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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的內涵，並發展全球教育融入國

小九年一貫課程與教案，然後從事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與問題

解決，最後提出國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的建議，作為未來我國發展具

特色的課程的新的思考途徑。本研究主要採取合作行動研究方法，研究規劃採

Grundy(1987)的行動研究四大要素：計劃、行動、觀察、反省的循環螺旋，研究

方式主要是採質性研究方式，並運用文獻探討、參與式觀察、半結構式訪談、文

件分析與作品收集等從事資料收集與分析，全球教育課程發展場域以班級為單位

的全校性課程發展行動，全球教育課程發展型態採「單一學科取向」的融入方式，

最後提出客家小學從事全球教育課程發展之研究結論與發現。

關鍵字：合作行動研究、全球教育、客家教育、世界觀教育、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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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n

global education in a Hakka primary school in a Taiwan mountain County. And then,

the author developed the curriculum syllabus and lesson plan and infused the global

education into the Taiwan G1-6 curriculum. Further, the writer tried hard to carried up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glob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rovided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in a Hakka primary school on glob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give the new

thinking approach of our distinguishing curriculum. The study used the Cooperative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plan adopted the four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Grundy’s(1987) plan, action, observation, reflection of the reflection of circulating

spiral. The research method mainly use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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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s, hemi- structure interview, documents analysis and

compositions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fields focused on the

whole school and based on the units of the class. Finally, the author provided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of cooperative action research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A Hakka Primary school in a Taiwan mountain County on global education.

Keywords: cooperative action researc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global education,

Hakka education, worldview education

一、研究問題的背景

我國早期有關全球教育的論述最早是來自於社會學科中所強調的世界觀

教育的觀念，以及教育社會學的多元文化的概念等。早期有學者建議應將世界觀

教育融入到社會學科當中，後來學者們紛紛提出有關全球教育簡要概念的倡導，

例如：蔡清華（1987）在＜社會科教學的新途徑－「全球教育」課程之分析＞一

文，談及全球教育扼要的內涵與實施方法；林彩岫（1989）在＜小學的全球教育

＞一文，談及全球教育的概要內涵、推廣與師資培育配合問題等。簡妙娟（1992）

著＜世界觀教育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提出世界觀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新趨勢；楊慧

琪（1992）則是運用全球教育結合兒童權利來開拓社會科教育的視野；黃景裕

（1994）也在＜我國小學世界觀教育課程之實施＞一文中不僅提出世界觀教育的

理論與實務的探究，並進一步將世界觀教育融入每個學科當中；王明源（1999）

則是將全球教育分為認知、情意、行為層面，並建議運用至小學社會科中；高薰

芳、蔡大立（2002）則是提出全球教育在師資培育實施的看法（引自顏佩如，2004）。

我國對於現行教育中有關全球教育的狀況，也有學者運用量化分析調查現

況，郭金水、賈立人、楊慧琪（1994）則運用量化分析的方式針對國立台北師範

學院學生抽測，了解國北師學生對於全球教育知覺的現況；沈坤宏（1996）在其

《國小六年級學童世界觀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的碩士論文中，也運用量化調

查的方式，了解彰化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全球教育知覺的現況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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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篇研究並無實際設計全球教育課程的實施與發展（引自顏佩如，2004）。

我國以「全球教育」概念與名稱的課程計劃與實施，且公開於網路上的是新

竹實驗小學的全球教育課程設計，但是其內容僅是英語教學與資訊電腦學習為

主，與所提倡的全球教育整體課程發展與精神，仍有努力的空間（引自顏佩如，

2004）。

在中國大陸地區也於 1990 年代前後大量的使用全球化為研究的概念，例

如：《全球化與教育》、《全球化與政治》、《全球化與經濟》等等一系列的書，但

是其全球化的概念多與國際間的互動、資本主義、世界主義、商業競爭與擴張影

響下，經濟體轉變所造成的教育牽動為主，大量的引用經濟的跨國競爭與合作，

以及各國間的教育新聞與時事，可以說是以商業模式與價值觀來探究教育的取

向；中國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鍾啟泉（2001）主編的《全球教育

展望》雜誌則視全球教育為各國教育新知的簡介與探討，以了解先進國家美德日

以及西方教育為主，分為教育專家訪談、國際基礎教育的改革動向、學科教育研

究、國際教育局專欄、新書簡評（引自顏佩如，2004）等。

由於我國關於全球教育概念的倡導與研究起步較歐美為晚，因此較無美國全

球教育軌跡的激烈擺盪，而且我國所提出有關全球教育的理念較能以「教育目的」

為主的考量，在研究中有質化與量化研究並陳，但是卻缺乏從課程實踐的角度，

去從事課程實際的實施、實驗與行動等等，從而規劃出較為符合實務工作者應用

的課程雛形；大陸地區則視全球教育為國際教育新知的了解與宣導為主。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全球教育的觀點能促使教育本質的轉變，使教育能因時

因地的反映出真實的社會，就如同 Stirling（1993）所認為：「全球教育的目的並

非是幫助學生準備更美好的未來，而是幫助學生更加適應現況」，融入不同全球

教育目的將重大地影響教育的目的與走向，改變學生對於世界的認知與看法，甚

至更進一步影響人類未來的思維與行動，促使社會深層結構的驟變。

「全球化」如今已重新界定我們的時代，改變我們生存的實體世界，生活世

界也隨著全球化的腳步而轉變。如今全球化重新界定我們的時代，因此需透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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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作以融合各聯盟，以如食物鏈般連結全球網際空間的缺口，以連結工業和發

展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各國政治領導者必須擅用國際交流的機會，改善自己國

家的經濟，並建立全球公民的規範，以適應外在真實的世界與社會（Crossette ,

2000）。因此，全球化改變人類生活世界，我們必須透過各國緊密連結的相互依

賴關係，來適應今日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而「全球教育」在世界文明的進展上深具重要性，它不僅成為促進國際合作

與多國文明對話的關鍵，也是一種促進國際理解與合作的勢力。在新的經濟、政

治、文化、生態、科技實體產生質變之下，在 1990 年代我們的民眾與領導者需

具備理解和提升國家間互助和合作的態度，然而，現今的社會卻建立在個人主義

和競爭之上，分化成為一種社會規範（social norm），似乎人人主要為了私利而

奮鬥，社會群體的整體利益卻缺乏人們的關注。「學校」是改進社會的重要機制，

應肩負起改良社會的責任，並且應成為調適國際合作過程的主要角色與促進的勢

力（Tye, 1991：1-2），於是教導全球素養與全球教育視野的全球教育，應成為一

股促進國際理解與合作的新興勢力，以促進世界文明的對話與進展（引自顏佩

如，2004）。

但是落實全球教育必須在「班級教學」中實施，才有可能。過去的全球教育

大部分僅僅停留在討論的層次，未完全落實到實際的課程上，既使在社會科課程

中，全球教育也大部分侷限在研究國家、地理區域和文化上，而這樣的教育內容

常常無法幫助學生了解全世界人們中間的關聯性與相互依賴性，因此，我們必須

教導學生去了解國際間的關聯性與相互依賴性，並且學習分享國際間彼此的信

念，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的了解（Hendrix, 1998）。

為了促使全球教育在學校中實際執行，Hendrix（1998）建議教育者必須：

第一、探究出全球教育課程的目的與具體目標；第二、擴展全球教育的內容，使

全球教育可以影響其他課程；第三、推展全球教育課程到學校內部群體和外在社

群團體（引自顏佩如，2004）。

研究者也希望透過此次研究，能發展出以「國小」內班級為單位的全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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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策略，試圖了解國小班級實施全球教育所發生的問題，並針對其問題研

擬相關的解決方案，以提供未來我國各國小發展學校特色課程時的另一種選擇。

因此，本研究主要是探究全球教育如何融入現行國小九年一貫課程中，在教學實

務上的問題發現與解決，進而提升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並將研究結果加以推廣

與分享。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一）探究國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的內涵；（二）發展全

