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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除了重要的「書本閱讀」之外，倘若能將視野觸及

到「世界」，相信對於學生的閱讀能力，必能增加競爭力。「國

際教育」看似一門很嚴肅、枯躁的課程；在我們的課表中，並

沒有出現「國際教育」的學科，也未必會列入考題 (依各校狀
況而定 )；中小學的孩子們，接觸到的都是社區、台灣，那麼，
為什麼要學國際教育呢？在師資養成的過程中，也鮮少有課程

帶我們做國際教育，那麼，推動國際課程，究竟有什麼優勢呢？

文  高雄市林園國小老師 林彥佑

優勢國際力，學習趨進力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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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學生的學習力—領域學科的連結

　　學科的學習，是多方連結，且牽一髮而動全

身的。以「中東難民」的事件為例，雖然單一主題，

但透過多元領域的共備、連結，也可以發展出不

同的領域課程。例如，地理教師可以介紹中東一

帶的風土、水文、地形、交通等；歷史教師可以

介紹中東一帶的歷史；公民教師可以介紹生命權、

居住權、生命財產權等；國語文教師可以用閱讀

新聞的策略，帶學生認識這則新聞；英文老師也

可以找出相關的英文新聞，供學生閱讀；數學領

域的老師則找出各種數據，讓學生試著演算⋯。

十二年國教很重要的核心素養，即為「跨領域」

學習；因此，透過國際教育的連結，將能串起各

領域的學習力。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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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自主學習的探索

　　十二年國教很重要的，即為「自發、互動、共好」；關

於「自發」，便是讓學生能主動求知、探索。學生對於陌生

的東西總是充滿好奇的，也因為學生鮮少接觸國際教育的課

程，所以大多數的學生對此課程都充滿興趣。台灣四面環海，

所以台灣的學生所接觸到的，四週環境都是「台灣味」，對

於各個國家，保有一定的求知心、探索欲。教師可以這麼做：

在教室裡放一個地球儀，同時張貼一張世界地圖，隨時搭配

國際新聞，適時融入。我也常常介紹各國的文化、美食、錢幣、

建築、景點等訊息，打開學生的好奇心，並鼓勵他們進一步

上網探索；幾次的課堂下來，我發現孩子們對這些是很感興

趣的，不妨在教學時，試看看吧！

讓學生增強競爭力—學習與時代同軌

　　這幾年有幸在台灣各縣市分享國際教育課程，也有幸到

鄰近國家推廣教學，因此比較有機會接觸外校的師長，如何

推動。前陣子從大陸演講回來，該大學的教授說，最近很多

台灣的大學教師被挖角過去了；新聞媒體也不只一

次報導，大陸正向許多先進國家「招手」。倘若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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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不知道國際人才的實力到哪，將難以競爭；我們都要知

道，未來的世界變化，而競爭力不只在台灣。也許因為自己當

老師，算是一個相對保守的職業，所以我覺得我的工作競爭力不

太需要強而有力的英語力、國際力，甚至不用擔心有國際人才搶

走我的工作。但只要孩子未來想走向科技業、貿易、金融⋯等，

或是想打進一流市場，一定要知道國際的趨勢，才能洞燭機先。

因此，我們要讓孩子知道「國際村」不是一個口號，而是真實的

在眼前發生。

讓學生培養軟實力—人道生命的關懷

　　現在的孩子，難以想像有的國家窮苦潦倒、人民飢不擇食、

烽火連天，因為我們台灣的孩子太幸福了 !我們班上的孩子覺得
不可思議，認為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認為怎麼可能不能上學？

怎麼可能還有人要搭船到另一個國家找到保護、要錢、要糧食？

怎麼可能會有人民從這個國家被趕到另一個國家？我又介紹了

中東、北非的新聞讓孩子們知道，他們才知道「難民」是存在這

個世界的。我也播放了一些落後國家的課桌椅照片，他們瞪大著

眼，不可置信。我請孩子們先想，如果是你，你可以怎麼幫助他

們？我試著讓孩子們以一顆人道關懷的心，感受人飢己飢的同

理，甚至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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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世界的新聞力—時代接軌的素養

