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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7年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英語文行動方案辦理。 

二、 現況說明 

（一）英語文課程 

隨著全球化的潮流，地球村儼然成型，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往來

頻繁，英語文已成為國際溝通交流的基礎工具語言。因此，重視英語文教

育已成為多數現代國家的教育趨勢，多數亞洲國家更將推動英語文教育視

為課程改革的重點。 

為奠基我國國民之英語文溝通能力，教育部於90學年度啟動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時，全面推動國民小學自五年級起實施英語課程；94學年

度起，再將英語課程向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然囿於總學習節數之上限規

範，在語文學習領域之本國語文、英語及本土語言合占學習領域總節數之

20％至30％，因此國小中年級每週英語學習節數多僅安排一節課。若自彈

性學習節數補強英語課程節數，則每週約安排二節課，至國小高年級多安

排二至三節課，國中則多為四至五節課。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綱已於 103年 11月 28日發布總綱，預計

105年發布學習領域綱要，並自 107學年度起逐年級實施。各學習領域課程

分「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兩類規劃實施節數。國小階段英語「部定課

程」為中年級每週一節、高年級每週二節、國中階段各年級均定為三節課；

各校並得對於校訂課程中以跨領域之課程方案建立校本英語特色課程。 

（二）英語文師資 

1. 英語文教師資格認定 

國中英語文教師於師資培育階段需完成專業培育，並須通過檢定，

以確保師資生有充分專業陶養，通過檢定者有專業證書，認定其進入職

場之專業能力。國小教師未採分科培育，惟考量英語文科目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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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國小英語文教師除具備國小合格教師資格外，尚需具備下列資格之

一： 

(1) 通過教育部 88 年所辦國小英語文教師英語文能力檢核測驗。 

(2) 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 (含未分組之外

語文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畢業於英文(語)輔

系、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修畢各大學為國小

英語文教學所開設之英語文 20 學分班。 

(3) 達到 CEF 架構之 B2 級。 

(4)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培訓檢核通過 (培訓完成應予檢核，檢

核通過者應發給相關證明)。 

2. 國小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教育部於100年9月14日以臺中(二)字第1000158367號函公告國民

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政策，另於101年3月28日以臺中 (二 )字第

1010052926號函請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101年4月30日以臺中(二)字第

1010067948C號令修正發布「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領域專長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並自101學年度起開始推動國小一般教師、

現職國小英語教師及具國小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等類教師申請辦

理。迄103年7月底，已核發1,679件國小教師證書加註英語文專長。 

3. 合格英語文教師授課情形 

自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以來，教育部一再函請各地方政府

監督所屬國小英語文合格師資分布情形，並於93年6月函請縣市應對「編

制內現職合格教師擔任英語文教學卻未具有英語文專長者」安排英語文

專長進修，且訂出時程於94學年度開學前完成培訓檢核，至 94 學年度

擔任英語文教學者，應均為編制內具有英語文專長之教師為原則。然依

據103學年度上學期本署調查國小英語文師資供需狀況顯示，學校英語

課程100％由具英語文專長教師授課者（含代理代課教師）為金門縣，

90％以上未達100%者有11縣市，80％以上未達90%者有5縣市，7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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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達80%者有3縣市(彰化縣、雲林縣、宜蘭縣)，70％以下有2縣市(連

江縣、嘉義縣)。國中僅有苗栗縣未達80%，其餘縣市皆聘足英語師資。

整體而言，都會區英語文專長師資已逐年充實，偏鄉地區仍屬不足。 

4. 充實國中小英語文教師員額 

本署訂定「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公立國小教師員額實施要

點」及「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教師員額實

施要點 」，以外加員額方式，補助學校聘任學校所需之專長教師，得

採數校合聘或巡迴模式，依學校需求之專長科目節數聘請專長教師授

課，以解決偏遠學校及小校專長師資缺乏之困境。 

為減輕教師負擔，提高教學品質，本署逐年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透過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現行教師員額合理性進行分析及評

