
「品德教育」(品 J3：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能
源教育」(能 J7：實際參與並鼓勵他人一同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國際教育」(國 J8：
了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等，除了文本閱讀以了解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如
何成為歐洲綠色環保首都，教師可透過各國節能減碳或能源利用成功案例，引導學生反
思、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亦可在課堂中與學生共同討論並寫下
「綠色宣言」，提出如何將節能減碳的概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二) 取材生活化，善用多元媒體素材：
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中，應搭配各項與學生之生活與經驗相關的主題作知識上的探討，
以英語文為媒介擴展新知，同時，引導學生了解多元觀點，可輔以人物、典範、習俗、
在地文化或節慶等加入教材，不但能豐富語言學習、語言使用的情境，凸顯英語文的即
時性與生活化。此外，透過時事或生活案例，引導問題與討論，批判、反思與對話等師
生互動，提供了學習過程中的價值分析與澄清，具反思意義。例如：雇主涉嫌強逼穆斯
林印籍外勞吃豬肉的新聞事件，可用以連結「多元文化教育」(多 J5：瞭解及尊重不同文
化)與「國際教育」(國 J9：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尊嚴)，同時可彰顯議題所
倡議之「尊重多元」
、「同理關懷」
、「公平正義」及「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

(三) 引導高層次思考，培養分析及表達能力：
就認知歷程向度而言，修訂版之布魯姆的認知教學目標，由低而高、漸進複雜，依序為
記憶、了解、應用、分析、評鑑和創造。在議題融入英語文教學中，經由教師提問、小
組討論、對話等各種學習活動，進行議題探究，同時也培養學習者多元觀點，以及創造
與實踐的能力。例如：閱讀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的故事，藉由文本中認識這位
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瞭解她如何在巴基斯坦爭取女性教育，以及即使遭受到
塔利班攻擊而仍然奮鬥不懈的過程。文本閱讀時，教師除了運用 What, When, Where,
Who 等提問，增加學生對客觀訊息的掌握與理解外，適時針對「人權教育」及「性別平
等教育」等議題運用不同的提問策略，引導學生較高層次思考：


What and why does Malala want to do for women?



Do you think books and pens are powerful weapons?



If you were Malala, what would you do differently? Would you continue to
speak out?



Have you ever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because of your gender?



What kind of gender 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exists in Taiwan? Where does the
discrimination come from?

透過組織分析文本、解構因果關係，或舉例說明、評論得失、提出方案等學習活動，引
導學生高層次思考，培養分析、組織及表達想法的能力。
(四) 掌握多元評量原則，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
議題融入教學的評量應符合英語文學習重點與議題的實質內涵，採取多元評量的方式進
行，除了由教師進行評量外，得輔以學生自評及互評，其形式視議題性質與教學目的而
異，可運用如觀察、口頭回答、專題探究或發表、小組討論、實踐心得，及學習歷程檔
案等多種方式進行。例如：閱讀到塑膠垃圾為主題的文本，可融入環境議題 （環 A1：
能從人類發展與環境負擔的平衡，思考人類發展的意義與生活品質的定義，建立合宜的
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在形成性評量的設計上，老師可以在教學時以小組方式進行
Jigsaw reading，讓學生先掌握英語文本文義，老師再提供語言架構協助學生以口語方
式報告文本內容（The author says…）及與生活經驗的經驗連結（That reminds me
of…）
，如此教學設計一方面評量學生對文本訊息的了解能力，一方面引導學生將所學內
容與學生的真實世界做連結，同時也訓練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力，議題的重要概念以及
英語文的學習可以兩者兼顧；將此主題課程再擴大發展，可探究其他相關環境議題，
如：世界各國減塑行動比較、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減塑與生活便利間的
選擇，其學習的總結性評量可以是小論文或是研擬減塑行動方案，總結性評量的評量規
準則可包含語言學習呈現的要求、議題概念的傳達、論點的批判型及作品創意等項目。