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程與教案；（三）從事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

程的實施與問題解決；（四）提出國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的建議。本

研究希望探究全球教育如何融入現行國小九年一貫課程中，在教學實務上的問題

發現與解決，並運用全球教育的理念在我國中部一所公立國小課程中。同時，為

了配合二十一世紀我國現今課程發展，設計以學校為全球教育課程情境脈絡的國

小班級教學，以蒐集有關全球教育班級實施的相關資訊，形成本研究結論與建

議，並作為未來我國發展具特色的課程的新的思考途徑。

本研究主要採取合作行動研究方法，研究設計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來說明國

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行動研究的規劃與實施，第一部份是「研究現場」的探究，

包括研究現場的選擇以及場地背景的介紹。第二部分是「研究者的角色」，包含

研究者背景的自我介紹以及本研究的角色與地位。第三部分是「資料蒐集的方法

與管理」，內含介紹本行動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以及資料管理與資料編碼說明等。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的人力、物力等限制與我國現有的課程結構與學校制度，

發展以班級為單位的學校課程，採一年期的研究為主。本研究所指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是指：國家之間不受時空距離與社會文化的限制，以地球村的

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促成跨國界的相互連結。根據 Taylor, Lingard, &

Henry（1997）認為：全球化的影響是縮短國家的距離、增加國家間的多元接觸

以及增加國家間彼此的信賴。全球化與國際化不同的是，全球化贊成各國有共同

的發展模式及國家個別的特色，但卻希望達成跨國性的連結作用，減弱以國家為

單位的互動型態（引自顏佩如，2004）。「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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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是為了因應現今全球化世界，所提出的一種教育觀取向，其核心是為了

培養全球意識，形塑全球公民社會，增進跨國界的溝通與理解。全球教育是以全

球研究（global studies）作為課程考量（curriculum considerations）的標的，培養

學生全球公民的素養與國際的溝通，提供學生前進國際社會的入口，以培養全球

導向的能力，將全球的視野融入在所有的課程中，了解現今社會的轉變以及提昇

全球問題的解決（引自顏佩如，2004）。「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指的是：針

對全球所做的探討，包括全球化背後的哲理，如：生態環境、全球文化、全球政

治、全球經濟，以及全球化的相關議題，如：和平教育、人權議題、環保等等（引

自顏佩如，2004）。

二、全球教育的觀點與立論

（一）全球教育觀點的變遷

1980 年代國家希望透過教育來達成全球經濟的目的，而這樣的理念普遍深

植於民眾中，使得全球教育蒙上國際經濟競賽、國家霸權爭奪的陰影，國家對於

教育的注意，只是希望教育能提高「政治」上的實力與「經濟」上的產能，以維

護國際的霸權與本國國民政治經濟的權益。

然而，全球教育仍有其積極的目的，也有積極轉化的可能，全球教育應該是

幫助每一個現代人更拓展自己的視野，理解國際多元的觀點。因此，全球教育的

觀點已隨著時間從早期的經濟政治競賽、各國國別的國際了解，逐漸轉變為理解

彼此互相依賴的變動關係，並從「經濟、政治目的」逐漸反省到「教育本身」的

訴求，從前文歸納全球教育概念的轉變與發展，我們有以下的全球教育變遷的發

現（引自顏佩如，2004）：

1.從「國家經濟性」考量到「國際見識」的培養；

2.從「國際教育」轉變為「全球教育」；

3.從「烏托邦論述」，轉變為「既是地方教育的責任，也是國家教育的責任」；

4.從「維持國家霸權」的迷失，到「貼近現今世界生活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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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國家主權維護」到「跨國界思考」思維；

6.從「鞏固國家疆界」，到「國際互為依賴關係的重視」；

7.從「國際競爭」到「國際協商合作」；

8.從過去「國家靜態秩序維持」到「跨國界的國際間交流」；

9.從過去重視「壯大軍事與經濟侵略力量」，到「強調維持和平的協商與溝

通能力」；

10.從過去「維護國家利益」到「重視世界責任與公平正義」等。

整體而言，全球教育的訴求已從單純的政治經濟訴求，逐漸轉變到強調教育

的目的與世界的責任，大大地啟發人類的思想，從過去鎖國的意識型態逐漸轉變

為世界性的交流與協商，同時也慢慢的知覺到世界的系統性與彼此依存性，強調

全球的變動關係與國際的公平正義訴求。

除此之外，全球教育也逐漸從過去各國國別的國際性理解與國際教育，轉變

為重視各國合作與互賴關係的理解、跨國界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素養的養成

等。「國際教育」重視的是各國國家的介紹與理解，「全球教育」注重的是國際間

跨國際的合作與依賴關係的理解，甚是尋求國際間的合作與和平的訴求，強調國

際協商與聯盟，以開發國際性的共同利益與人類跨國界的互賴關係。

簡言之，就經濟與政治的層面而言，過去單純地維持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私

利思維，已不完全適合現今現實生活的思考，如今只有創造多國或是國際社會間

的雙贏才能整合國際的資源，創造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國際交流的策略上，從國

際間的軍事擴張威脅與經濟競賽，逐漸加入和平與協商的空間。在國際倫理上，

在追求國家己利的同時，必須兼顧國際道義與公平正義的原則。在教育的訴求

上，從自己國家為出發點的理解，轉變為站在他國立場來理解，強調世界系統的

整體變動關係，了解國際社會間的依存關係與互賴的重要性。

在學校課程上，全球教育從過去大部分多融入社會科學科目中，應逐漸融入

到「學校所有的教學科目」當中，形成知覺、意識的轉變，並學習全球公民的素

養與知識技能，以便為人類社會開創更多和平的對話與交流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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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教育的立論與必要性

顏佩如（2004）歸納與修正全球教育相關立論與必要性觀點，加入重新建構

國家與世界的思考圖像的訴求，統整全球教育的立論與必要性在於：

1.從全球教育的假設而言，全球教育在於破除疆界迷失，提昇全球化素養（態

度、知識、技能與信念），以解決全球相互連結的問題；

2.從全球教育的前提而言，教育有其責任幫助學生發展全球教育，以適應與

理解今日真實生活世界，全球知能乃教育應有的內涵，應發展積極公民教育與和

平文化，才能促進世界溝通；

3.從全球化是一個社會運動而言，必須學習全球化蘊含下的態度、知識和技

能，了解人權、自尊、自信和國際正義等議題。

4.從「文化學習」的角度而言，全球教育是從全世界的觀點去教育學生，促

進跨文化的學習與理解，以穩固跨人類文化的學習；

5.從發展世界哲學與歷史的觀點而言，全球教育在於從歷史、人性、政策研

究和其他領域，分析發展世界的哲學、我們現今的生活世界以及其所需的世界公

民素養；

6.從種族與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全球主義與全球能力」是人類文明進展

的終極目標，「全球主義與全球能力」意指個人對於種族、國家和世界、文化融

合有技能、知識、反省和認同。

7.就全球教育的世界與國家、社會、家族與個人等關係而言，應以「全球的

責任」作為國家、社會、家族與個人等的上層概念；國家、社會、家族等成為個

人行動的疆域，個人應重視「全球的責任與義務」。

8.就參與國際社群的行進路線而言，應以「個人意識」為基礎螺旋而上，考

慮到「自己」、「家族」、「社會」、「國家」、「國際」等同心圓元素，並形成一個「面」，

反之亦然。

總而言之，全球教育的迫切性與合理性基礎在於：全球教育能使學生更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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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的全球化生活，因此，全球教育的內涵應含跨各學科課程，並將這些教