　　因為閱聽人的新聞取向，所以導致報社、新聞業者在新聞選材

上，總偏重於一般民眾所喜歡的新聞，如社會新聞、演藝明星、消

費時尚、旅遊新訊⋯等，無形中，對於「國際新聞」的編選比例，

便為之下降。因此，在班級中，我會固定挑選國際新聞，供學生閱

讀、思考、討論，例如：香港反送中事件、瑞典桑柏格女孩的環保

意識、土耳其感謝台灣對地震的賑災、武漢肺炎波及全球、東非蝗

蟲肆虐、澳洲野火延燒數個月⋯⋯等。多帶學生閱讀國際新聞，再

輔以各式閱讀理解策略，並搭配 google map、國旗、城市、地景、
文化等，都可以讓學生對這個世界更有感。

結語

　　國際教育不是一門「顯學」，比起語文、數學、社會，它微不

足道；然而在新時代的潮流中，它又顯得無比重要；筆者對國際教

育很有興趣，也希冀把這個理念在課堂中落實，我也深深覺得，它

不僅僅是一種知識、一種能力，更是面對十二年國教所需孕育的「素

養」。國際教育的學習，是一種多元連結的學習，當孩子能有機會

認識世界時，它的視野勢必會慢慢拓展，無形中，對於各學科的學

習，也能觸類旁通、廣泛連結；我們期待，我們的孩子能因接觸國

際教育，而有更豐厚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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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四大

步驟

1 找出學生有興趣的照片或話題？

（例如有外國人、有特色的國際

建築、大事件等）

2 讓學生猜猜看，這張照片的外國

人是來自哪個國家？（或：讓學

生說說看，這個建築在哪裡？事

件主要在表達什麼？）

3 教師運用各種策略，讓學生猜出

國家名稱。

4 請學生說說看，對這個國家的瞭

解。

二、怎麼認識一個國家？十大步驟

1 找出地圖上的位置。（可運用紙

本地圖或 google map）

2 利用 google map放大來看。 

3 再縮小來看與台灣的相對位置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4 再放大來看國家裡面的城市、河

川、道路。 

5 找出最大的城市—如何判斷？

6 實境觀景移動，第二手看到街景。

7 上網找國旗、國旗意思。 

8 再上網美食、建築、文化、語言、

特色、錢幣、景點等。 

9 再回來看這個國家，和鄰近的國

家。 

0 再縮小一次來看與台灣的相對位

置。 

三、 國際教育評量策略，十個小

撇步？

1 攤開地圖，讓學生初步說出洲

名、大國家名。

2 國名與城市名配對。（請問巴黎

在哪個國家？）

3 國名 /地名與特色配對。（請問

日本奈良有什麼特色嗎？）

4 國際新聞知多少？（澳洲大火、

武漢肺炎、香港反送中、英國脫

歐、中東戰爭⋯）

5 國際議題知多少？（地球暖化、

人權問題、貧富差距、醫療衛

生⋯等）

6 國際新聞剪報。

7 可簡易搭配英語評量。

8 各式國際題目評量闖關。

9 國際元素融入領域評量。

0 模擬聯合國。

 

國際教育，　我這樣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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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台灣有半數人口都必須逃離家鄉

　　想像有一天，台灣發生了戰爭，半數台灣人都必須逃離自己的

家鄉，會是什麼模樣？—那正是敘利亞的現狀。敘利亞的人口和

台灣一樣約為 2300萬人，目前已有 1300萬人逃到別的城市或國外，
相當於台灣一半的人口都得離開自己的家鄉。

　　自 2011年敘利亞爆發戰爭以來，難民潮就成了備受矚目的國
際重大議題之一。目前，全世界的難民人數總和已超過 3個台灣，
而敘利亞連續 5年都是最大的難民來源國。

文  「from Syria｜來自敘利亞的手作禮物」負責人 Summer

               不再是「難民」：
敘利亞婦女以社會企業重新定義自我

▲ 精緻的手作品大受

外國消費者喜愛。

時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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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部分難民並不如

外界想像一心想到「先進」的國

家，而是多分佈在敘利亞的鄰

國。根據 2018年聯合國難民署
（UNHCR）統計，全球收容敘利
亞難民的國家前五名依序為土耳

其（350萬左右）、黎巴嫩（100
萬）、約旦（66萬）、德國（53
萬）、伊拉克（25萬）；除了德
國是第一世界國家，其他都是敘

利亞四周的國家，一方面是因著

文化、宗教、語言相近或經濟能

力等原因，一方面也呈現出全世

界的諷刺現狀—目前全球的十

大難民收容國，大多都是難民來

源國旁邊同樣資源匱乏的鄰國，

僅因地緣成了收容難民的第一線；

而資源較多的國家，並未承擔起

與其能力相對應的責任。

　　為了對應這波難民潮，許多

國家都出現了許多專門協助敘利

亞社群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

業，提供技能培訓與工作機會，

穩定家庭經濟來源，其中當然包

括已連續 5年蟬聯全球最大難民
收容國的土耳其—特別的是，

這些組織大多在過程中發現，當

敘利亞女性進入適合的工作與環

境，除了增加收入，還會有許多

意想不到的好處隨之而來，例如：

重建自信與成就感、在異鄉建立

歸屬感與心理支持，並重新定義

自己身為女性的角色與力量。

工作為女性難民帶來有尊

嚴的新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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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轉變的敘利亞婦女角色

