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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實踐與反思—

以雙語音樂課程為例 

紀雅真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 

江淑君  臺北市立大學國際長/音樂系教授 

摘  要 
2018 年底臺灣雙語國家政策藍圖公告後，各級公立學校開始積極推動雙語教

學，因應公立中小學各學科的雙語師資需求，國內師資培育大學自 2019 年起，

開設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兩位研究者以協同合作的方式，擔任臺北市立大學

「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授課者，共同規劃、發展與執行課程。本文由

課程實踐者與教育研究者的角度，首先呈現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的建構過

程，包含課程目標之確立、課程內容與教材選擇，以及學習評量之規劃；接著檢

視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實施成效，進行課程調整與修正；最後重新檢視課

程實施成效，並提出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挑戰與建議。 

考量修習課程師資生的背景與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設立目的，研究者訂定

之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目標有四：一為增進音樂知識與唱奏能力；二為培

養音樂審美觀與鑑賞能力；三為提升音樂及音樂教育相關雙語詞彙之應用能力；

四為建立雙語音樂教學的基礎能力。依上述目標建構之課程包含以「音樂知識」、

「音樂唱奏」、「音樂教學實務」、「音樂欣賞」以及「音樂數位軟體」為核心之課

程。整體來看，師資生專長差異大、備課時間長，以及難以短期達成多元雙語師

資職前培育課程目標，為課程實施之最大挑戰；而協同教學則為解決雙語師資職

前培育課程師資難尋問題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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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Blueprint for Developing Taiwan into a Bilingual 

Nation”, public schools at all levels proactively promote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respond to the need for bilingual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have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since 2019. The two researchers taught bilingual music 
course at University of Taipei by the way of collaborative teaching which included 
planning,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together. From the view of 
curriculum practitioner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the article first presented the 
construction of bilingual music course for bilingual teacher education, including 
setting up curriculum goals, choosing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developing learning assessment. Then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bilingual 
music course and revised the courses. Last, reconfirmed the effectiveness of bilingual 
music course then proposed the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 of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Considering the background of students and the goal of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 researchers set four goals for bilingual music course: (1) 
improving music knowledge and music performing ability; (2) cultivated the abil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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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aesthetic and appreciation; (3)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use bilingual 
vocabularies concerning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 (4) cultivating basic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ability. The bilingual music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goals included 
“music knowledge”,“music performance”, “music teaching”, “music appreciation”and 
“music digital software”. Overal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ubject major, 
time-consuming for curriculum preparation and hard to reaching curriculum goals 
could the challenges for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Meanwhil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could be a good way to conduct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Keywords: bilingual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bilingual music course, 
bilingu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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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8 年行政院公告「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全面提升國民的英語力

及國際競爭力。其中，「教育體系之雙語活化」策略，規劃全國性雙語教育方針，

範圍涵蓋學前教育至高等教育階段，包含落實中小學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推動

中小學部分領域或學科及高職專業群科採英語授課等。而針對前述政策實施所產

生的師資需求，規劃補助師資培育大學成立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辦理在職教師

全英語教學增能學分班、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以及增聘外籍師資等相關措

施，以擴增英語推廣補充人力(行政院，2018)。 

根據調查顯示，我國公立中小學實施雙語課程的校數與比例逐年增加，108
學年全台約有 300 間公立中小學推動雙語課程，110 學年預計實施雙語課程的學

校數量快速增長至 1000 多所，顯示雙語教育加速執行之趨勢(許家齊，2021)。然

而，各縣市政府在雙語教育推動過程中，皆面臨雙語師資招募困境，如雙北市 109
學年度錄取之中小學雙語教師人數，僅為所需師資數量的三成，無法滿足雙語教

育推行的師資需求(趙宥寧，2021)。此外許多學者指出，在中小學教學現場常見

雙語師資的專長與授課科目不合之情形，偏重英語能力提升，忽略培養學生在學

科或領域學習中應具備的能力，造成犧牲學科學習來強化英語能力之窘境(林子

斌、吳巧雯，2021；廖偉民，2020；鄒文莉，2020)。 

雙語教育推動之關鍵在師資培育、教學教材以及應用環境等三要素，其中又

以師資培育為首要之重(劉述懿、吳國誠，2021)。因應雙語政策所產生的師資需

求，教育部(2018)提出「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透過職前培育與在職進

修兩管道，培育高中以下各學科教師的雙語教學知能。在職前培育管道方面，教

育部規劃於 2030 年培養 5000 名雙語教學師資。因此，部分師資培育大學自 108
學年度起，開始招募雙語師資生，規劃並開設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至 110 學

年度共計有 19 校辦理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雙語教師不同於一般的學科教師，需於教學中達成兩項任務，一是傳授學科

知識，另一是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也就是精通英語的學科教師(董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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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Morton(2018)指出雙語教師需具備以下專業知能：一是教學科目的內容知

識，包含特定領域或學科內容的一般知識與教學能力；二為傳授學科內容的語言

知識，包含對目標語言及學科專業用語之精熟度；三為專業語言知識，指教師可

將教學內容適切轉化為學生可瞭解的方式來表達之能力。教師於課堂中使用之肢

體、表情等動作皆屬此範疇。以職前培育管道來看，上述雙語教學知能的涵養，

需透過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來達成。 

如同鄒文莉(2020)所述，我國師資培育大學現有的師資結構中，可使用英語

教授教育學程的跨領域師資不多，造成課程開設之困難。兩位研究者任教之臺北

市立大學，為首批開設國小師資類科，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師資培育大學之

一。108 學年度起以「健體教學領域」及「藝文教學領域」為核心，規劃總計 14
學分之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含共通性課程(8 學分)與分領域課程(6 學分)兩
類，其中包含雙語【音樂】課程。第一學期開設之雙語【音樂】課程，由語言及