育內涵透過認知、情意、技能、信念等四大層次轉化學生的認知與感受。同時，

全球教育讓學生了解到世界所共存的積極議題與社會公義訴求，使學生能跨國界

地思考與體驗不同地區與國度，對知識、真理的感受與理解，重新建構國家與世

界的思考圖像，加強人民世界意識，以再度反省自己現今所持的疆域觀點（引自

顏佩如，2004）。

三、全球教育的目的與範疇

（一）全球教育的目的

基本而言，各家有關「全球教育目的」之論述，皆提出全球系統的相互依賴

觀念，也勾勒出以全球架構為基礎的世界觀，強調多元文化間的鑑賞與了解，於

是自然也提出培養世界公民素養的訴求，當中也隱含了國際合作與思考的重要

性，然而，在創造和平能力與全球與本土的平衡上，便顯得較為薄弱，是未來從

事全球教育研究須加強的方向。研究者綜合以上論述並加以補述，整理「全球教

育目的」概念如下（引自顏佩如，2004）：

1.關心全人類的生存；

2.跨國界問題與議題的學習、拓展世界觀；

3.培養世界公民素養；

4.學習與世界其他社群人相互合作協調；

5.了解世界其他不同觀點、管理衝突與促進和平的能力；

6.了解世界議題系統性與互為依賴的特質；

7.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

8.本土關懷與全球課題關係的平衡等；

9.促使學生能全球思考、地區行動；

10.促進和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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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教育的範疇規劃

Anderson（1991）與 Cakmak（1993）則是蒐集美國與西歐在課程的發展經

驗，歸納美國與西歐實施全球教育大概包括的範疇為：

1.增加第三世界的資訊；

2.全球議題：食物、營養失調、環境、種族主義、人權、發展與解除軍

備；

3.全球主題（theme）：互為依賴、衝突、溝通與轉變；

4.文化影響（Cakmak,1993：10）。

5.拓展外語教學與跨文化教育；

6.加強過去以往傳統美國教育所忽略的區域的教育；

7.將全球觀點加入美國歷史與社會的學習；

8.將全球向度融入所有課程當中（Andeson,1991；引自 Cakmak,1993：11）。

Alger & Harf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全球教育概念是認為，人們在地球生存需接

受全球教育，生活才能健全，國家的疆界不應成為人民思考的阻礙。Alger & Harf

（1986：3-11）所指出全球教育的五個基本主題以及關係、制度的層面如下：

1.價值：由多元的人們針對各議題建立全球的標準，例如國際和平、國

族自我決定、國家發展、國際經濟、國際平等、國家自主和自我依賴、生態

平衡、基本人類需求和參與。

2.和解協議（transactions）：正式和非正式政治、軍隊、經濟、社會和其

他跨越邊界的網路。這些包含全球政體的和解協商，例如海洋政體、財經政

體和人口政策。

3.行動者（actors）：世界事務不再只是國家政府的責任，所謂從事世界

事務的行動者包括：「國際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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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國際通訊協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

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例如：

裁減軍備、糧食、發展、女性、海洋法；和解協議、跨國或多國公司（transnational

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合作，例如：Nestles 和 Citibank；以及從

屬政權等，例如州與省政府等。

4.程序和機制：這些包括協商、會議、暴力、戰爭、獨裁和機密情報等。

5.議題：全球議題包含污染、難民、人口、糧食、能源和安全等。

Kniep（1987）是以「重要元素」下包含子元素的規劃，以人性與人類價值、

全球系統層面、持續性的全球問題與議題、全球歷史層面等四個「重要元素」，

來勾劃整個全球教育內涵。Kniep（1987）歸納各家學者說法，認為全球教育的

架構應包含現在到過去的四個成分：

6.研究人性與世界的價值：人性的價值包括態度和信念，全球教育提供

學生了解的人性價值，應大於所屬群體的認同，促使學生發現人類世界的觀

點、態度、和信念，從而尋找自己的全球責任。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世界

的價值，必須擁護正義和公平，猶如＜聯合國人權宣言＞（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所宣示的人權、價值、自尊和人性的

價值（Kniep,1987；McNeil, 1986）。

7.全球系統的研究：在今日的社會中，由於日新月異的科技增強全球的

連結，增強國際間相互依賴性，因此，我們必須幫助學生了解全球這樣互為

依賴的本質，全球教育必須提供學生研究多樣性的全球互動系統（包括政治、

經濟、生態、科技），並尋找這些系統間的相似性，最終讓學生了解到他是如

何被這樣的全球系統所影響，並如何在這樣的全球系統中發展生存策略

（Kniep,1987；McNeil, 1986）。

8.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在全球教育課程中，學生必須針對全球議題

和問題討論其因果，並計劃解決問題的策略，Kniep（1986）認為這些討論的

議題和問題具有以下的特徵：1.這些議題和問題是跨國的；2.這些問題並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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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個政權或國家就可以解決；3.在這些問題中便潛藏著衝突；4.這些問題

和議題可能發展很多年或者是在未來以另一種形式出現；5.這些問題彼此間

也會互相連結。全球教育課程應該讓學生去了解他們自己在全球中的角色，

並發展相關問題的解決方式，並了解尋求問題內涵的一般分類，例如：和平、

安全議題、發展議題、環境議題和人權議題。

9.全球歷史的研究：今日大多數世界歷史的課程多只重視西方文明的歷史，而

且極少注意到兩千年以來各文明間的接觸、交流和互為依賴，全球教育課程必須

幫助學生發展「世界互為依賴」的歷史觀點。McNeil（1986）認為各文明間交流

與互動，從西班牙到北美洲、中國海，時間早於羅馬時期與中國漢朝時期，爾後

全球基督教開始於十五到十六世紀探險家與貿易、移民或戰爭等等，從而也加速

各文明的接觸與互動。

爾後，Kniep（1987）在他的＜全球教育的下一步：課程發展手冊＞（Next Steps

in Global Education: A Handbook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中，修正自己 1986

年觀點，並增加一些子元素，並以四個「重要元素」的概念，來彙整全球教育的

意象，使其想法更加具體且完整，其全球教育的重要元素包括（Kniep, 1987：

59-77）：

第一、人性與人類價值

1.發現人類世界的觀點、態度、和信念，從而尋找自己的全球責任；

2.普遍價值：人類之所以是人類的標準。

第二、全球系統層面

1.文化層面：多元人類價值；

2.經濟系統；

3.政治系統；

4.科技系統；

5.生態系統。

第三、持續性的全球問題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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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和安全議題；

2.發展問題和議題；

3.環境問題和議題；

4.人權議題。

第四、全球歷史層面

1.文化和社會的接觸與借用；

2.文化和價值的起源與發展；

3.全球系統的演進；

4.問題和議題的歷史進程。

Kniep 的特色是整合各家對於全球教育範疇的內涵，尤其他提出人性與價值

與全球歷史層面這兩項尤具特色，他並以重要元素下有子元素的架構，加以說明

補充其內涵，尤其是他以子元素的進一步詳細說明重要元素，可使我們更了解重

要元素的確切內容。不過，畢竟全球教育的範疇廣大，很難用幾個扼要項目將其

概括出來，同時，各重要元素也是面臨到彼此內容互相交集與聯集的問題。此外，

Kniep 四個重要元素彼此並非是對稱的關係：有的是層面；有的是議題與問題；

有的是一種信念與價值，彼此並列排列仍無法提供一個和諧對等的架構。

Hendrix（1998）與前述學者的意見一致，提到文化理解與各學科全球向度

的學習，他較有特色的意見是「國家相互依賴知覺」的提出，認為學生所接受的

教育內容應讓學生意識到國際合作與相互溝通的必要性，這樣的信念與想法點出

今日全球教育的精髓。Hendrix（1998）進一步具體提出學生應學習的全球教育

內容包括：

第一、從學習一個文化的語言、文獻、歷史、經濟、政治，從而對其他

文化更加了解；

第二、增加對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知覺；

第三、透過其他語言的知識增加溝通的技巧。

綜合本節討論，就規劃全球教育範疇而言，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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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規劃全球教育範疇的考量而言