　　戰爭爆發之前，「工作」對傳統敘

利亞女人一直是非必要的選項。一是物

價低廉、生活容易，先生一人的薪水養

活一家不是難事，對某些擁有父權思想

的男性而言，太太出外工作則讓先生顯

得「沒能力」、「沒面子」；二是敘利

亞女性被社會賦予一種「端莊」的形象

期待，加上普遍早婚多子的風氣，家庭

主婦因此成了最受鼓勵的人生選擇，第

三則是符合大眾「端莊」定義的工作，

如教師、文書、女性用品店店員等。

▲

 from Syria 是台灣唯一的敘利亞婦

女手作選物品牌，專門引進全球各

地的敘利亞婦女手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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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敘利亞女性可以長期

受教育，也有投票權與參政權，

現今的敘利亞副總統便是女性；

而媒體上常見的中東負面印象如

「童婚」、「一夫多妻」、「家暴」、

「榮譽殺人」等，大多發生於封

閉的鄉村地區。總而言之，在戰

前的敘利亞，女性享有不少權利，

即使是高學歷女性，婚後也大多

專心持家，或傾向選擇符合大眾

想像的「端莊」職業；若在餐廳

或一般商店上班，就可能被認為

是「不光榮」或「隨便」的女性。

　　然而，傳統社會的敘利亞

婦女角色近年開始轉變。戰前的

2011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敘
利亞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比例僅

佔全國 14％，遠低於全球平均的
39％左右；戰爭爆發後，因男性
人數驟減、傷殘或疾病等因素，

至少四分之一的難民家庭女性必

須擔任家中的經濟角色。2017
年，大馬士革研究中心調查報

告，國內女性創業率從 4.4%升至

22.4%，大部分的人投入零售小生
意。同時，許多女性也進入以男

性為主的工作崗位，例如公車司

機、加油站員工、餐廳服務生—

這些現象，為社會開啟重新看待

「女性工作」的契機。

一份好工作，帶來的不只是收

入，而是新的身份與尊嚴

　　工作，在敘利亞女性的人生

裡漸漸有了更多的想像；對敘利

亞女性難民而言，一份好工作帶

來的意義更不止如此。

　　身為一個台灣的敘利亞婦

女手作選物品牌負責人，我與世

界各地的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

合作，專門販售這些婦女製作的

手工藝品，也到各種場合分享這

些故事。我曾拜訪的難民女性，

許多人一輩子都是家庭主婦，但

卻受過高知識教育或技術教育，

甚至同時擁有法律與醫學工程學

位，只是過去在敘利亞較少機會

進入職場，因此從未出外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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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全、舒適、乾淨的工作室裡，敘利亞媽媽們安心地沉浸在她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裡。

　　事實上，如之前所提，由於

敘利亞社會鼓勵女性受教育，許

多女性難民都擁有一技之長或高

等學歷。當她們迫於生活所需，

進入一般職場，最容易碰到的問

題是剝削、同工不同酬、沒有安

全的交通工具、兼顧育嬰與家務

責任，還有職場性騷擾。然而，

許多非營利組織發現，當女性難

民受到賦權擔任領袖，其擁有的

特質如：重視細節、關係、公平

等，特別有益於流亡社群凝聚向

心力、保持和諧、加速復原。因

此，只要排除前述問題，建立適

合的工作環境，這些女性不只能

重建生活，也能為身處異鄉、背

負創傷的群體帶來益處。這也是

為何我所接觸的組織，都特別看

重合理的工時與工資、安全舒適

的工作環境、技能與語言進修機

會、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甚至

良好的托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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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女性難民進入這些工作坊