音樂專長的研究者擔任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遭遇許多困難，包含課程內容規

劃不易、學生音樂及語言程度落差大、缺乏適切教材等問題，因此，109 學年度

第二次開設【雙語音樂】課程時，採協同教學方式，與音樂教育/師資培育專長之

研究者，共同規劃與執行雙語音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透過持續反思與修正，

提升課程實施成效。 

本文由課程實踐者及研究者的角度，檢視【雙語音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

劃與實施情形，採取協同教學模式，首先分析師資生背景與學習需求，初步規劃

雙語音樂課程架構，包含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接著在學期中依據師

資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學回饋，調整及修訂課程內容，最後重新檢視課程實施成

效，並提出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反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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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我國中小學雙語教育推行現況 

自雙語國家政策公布後，我國中小學雙語教育的推行加速前行。從數量上來

看，朱乙真(2019)報導指出全臺實施雙語教學的國中小比例平均不到一成(9%)，
其中六都為 13.1%、本島其他縣市平均 8.9%，離島三縣市只有 1.4%，顯示實施

雙語教學的學校仍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在師資方面，全臺國中小英語教師高達

91.7%有能力以英語授課，其中六都能以英語授課的本國籍英語教師為 98.3%，本

島其他縣市的英文教師有 88%的能以英文授課。全臺非英語專長的學科教師，僅

有一成(10.5%)能以英語授課。 

廖偉民(2020)調查全臺公立國小推行雙語教育課程的現況，發現全台 9 成以

上縣市，開始在公立國小推行雙語課程。但各縣市實施雙語課程的校數比例落差

大，多數縣市辦理雙語課程的校數比例不到 1 成，少數縣市則有高達 9 成以上學

校辦理雙語課程。就每週實施節數來看，各縣市公立國小每週雙語課程時數在 1
至 12 節課間，多數學校雙語教學時數偏低。研究指出，由於許多縣市將原本英

語授課節數(每週 2-3 節)計入雙語課程，真正在其他領域實施雙語教學的比例可

能遠低於調查結果。許家齊(2021)文章指出，我國公立中小學實施雙語課程的校

數在兩年內擴增三倍，由 300 所增至 1000 多所。 

從雙語教學實施模式來看，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學科內容與語言統整教學)為最多學校採用的方式，此教學模式強調學科學習與語

言學習之雙重目標，課程設計包含學科內容、認知、溝通和文化四個面向，教師

依據學生語言能力，彈性採用母語及目標語進行教學。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全英語授課)模式亦有不少學校採用，以全英文方式教授學科內容，

採 EMI 課程的學校，通常有外籍教師協同授課(廖偉民，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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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語師資職前培育制度 

教育部(2018)公告「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目的在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以英語教授各學科之專業師資。預期目標之一為培養國民小學教師及中等學校

非英語科教師，具有以英文教授非英文科之其他領域學科之能力。根據此計畫之

規範，雙語師資職前培育流程如下： 

(一)取得雙語師資生資格 

幼兒園、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的師資生，具備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聽、讀)或 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B2 級以

上英語能力，通過各師資培育大學辦理之雙語師資生甄選後，即可取得雙語師資

生資格(教育部，2018)。 

(二)修畢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各類科的雙語師資生，除原本應修習之幼兒園、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外，還需修習至少 10 學分的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以國民小學師

資類科的雙語師資生為例，共需修習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最低 46 學分)，以及

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最低 10 學分)，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學分數，可併入

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修課學分數，或採外加的方式計算(教育部，2018；2021)。 

(三)取得英語能力證明，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 

雙語師資生在修畢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時，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聽、說、

讀、寫)或取得 CEFR 語言參考架構 B2 級以上英文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並遵照一

般師資培育流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完成教育實習，取得原師資類科教師證後，

於教師證上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教育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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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國雙語師資培育採取不分科方式進行，各學科專長的雙語師資

生，在修畢最低 10 學分之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英語能力證明及教師證

後，即可以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方式，取得雙語教師資格。 

三、國小師資類科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根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2021)，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教育專業課程」又可分為：

(1)「教育基礎課程」提供師資生擔任教師應具備教育理論，中小學、幼兒園及特

殊教育學生身心特質，教育行政、政策與法規等相關知識課程；(2)「教育方法課

程」提供師資生了解中小學及幼兒園課程綱要/大綱內容、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學生輔導及班級經營等知能；(3)「教育實踐課程」係提供師資生於在學期間熟悉

教育實務之機制。第二類「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科知識之

課程。第三類「普通課程」為培育師資生具有人文博雅知識及教育志業精神之共

同課程。 

教育部「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2018)所規劃之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最低 10 學分，分屬上述五類課程。表 1 整理國民小學師資類科雙語師資生，需

修習之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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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雙語師資生需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師資

生類

別 

需修習之職

前教育課程 

職前教育課程類型 

教育專業課程 
專門課程 普通課程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國民

小學

雙語

師資

生 

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

課程 

低 
4學分 

低 
10學分 

低8學分 
10學分 

(教學基本學科) 
各校自訂 

雙語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 

1. (雙語)教育基礎、(雙語)教育方法、(雙語)教育實踐、(雙語)
專門課程、(雙語)普通課程， 低總計10學分 

2. 學分數可內涵或外加於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針對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涵，「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列出 10 項核心內容，分別為(1)何謂雙語教學；

(2)雙語教學之語言使用；(3)雙語教學課程與教學評量；(4)認識雙語教學現場概

況與運作；(5)雙語教學實例分析；(6)雙語教學教案設計；(7)雙語教學活動設計；

(8)跨領域雙語教學共備；(9)微型教學與回饋；以及(10)集中實習(教育部，2021)。
前述課程基準亦列出開課參考科目，如雙語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知能發展、雙語

教材教法、雙語教育實習(教育部，2021)。 

臺北市立大學在 108 學年度依據「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規劃雙語師

資職前教育之共通課程 8 學分，並以「健體教學領域」與「藝文教學領域」為主，

開設各六學分之分領域課程，雙語師資生可擇一領域課程修習，總計需修習 14
學分。科目與修習學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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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北市立大學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項目 健體教學領域 藝文教學領域 

