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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化大學之英語政策
高實玫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

一、前言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提出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行
政院，2018），強調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全民應提升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
爭力，並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翻
轉英語在教育體系中的角色，把英語教學的目標由學科知識傳達，轉為將教學內
容及課室活動建構在「學習者即為語言使用者」的概念上，並強化英語與其他學
科領域進行整合性教學的功能，使英語成為拓展知識的工具。
然而自 2004 年教育部於「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
（教育部，2004）中
明確鼓勵各大學制定畢業檢核機制後，學界對於高等教育的英語政策的討論，卻
一直糾結在「如何」甚至「是否」要制定大學英語畢業門檻這個狹隘的議題上。
十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首檢視其影響層面，可發現此政策一方面帶動臺灣許多大專
院校進行英語課程改革和重整（鄒文莉等，2016）
，另一方面也引發學界對此政
策的激烈辯證（何萬順等，2013；陳徵蔚，2017）
，甚至演變成法律訴訟案件（林
良齊，2018）。許多大學以國際化為長程校務發展目標，但卻很少能清楚闡述其
語言政策及配套的外語課程規劃。

二、他山之石
我們可以同樣把英語作為外國語言的歐陸各國大學的經驗作為他山之石。歐
盟於 1987 年成立伊拉斯莫斯獎學金計畫（Erasmus Plus Program，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鼓勵年輕人到其他歐盟國家做至少一學期以上的交換研修。
在此政策強力推動下，歐洲各大學校園內的國際生立刻成倍數增長，2020 年歐
盟投入超過 14.7 億歐元，支持超過歐盟境內四百萬名高中職以上各科系的青年
學生，跨國進行各種類型的學習。這個計畫的目標是培養出具有國際移動力及文
化觀的新一代歐洲青年，而各大學為方便大量具有不同語言背景的國際學生參與
短期課程，紛紛開設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根據 2015 年歐盟統計，在歐盟境內有超過 97%
的學生在小學及中學階段選擇英語作為學習的第一外語（eurostat, 2020），這兩
因素同時帶動各大學制定對本國生和國際生的英語入學及畢業門檻政策。
參加伊拉斯莫斯計畫的歐洲大普遍設置了以「本國語言」及以「英語」作為
教學媒介的併行課程。申請進入英語課程的學生（包含本國學生）
，須具備對應
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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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見 Council of Europe, 2020）B2 到 C1 以上的英語能力。而申請進入以
本國語言授課課程的學生，入學時須具備一種該國承認的外語 CEFR B1 以上之
聽說讀寫四種能力證明，這也是一般歐洲學生要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必備的外語能
力。亦即，不管對國際生或本地生，都需符合就讀學校的外語入學門檻。許多大
學也要求學生在畢業前提出相對於申請入學使用的外國語言能力至少升上一級
的證明；例如，某生若是以 B1 程度申請入學，畢業前須達 B2 程度；而入學時
若是 B2，畢業時就須達 C1，而不是設定齊頭式的畢業標準。各校在入學須知上
均明列學生須自行在畢業前提出學校認可的外語測驗成績。有些國家，如匈牙利
及捷克，會提供大學生通過國家認可之外語檢測考試（State Examination）之一
生一次性全額報名費補助。
各種外語課（含英語課）對一般科系學生而言都是選修課，不管是就讀於「本
國語言」或是「英語」授課課程的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選修。各種課程開
設時會標註相對應的 CEFR 程度，以方便學生判定其適合的課程，如：
「B2 級英
語學術閱讀及寫作」
，或「B1 級德語」等，但其教學內容不必然與任何檢測考試
相關。
綜觀以上，歐洲的大學為達到國際化目標，一方面對本國生設定依據 CEFR
標準的外國語言入學門檻；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在其就學期間成為外語的終生自
學者，依照其興趣及能力各自學習的目標，而非設定齊頭式的畢業門檻。校內提
供的外語課程內容與能力檢測考試脫鈎，因此外語學習是學生自我能力提升的一
環，而不是學校開設外語課程的目的。歐洲大學在執行此入學和畢業門檻政策之
初也經歷過陣痛期，有些學校曾面臨因學生無法取得適當的語言證明而不能畢業
的窘況，以致被社會大眾、家長及學界猛烈批評。但經過 30 年的不斷演進和改
革，並在日益增加的國際生及開放的國際就業市場加持下，大學中以英語為國際
溝通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的氛圍逐漸成形，具備至少一種外語
溝通能力成為歐洲大學生的必須條件。

三、臺灣可以怎麼做？
臺灣的高等教育與歐洲的環境不盡相同，雖然沒有伊拉斯莫斯獎學金計畫，
但各校近年大力招收國際生，並鼓勵本國學生到國外大學做短期交換的做法與此
精神相仿，使得臺灣的大學校園漸漸醞釀出國際化的氛圍。我們要用何種思維來
制定高等教育的語言政策，才能培育出具有國際競合力的人才呢？
(一) 以英語能力測驗作為大學入學申請參考
目前的大學入學英語科考試由大考中心設計題目，是一種含選擇及非選擇題