估，及配合專長授課比例之調查，103學年度補助提高國小教師員額

至每班1.65名，並督導各縣市政府優先聘任不足之專長教師，俾益解

決英語師資缺乏地區之困境。 

5. 精進教師知能 

為精進教師英語聽、說、讀、寫之教學知能，本署針對教師不同

專業知能需求，提供以下補助措施： 

(1)提升教學專業：補助直轄市、縣(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經費辦理教師研習。 

(2)增強語文能力：補助通過英語檢測筆試或口試之英語文教師，並達

到CEF架構B2級之檢測報名費用。 

(3)激勵偏鄉人力：補助偏遠地區合格國小英語文教師前往英語系國家

進修考察，並以擔任三至六年級英語教學者優先，每名教師酌予補

助新臺幣5萬元，104年度共有15位國小英語文教師受補助。 

(4)鼓勵專業分享：補助縣市辦理英語文教師座談會、教學研討會、製

作英語電視節目、廣播節目、教材教具及輔導評鑑等教學相關活動。 

6.另自92學年度起配合內政部政策，海外留學生可藉由服教育服務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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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來履行兵役義務，97學年度後，更開放國內具國中小英語教師

合格資格及畢業於大學以上英語相關科系之役男至資源缺乏之偏遠

學校或英語中心學校來輔助英語教學。103學年度計有265位英語專

長替代役男進駐校園。 

7.另自93年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希冀透過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赴偏遠地區

國民中小學教授英語課程，以弭平城鄉教育資源落差，確保偏遠地

區學生受教權益。每年約補助引進80名外籍英語教師赴偏鄉服務。 

 

（三） 英語文教學 

過去國中小英語文之課堂教學及評量仍多偏重讀、寫，且以教師講、

學生聽的型態居多。加以過去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僅評量閱讀項目，學生之

聽、說能力在教學現場更易被忽略。因應103年起實施之國中教育會考，

已納入英語聽力試題，學校定期評量考英語聽力之比例已大幅提高。依據

本署103學年度上學期之調查結果，實施英語聽力教學在國中階段已達到

100%，國小階段達99.91％；定期評量加考英語聽力，在國中階段已達100

％；國小階段達99.7％，已有效引導英語教學重視讀、寫、聽之能力。 

 

（四） 英語文情境 

本署依據「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補助圖書、

教具及英語教學相關設備，93年至103年補助達新臺幣4億9,606萬元，已有

效改善雙語環境建置與英語聽力設備等。經查學校使用CD播放器、電腦連

接擴音喇叭、全校廣播系統或多功能專科教室(含電腦教室、語言教室)等英

聽設備實施英語聽力教學之學校比率，國中階段已達99.79％，國小階段已

達98.87％。 

95年度起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合作辦理暑期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

營。活動為期4週，華裔青年志工進行1週的英語教學訓練後即至分發偏遠

國中小學進行2週之英語營隊活動。103年計有425位志工參加，20個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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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共60所國民中小學至少3,000名學生受益，自95年至103年累計受益學生高

達2萬0,876人。 

除招募海外華裔青年返國服務外，本署自103年起辦理大專英樂夏令

營，103年共招募13所公私立大專院校126位志工團隊至偏鄉地區學校服

務，共計12縣(市) 國民中小學19個班、約510名學生受益。 

（五） 偏鄉英語文教育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3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校數為2,644