共通性

課程 
(8 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 
(2 學分) 班級經營(Classroom Management) 

教育實踐課程 
(4 學分) 

(1)國民小學教學實習(Educational Practicum)，2 學分 
(2)國民小學英文教材教法(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Language in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2 學分 

專門課程 
(2 學分) 兒童英語(English for Children)，2 學分 

分領域

課程 
(6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 
(2 學分)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

材教法(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學分 

國小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School 
Arts and Humanities)，2 學分 

教育專門課程 
(2 學分) 

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2 學分 

(1)音樂(Music)，2 學分 
(2)美勞(Arts and Craft)，2 學分 

總計 14 學分 14 學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大學。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https://cte.utaipei.edu.tw/p/412-1013-6341.php?Lang=zh-tw 
 

綜觀來看，雙語教育已成為臺灣當前最受關注的教育潮流之一，雙語師資職

前培育則為未來雙語師資品質的重要關鍵。臺北市立大學以培育藝文領域及健體

領域的雙語師資為主，規劃一系列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中，兩位研究者任

教之【雙語音樂】課程，屬於教育專門課程之一，主要目的在培養雙語師資生，

在未來教授音樂課程時，具備足夠的音樂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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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師資生背景與學習需求評估 
一、師資生背景與修課目的 

本門課程期初總計有 11 位學生修習，以本校英語教育系學生為主(見圖 1)，
包含大學部二年級學生 5 位，大學部三年學生 4 位，另有學習與媒材設計系二年

級學生 1 位，以及校際選課之教育領導學程的學生 1 位。修習本門課程的學生皆

為師資生，但僅有校際選課的師資生預計透過修習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取得

雙語教學次專長資格，其餘學生修習本門課之目的，有基於個人音樂興趣，或為

取得教育學程的學分數。 

圖 1  
雙語音樂課程修習學生系所背景百分比圖 

 

 

  

 

 

 

 

二、音樂學習經驗與音樂參與經驗 

為瞭解修課師資生之音樂先備能力，研究者共同設計「音樂背景調查問卷

(Music Background Survey)」與「音樂能力測驗(Music Ability Test)」各一份，於

第一節課程中實施。音樂背景調查問卷以英文呈現，題項包含個人音樂學習經

驗、音樂活動參與經驗、樂器學習經驗等，並請學生簡述音樂對個人生活的意義，

以及在求學過程印象深刻的音樂學習經驗，請學生需以英文作答。 

英語教育系

82%

學材系
9%

教育領導學程
9%

英語教育系

學材系

教育領導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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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分析可知，修習本門課程的學生雖非音樂系背景，但多數具備長期

的樂器學習經驗，學習的樂器包含鋼琴、小提琴、大提琴、長笛及直笛等。參與

音樂活動的經驗亦相當豐富(詳見表 3)。 

表 3 
雙語音樂課程學生之音樂學習經驗 

樂器學習經驗(N=11) 音樂活動參與經驗(可複選) 

10 年以上 4 人 樂隊(Band) 4 人 

5-9 年 3 人 樂團(Orchestra) 5 人 

未滿 5 年 4 人 合唱團(Choir) 5 人 

未學習樂器 0 人 音樂個別課(Private Music Lesson) 11 人 
 

三、音樂先備能力 
研究者參閱國小三至六年級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的音樂教材，依據前次課

程開設經驗，英文呈現之音樂題目對非音樂系師資較為困難，因此選擇基礎題

型，作為瞭解師資生音樂背景之基礎。音樂能力測驗包含基本樂理(音長、音高、

節奏名稱、音名)、英文音樂語彙(tempo、pitch 等)、樂器知識，以及音樂常識問

題，共 8 題(見表 4)。 



Journal of Arts 
2021, 13(2), 1-32 

14 

表 4 
雙語音樂課程學生音樂能力分析 

題

號 題目 答對

率 

1 

Which type of note lasts the shortest amount of time? 

 

82% 

2 

Which note is the highest in pitch? 

 

100
% 

3 

Which set of notes is labeled correctly? 

82% 

4 

How many eighth notes are in the following piece of music? 

 

64%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struments can play many different pitches? 
a) Flute  b) Bass drum  c) Egg shaker  d) Tambourine  e) I don’t know  91% 

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woodwind instrument? 
 a) Violin   b) Guitar   c) Xylophone   d) Flute   e) I don’t know 

100
%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woodwind instrument? 
 a) Violin   b) Guitar   c) Xylophone   d) Flute   e) I don’t know 82% 

8 

What is one of the main jobs of a conductor? 
 a) Control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acing of the music  
 b) Writing music for musicians  

c) Playing music with other musicians 
 d) Teaching musicians how to play their instrument  
 e) I don’t know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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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結果顯示，有 7 題答對率高於 80%，題目 4「下列樂段中有幾個八分音

符(eighth note)」的答對率最低，約為 60%。由此可知，多數修習課程的學生具備

基礎音樂知識，可辨認各種音樂符號及英文音樂語彙，但實際運用在樂譜中，未

必能辨識或正確唱奏樂曲。此外，少數師資生在作答過程中，表示不瞭解英文音

樂語彙(如 tambourine、woodwind instrument、eighth notes)。根據測驗結果，研究

者在課程規劃中，將各種音樂雙語詞彙，融入歌唱、直笛吹奏、和弦彈奏活動中，

強化學生音樂要素之運用，同時採用英文唱奏教材(如英文直笛介紹與吹奏教

材)，使學生熟悉英文音樂用語。  

四、英語能力 

修習【雙語音樂】課程之師資生，多具備相當英語能力，能瞭解以英語授課

之內容並遵循指示參與活動。在授課教師的要求下，師資生能運用英文進行教學

演示，而課堂討論則多以中文及英文並用方式進行。在寫作方面，修習課程之師

資生皆能透過英語寫作表達看法，如在音樂背景調查問卷中「請描述音樂對你的

意涵(Please describe the meaning of music to you)」之題目，有學生認為「Music is 
life to me. I listen to music basically every single day. A world without music would be 
colorless and tedious」，或「It’s a way to relax and also a way to find the real self either 
listening to it or playing it by myself.」。 