(1)全球教育的範疇廣大，並無法以簡要的元素或是主題來整體勾劃其範

圍，也很難運用對等與和諧的架構具體呈現出其精義。

(2)就勾勒的策略而言，學者們曾運用實際經驗的彙整、主題與關係的概

念、重要元素與子元素的概念架構等策略，然而，似乎無法完整地架構全球教育

的範疇，就範疇規劃上的確有其困難。

(3)全球教育課程規劃可以考量當地課程全球教育不足點，因地制宜的去

做範疇規劃。

2.就歸納全球教育的範疇內涵而言：

綜合各家論述全球教育範疇包括幾個大方向：人性、全球系統、全球問題與

議題、全球歷史、知覺與信念等。

然而，雖然全球教育的範疇廣闊，我們可以嘗試地彙整上述學者對於範疇規

劃的思考，了解學者們所思考的全球教育範疇，並彙整如下：

第一、人性、人類價值與文化層面

(1)普遍價值：人類之所以是人類的標準；

(2)多元人類價值：如文化差異。

第二、全球系統層面

(1)經濟系統；

(2)政治系統；

(3)社會文化系統；

(4)科技系統；

(5)生態系統。

第三、持續性的全球問題與議題

(1)和平和安全議題；

(2)發展問題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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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問題和議題；

(4)權議題與世界正義訴求；

(5)科技與資訊議題。

第四、全球互動機制與策略

包括和解協議、協商、會議、暴力、戰爭、獨裁和機密情報等。

第五、全球歷史層面

(1)文化和社會的接觸與借用之歷史觀點；

(2)文化和價值的起源與發展之歷史觀點；

(3)全球系統的歷史演進；

(4)問題和議題的歷史進程；

(5)世界語文與藝術的鑑賞與學習；

(6)發展世界互為依賴的歷史觀。

第六、知覺層面

增加對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知覺等。

四、研究場域

（一）研究現場

本研究現場為山城苗栗縣苗栗市客家國小（匿名）乃研究群與合作教師服務

所在地，位於苗栗縣苗栗市。苗栗地區為一個多族群匯聚的地方，主要為客家、

閩南、泰雅族、賽夏族。先民在艱困開墾過程中，仍重視教育與文化傳承，當地

書院、義學、社學、民學林立（苗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2005 年 10 月 20 日）。

客家國小是苗栗市最南邊的小學，距離苗栗市中心區僅有四、五公里，也是苗栗

市唯一位處在丘陵山坡地的小學，臨近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新校區，是以此地深具

文教區發展性，現商家仍稀少、校區偏遠，生活機能尚可。客家國小建校至今已

四十年，校齡深遠，客家國小於 2003 年獲教育部核定補助增建教學大樓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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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 2004 年新英共有十一班，2004 年 8 月即將成立一班幼稚園，現在計有學生

二百四十二人，教職員工二十一人左右。

（二）研究者的角色

在合作行動研究中，客家國小（匿名）與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一位教授組成課程行動研究團隊，行動研究教師在行動研究中皆是研究

者、觀察者，也是課程設計與實施者，也就是說研究者兼負雙重身份：既是課程

行動研究的研究者，也是實施課程行動研究的教學者。研究者也邀請一些教學與

研究專長的現職教師，成為本研究討論的夥伴與研究諍友。

本研究運用在質的研究方法中的論述與精神，即研究者就是研究工具(the

researcher is the instrument)(吳芝儀、李奉儒譯，民 84)，研究者須界定問題、抽

樣、設計研究工具、蒐集分析並解釋資料及撰寫研究報告等(Miles & Huberman，

引自 Robson, 1993)。本研究者的角色也應為(1)支持關係的建立者、(2)同理且積

極的傾聽者、(3)敏銳的觀察者、(4)意義的詮釋者及(5)有效能的溝通者等(高淑

清，民 89c)文獻沒有附上。

（三）資料蒐集的方法與管理

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採用四種方法包括：

1.文獻探討

本研究運用文獻探討探究全球教育的重要性和內涵，歸納全球教育的課程發

展的理論與實務，蒐集全球教育課程實施的經驗，提供本研究進行課程行動研究

與提出研究結論的依據。

2.參與式觀察

本研究為確切掌握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的哲理與精神，本研究採取參與式觀

察，研究者便是行動研究教師；教師就是行動研究者，行動研究教師與指導教授

採取合作行動研究的方式，指導教師部分觀察行動研究教師實施合作行動方案的

狀況，作簡要的教室觀察與攝影，並前往現場觀察，並加以個別訪談行動研究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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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針對本研究全球教育課程行動研究，從事教室觀察。在全球教育課程

行動研究時，研究者本身除了是研究人員外，更是課程設計者與課程教學者，研

究者採取的是「參與式觀察」，利用教師反省摘記與學生表現與作品蒐集等的方

式，試圖探究全球教育課程融入和實施的可能性。

3.半結構式訪談

在深度的文獻探討以後，在課程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將針對參與本研究課程

行動研究的學生，從中隨機取樣幾位學生，採取教學後的訪談，以了解學生對於

實施這樣課程的看法，以及了解學生所學到全球教育的概念與看法。

本研究所採的訪談法採「半結構式訪談」，先準備本研究預先準備好的結構

性問題，針對學生進行訪談。在進行完全球教育課程行動研究後，研究者先編製

「全球教育課程發展行動研究學生成長評量表」，並規劃以下問題來作為學生學

習完成後的整體評量學習單。

本研究之所以採「半結構式訪談」，是希望能夠針對學生的回答作聚焦的探

究，並適時回應到本研究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而另又採取部分的開放性問題，

是希望獲得本研究意外所獲得的結果。

本研究採取的訪談方法為半結構式訪談，對研究者而言，採用半結構式晤談

須事先擬定涵蓋研究範圍的開放問題，一方面讓受訪者有回答空間，另一方面能

針對研究情境中值得探討的事件及受訪者的敘說內容隨時繼續探討。

4.文件分析與作品收集

部分包括研究現場的現場札記、學童學習單等二項。研究者相信心靈是主

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的認定、覺知和主觀當然會影響研究過程，不過，袪除主

觀是不可能做到也沒有必要做到的，藉著現場札記的撰寫是有系統的辨識研究者

主觀的一種方式，而且為了避免研究者過度的主觀，研究者在撰寫現場札記時，

將予以適當的留白，以作為反省分析之用。

透過分析研究者或教學者的教學計劃、研究省思札記、教室觀察紀錄、數

位影像、照片、相關人員的訪談紀錄、學生作品、簡易的班級問卷與成長表現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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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等，以獲得研究的結果、作為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或作為三角檢證的依據。

而在現場札記的記錄方式上，研究者會依時間順序記下活動和事件的發生

過程，儘量引用對話原句。若有當場記錄不及的情形發生，將靠記憶方式，回想

現場情境脈絡，即刻予以補記。而學童學習單，乃是評估學童學習成果的重要依

據。

本研究資料管理採取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以訪談、教室觀察、省思札

記、學生作品與成長表現紀錄、作品為主，輔以參照數位影像、學校生活摘要等，

並實施行動研究的課程試驗，有系統呈現資料並加以有效管理，使讀者能了解資

料的來源與產生方式，因此建立一套編碼系統，資料編碼說明見如表。

表 1 資料編碼系統說明表

資料來源\

說明

代碼 舉例

資料蒐集

日期

以西元年月日表示 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

訪談、觀

察、文件

檔案等對

象

教授（研究者）：R

校長：P

主任：M

教師：T1（數字表名義變項）

學生：S1（數字表名義變項）

研究諍友：C1

訪 ET3/2002/10/12，在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與第三位（名義變相）

英語教師訪問稿。

研究省思札記（札） 札 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教室觀察。

觀察資料（觀） 觀 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教室觀察。

資料取得

途徑

訪談（訪） 訪 T1/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與第一位（名義變

相）教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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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檔案（文） 文 S1/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第一位（名義變

相）學生的文件檔案或作品等。

數位影像、照片（照） 照 2002/10/12-1，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第一張照片等。