或社會企業，透過往昔不曾經歷

的工作體驗，她們增加的不只是

收入，還有自信、成就感、人際

關係，以及全新的身份。幾名工

作坊的婦女說：「當我專注創作

的時候，我就容易忘記傷心的回

憶與生活的難處。這份工作讓我

可以專注於眼前，甚至家人的未

來。」「這是我第一次工作，我

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喜歡我

做的東西。當我看見我做的飾品，

佩戴在外國客人身上，感覺真的

很好。」

　　透過一份好工作，她們不再

是帶來負擔的「難民」，而是工

匠、裁縫師、手作達人。在艱難

的局勢裡，她們可能無助，但不

是無力，只要協助她們發揮既有

的潛力與知識技能，「難民」就

會是可貴的人力資源，更是擁有

尊嚴的職人。

當我們願意賦權世界的另一端，

我們也賦權了自己

　　在台灣，提到敘利亞難民議

題，可能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好

陌生」，或是想起那張國際頭條

新聞上因難民船翻覆而躺臥在沙

灘上的 3歲小男孩照片。

　　對許多人來說，這的確是一

個冷門又遙遠的議題，但在各種

分享場合的互動裡，我感受到大

部分台灣人並不是冷漠，而是「無

力」—因為種族、文化、語言

都截然不同；因為無法馬上買機

票搭長途飛機到第一線；因為沒

有合適專長可以當志工；因為沒

有家財萬貫可以捐款⋯⋯我們可

以想出一百種理由，讓我們即使

曾為那個小男孩流下了眼淚，還

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 敘利亞3歲小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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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擁有一百個無

力的理由，只要有一條出路，就

能將所有的不能化為可能。在這

段與世界另一端同行的路上，我

喜歡其中一個合作夥伴曾說過

一句話：「賦權（empower）是
雙向的。」當我們賦權世界另一

端的人們，我們同時也賦權了自

己—我們賦權自己，讓我們在

負面的頭條新聞裡對世界保持希

望；讓我們拒絕對令人心痛的悲

劇說「我什麼都做不到」；讓我

們繼續相信每個行動都會帶來一

點點不同。

　　當我們陪伴敘利亞婦女以

社會企業重新定義自我，我們也

找回了對世界最真實的熱情與希

望。 

▲

 作者到各級學校分享敘利亞難民議題。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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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式程式設計教學方式
　等於運算思維導向教學嗎？

　　運算思維導向之資訊科技教學，並非空泛的「思考」活動，是立基

於資訊科技的知識內涵妥善融入教學活動，培養善用運算工具（電腦等

數位工具）以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因此，程式設計教學方式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核心。

　　傳統教學碼的教學方式是從程式碼開始，例如教學生迴圈敘述 
for，教學方式如下：

文  愛樂教育顧問有限公司程式設計教師 陳玄揚

台灣教育研究院專員 高嘉蔚

先定義什麼是迴圈 for 的語法：

for (起始值 ; 條件式 ; 更新值 ) 
指令一 ;
或

for (起始值 ; 條件式 ; 更新值 ) {
  指令一 ;
  指令二 ;
  指令三 ;
}

步
驟

1
解釋語法

起始值是進入迴圈一開始會執行

的動作，而更新值則是執行完每

次的迴圈要執行的動作，我們舉

個用迴圈寫一個正方形的路徑的

例子來看：

for (var count = 0; count < 4; 
count++) { 
moveForward(100);  
turnRight(90);
}

步
驟

2

教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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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語法，電腦程式執行的過程如下：

1. 設定變數 var count = 0;  (設定變數 count起始值是 0)
2. 檢查 count < 4是否成立 (成立繼續往下 )，不成立則跳出迴圈 ( 即跳
至 6. )

3. 執行 moveForward(100);  (即向前移動 100)
     turnRight(90);  (右轉 90)
4. 執行 count ++; ( 即 count = count +1; )  (執行完上述動作 count值加 1)
5. 跳至 2. 的位置
6. 迴圈結束

讓學生練習改變範例中數值，例如改變 moveForward(100)將其
中的 100更改為 50會得出一個較小的正方形，更改為 110會得
出一個較大的正方形。

步
驟

3

　　這樣的教學過程對一般人來說，是較為冗長且不容易令人感到有

趣。而且第一次聽到就要馬上學會，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使用圖像式（iconic）程式設計工具來教學，透過觀察視覺化
的程式執行結果，以及指令與執行結果的對照，增進學習者對抽象指令

的理解。例如：Alice、Scratch、Greenfoot、與 Blockly等皆為適合中
小學的圖像化程式設計工具，都是讓學習者從各式作品的創作中進行程

式設計學習。若以 Blockly（https://developers.google.com/blockly/）進
行上述的迴圈教學，讓學習者直接透過網頁介面進行積木式程式設計。

教學方式會有以下操作：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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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問題畫面

步
驟

1

Blockly綠色積木圖式
為指令

步
驟

2

將指令拖拉到右方空

白處

步
驟

3

選擇好指令選擇運行

程式

步
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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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出現軌跡

步
驟

5

調到迴圈選單

步
驟

6

加入迴圈

步
驟

7

執行後，跳出

JavaScript程式碼

步
驟

8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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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積木組成的程式可直接轉譯為 JavaScript、Python、PHP 或 
Dart 等語言，學習者可藉由對照積木與文字式語言，了解文字式程式的
撰寫邏輯。適合用於銜接一般的積木式程式設計與文字式程式設計的學