綜上所述，修習本門課程師資生的音樂及英語能力頗為一致，多數具備音樂

基本能力及英語溝通能力。兩位研究者考量學生能力、學習需求，以及課程開設

理念，規劃一學期之【雙語音樂】師資培育課程，並於學期中依據學生回饋，調

整課程內容與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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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內涵與實施 
一、課程設計理念與課程目標 

【雙語音樂】為本校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的實務類課程，採實作導向課

程規劃，希望師資生透過課堂上的實作，提升多面向音樂知能，熟悉音樂教學及

雙語教學策略。根據師資生背景分析，修習本課程的師資生多非音樂系背景，因

此音樂課程的難度由基礎知能開始。而由於修習課程的英語系師資生多，有關課

室英文的練習較少，以音樂及雙語教學課程為主。基於上述理念，本課程之目標

有四：(1)增進音樂知識與唱奏能力；(2)培養音樂審美觀與鑑賞能力；(3)提升音

樂及音樂教育相關雙語詞彙之應用能力；(4)建立雙語音樂教學的基礎能力。 

二、初步課程規劃 

在前述目標之下，兩位研究者於學期初規劃以音樂知識、音樂唱奏及音樂教

育實務為核心之三類課程，音樂鑑賞力的培養融入前三類課程中。每類課程下包

含不同主題，總計有七個主題(如表 5 所示)，每個主題涵蓋多元音樂活動，融合

於各週課程中實施。 

表 5 
初步規劃之雙語音樂課程內容與說明 

課程 
核心 單元主題 課程 

內容 課程細項與教材 課程說明 

音

樂

知

識 

Staff  
and Scales 

音樂  
詞彙 

1.Musical Notation 
2.Lines and Spaces 
3.Clef 
4.Solfege & Pitch Name 

1. 由譜號與音階介紹，搭配

歌唱及讀譜活動，增進師

資生音樂基本知能。 
2. 簡介柯大宜教學法，運用

手號教學，引導師資生熟

悉音階的唱名及手號。 
3. 介紹線與間、譜號、音名、

唱名等雙語音樂詞彙及概

念。 

讀譜 
歌唱 

1.Reading Music and Singing 
2.Song〈Do-Re-Mi〉,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音樂教 
學實務 Kodaly Hand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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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 
Basics 

音樂  
詞彙 

1.Rhythm, Meter and Beat 
2.Time Signature 
3.Tempo 
4.Measure or Bar 

1. 運用英文說白節奏，搭配

身體樂器，帶領師資生感

受節奏變化。 
2. 介紹相關雙語詞彙。 
3. 實作柯大宜和奧福教學法

之節奏活動。 
4. 搭配歌唱或直笛吹奏進行 

節奏即

興/創作 

1.Rhythm Improvisation 
2.Body Percussion 
3.Rhythm Creation 

音樂 
教學實

務 

1.Kodaly Rhythm Syllables 
2.Orff Rhythm Activities 

音

樂

唱

奏 

Let’s Play 
the 

Recorder 

初階直

笛吹奏 

1.Recorder Family 
2.Blowing, Tonging, Fingering 
3.Easy Songs 

1.配合國小音樂課常用樂

器，規劃師資生高音直課

程，由基本運舌、運指、

運氣開始，逐漸進階至完

整樂曲吹奏。 
2.搭配節奏練習、手號唱名及

讀譜練習。 
3.介紹國小直笛教學要點，如

手勢、眼神、拍點等。 

進階直

笛吹奏 

1.Movie Theme Songs 
〈Ponyo on the Cliff by the Sea〉 
〈Always With Me〉 

直笛教

學實務 
1.Tips for Teaching Recorder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ing, 
Sing, 

Sing！ 

歌唱 

1.Exercises of Body & Mouth 
2.Voice Warm Up 
3.Pronunciation rules for 

English songs 
4.Song〈Take These Wings〉 

1. 練習各種歌唱技巧，包含

各種暖身活動、發聲及歌

唱方法。 
2. 透過教唱英文歌曲，說明

英文歌曲演唱的發音及咬

字原則。 
3. 邀請合唱專長之客座講

師，分享訓練國小合唱團

的方式。 

國小合

唱教學 
1.Tips for Running a Choir in 

Primary School  

Chord and 
Keyboard 

音樂  
詞彙 

1.Chords 
2.Tonic, Subdominant, 

Dominant 

1. 運用簡易和弦的歌曲彈

奏，介紹不同級數和弦的

概念。 
2. 依師資生音樂程度給予彈

奏任務，採分組合作學習

方式。 

鍵盤 
彈奏 

1.Play Easy Songs with Chord 
Accompaniments 

音

樂

Music 
Lesson 

Plan 

國內外

音樂教
1.Examples of Music Lesson 

Plans in British BBC 
1. 選擇不同主題的音樂教

案，說明中英文教案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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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實

務 

案實例 〈Music Recycle〉 
〈When the Cold Wind Blows〉 
2.Examples of Music Lesson in 

Taiwan 

寫方式及要點。 
2. 提供中英教案撰寫相關雙

語詞彙。 

Music Classes in 
Elementary School 

1.Lectures(Ⅰ)：Multiple Senses 
of Music Curriculum Design  

2.Lectures(Ⅱ)：Music Classes in 
Taipei European School 

1. 邀請兩位國小現職音樂教

師，分享音樂教學現況。 
2. 一位介紹臺北市公立國小

音樂課程活動；另一位以

全英語方式，分享臺北歐

洲學校全英語音樂課的實

施情形。 

 