問卷與評量問卷表（問） 問 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問卷與評量問卷表等

會議紀錄（會紀） 會紀 2002/10/12，表示西元 2002 年 10 月 12 日的會議紀錄等。

課程行動

研究實施

與分段註

明

1.課程行動研究（案）； 案英 1-2-3B，第一碼「案」代表教案，第二碼「英」代表英語科，

第三碼「1」代表年級，第四碼「2」代表單元，第五碼「3」代表課

或章節，第六碼「B」代表教案英語科一年級第二單元第三課有兩個

教案設計一個為「案英 1-2-3A」；另一個為「案英 1-2-3B」。

資料更細

項目的分

類

相同的資料取得途徑、對象與日期

時，同一份資料內的細分項，根據

細分的「歸準」設計次代號。

文 S1Q1/2003/5/23，這是指 S1 學生 2003/5/23 的文件檔案內，以「問

題」（代號為 Q）為細項分類歸準，也就是 S1 學生 2003/5/23 的文件

檔案的第一題問題的回答資料。

資料來源：改編於顏佩如（2004）。課程圖像重建：學校全球教育課程發展之研究（頁 123）。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論文，未發表，台北。

有系統的資料管理不僅對於讀者而言，可以快速的了解資料取得的來源與方

式，並可在獲得資料的同時，了解資料的形式與其研究相關的情境脈絡；對於研

究者而言，也能快速的找到所需的資料，有系統的建立資訊與證據，才不至於遺

忘或是誤用資料等；對於整體研究而言，則提供一個輔助的系統，協助教學者與

研究者回到研究時間的過去，再度審視研究的進行與流程。

有系統的資料管理提供研究者深度思考與回憶的藍圖，以再度省思自己在進

行行動研究的盲點與關鍵點，從而發展出解決問題的行動策略，使自己與研究推

向另一層解決問題的層面，並時時為自己的行動與策略留下歷史的紀錄，提供自

己與未來研究者重要的軌跡，以便為未來的研究奠定基石。每一次系統中小單元

的行動，皆是下一單元的前導與試探研究；整體系統的行動研究紀錄，便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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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全球視野與共創和平未來的完整紀錄，藉此，以說服人們實施全球教育的可

能性，增加人們實施全球教育的信心！

（四）研究的效度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為提高研究的效度，過「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的方法、拓展資

料的多元性與多樣性、透過指導教師的小組研討、徵詢學校現職教師的經驗、尋

找批判的研究諍友等提高研究效度。

就研究的倫理而言，為尊重研究對象與相關人員的意願，在進行學校全球教

育課程發展研究前，先行徵詢學校校長、教務主任以及學校教師的同意。研究者

從事課程行動研究時，在指導本專案研究時，簡要的陳述自己有關全球教育的教

學理念與想法，使校長、教務主任以及學校教師約略了解教師的教學取向，並詢

問教師們的意見，同時，也徵詢主任的想法，自我提醒時時考量教師與學生權益

來酌情實施，以從事全球教育方面的創作與學習。

本研究也盡量避免為某種政治目的而扭曲研究結果，同時在從事研究時也盡

量避免意識型態主導研究的方向與資料的蒐集，並時時透過研究省思札記與研究

諍友的對話、討論，剔除研究者本身的成見與預設立場。研究中的相關人名、地

名、班級名、校名等將採匿名的方式，以保護相關當事者，論文寫作與匿名引用

發表等也是經相關人員認可與授權。

研究的進行與分析將透過在職研究教師研討小組的討論以及學校現場資料

的彙集，儘可能達成研究分析與討論的公正客觀性。研究結果除徵詢相關學校行

政人員與教師的同意，也斟酌考量學生的權益，除提供學術研究與教育實務發展

工作的參考外，同時也主動提供希望獲得研究結果之相關人員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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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以下將整個研究的流程分為研究緣起、研究起步、研究發展初期、研究發展

中期、研究發展後期和研究結束後等五個階段，來呈現整個研究從開始的混沌未

明、困難重重，到最後收到豐碩成果的轉變歷程。

1.研究緣起：混沌未明的開始
對於每位參與研究的教師來說，「全球教育」是個相當陌生的名詞，因為在

之前的教學過程中，每位教師都極少進行全球教育的相關課程，對於全球教育的

重要性認知還未建立，就如 M2 談到「在尚未參與研究會時，全球教育對我而言

是非常陌生的（訪 M2/2005/10/13）。」此外，部分教師由於並非完整的教育體

系出生，像是 M2 原本畢業於中山大學企管研究所，專供企業行銷，並不是受到

正統教育體系的培養。所以許多教師並不熟悉全球教育的相關議題，加上全球教

育的課程給人很宏觀、巨大的感受，對於這群從未受過全球教育訓練的教師而

言，除了是種對自己能力的考驗外，對於從事全球教育的成效是如何，都是一個

未知數。這就如 T2 所說的「第一次接觸全球教育時，心裡有點惶恐、有點緊張，

因為這個課程給人的感覺是很宏觀、巨大，深怕自己的能力無法適任（訪

T2/2005/11/23）。」

2.研究起步：十人十ㄧ義、意見多元
每位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認識並不清楚，因此，在對於全球教育的定義上並

不一致，彼此之間的意見多元，不過依憑每位教師的教學經驗，彼此對於全球教

育所下的定義都有一個模糊的輪廓，認為全球教育就是了解他國的文化、議題等

領域，彼此交流學習。以下就對全球教育的認知和對於全球教育教學的看法，說

明教師們的意見。

（1）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認知

大部分教師在研究起步階段，雖然對於全球教育的定義並不一致，但大致都

抱持著相似的觀點，認為全球教育即是使學生在了解自己的文化外，對全球文化

的認識與了解，關心國際議題，進而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就如以下列出的訪談資

料，每位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意見多元，但仍有相似之處。

（2）教師對於全球教育教學的看法

從以下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九年一貫的許多科目，如：社會、國語、自然等，

其實都可以融入全球教育，教師對於全球教育教學的看法，是站在較開放的觀

點，運用不同的資源融入不同的科目中，而教師對於全球教育教學的進行，有兩

點相似的看法：第一、教師都是在遇到相關課程時，才會給予簡單的補充，但在

課程的呈現上，並未做統整規劃，教師是較消極被動的進行全球教育。第二、在

教學的使用方式上，大都是透過圖片、書籍、媒體報導、資訊…等方式進行。

由於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認知和教學上的看法，可以發現每位教師的意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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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但在態度和行動上都還未正視全球教育的重要性，只被動的將全球教育

視為可有可無的補充資料。

3.研究發展初期：困難重重、亟待協助、嗷嗷待哺
教師著手從事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程行動研究時，所遭遇的困難除