習，也非常容易操作。

　　這樣使用 Blockly的教學模式，讓完全不會程式語言的初學者能夠
輕易理解程式碼在做什麼。傳統由程式開始的教學模式是由抽象到具象

的過程，一般邏輯不好的學生在一開始就被卡住了，要花很多時間才能

教會一個語法。若以圖像開始，是一個具體到抽象的過程。這樣的過程

符合一般大眾的學習歷程。畢竟在生活中，我們學習理解的物件以圖像

為主，並不是一大串的符號。除此之外，利用圖像化程式設計工具中圖

形、動畫與聲音等多媒體元素也可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學習程式設計像

是在玩遊戲一樣。

　　若做到上述兩種教學方式，不論哪一種也就只是教會學生一

種語言—機器的語言，並不能說教導學生學會運算思維，真正的

運算思維的培養是教導學生尋找迴圈的規則，以了解迴圈在問題解

決策略中扮演的角色。這方面的教案可以參考國際教育技術學會

（ISTE） 的 資 料 庫 (https://learn.iste.org/d2l/lor/search/search_results.
d2l?ou=6606&lrepos=1006)，內有超過一百四十則教案可供參考，而這
些教案透過解決數學、科學、語言、歷史、音樂美術問題，培養學生運

算思維能力。 　　

18圖像式程式設計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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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橄欖園關懷協會」係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

體。設立宗旨是以耶穌基督博愛之精神，關心兒童、青少年、老人、

家庭及社區教育問題，努力奉獻本身專業，結合政府與社會資源，

從事弱勢族群身、心、靈之全人關懷與照顧，促進社區祥和與發展。

　　本會於 100年 1月 1日成立，102年 2月即在台南市永康區開
辦課業輔導班，為弱勢家庭子女免費提供補救教學，並規劃生命教

育課程，至今已有永康、歸仁、柳營、前鎮、岡山等五個中心，共

計有 114位國中小生需要幫助，讓孩子在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並學
習到知識與能力。同時，也希望走進社區關懷需要協助的家庭，期

望社會更祥和與美好。

▲

 陪讀班寒暑期出遊

文  社團法人橄欖園關懷協會 理事長陳志龍

社福報導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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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輔班目標是幫助輔導弱勢家庭兒童、青少年，提升

學業成績。建立健全品格，使其身心靈平衡發展，活出有色彩

的積極生命。

　　服務的對象是「經濟弱勢家庭孩子」，主要就是致力「讓知識

帶孩子脫離貧窮的循環」的願景，達到「提升弱勢家庭孩子未來的

競爭力」的目標。

　　始終秉持「你很努力，只是還沒找到好方法」的信念教導學童，

教學理念即是因材施教、小班教學、嚴格追蹤、品質管控。所服務

的項目有差異化教學、生命教育、多元才藝、家庭危機協助、弱勢

家庭支持服務、社區資源分享。學校、家庭、社區是孩子教育學習

過程的三大支柱：透過學校、家庭及社區課輔的連結合作，改變社

區文化，產生社區充權的效果。

孩子努力學習 
▲

▲ 陪讀班國中生自修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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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讀班手作才藝課

欲瞭解更詳細的課輔內容，

請來電 06-2631188 分機 338

　　108年 7月與翰林文教基金會合作，免費提供國中生英文、數
學線上視訊教學，協會四個課輔據點與其他社福課輔據點，按能力

分班、混合編組，本協會學生與其他遠距不熟悉的同組同學共時段

上課，讓同學有期待上課的心情，以及彼此鼓勵與良性競爭，輔導

課程施行方式如圖。由於是分時段分小組（3人）上課，網路流量
順暢，不會影響課程討論；且上課時間短，學生不會感覺有太大壓力；

近期視訊平台又開了「心輔教室」，讓處青春期的青少年也有心理

輔導的管道。基金會建立多元課程的視訊平台，不但能讓我們國中

生成績進步，也見證了他們的成長。 

橄欖園
歸仁課輔據點

8年級學生 A 8年級學生 B

橄欖園
永康課輔據點

於課程時段
登入線上頻道

翰林遠距
輔導課程

8年級學生 C

其他地區社福
課輔機構學生

課程特色：

1.小組討論。

2.能力分班。

3.混合編組。

翰林遠距輔導課程實行方式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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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教學者的教學參考資料。

生活中的溫馨小故事、散文、生命教育、公

益活動報導。

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創舉、比賽得獎報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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