三、課程實施方式 

（一）結合不同師資專長之協同教學模式 

【雙語音樂】課程採用協同教學模式(Collaborative Team Teaching)，研究者兼

授課者之一(簡稱 T1)為音樂演奏及語言專長，具備專業音樂素養及流利的英語能

力，採全英語授課。另一位研究者兼授課者(簡稱 T2)為音樂教育專長，多年中學

音樂教學經驗，熟悉直笛教學及音樂課程設計，使用中文及英語授課。兩位研究

者於課程實施前共同規劃課程，課程實施後，針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課程修正及

反思。 

協同教學模式的分類相當多元(鄭博真，2002；Buckley, 2000；Winn & 
Messenheimer-Young, 1995)，本課程採用兩種模式，一為「螺旋式協同教學」

(Rotational Format Teaching)，此模式由協同教師依個人專長輪流教授課程，如在

Staff and Scales 單元，T1 授課者先於課程前半，介紹譜號、音階、唱名、音名等

音樂雙語詞彙，而 T2 授課者於課程後半，帶領學生實作柯大宜手號教學活動。

二為「參與觀察協同教學」(Participant-Observer Team Teaching)模式，指授課教師

進行教學活動時，另一位協同教師可擔任觀察者、示範者或協助者。如 T1 授課

者以全英文講述音樂專業語彙時，T2 觀察學生學習狀況；或 T2 進行直笛教學時，

T1 協助鋼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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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授課教師擔任主要授課者之比例約各佔 50%。 

（二）實作導向之課程實施方式 

本課程採實作導向，包含各種音樂實作活動與音樂任務。「音樂知識」課程

除透過講述介紹外，多結合音樂唱奏或音樂教學法之實作。如以柯大宜手號教

學，介紹音階與唱名，安排師資生分組運用手號帶唱簡易歌曲；或說明和絃組成

及相關雙語詞彙，配合簡易和絃鍵盤彈奏活動；亦或介紹節奏名，搭配即興簡易

說白節奏等。「音樂唱奏」課程涵蓋歌唱、直笛吹奏、鍵盤彈奏等實作活動，約

占每周課程的一半，以培養師資生具備基本彈奏、吹奏能力為課程目標。「音樂

教育」課程分為音樂教案撰寫與國小音樂教學實務講座。音樂教案除檢視中英音

樂教案範例，師資生需完成一份以英文呈現之音樂教案，並以英文進行教學演

示。而兩場國小音樂教育實務講座，講者皆帶領師資生實際體驗國小音樂課程中

的節奏、歌唱、創作活動。 

（三）彈性運用英文、中文兩種語言之授課模式 

考量兩位授課者的語言專長、課程內容之難易度，以及活動進行之流暢度，

本門課彈性調整英文及中文運用比例。語言及音樂專長授課者以英文為主要授課

語言，介紹音樂相關概念，並引導音樂活動進行，當發現學生反應不佳或有無法

理解之情況，加上中文說明。如介紹三和絃相關詞彙(Chords, Tonic, Subdominant, 
Dominant)時，以英文說明加上中文解釋。音樂教育專長之授課者，以英文說明課

程大綱，於各種音樂教學活動進行時，若受限英文表達能力無法適切確實表達意

涵時，改以中文講述或回應。 

授課教材與投影片簡報由兩位研究者依據課程內容規劃製作，關鍵音樂詞彙

以英文搭配中文之雙語呈現，如 Hand Signs(手號)、Solfege(唱名)、Improvisation(即
興)、協奏曲(Concerto)等，其餘內容以英文呈現。修課師資生分組活動或討論時，

以能達成音樂任務為主要目標，未限制使用語言，學生多以中文討論。但繳交課

程相關作業(如教案設計)或各種演示活動，需以英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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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評量規劃 

配合課程目標與課程內容，研究者初步擬定之教學評量包含「課堂參與度與

出席率」，採用觀察評量方式，全學期課程實施，比例為 30%；「音樂教案設計與

教學演示」，為實作評量，於期中實施，包含一份英文呈現之音樂教案，以及 10
分鐘之教學演示，比例為 30%；「音樂知識評量」，評量內容為課程中所教授之音

樂知識與概念，採用紙筆測驗方式，於期末實施，比例為 20%；「直笛吹奏」之

實作評量，評量內容為本門課程教授之樂曲，於期末實施，比例為 20%；學習評

量實施方式與內容如表 6。 

表 6 
雙語音樂課程初步評量規劃 

評量項目 評量方式 評量時機 評量比例 

課堂參與度與出席率 觀察評量 全學期 30% 

音樂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 實作評量 期中評量 30% 

直笛吹奏 實作評量 期末評量 20% 

音樂知識評量 紙筆測驗 期末評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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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反思與修訂 
隨著雙語音樂課程的實施，研究者由學生的期中教學回饋及課堂觀察省思，

於期中進行課程修訂，並於期末再次審視課程實施成效，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期中師資生之學習成效與回饋 

（一）課堂參與度與出席率 

根據研究者觀察，多數師資生對於各種音樂實作活動的參與度高，無論直笛

吹奏、歌唱或鍵盤彈奏，多能積極參與。而各種音樂知識、音樂雙語詞彙的介紹

及應用，因音樂背景的差異，對部份修課學生來說，需較多時間熟悉，但授課語

言並不影響師資生的課程參與度。相較之下，音樂教學法、音樂教案設計，以及

音樂教學演示之規劃，對多數修習課程的非音樂系師資生來說，較為陌生及困

難，尤其是少數剛開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因缺乏教案設計知能及教學演示經

驗，期中的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評量規劃，對其造成壓力，而有缺席率提高情形。 

（二）音樂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 

英文音樂教案設計及教學演示之期中評量共有 9 位學生完成，完成率約 80%
左右。在教案設計方面，依據事先規劃之評分規準(rubrics)，由「音樂活動設計」

(80%)與「語文及概念表達」(20%)兩面向，評量師資生之教案設計成果，可分為

三個等級。其中，有 3 份教案設計主題明確，活動安排符合音樂學習特性，音樂

詞彙及概念表達正確，英文敘寫流暢，評為 A 級；4 份音樂教案設計主題明確，

活動設計尚符合音樂學習特性(例如缺少音樂感受)，音樂詞彙及概念表達大致正

確，英文寫作流暢，評為 B 級；2 份教案設計之主題不明確，音樂活動安排未能

符合音樂學習特性，英文音樂詞彙及概念易有偏誤，評為 C 級，不同等級之教案

評量說明與示例整理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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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音樂教案期中評量說明與師資生教案成果分級範例 