校，國民中學校數為738校，其中偏鄉國民小學888校(占33.6％)、國民中

學239校(占32.4％)。再依班級數及學生人數分析，6班以下(含6班)之國民

小學計960校，國民中學計114校，學生人數少於100人之學校，國民小學

計855所，國民中學計71所。鑑於小班小校學校多集中於偏遠地區，本署

鼓勵偏鄉學校運用彈性課程進行英語教學，並培養教師具備小班教學或

混齡教學之知能。 

偏鄉地區因資訊流通較緩，語言文化刺激不足，學生於日常生活中

運用英語文溝通之機會相對減少，因此英語學習動機較缺乏。教育部除

自100年8月1日起優先補助偏鄉地區學校辦理英語教學強化模組計畫，由

學校辦理英語相關活動提供學生情境動機。另針對學習低成就之學生結

合公私資源進行補救教學。 

三、 問題分析 

（一） 課程層面－教學方式與學習節數規劃問題 

教育部於檢討英語文教學相關問題時，教師常反映學習節數不足。為

此，自 100 年-103 年英語成效計畫補助各校辦理英語活動、研發課程、寒

暑假夏令營等，以增加學生接觸英語之機會。並自 100 年起辦理補助國民

中小學英語教學強化模組試辦計畫，鼓勵自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適度增

加英語教學之領域及彈性學習節數以強化教學活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社會各界「減必修，增選修」共識下，



 

6 

 

不增加各學習領域之學習節數。因此，如何營造校園英語情境、校訂課程及

主題探究課程，以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為未來各校規劃課程時必須關

注之議題。 

（二） 師資層面－教師資格、數量與穩定性問題 

1. 國小英語文教師資格問題 

現階段國小之師資培育並未分科培育，英語教師雖加註英語專

長，但因加註專長並無強制法源，亦缺乏充足誘因，因此成長人數有

限，尚待加強。 

2. 國小英語文師資數量不足問題 

依據103學年上學期國小英語文師資供需狀況調查顯示，國小英

語課程70.42％係由編制內具英語文專長教師擔任，19.64％係由具專

長之代理代課教師擔任，3.65%係由具英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擔任，

8.81％由未具專長教師擔任，國小英語文合格師資數量仍待補足。 

 

3. 國小英語文教師流動率問題 

依據目前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之節數換算，國小英

語專任教師之授課班級數約為10至20班，授課班級數多，且各項英語

文競賽頻繁，相關培訓責任亦多歸於英語教師，國小英語教師普遍反

映負擔沉重，經常以轉任級任教師或行政職務之方式流失。 

另外，國小英語文教師在校年資普遍較淺，即使學校英語文師資

不足，仍需經常面臨被超額之問題，導致校內無合格英語文教師之困

境。此項問題尤須各地方政府正視並擬訂相關措施協助。 

（三）教學層面－教學活化與學習現象問題 

語文學習需要長期浸潤涵養，部分英語文教師仍慣以國語進行英語課

教學之課室語言、偏重文法知識及字彙背誦且慣用講述為主教學法，佐以

重複測驗練習方式，以及學生較少運用情境之情況下，學生英語學習動機

較無法提升。因此，教師在教學方法及課程活動設計上應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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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每年挹注經費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精進教師研習活動、英語文能

力檢測報名費、偏鄉合格國小英語文教師出國進修等，期以提升英語文教

師專業素質。然而偏鄉學校編制內合格英語文教師原即較少，以致每年補

助人數偏低。另研習效益未能明顯落實在教學實踐上，改變教學型態益顯

重要。 

部分資源較充足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小一

或小二，導致縣市間英語文教育起始點不一；加以經濟條件良好之家庭往

往提早讓子女學習英語，致使學生英語能力在未入學前，即存有明顯差

距。 

英語文需植基於既有的字彙、文法等基礎，教師使用同一套教材教法，

教授班級內程度高低落差很大的學生，經常無法照顧到學習落後的學生，

學生累積多次失敗經驗後，逐漸歸因於自己無能力學好英語文，降低學習

動機。 

此外，103年國中教育會考只計列閱讀成績，試題難度設定為「難易適

中」，評量結果顯示，高達33.73%考生的能力屬於「待加強」等級，此訊息

顯示超過3成的學生對英語篇章閱讀的理解及文本訊息的掌握能力不足。 

  (四)環境層面—英語情境建置及圖書運用效益問題 

為提供學生浸潤式英語學習環境，各地方政府設立英語村及英語情境

中心以提升學生學習之動機。惟因英語村數量有限及部分縣市幅員廣大，

學生在國小或國中階段，僅有一兩次機會造訪英語村體驗英語學習環境，

僅能提高學生興趣，無法達到長期浸潤之效益。 

此外，國中小閱讀活動及圖書環境多以中文圖書為主，雖然本署已逐

年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充實英語圖書之經費，學校雖已購置英語圖

書，然學生自主接觸及閱讀英語圖書之動機，仍需藉助教師帶領英語閱讀

教學進行推廣。 

資訊時代來臨，數位學習資源更為豐富，爰建立線上平臺整合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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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線上資源，建立分享機制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