了前幾段提到的本身毫無經驗之外，其阻礙也來自於社會的整個大環境，以下將

把教師在研究發展初期所面臨的困境，分為人、事、時、地、物五個面向來說明。

（1）在人的方面

在人的方面，教師所面臨的困境有三部分，教師個人、家長和學生。首先在

教師個人方面，正如前幾段談到的，由於教師並未清楚全球教育的內容，對於從

事全球教育的教學也未有豐富的經驗，許多教師都是第一次從事將全球教育融入

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所以每一位教師都感到相當的惶恐、緊張，深怕自己

的能力不足，而不願意接觸。

在家長方面，由於教師從事全球教育的教學，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出學生學習

全球教育的成效，因此，可能達不到家長所期待的學生學業成就，而導致家長對

教師教學的質疑。就如 T1 談到：「學科的進度與家長期待的『學生成果—成績』

可能阻礙教師發展全球教育課程（訪 T1/2005/12/13）。」

在學生方面，由於教師對於學生的先備知識未能充分的了解，加上此次教學

的方式與內容和傳統相比並不相同，兩者都還在摸索的階段，而學生因為習慣於

傳統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對於新的教學形式還須適應，此外，學生能力不足，無

法吸收與了解教師的教學，也是教師嘗試將全球教育融入課程中的困擾之一。就

如 T5 談到：「三年級的課程設計主要還是以個人、家庭、社區、國內為主，若要

延伸至世界各國文化多說明，對學生來說，顯得太過深奧，難以吸收，甚至聽過

就忘（訪 T5/2005/12/13）。」

綜合上述，教師在研究發展初期，對於人的方面所面臨的困難，除了教師本

身經驗不足外，也受到學生能力不足的影響，所以在教學方式和內容上的取捨受

到考驗，此外，由於研究剛在起步階段，對於全球教育融入課程的成效還是個未

知數，恐怕會遭到家長的反彈，阻止教師花時間在全球教育上。

（2）在事的方面

在事的方面，教師所面臨的困境可分為課程和教師工作量的影響。首先在課

程方面，教師首先面對的就是教學進度的壓力，由於國小的教學進度相當緊湊，

使得教師不得不壓縮全球教育的補充內容和時間，以學校的教學進度為第一要

件，這個困擾就像 T2 提到「會因教學進度的壓力而考量補充內容的多寡及時機，

在面臨既定行事~考試時，就會壓縮到補充的內容及補充教學時間（訪

T2/2005/11/23）。」、T3 也坦承「課程有時候有趕課的壓力，所以平常上課的方

式就是比較死板一些（訪 T3/2006/1/20）。」因此，教師在實施全球教育時，常

會因為課程的彈性時間不足，加上教學進度的壓力，而感到困難。另一方面，課

程的選擇與教材的編排設計也是影響教師實施全球教育教學的一大難題，由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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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教學裡，教師只被動的將全球教育當作可有可無的資料，而如今教師要化

被動為主動，因此，對於如何適度的將國際議題融入相關的課程中也備感壓力，

就像 M2 談到：「在推展全球教育時最主要的困難，在於如何將你所教的課程與國

際事物相結合，而在執行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該採取哪一個單元，

要加入那些素材，學生能瞭解的程度在那裡，都會影響整個課程的設計（訪

M2/2005/10/20）」。

在教師工作量方面，由於目前國小採用包班制，教師本身負責教授的科目眾

多，如果每位教師要獨立將全球教育融入每一個科目，勢必會加重教師的工作

量，使教師對於全球教育望之卻步，阻礙了教師從事全球教育的意願，就如 T2

談到「剛接觸全球教育時，感覺有點緊張、有點頭痛，好像增加了工作的量（訪

T2/2005/11/30）。」、T3 也提到「一位國小老師教授的科目眾多，如果每一科或

每一課都要融入全球教育，編輯教案，我想那是很累人的一件事（訪

T3/2005/11/16）。」從這兩位教師的言談，呈現出現在對於全球教育推廣的難處

之ㄧ，就在於教師的工作量較多，且目前學校教師之間還未能以合作的方式分享

彼此的資源。

綜上所述，教師在從事全球教育時，在事的方面，面臨了如何在教學進度與

全球教育中求得平衡，如何將適當的資料融入課程中，及工作量沉重和教師的資

源交流網絡還未建立等阻礙。

（3）在時的方面

在時的方面，教師遭遇的困難來自於侷限在過去的認知與傳統的經驗，未能

根據現代的情勢，融入更大的國際觀。就如 T1 談到「以往的認知較偏重於知識

及觀念層面，而忽略應用層面，如數學領域可融入貨幣兌換、圖形對應外國建築；

於鄉土語言部份，僅著重於本國內的推動模式去探討，忘了可有更宏大的國際觀

（訪 T1/2005/10/09）。」

（4）在地的方面

在地的方面，教師所面臨的困境來自於學校的位置，由於參與研究的學校

相較於都市的學校，地點較為偏僻，連帶的資源相對的也較少，因此，學校之間

的城鄉差距，導致資源豐富與否和資訊取得難易有相當大的差異，就如 T5 談到

「學校所處的地點較偏僻，要尋找關於全球教育課程方面的書籍、雜誌不容易（訪

T5/2005/12/13）。」而這也反映出偏遠學校教師的心聲，因為學校地處偏遠，所

以資源不足、資訊取得不易，進而阻礙了位於偏遠學校教師想要從事全球教育的

意願。

（5）在物的方面

在物的方面，教師所面臨的困境來自於外界的協助不足、學校資源缺乏以及

學生家庭狀況不一。首先，在來自於外界的協助不足方面，許多老師都表達了對

於全球教育議題方面的研習或研討會的需求，而這也間接顯示目前我國在全球教

育議題方面的研習太少，使得教師無法從外界得到相關資訊的協助。就如：T4

談到「希望能有機會參與有關全球教育議題方面的研習或研討會，讓我們能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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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學習機會（訪 T4/2005/12/05）。」，同時，T5 也表達了「希望能有更多關於

全球教育、行動研究等方面的研習及相關的資訊網站，讓老師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訪 T5/2005/10/13）。」兩位教師都表達出對於全球教育相關議題研習的急切

需求。

在學校資源不足方面，主要原因來自於學校位置地處偏遠，學校本身資源缺

乏的先天不利因素，阻礙了教師從事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的進行，例

如 T3 談到「目前教室裡的網路並未完工，加上電腦教室每節課都已經排滿，有

時候要用到網路時會很不方便（訪 T3/2006/1/13）。」、T5 也說「學校所處的地

點較偏僻，要尋找關於全球教育課程方面的書籍、雜誌不容易（訪

T5/2005/12/13）。」由以上兩位教師的言談，我們不難發現學校資源的缺乏，導

致資料的收集不易，是阻礙教師從事全球教育的困境之ㄧ。

再者，在學生家庭狀況不一方面，由於每個學生家庭狀況各不相同，這使得

部份家庭無法支援教師的教學，就如 T3 談到：「有時候請學生回家搜尋資料，會

因為部分學生家中並沒有上網，導致一些學生在完成作業的時候，常常因為沒有

資料而無法完成。」學生的家裡缺乏電腦、網路設備等資源，導致無法從事教師

指派的作業，這使得教師在安排學生作業和教學方面，需要考量到學生資源運用

的適切性，由此可知，學生的家庭狀況也是教師在推展全球教育的一大難題。

綜上所述，由於目前台灣對於全球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習較少，使得有心從事

全球教育的教師缺乏進修管道，得不到外界的支援，再者，學校設備不足，加上

學生家庭狀況不一，都使得教師在從事全球教育時面臨極大的困境。

教師在研究起步時，所面臨的人、事、時、地、物的阻礙，是由整個社會環

境變遷下所產生的，這許多的不利因素，使得教師在從事全球教育的過程中，困

難重重，而如何突破這些困境，以利全球教育的推行，是這群教師所必須思考的

迫切問題。

4.研究發展中期：驚喜與震撼：客家文化與全球教育的衝擊與激盪
由於參與研究的學校位於苗栗，當地的族群以客家人居多，因此在研究中，

特別留心客家文化和全球教育的關聯。雖然客家文化表面看似只是單一族群的文

化，與全球教育似乎毫無相關，但是仔細探索兩者之間的關聯，可以發現兩者間

並非是零相關，雖然客家文化中有些傳統的習俗活動、保守作風已與現代的國際

觀念不符，例如：T1 提到「客家人對傳統的習俗活動相當執著與重視，但在現

代國際的觀念或已覺是陋習，譬如說：『元宵火旁龍』活動、有如客家人祈神、

祭祖仍堅信神靈藉由香的燎煙能傳達誠心；在全球重視環境保護的意識覺醒並如

火如荼的付諸行動，正是一對比（訪 T1/2005/12/13）。」另一方面，T5 也提到

「客家人因為在遷徙過程中常居於弱勢，必須團結抵抗外來侵略，才能自保，故

培養了團結的精神。這樣的歷史發展也使客家人趨於保守，以求自保，就算個人

有不同的創意或做法，也常因為家族的傳統觀念或壓力而放棄，這與全球教育的

觀念是相違背的（訪 T5/2005/12/13）。」由以上兩位訪談者的資料，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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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傳統文化習俗與活動對比全球教育和國際觀念，兩者間似乎格格不入，互有