A
級 
範

例 

【A 級評量標準】 
1. 音樂活動設計：主題明確，能掌握音樂學習內容，活動安排符合音樂學習

特性 
2. 語文及概念表達：英文音樂詞彙與概念表達正確，英文敘寫流暢 

教案範例 

單元主題 Topic：Learning Music With 
Animals 

學習階段：Second Learning Stage  

學習目標 Objectives 
 Recognizing the feelings of music in words 
 Recognizing the strength of duple, triple and quadruple meter 
 Using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to make sounds and show rhythms 
 Hear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 strength of beat in the songs 
 Learning words of animals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摘錄) 
1.Warm up activity: Feeling the music (Carnival of the Animals) 
2.Main Activities  
  (1)Feeling the strength of the beat 
  (2)Using body movements to show the strength of the music  
  (3)The music game-little maestros(symbol and music score) 
4.End of Lesson：Creating Rhythm  

評量說明：此份教案之活動設計由音樂感受、身體律動到音樂符號認識，

後以節奏創作結束課程，符合音樂教學感受後認知的學習歷程，音樂詞彙及

概念能清楚呈現。惟教案中以「strength」表達不同拍子的強弱規律，不甚適

切。 

B
級 
範

例 

【B 級評量標準】 
1.音樂活動設計：主題明確，活動設計尚符合音樂學習特性 
2.語文及概念表達：音樂詞彙及概念表達大致正確，英文寫作流暢 

教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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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Topic：Learning Crescendo and Decrescendo 

學習目標 Objectives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in crescendo and 

decrescendo dynamic levels. 
 Students can present crescendo and decrescendo dynamics by creating 

sounds.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摘錄) 
 Warm Up Activity：Loud Sounds and Soft sounds, Crescendo and 

Decrescendo  
 Main Activity：Hot and Cold (Hide and seek with sound hints) 
 End of Lesson：Dynamic Exercise (Symbol of Crescendo and Decrescendo) 

評量說明：此教案正確呈現音樂術語概念，透過多元活動(身體動作、說話聲

音表現、遊戲)帶領學生瞭解 Crescendo 及 Decrescendo 的意涵，英文敘寫流

暢。可惜較少在脈絡化音樂教學情境中，引導學生由聆聽，感受音樂術語在

作品中的呈現。 

C
級 
範

例 

【C 級評量標準】 
1.音樂活動設計：主題不明確，音樂活動安排未能符合音樂學習特性 
2.語文及概念表達：英文音樂詞彙及概念有偏誤 

單元主題 Topic: None 

學習目標 Objectives 
 Tempo learning and catching 
 Recorder song teaching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摘錄) 
 Warm up activity：Learning the rhythm symbol system 
 Main activity：Music Song Learning〈Silent Night〉 
 Homework: Practicing the song and quiz next week 

評量說明：此份教案缺乏主題，音樂教學活動安排較缺乏邏輯性(節奏教學與

直笛曲的節奏無法對應)，教案中將 Temple 概念與 Rhythm 混淆，由教案呈

現也可看出設計者不熟悉教案格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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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演示部分，師資生需從個人編寫的教案中，選擇一個活動，進行 10
分鐘的教學演示行。從教學演示成果來看，6 位英語系師資生可流暢運用全英文

進行授課，2 位非英語系及 1 位英語系師資生大部分課程運用英文授課，僅有一

小部分使用肢體語言或中文進行。從教學演示內容來看，師資生多選擇自己擅長

的音樂教學進行演示，如音樂概念或音樂遊戲由主。雖然本門課程規劃許多音樂

唱奏活動，但修課師資生對於音樂唱奏教學普遍缺乏信心。 

（三）期中教學回饋 

在期中音樂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之後，研究者透過學校校務系統，蒐集師資

生填寫之期中教學回饋，並藉由課堂討論瞭解學生對本門課程之看法。意見與回

饋包含：(1)喜歡課堂生師生互動的模式，老師會關注每位同學的學習狀況，耐心

給予意見；(2)沒有修習課程設計或教學實踐相關課程，音樂教案撰寫與教學演示

的期中評量太難；(3)認為【雙語音樂】課程是用雙語學習音樂，而非學習如何教

音樂，是否可減少音樂教學相關課程內容，增加音樂學習內容。較為可惜的是，

未完成音樂教學設計與教學演示的 2 位師資生，沒有持續修習本課程。 

二、課程調整與修正 

依據師資生的期中回饋，研究者重新檢視課程目標，反思教學成效，對課程

進行以下調整；(1)增加音樂賞析活動，以培養師資生之審美與鑑賞力；(2)考量非

音樂系學生的音樂學習需求，增加資訊融入音樂軟體介紹，作為輔助修課師資生

音樂自我增能之管道；(3)修正期末評量方式，將原訂之音樂成就測驗，調整為音

樂數位軟體實作任務；(4)降低音樂教學實務課程之比例，保留兩場國小音樂教學

實務分享之客座講座；(5)維持直笛吹奏活動，刪除直笛教學課程。 

修正後之雙語音樂課程(見表 8)，分為以「音樂知識」、「音樂唱奏」、「音樂賞

析」、「音樂教學實務」，以及「音樂數位軟體」為核心之 5 大課程，涵蓋 10 單元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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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修正之雙語音樂課程內容與說明 