益顯重要。 

(五) 偏鄉層面—教師來源不穩定及學生學習成效落差問題 

偏鄉地區代理代課教師經常多校合聘或巡迴方式，教師備課負擔沉

重，加以偏鄉代理代課教師不得支領偏遠加給補助，導致偏鄉代理代課教

師招聘不易且流動率高，偏遠學生之學習更較都會區學生受教師流動影

響。依據103學年上學期國小英語文師資供需狀況調查顯示，高達23.29%現

場教學教師為代理代課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亟待有效管控英語文授

課教師之代理代課比率。 

歷年國中基本學力測驗英語科量尺分數之次數分布情形，低分組考生

大多來自於都市化程度較低之考區，尤以較偏遠地區為多。103年國中教育

會考結果顯示，英語科目達精熟等級學生16.43%、基礎等級學生49.31%、

待加強學生33.73%，如何提高偏鄉地區學生英語學習成效為刻不容緩之議

題。 

貳、 計畫目標 

一、 善用校定課程，提供學生多元英語學習主題，增加英語文學習時間與機

會，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及信心。 

二、 精進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社群，確保英語文教師英語能力及教學專

業與時俱進。 

三、 運用多元教材，結合多媒體教學，活化英語課程。 

四、 營造學習情境，增加學生運用英語進行溝通機會。 

五、 穩定偏鄉人力，平衡城鄉教育差距，提升偏鄉學子英語學習成效，縮短

英語文教學與學習品質落差。 

參、 辦理期程 

    本計畫期程自民國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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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本計畫銜接教育部 99 年 11 月 30 日臺國(二)字第 0990205972 號函頒

「100-103 年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並整合前揭九年一貫課程

推動以來之英語教育在課程、師資、教學、環境及偏鄉之問題，及因應未來十

二年國民教育課綱可能衍生之課題，分別就課程活化、師資精進、教學創新、

環境營造與偏鄉關照等五面向，擬訂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如下，並將其摘錄為

表一： 

一、課程活化面向：活化課程內容，多元發展校本課程及延伸課程。 

 (一)試辦學校本位英語創新方案，學校得增加彈性學習課程進行英語領域教

學，並於方案中推動英語文主題探究課程與任務導向學習活動，鼓勵教

師設計溝通式教學活動，於課堂中整體使用英語（含使用數位教材），

使學生得以在英語環境中學習；辦理浸潤英語相關活動(如冬/夏令營或

英語日)，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 

(二)試辦隔學期(年)對開方式英語課程規劃，試辦學校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與家長同意後辦理英語課程，以透過集中學習方式提升學生英語學習

成效。 

(三)輔導各國民中小學進行課程綱要能力指標分析，並依據能力指標發展英

語課程，據以提升學生英語能力。 

二、師資精進面向：穩定師資來源與精進教師知能。 

(一)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研訂國小合格教師加註英語專長獎勵措施；

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相關補足英語文師資不足之作法，並研訂

保障英語師資相關措施，以降低英語教師流動率。 

(二)辦理溝通式教學(含評量)培訓，透過專業講師帶領教師進行課程活動設

計，提高課堂中英語之使用率，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逐年提高

溝通式教學(含評量)之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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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送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暑期前往國外簽約之學校進行海外