衝突，而保守的性格也與全球教育培養學生發展獨立與多元的信念是相違背的。

但是，在衝突背後，客家傳統文化相對的也呼應了世界觀與國際觀的想法及

作為，爲其奠定了銜接全球教育和國際視野的基礎，由 T1 談到「客家人好學團

結，家法極嚴，爲期盼子孫能功成名就於社會中，很重視後代的教育；雖然當時

的祖先也許沒有「世界觀」的宏觀觀念，但鼓勵子弟勤學的作為，成就了許多才

子佳人（如吳伯雄、李登輝），將他們推向了政治及國際舞台，也算是爲客家子

弟鋪了一條擴展國際視野之路（訪 T1/2005/12/13）。」此外，T5 也談到「客家

人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不論是男孩或女孩，只要有能力考上學校，都會盡全

力讓他就讀，希望能培養高學歷的孩子，增加其往後就業的能力，以便因應未來

的全球競爭壓力（訪 T5/2005/12/13）。」這種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視，使得客家

子弟有較高的競爭力來迎接全球競爭的挑戰。另一方面，客家人雖然在傳統大環

境的變遷中，民族性趨於保守，個人常因為家族的傳統觀念或壓力，放棄不同的

創意或做法，但是在保守的民族性背後，也有著開放的一面，就如 T5 所說「雖

然客家人特別強調不可忘祖、背祖，但是對於外來的文化，卻不會全盤排斥，即

使年紀較長的客家人，亦有一定的接受度，因為客家人在長期的遷徙過程中，早

已學會如何保有自己的文化，還能融入他人的文化，這與全球教育的觀念則是相

契合，也有助於客家人在目前地球村的世界發展（訪 T5/2005/12/13）。」同時

T1 也提到「客家人已逐步走入都會，散佈與全球多地，見識趨廣後，明白融入

國際、推銷自己的特色、保存自己珍貴且漸趨滅失的語言與文化資產，這與全球

各地保存稀有文化以及全球教育『尊重他人文化、擴展視野、融入國際』的宏觀

精神不謀而合（訪 T1/2005/12/13）。」這種不排斥外來文化的精神，使客家人

能在維護自己的文化中，融入他人的文化，讓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來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色，藉以學習、茁壯，這種客家的傳統精神正符合了全球教育的理念，

也就是將全球教育融入台灣九年一貫的課程中，使課程能夠國際化，培養學生能

在學習自己本有的文化與課程時，還能與世界接軌，培養自己的國際觀與欣賞不

同文化的態度。

客家文化與全球教育的衝擊與激盪，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有彼此觀念衝

突之處，也有兩兩相呼應的特點，而客家文化中秉持著自己的文化，但不排斥其

他文化的精神，不也是全球教育融入我國九年一貫課程中的重要關鍵。

5.研究發展後期：衝破難關、過關斬將
雖然在研究初期，每位教師在進行全球教育的課程都是第一次的經驗，每

個人的心中都感到惶恐、緊張，且在實施的過程中也面臨了相當多的阻礙與困

難，但是每位教師都抱持著嘗試的積極心態，以自己的方法打破了困境，使全球

教育真實的落實於九年一貫的課程中，以 T2 和 T5 教師為例，T2 談到在面臨教

學進度的壓力下，所做的調整。T2：「我先將考試課程完全結束後，再找出期末

時間做個較完整的補充課程，一方面當作學生的課程複習，一方面當作自己較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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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較有系統也較完整的教學補充。對學生來說能較有印象，也因沒考試的壓力

更能融入課程、發表自己的想法及意見。對我自己而言，因少了考試的行事壓力，

我補充的內容就更多元，也因為課程結束更能專心蒐集資料做統整（訪

T2/2005/11/23）。」這種將課程的補充放在期末進行，不但解決了一般教師擔心

教學進度的問題，也落實了真正的無壓力學習。而 T5 也針對課程過於艱深，學

生難以吸收，提出了解決之道，T5：「為了讓學生更易學習吸收，在教學過程中

設計配對遊戲、學習單、製作海報的機會，令他們在歡樂過程中學習，學習效果

會更好，且經過蒐集資料、思考討論、動手製作的過程，讓他們從中學會分工合

作的精神，在做中學後，能有更多的收穫，印象更深刻（訪 T5/2005/12/13）。」

這種教學方式的改變，使學生能以快樂學習的心態來看待全球教育，使學習的產

生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被迫學習的。

從 T2 和 T5 的訪談中，可以看出教師們對於教學的用心，使得困境不再是

阻力，也證明了將全球教育融入於九年一貫的教學中是可行的。

6.研究結束後：新的契機-柳暗花明又ㄧ村
在參與研究之後，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看法與研究前有了很大的改變，從他

們的言談中，都可以感受到教師認為全球教育並不如原先想的這麼困難、複雜，

只要花一些時間，適時適材，透過小活動、團體討論等方式，就能經由有系統的

介紹，將國際的事物融入課程中，培養學生更寬廣的視野，就如 T3 談到「全球

教育將各國相關內容融入於現有的課程領域中，不需花費太多的時間，因為課程

目標更明確，所以更有系統。將全球教育融入於各領域中，在以往的補充與延伸

之外，增加一些蒐集資料、小活動或團體討論的方式，使學生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訪 T3/2006/1/13）。」，T5 提到「全球教育是可以有規劃的融入於現有的課程

領域中，不需花費太多時間，就可以完成。並且因為有課程目標，所以可以透過

評量，清楚了解學生學到了什麼，當把課程做了規劃，對學生發展獨立與多元的

信念將有所助益（訪 T5/2006/1/20）。」等，而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教師態度

的轉變，他們認同全球教育的重要性，就如 T1 分享到「溶入國際是走出去的最

佳途徑，彼此的了解有助於日後的融入；全球教育教學能幫助孩子面對未來的生

活，就目前而言，英語是國際間較為廣用的語言，學習英語已被重視，將學習相

互融合能使學習獲得較有效，讓孩子輕鬆的學得不同的知識、語言，又能達到傳

承客家文化與語言，何樂而不為（訪 T1/2005/12/20）？」而 T2 也談到「透過

學生的發表及討論，也發現現在的孩子因為資訊的發達，對於國外旅遊的興趣充

滿興趣及無限的想像空間。將全球教育融入其他課程、其他主題時，也可以看到、

聽到學生很不一樣的思考模式及見解吧（訪 T2/2005/11/30）！」由此可看出，

每位教師在參與研究後，都抱持著肯定的態度，所以在教學上變得更積極，會主

動的將全球教育融入於相關的課程中，也願意在未來的教學中，持續的將全球教

育納入課程。

同時，每位教師從全球教育的教學中，對於自身的影響也相當的廣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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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全球教育的同時，不僅得到教學相長的效果，也樂在教學之中，這種樂趣

帶給他們動力，使他們在未來願意持續推動相關的課程，像是 T2 談到「在準備

期末這節課時，搜尋資料的過程中讓我自己都產生莫名的興趣，不覺得是增加工

作量反而是種樂趣，而在學生的各種反應中，也察覺到學生的興趣與無限的想像

力、創造力（訪 T2/2005/11/30）。」T5 也分享了他的心得，「在將全球教育融入

課程的規劃過程中，發現自己學到了許多以前很少涉獵的領域，打開了知識的寶

盒，讓我優游其中，感到非常快樂。因為有課程目標，所以可以透過評量，清楚

了解學生學到了什麼，在教學過程中發現自己高估了三年級學生的能力，特別是

分析資料的能力需要加強，可能這群學生是第一次嘗試這種教學方法，所以與預

期有所落差（訪 T5/2006/1/20）」。

從教師的反應和對於全球教育的高度認同，我們可以肯定的推斷將全球教育

落實於九年一貫之中是個擋不住的趨勢，也是我國未來在九年一貫教學上的新的

契機。

（二）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透過探究全球教育課程的內涵，來發展全球教育融入

國小九年一貫課程與教案，並透過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行動研

究來從事問題的探究與解決，提出國小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的建議。

1.就教案編制的原理與想法而言：根據本研究前文之文獻與實證研究結

果，全球教育課程實踐可劃分為六大目標-層面：（1）世界公民素養的養成：關

心全人類的生存、拓展世界觀；（2）全球問題的解決：也就是全球問題的理解與

處理，跨國界問題與議題的學習、全球系統的理解； （3）國際依賴與合作：了

解世界議題系統性與互為依賴的特質；（4）尊重文化差異：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

社群的差異性；（5）促進和平的能力：了解世界其他不同觀點、管理衝突與締造

和平的能力；（6）本土關懷與全球課題關係的平衡：國家認同與世界責任的平衡，

促使學生能全球思考、地區行動。

筆者、中教大研究小組與客家國小教師研究群採取課程行動研究，依據以上

的六大全球教育下的各細項教育目標，作為教案設計的教育目標或能力指標，並

採用 Cakmak 的「多元學科哲學」的課程融入設計，將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一到六