課程

核心 
單元主題 

課程 
內容 

課程細項與教材 課程說明 

音

樂

知

識 

Staff  
and 

Scales 

音樂  
詞彙 

1.Musical Notation 
2.Lines and Spaces 
3.Clef 
4.Solfege & Pitch name 

1. 由譜號與音階介紹，

搭配歌唱及讀譜活

動，增進師資生音樂

基本知能。 
2. 運用柯大宜手號教

學，引導師資生熟悉

音階的唱名及手號。 
3. 介紹相關雙語音樂詞

彙及概念。 

讀譜 
歌唱 

1.Reading Music and Singing 
2.Song〈Do-Re-Mi〉,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音樂教

學實務 1.Kodaly Hand Signs  

Rhythm 
Basics 

音樂  
詞彙 

1.Rhythm, Meter and Beat 
2.Time Signature 
3.Tempo 
4.Measure or Bar 

1. 運用英文說白節奏，

搭配身體樂器，帶領

師資生感受節奏變

化。 
2. 介紹相關雙語詞彙。 
3. 實作柯大宜和奧福教

學法之節奏活動。 
4. 搭配歌唱或直笛吹奏

進行 

節奏即

興創作 

1.Rhythm Improvisation 
2.Body Percussion 
3.Rhythm Creation 

音樂教

學實務 
1.Kodaly Rhythm Syllables 
2.Orff Rhythm Activities 

音

樂

唱

奏 

Let’s Play 
the 

Recorder 

初階直

笛吹奏 

1.Recorder family 
2.Blowing, Tonging, Fingering 
3.Easy Songs 

1. 規劃師資生高音直課

程，由基本運舌、運

指、運氣開始，逐漸

進階至完整樂曲吹

奏。 
2. 搭配節奏練習、手號

唱名及讀譜練習。 

進階直

笛吹奏 

1.Movie Theme Songs 
〈Ponyo on the Cliff by the Sea〉 
〈Always With Me〉 

Sing, 
Sing, 

Sing！ 
歌唱 

1.Exercises of Body & Mouth 
2.Voice Warm Up 
3.Pronunciation Rules for English 

Songs 

1. 練習各種歌唱技巧，

包含暖身活動、發聲

及歌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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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ong〈Take These Wings〉 2. 介紹英文歌曲演唱的

發音及咬字原則。 
3. 邀請合唱專長之客座

講師，分享訓練國小

合唱團的方式。 

國小合

唱教學 
Tips for Running a Choir in Primary 
School  

Chord and 
Keyboard 

音樂  
詞彙 

1.Chords 
2.Tonic, Subdominant, Dominant 

1. 運用簡易和弦歌曲彈

奏，介紹和弦級數的

概念。 
2. 依師資生音樂程度給

予彈奏任務，採分組

合作學習方式。 

鍵盤 
彈奏 

1.Play Easy Songs with Chord 
Accompaniments 

音

樂

賞

析 

Classical 
Music in 
Movies 

音樂  
詞彙 

1.Movie Soundtrack 
2.Concerto、Variation、Overture 
3.Rhapsody 1. 介紹電影配樂的意

涵，以及電影配樂中

的古典樂曲，包含作

曲家、曲式、樂曲特

色等。 
2. 介紹電影配樂、古典

音樂的雙語詞彙。 

音樂 
欣賞 

1.Music 
〈Somewhere in Time〉 
〈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William Tell Overture〉 
2.Composers 
 —Sergei Rachmaninoff 
 —Gioachino Rossini 

音

樂

教

學

實

務 

Music 
Lesson 

Plan 

國內外

音樂教

案實例 

1.Examples of Music Lesson Plans 
in British BBC 
〈Music Recycle〉 
〈When the Cold Wind Blows〉 
2.Examples of Music Lesson Plans 
in Taiwan 

1. 選擇不同主題的音樂

教案，說明中英文教

案的撰寫方式及要

點。 
2. 提供中英教案撰寫相

關雙語詞彙。 

Music Classes in 
Elementary School 

1.Lectures(Ⅰ)：Multiple Senses of 
Music Curriculum Design  

2.Lectures(Ⅱ)：Music Classes in 
Taipei European School 

1. 邀請兩位國小音樂教

師到課堂中，分享音

樂課程實施現況。一

位介紹臺北市公立國

小音樂課程活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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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全英語方式，

分享臺北歐洲學校全

英語音樂課的實施情

形。 

音

樂

數

位

軟

體 

Music 
Teaching 

Apps 

資訊融

入音樂

教學

(Ⅰ) 

Apps 
1.Woodchuck Rhythm 
2.Music4kids Lite 
3.Garageband 
4.Kahoot(Music Assessment) 

1. Music Teaching Apps
介紹各種音樂教學輔

助軟體，做為師資生

未來音樂教學之輔

助。 
2. Make Your Music 

Ensemble 介紹多格音

樂影片 APP 操作方

式，並規劃實作任

務，代替原訂音樂知

識之期末紙筆測驗。 

Make 
Your 

Music 
Ensemble 
at Home 

音樂數

位軟體

操作 
(Ⅱ) 

App 
1.Acapella 

 

三、學期末之學習成效與回饋 

（一）音樂資訊科技實作成果 

在音樂科技實作「Make Your Music Ensemble at Home」課程中，介紹多格音

樂影片製作 APP「Acapella」，此軟體可錄製個人在不同時間演奏的音樂段落，將

各段落排列剪輯成為重奏形式。師資生的課堂任務為選擇一首樂曲，規劃聲部，

錄製一小段個人重奏。受到疫情影響改為遠距教學的影響，此單元課程為遠距授

課方式，但師資生對此課堂任務的參與度高。 

師資生所錄製之個人音樂重奏成果佳，所有學生都完成作品，並展現自己的

音樂專長。有錄製包含兩個鋼琴聲部、一個鐵琴聲部，以及一個歌唱聲部的〈Ode 
to Joy〉；有結合長笛聲部、身體節奏以及鋼琴演奏的自創曲；有兩個聲部歌唱、

搭配兩個聲部烏克麗麗的英文流行歌曲〈Count on Me〉；有歌唱搭配兩聲部烏克

麗麗的〈野玫瑰〉；有錄製個人重唱的拍手歌〈kipahpah Ima〉；或是演唱課堂上

教學二部歌曲〈Take these 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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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笛吹奏成果 