第二節 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設計模式
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設計模式大致可分為三類：融入式課程設計模式、主題式課程設計模
式、發展學校本位與特色課程模式，以下分別針對上述三種模式依序敘述並以實例說明。
一、 融入式課程設計模式與實例
第一類課程是將議題的概念或內涵融入既有課程內容之中。融入的議題可僅就某一議題，
或多項相關議題，就所擇訂的議題，選擇有關的單一領域或多領域進行融入。此類課程因建立
於原有課程架構與內容，就其內容與議題進行連結或延伸。在不改變課程結構下，添加有關議
題之內容、概念、主題與觀點。例如：新竹縣新豐國中教師團隊將「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融入
國中英語第三冊 Respect Different Cultures 一文的閱讀教學，該文本介紹部分國家的禁忌及
穆斯林文化，學生在閱讀時，搭配教師自製的不同國家文化禁忌學習單，讓學生了解不同地方
或區域的飲食文化、穿著文化、風土習俗等；此外，在閱讀後，教師透過印尼外籍移工佔據臺
北車站慶祝齋戒月，以及車站設置穆斯林祈禱室等新聞，引導學生討論此文化的獨特性，並反
思是否對他們給於足夠的尊重，帶領學生一起思考及解讀事件面貌，同時進一步引導學生觀察
所在社區的移工文化，引發學習共鳴與融入社區情境，學習以同理的角度思考移工的情境與感
受。
多元文化教育是尊重差異，考量不同文化觀點之教育，也是英語文課程中常見的議題，透
過課程提升學生對不同區域與族群的文化特色的理解，才能有多一點的包容與尊重，減低對不
同文化的偏見及刻板印象，發展跨文化素養。同樣是多元文化教育議題，武陵高中葉秋菊老師
則是從高中英文第四冊 Anne Frank's Diary 一課出發，從多元文化問卷帶入主題，引導思考多
元文化的意涵，搭配有關刻版印象的兩個影片 African Men. Hollywood Stereotypes 1 及
Labels are for Cans, not for People2，除了影片中的關鍵英文字詞學習外，更引導學生反思
在生活中是否能以不同角度看待事件，而非一味地依循他人意見或偏見，在課堂中探討該如何
避免偏見；在閱讀後的延伸活動中，學生製作多元文化主題海報作為回家作業，老師先搜尋與
種族衝突相關之時事議題或活動以引導學生進入討論主題，並介紹國內外推行多元文化之成功
法案及事例(例如：加拿大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供學生海報製作之示例參考，隔周上課時進
行小組發表與分享。
二、 主題式課程設計模式與實例
第二類課程是擷取某一議題之其中的學習主題，發展成為議題主題式課程。其與第一類課
程的不同，在於此類課程的主軸是議題的學習主題，從議題出發，再連結學科的學習重點，常
需另行設計課程，並在相關領域教學時間的空檔、彈性學習課程/彈性學習時間進行，並自編教
材或尋覓補充學習資源。在此類的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中，「繪本」是常用學習的素材，許多
的繪本圖文優美，故事性高，透過繪本閱讀巧妙地將議題融入，帶領孩子從不同視角看世界，
1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ElmEmEjb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SYczTLCk

展現繪本教學多元深度的風貌。
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為例，And Tango Makes Three（中文譯名為《三口之家》）
受許多英語文教師們所採用，該繪本由 Justin Richardson & Peter Parnell 撰文，Simon &
Schuster 童書出版社所印製，描述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的真實故事，故事中兩隻公企鵝 Roy
及 Silo 做什麼事都喜歡膩在一起，他們好羨慕其他企鵝能孵蛋，也因此每天耐心地坐在巢上，
卻遲遲無法完成心願，後來細心的飼養員靈機一動，將一顆沒有人照顧的企鵝蛋放在牠們的愛
巢裡，終於在兩隻企鵝爸爸的努力下，蛋裡蹦出一隻活蹦亂跳的企鵝女寶貝，牠的名字叫
Tango 探戈，也成為中央公園動物園中第一隻擁有兩個爸爸的企鵝寶寶。在繪本共讀之後，
教師可先運用提問的方式，以下為幾個常在中學課堂中進行討論的問題，可供參考。
 How did the zookeeper know Roy and Silo were in love?
 Why do you think Roy and Silo built a nest?
 What did the zookeeper do to help Roy and Silo form a family?
 What makes Tango’s family special? How were Roy and Silo like other penguin
couples/parents? How were they different?
延續繪本所帶出的議題，教師可引導學生可進行更深入的議題討論及反思。例如：
 What is a family? What do all families have in common? Do you find it in Roy and
Silo’s family?
 What’s your definition of LOVE?
 Do you think that same-sex parents can take care of a baby?
 Where is same sex marriage legal in the world?
 Do you think same-sex marriage should be legalized?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found out that one of your siblings was gay?
關於繪本融入英語文教學，北大高中戴逸群老師及高雄市後勁國中李貞慧老師在其著作
「繪本英閱會：讓英文繪本翻轉孩子的閱讀思維」(戴逸群，2017)、
「繪本 100+，輕鬆打造
英語文法力」(李貞慧，2018)及「用英文繪本提升孩子的人文素養：老師培養孩子英語好感
度書單」(李貞慧，2015)，提供詳細教學引導可供參考。
除了英語文繪本外，短篇故事、經典名著、人物傳記、英文新聞等素材，皆非常適合作
為主題式議題融入課程設計中。以「海洋教育」議題為例，臺北市麗山高中廖悅淑老師以
《奧德賽》的閱讀教學，設計「英雄自海上來：奧德賽迷航記」課程。透過閱讀此篇文學經
典，讓學生了解海洋文學裡周遊列國、勇於冒險的故事特性及海洋英雄的人物特色，並利用
《特洛依戰爭》與《奧德賽迷航記》兩則故事比較與歸納海、陸英雄角色特徵的異同。接
著，帶領學生實地採訪基隆外木山海岸地區的漁民、釣客、潛水教練、餐廳老闆對海洋保育
的看法，加深學生對於賴海維生居民的理解與尊重。再者，運用學習在剪輯採訪稿方式探析
海洋保育的無名英雄如何值得後人的尊敬與學習，反思《奧德賽迷航記》裡英雄的平實而偉
大之處。最後，學生於影片採訪的後製裡替受訪者配上英文旁白並刊登於網路，使其能運用