年級同年段之各個學習領域當中。因為客家國小各年級所採用的教科書多是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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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教材，因此，本研究運用全球教育六大目標層面融入客家國小現在所使用

的康軒教材中，一至六年級各年級課程統整圖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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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一下康軒版 94）

圖 1 一下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生活：
原住民

世界各國原住

民

全球教育

各國建築

生活：

不一樣的房子

本國語文：

新年

各國新年大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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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二上康軒版 94）

圖 2 二上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生活：
冬天來了

冬天大家在做

什麼？

全球教育

生活：
迎接秋天

各國的秋天

歡唱各國原住

民歌謠

生活：

原住民歌謠

體驗各國民俗

活動

健康與體育：

民俗活動

本國語文：

母親節日記

世界母親節博

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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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三上康軒版 94）

圖 3 三上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全球教育

本國語文：

古蹟

各國古蹟之旅
各國戲劇

本國語文：

動態閱讀動物小劇場

拼音學習-漢語拼
音系統

客語：
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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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四上康軒版 94）

圖 4 四上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數學：
幣值

認識各國幣值換算

全球教育

讚詠世界自然美
景

本國語文：

自然美景
英文：

環遊世界

認識全球

（國名、國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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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五上康軒版 94）

圖 5 五上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何雅萍繪製。

遨遊全球五大洲

—教室佈置

綜合活動：
心中期望的班級

健康與體育：
健康消費健健美

英文：L1:Good

morning

全球民俗祭典

藝術與人文：
廟會

檢視周遭全球商品

向全球說早安
—各國的早安

全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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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五下康軒版 94）

圖 6 五下課程統整架構圖

全球建築

—柱體與錐體

數學：

柱體與錐體

社會：
憲法與政府

本國語文：
藝術人生

全球動物探索

自然與生活科技：

動物世界面面觀

全球立憲緣起

徜徉全球藝術
—超現實主義畫風

全球教育



36

36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何雅萍繪製。

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六上康軒版 94）

全球幣值換算

數學：
比、比值與成正比

社會：
生活與文化

本國語文：
文化行腳

全球氣候的休戚與

共

自然與生活科
技：大氣的變化

世界文化大不同

全球遊記

全球教育

世界人口分布

社會：
地圖與人口分布

綜合活動：
遠離災害

我國、全球災社會：
環境的問題

世界環境問題

全球遊歷

本國語文：
馬可‧波羅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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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六上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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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課程統整架構圖（六下康軒版 93）

圖 8 六下課程統整架構圖

資料來源：顏佩如指導、吳佩儒繪製。

棒球接軌全球

— 美國王建民
— 日本張誌家

健康與體育：
投打一級棒

藝術與人文：
花花世界

本土-全球

綜合活動：

文化起步走

彩繪全球國花

全球教育

語文領域：
海天遊蹤

環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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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將整個研究的實施而言，需透過教師與大學教授的合作研究團隊，才能

部分解決教師與全球知識鍵連的關係破除與簡短混沌未明、困難重重時期，到最

後收到豐碩研究成果。

3.全球教育的課程實踐除給予全球教育之教師專業知能的協助以外，更需要

給予教師實踐課程的信心與勇氣，鼓勵教師主動從事課程慎思與課程決策，建立

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重要性認知。

4.實施全球教育課程發展前必須先確認課程的定義、要素、概念、層面與內

涵，因為每位教師對於全球教育的認識並不清楚，在對於全球教育的定義上並不

一致，彼此之間的意見多元且分歧。

5.大部分教師多將全球教育狹義的定義在了解異國文化、關心國際議題與培

養學生的國際觀。但是全球教育仍包含：關心全人類的生存、全球問題的解決、

國際依賴與合作、促進和平的能力、本土關懷與全球課題關係的平衡以及國家認

同與世界責任的平衡等，促使學生能全球思考、地區行動。

6.教師在從事班級層級的全球教育教學時，教師的課程發展能力、教學專業

態度與全球教育的教學能力需加強，這是因為教師在從事全球教育課程實踐時並

未做統整規劃，教師是較消極被動的進行全球教育。在教學的使用方式上，大都

是透過圖片、書籍、媒體報導、資訊…等方式進行。由於教師在態度和行動上都

還未正視全球教育的重要性。

7.在解決人的因素的研究困境而言，必需積極建立全球教育資訊共享的平

台、加強教師茲訊與語言能力訓練與建立教師研究社群，以解決教師所遭遇的困

難在於全球知識與教師本身的結合剝離，宣導全球教育理念建立全球教育深層結

構的思維解決社會的整個大環境的觀念阻礙。

8.在解決事的因素的研究困境而言，如何有效的減輕教師與協助教師發展

課程，增加課程的彈性時間，以合作的方式分享彼此的資源，才能解決全球教育

課程融入所產生的課程質變與量變、工作負擔加重等問題。

9.在解決時的因素的研究困境而言，需在師資培育課程中加入全球教育與

國際教育課程等課程，大學與社教機構需提供教師在職進修，以解決侷限教師沉

迷於過去的認知與傳統的經驗，未能根據現代的情勢，融入更大的國際觀。

10.在解決地的因素的研究困境而言，建議政府採取「積極的差別待遇」以

解決學校之間的城鄉差距，資源不足、資訊取得不易，阻礙偏遠學校教師想要從

事全球教育的意願與能力。

11.在解決物的因素的研究困境而言，建立學校間的同盟關係與其他機構的

連結合作關係，以解決外界的協助不足、學校資源缺乏以及學生社經地位不良等

問題。

12.就客家文化和全球教育的關聯而言，可運用客家文化中重視子女教育與

不排斥外來文化的精神，使客家人能在維護自己的文化中，融入他人的文化，讓

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來欣賞不同文化的特色，促使客家傳統文化呼應了世界觀

與國際觀的想法及作為，爲其奠定了銜接全球教育和國際視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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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處理教師教學進度的壓力方面可運用段考後與期末時間做個較完

整的補充課程，一方面當作學生的課程複習，一方面當作自己較獨立、較有系統

也較完整的教學補充。

14.教師必須參與課程實驗才能增進教師實施全球教育的信心與認同，在
參與研究之後，教師認為全球教育並不如原先想的這麼困難、複雜，只要花一些

時間，適時適材，透過小活動、團體討論等方式，就能經由有系統的介紹，將國

際的事物融入課程中，培養學生更寬廣的視野；教師認同全球教育的重要性，態

度上有了極大的轉變，會主動的將全球教育融入於相關的課程中，也願意在未來

的教學中，持續的將全球教育納入課程。

附註：本研究案改寫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九十四年提案-大學與

國民中小學攜手合作「給予孩子一雙翱翔國際的翅膀－全球教育融入國小九年一

貫課程之研究」。執行單位：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院國民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苗栗縣苗栗市客家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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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全球教育課程教學照片

附圖 16-6-3 埃及作品 附圖 16-6-4 埃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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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7-1-3 美國百老匯舞台劇 附圖 17-1-4 日本能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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