研習，返國後並透過教師社群與成果發表會分享所學成果，俾傳遞與交

流國外教學新知。參與本案之英語教師回國後需於偏遠學校持續任教英

語至少 1年。另擇數位選送之教師所任教之學校與國外研習學校之學生

試辦國際學伴計畫，透過遠距視訊，增進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生英語學習

情境。 

(四)充分運用現有英語教學專業支援系統，各直轄市、縣(市)英語輔導團於

精進教學計畫下，研訂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辦理專業英語教師研習、帶

領所屬國民中小學成立英語文教師專業社群進行共同備課及觀課，進行

教學專業分享。 

(五) 引進多元英語教學人力資源： 

1.持續以多元管道引進外師至偏鄉地區服務，並鼓勵地方政府自行編列

經費招聘外籍英語教師。 

2.持續落實英專役男專才專用，充實學校英語教學支援人力。 

三、教學創新層面：活化課堂教學 

(一)試辦結合學術或民間資源辦理課程與教學發展，就不同程度之學生發展

教材教法，實施差異化教學，確保學生習得基本能力。 

(二)推廣英語閱讀教學，逐步建立各階段百本推薦閱讀書籍，佐以教案設

計，提供現場英語教師教學運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所屬公立國民

中小學設置班級英語圖書角，另結合英語輔導群辦理英語閱讀教案甄

選，提供教師教學運用與學生學習。 

(三)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國民中小學將聽力測驗納入定期評

量、口說測驗納入平時評量，以均衡英語聽說能力。另建置「國民中學

學習資源網聽力題庫」，提供全國學子英語聽力練習管道，增進學生聽

力能力。 

(四)結合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之推廣，辦理平臺課程試用及英語創新數位教材

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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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國民中學英語領域分組教學試辦計畫，依學生學習成效適性分組授

課，俾進行適性教學與補救教學。 

四、環境營造層面：營造生活化、趣味化之浸潤式英語學習情境 

(一)逐年充實國中小英語學習情境營造(如英語情境教室建置與布置、校園

英語角、班級英語圖書角)，學生浸潤於校園英語學習情境中，增進英

語學習機會。 

(二)建置及推廣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結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開發線上學習課

程及遊戲，透過互動式英語線上課程，提供教師及學生運用英語線上資

源進行教學及自主學習，增進英語學習之生動活潑，建置後陸續將各直

轄市、縣(市)平臺資源整合至本平臺進行共享。 

(三)持續補助各直轄市、縣(市)辦理英語學習浸潤式營隊(如:華裔青年營、

大專英樂營、自辦冬夏令營)或英語日活動，以營造沉浸式英語學習環

境，增進國中小學生英語學習興趣。 

五、偏鄉關照層面：因應偏鄉特殊情況，調整推動措施 

(一) 研議合理教師員額編制，並研擬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商借與代理教師

留任偏鄉服務補助規定，期穩定偏遠地區學校（以下簡稱偏鄉學校）

服務師資，提高優秀教師任教意願。 

(二) 鼓勵教師運用建置之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之數位化資源，課程或活動中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三) 規劃國際學伴計畫，媒合國內外英語系外籍師資生與本國國中小進行

生活化之視訊英語學習活動，增加英語學習氛圍，拓展國際視野。 

(四) 試辦偏鄉小校建置英語數位學習教室，藉由協助偏鄉地區國中小建置

英語數位情境教室，營造浸潤式英語學習場地，充實多媒體教學資源

與聽力教學設備，教師教學方式多元，課程教材搭配多媒體教學，以

教會學生為並引起學生英語學習動機為優先考量。 

(五) 辦理夏日樂學計畫方案二整合式學習方案，依據學生需求，以在地化

之活動式課程，結合學習主題，例如:英語辦理暑期營隊或自主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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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實作及活動性課程至少百分之五十。 

 

表一、104-107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面向 執行策略                     行動方案 