所學外語新知替無名的海洋保育英雄於世界各角落發聲。透過海洋教育議題融入主題課程，
搭配實地查訪與小組影片製作等活動，培養學生能察覺生活中與海洋相關之生活體驗，並反
思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相依相存的關係。
三、 發展學校本位與特色課程模式與實例
第三類課程是以議題為學校本位或特色課程。其對議題採跨領域方式設計，形成獨立完整
的單元課程，其可運用彈性學習時間（高級中等學校）/彈性學習課程（國民中小學）實施，或
規劃成為校訂必選科目。此類課程不論是單議題或多議題整合進行，通常需要跨領域課程教師
的團隊合作，以協力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雖有其難度且費時，但可建立學校辦學特色；
同時，極有助於學生對議題的完整與深入瞭解，並達成高層次的學習。
花蓮縣化仁國中以「國際教育」為主軸，設計「從思考到發表，開啟國際新視角」課程，
透過不同領域教師協力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以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作為課程設
計核心議題，融入「災害風險與衝擊」及「災害風險管理」的實質內涵發展跨領域課程，各個
領域從不同的點切入防災議題，以英語文領域所設計的「全球災害大追擊」課程為例，以第五
冊英語教科書課文中地震發生的情境為基礎去延伸，透過教師引導及國際議題討論，提升孩子
對救災及防災的意識，培養學生全球關懷之視野與胸襟。課程內容包含認識災害相關英語字詞、
避難包及疏散步驟等主題相關字詞等，同時學生分組彙整全球各區域的災害類型及實例、災害
應變措施，以及有哪些災害處理與環境變遷有關的國際組織，輔以進行模擬情境學習，讓學生
對所在的學校及社區規劃適切的防災策略及動線等。學生學習成果以海報呈現，針對不同主題
（如 earthquake, tsunami, typhoon 等）以英語文介紹各國災害，並將具體防災作為呈現於
海報及英語行動劇中。其他領域，如自然領域則針對災害成因及科學數據進行分析，並設計在
地化防災教具，並透過防災進行常識大富翁桌遊，強化學生防災知能；綜合活動領域則進行災
害風險評估、防災資料調查分析及防災實務演練等小組專題式議題探究。透過「防災教育推動
小組」，由校內各個學習領域教師代表組成，推動小組中之每位教師將防災相關的全球議題融
入在自己的課程中，讓學生能透過跨領域課程對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議題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具體
行動。
屏東縣南榮國中則結合「國際教育」與「生命教育」，設計「用心去非」課程，發起「舊
鞋救命計畫」，讓非洲的人事物從課本的資訊，變成了有溫度的故事。丘麗英老師結合課程，
讓學生閱讀「愛呆我家連加恩」
，帶領學生理解非洲的環境、就學環境，接著與 NGO 合作募集
物資，發起舊鞋救命和愛女孩縫製衛生用品計畫。同時，帶著 7、8 年級約 300 多名學生與肯
亞的學生，以小組方式透過視訊、書信等方式，以英語作為溝通媒介，進行國際交流，題材包
括互相介紹雙方學校、國家、建築、文化，及互相學唱對方國家的歌等。
在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具有特色的選修課程亦是融入議題教育的適當時機，例如臺中一中
等許多學校開設「模擬聯合國會議」選修課程，課程內容聚焦受國際普遍關注之性別平等、人
權、環境、海洋、能源、安全、法治、科技等議題，增進學生對聯合國、其附屬機構及國際組

織的認識，提升對國際情勢及國際關係的瞭解，並整合英語文閱讀、口說訓練、寫作訓練，如
撰寫簡要的立場書（position paper）
、開場演說、主持會議及提問、答辯等練習，以及資料蒐
集、分析與判讀的能力，以角色扮演與合作學習方式進行，培養具備國際事務參與能力的世界
公民。
結語
在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含國民中小學、普通型、技術型及綜合型高中)中
皆明確指出，議題融入教學為英語文課程發展的重要原則之一（教育部，2018）
，不僅能夠提
供有意義的溝通情境、培養學生應用語言符號表達溝通的能力之外，更能夠培養學生具有理性
思辨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與行動力，並能追求尊重多元、同理關懷、
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並豐富核心素養的養成，這也正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
發」
、「互動」及「共好」之基本理念。
註：本文章主要內容摘錄自作者所著之「中學英語文教材教法」（五南圖書）專書中之專章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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