本課程規劃之期末直笛吹奏評量，因應線上課程，調整為錄製吹奏成果並上

傳的方式。本課程開始時，多數師資生表示雖在國小有直笛吹奏經驗，但多已遺

忘指法及吹奏方式。經過一個學期的練習，學期末有 7 位師資生能完整吹奏樂曲

〈Ponyo on the Cliff by the Sea〉，2 位在直笛吹奏上尚須努力，整體看來，師資生

對於直笛吹奏的學習是認真投入的，但非音樂背景的師資生，對於教授直笛普遍

缺乏信心。 

（三）師資生期末教學回饋 

研究者於期末再次蒐集修課學生的教學回饋意見，獲得的正面回應有「很關

心我們的學習狀況，也盡力讓課程內容多元化，有感受到老師的用心，而且很會

使用一些科技來輔助教學」、「謝謝老師後來調整上課的內容，就算改成線上課程

還是學到很多！」；反面意見則有「老師把學生定位太高，學生沒有受過專業訓

練，不見差異化教學。」從學生的回饋可知，調整後之課程對於多數修課師資生

來說是較為適切的，雖仍無法顧及個別學生音樂背景的差異，但師資生所給予之

回饋，可做為下一次雙語音樂課程實施之參考。 

陸、結語：挑戰與建議 
【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在兩位研究者的協同合作下完成，初步課程

規劃偏重音樂知識、音樂實作與音樂教學實務，但課程在實施前期面臨許多挑

戰，因此於學期中重新調整及修正課程，增加音樂欣賞與音樂數位軟體實作課

程，降低音樂教學實務課程比例。最後數週課程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改為遠距教

學，增加音樂實作活動的難度。 

就音樂教學面向來看，多數師資生積極參與雙語音樂課程活動，在音樂知識

與音樂數位軟體實作上的皆有優秀表現，並能展現良好音樂欣賞態度。在音樂唱

奏學習成效方面，不同音樂背景的師資生，學習成效落差大。整體而言，欲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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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的雙語音樂師資培育課程，提升師資生音樂唱奏能力及唱奏教學能力，有

相當的難度。最後，由於修習本課程的師資生，僅有一位預計取得雙語音樂教師

資格，因此，音樂教學法、音樂課程設計與教學演示活動，對於多數師資生而言

難度較高。 

從語言面向來看，音樂專有詞彙的雙語教學，對缺乏音樂基礎能力的師資生

而言，在理解上較為吃力，須配合中文解說。在音樂實作時，授課教師採用英文

授課或雙語授課，較不影響師資生學習。提升學生英文能力非本課程主要目標，

課堂討論允許學生以能表達個人觀點的語言進行，而授課教師使用語言，則以能

使課程流暢進行為主要依據。根據本課程實施經驗，兩位研究者提出雙語師資職

前培育課程之挑戰與建議： 

一、挑戰 

(一) 修課師資生專長與背景差異，增加課程實施難度：依據教育部規定，不同專

長之雙語師資生，修畢師資培育大學開設的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取得規

定語言能力，即可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因此，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都須

面對師資生背景差異大的問題，尤其實務性的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規劃

符合不同專長師資生學習需求的課程，實為一大挑戰。 

(二) 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目標多元，非長期培育難以全面提升學科雙語教學能

力：雙語學科師資須具備學科能力、教學能力及語言能力，各種能力都需要

長時間的培養，如何規劃適切教學活動，有效率增進雙語師資生個面向之能

力，或培養雙語師資生自我學習之習慣，成為雙語音樂授課者的一大挑戰。 

(三) 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備課時間長：相較於一般師資培育課程，雙語師資培

育課程在教材準備、教材選擇，以及教學準備的時間上，都需花費加倍的時

間，對於授課教師而言負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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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音樂師資培育系所應提供雙語師資培育資訊，鼓勵師資生取得雙語音樂教學

次專長：目前中小學雙語音樂師資需求迫切，而取得雙語教學次專長所需之

課程學分數不高，因此師資培育單位或設有教育學程之音樂系，宜多宣導雙

語師資培育政策，鼓勵音樂系師資生善用音樂專長，增進語言能力，修畢雙

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成為具備音樂專業能力之中小學雙語音樂教師，提升

音樂系師資生之就業率。 

(二) 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可採用協同教學模式，減輕教師授課壓力，同時提供師資

生多元學習內容：本研究發現協同教學可提升雙語師資培育課程之成效率，

不同授課教師依其專長所提供的課程內容，使學生更多元的學習內容，同時

減少授課教師準備課程之時間與壓力，為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可行方案。建議

未來各師資培育大學開設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可徵求不同專長授課教師之意

願，採用協同教學模式。 

(三) 各師資培育大學應依據不同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性，訂定課程目標或方

向，作為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規劃之依據：臺灣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尚

處於起步階段，各校自訂之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多由授課教師自行訂定

課程目標，課程之間缺乏連結或相關性，不易師資培育之連續性，若可明確

劃分不同雙語師資職前培育之課程目標(如以語言能力培養、學科專業知能或

雙語教學能力為主)，有助於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四) 未來研究可建構雙語教學能力檢核標準，檢視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成

效：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成效，影響臺灣未來雙語師資品質。建議未來

研究可建構雙語師資教學能力檢核標準，以此檢視及反思雙語師資職前培育

課程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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