1. 課程活化  發展多元方案，延伸

學習課程 

1.試辦學校本位英語創新方案。 

2.試辦隔學期(年)對開的方式，彈性調整增加每週學習節

數。 

3.國中小進行課程綱要能力指標分析，各校依據能力指標發

展英語課程。 

2. 師資精進 穩定師資來源與精

進教師知能 

1.國小合格教師優先加註英語專長。 

2.減緩英語教師流動率，穩定國中小英語師資。 

3.結合民間機構辦理溝通式教學(含評量)培訓，增進英語教

師課室英語授課能力。 

4.選送偏遠地區國中小英語教師赴海外研習進修。 

5.各地方英語輔導團研訂教學專業成長策略，輔導學校英語

文教師專業社群。 

6.引進多元英語教學人力資源。 

3. 教學創新 活化課堂教學 1.試辦差異化課程與教學，確保學生習得基本能力。 

2.推廣英語閱讀教學，並建立各階段百本推薦閱讀書籍。 

3.國民中小學定期評量考聽力、平時評量考口說，均衡英

語聽說能力。 

4.建置「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聽力題庫」提供國中學生學習

運用。 

5.辦理英語創新數位教材甄選。 

6.辦理英語領域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計畫。 

4. 環境營造 營造生活化、趣味化

之浸潤式英語學習

情境 

1.充實國中小英語學習情境營造，增進學生英語學習浸潤。 

2.建置及推廣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3.辦理英語浸潤活動式營隊課程與英語日活動，增進學生

英語學習興趣。 

5. 偏鄉關照 因應偏鄉特殊情 1.研議優秀教師留任偏鄉之鼓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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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績效指標 

況，調整推動措施 2.教師運用建置之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之數位化資源進行教

學，並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3.推動「國際學伴」計畫，媒合國內外英語系外籍師資生進

行生活化之視訊英語學習活動。 

4.試辦偏鄉小校建置英語數位學習教室。 

5.辦理夏日樂學計畫方案二整合式學習方案(例如：英語暑

期營隊)，提供學生在地、多元學習機會。 

目標 績效指標 學習階段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目標值 目標值 目標值 目標值 

(一) 

課程活化 

(1)試辦學校本

位英語創新

方案 

國小 55校 60校 65校 70校 

國中 15校 20校 25校 30校 

(二) 

師資精進 

(2)參與溝通式

教學 (含評

量)培訓人次 

國小 
種子教師 

25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國中 
種子教師 

25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偏遠與教育

優先區學校

教師 

60人 

(3)英語文教師

專業社群成

立校數 (累

計) 

國小 
地方政府 

英語輔導 

團(國中 

小合併) 

進行推廣 

110校 220校 330校 

國中 110校 220校 330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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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督導考核 

預期績效指標按校數、教師數比率納入對各直轄市、縣(市)一般性補助

款或中央對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進行管考。 

 

 

 

 

 

 

22團 

(三) 

教學創新 

(4)國民中小學

各年級定期

評量至少 1

次英語聽力

測驗 

國小 97% 98% 99% 100% 

國中 100% 100% 100% 100% 

(5)辦理國民中

學英語領域

分組教學試

辦計畫 

國中 5校 10校 15校 20校 

(四) 

環境營造 

(6)充實浸潤式

英語學習情

境(含英語圖

書角)之學校

數(累計) 

國小 212校 424校 848校 1060校 

國中 59校 118校 236校 295校 

(五) 

偏鄉關照 

(7)偏鄉小校建

置英語數位

教室 

國小 10校 10校 10校 10校 

國中 5校 5校 5校 5校 



 

15 

 

柒、經費需求 

捌、預期成效 

一、透過正式、非正式及潛在課程，提升學生英語文能力，涵養英語文學習

興趣。 

二、提升英語文教師專業素質，達成國中小英語課程專長授課目標。 

三、提供英語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指引，形塑教師專業發展願景。 

四、營造多元英語文學習情境，提供豐富學習資源，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五、挹注偏鄉人力及經費資源，提升偏鄉學生英語文學習品質。 

面向 執行策略 
所需經費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課程活化 試辦學校本位英語創新方案 700萬元 800萬元 900萬元 1000萬元 

師資精進 穩定師資來源與精進教師知能 270萬元 380萬元 660萬元 660萬元 

教學創新 活化課堂教學 300萬元 300萬元 300萬元 300萬元 

環境營造 
營造生活化、趣味化之浸潤式

英語學習情境 
7,500萬元 7,500萬元 7,500萬元 7,500萬元 

偏鄉關照 因應偏鄉特殊情況，調整推動
措施 

1,480萬元 1,480萬元 1,480萬元 1,48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