第

37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36-40

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主題評論

的常模參照式紙筆測驗。選擇部分僅檢測學生的文法、字彙及閱讀理解能力，藉
由非選擇題的翻譯及短文寫作檢視其寫作能力。聽力考試由學生視需求自行選擇
加考，並無口說測驗。大學入學測驗並沒有對照任何國際性語言能力參考標準，
如歐規的 CEFR，或美規的 ACTFL（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標準，見 Center for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0），學生的成績是對照於當年參加測驗全體學生的排序，以便
填寫志願，無法具體呈現其聽說讀寫各面向的實際使用能力，且每年考題的難易
度差異大使得大學端無法對錄取學生的英語能力有準確的評估。很多大學為了執
行分級教學，只能在入學時另加辦新生英語能力檢測，這實在是浪費教育資源。
(二) 檢視高等教育英語課程的課程設計和目標
近年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國際化的挑戰，一方面因為廣收國際學生，需要提
高 EMI 課程比率；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升本國學生的英語力，使其來未在就業市
場具備國際競爭力。然而，很多學校將大學英語課程的設計與各種作為畢業門檻
的語言檢測考試混為一談。更甚者，也有學校把學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率作為檢
視英語教學成效的標準，造成學生對語言檢測及大學英語課程學習的誤解，進而
抗拒學習甚至與學校產生衝突。
政策制定者應該要體認到，國際化大學的英語課程應該引導學生將英語作為
學習專業領域知識的工具，指導學生擴充其學術領域所需的專門詞彙範圍的方
法，掌握該領域常用之閱讀和書寫體裁，強化學術溝通技能，提升閱讀專門領域
原文教科書能力。因此國際化大學中，應開設加強學生學術領域所需之英語技能
的課程（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ESAP）
，如:學術簡報與討論，商
業溝通、醫學英文、科技產業英文等，以培養學生修習其專門領域 EMI 課程之
能力，使其具備未來能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技能。近年來，臺灣各大學在專業
英語課程的研發和實施上，已有快速的進展，教學質量與涵蓋領域均有相當國際
聲譽，這是臺灣在課程創新上的利基。
大學英語課程應將各種程度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教學目標加以區隔。鄒文莉及
高實玫（Tsou & Kao, 2016）發現，具備 CEFR B2 以上等級英語能力的學生，修
習 ESAP 課程會有較佳的學習成效。而僅有 B1 或以下能力的學生，應先加強其
一般學術範圍的聽說讀寫能力，因此大學中也應開設基礎學術英語課程（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EGAP）
，幫助英語基礎較弱學生理解 EMI 課程內
容，具備做摘要及筆記的能力，並能以英語做簡報及進行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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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彈性調整英外語能力檢測
國際間通行之各種標準化語言檢測考試各有其特定的檢測目標，如:TOEFL
及 IELTS 是為了檢測學生是否具備到英語系國家就讀的學術英語能力；而 TOEIC
及 Linguaskill 測驗則是為檢測應試者是否具備職場所需的英語應用能力。學生應
該就其未來發展及就業需求選擇適當的檢測考試，大學不應要求所有學生參加單
一檢測。未來各校也應考慮將專門領域英語檢測考試作為畢業認證之一，如，
GEPT 理工類科中高級測驗；國際醫護人員 OET 考試 （Occupational English Test
for the Healthcare Sector）；或專為餐飲旅遊從業人員設計的 iTEP Hospitality Test
等。
考慮各學門對英語，甚至其他外語有不同的要求，且學生入學時並未有嚴格
的英語門檻篩選制度，有些學校的科系甚至沒有設定英語最低入學標準，因此大
學不應設定齊頭式的英語畢業門檻。如果學校有自行檢測學生的起始語言能力，
較合理的要求是每位學生的學習目標可訂在高於其起始能力一階。也可以由各系
自定其學生畢業時應達到的外語能力及外語種類。國立成功大學在 2018 年教務
會議即通過由各系自訂外語畢業門檻和外語種類，實施兩年來已有系所將德語及
日語等納入該系之畢業門檻認證，也有系所決議不設定任何外語畢業門檻。

四、結語
為使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能與世界接軌，成為能面對 21 世紀多元文化及語言
挑戰的國際人才，臺灣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對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做法，並加入在地
化的創新思維，以更具彈性的方式制定外語政策。大學入學時改採用標準化聽說
讀寫語言能力檢測，且各系所應訂定入學門檻，以鼓勵高中英語教學注重全面的
語言使用。大學畢業的語言檢測應依學生入學時的程度，或就讀科系的特性及對
外語的需求做彈性調整。大學英語課程則以培養學生專業領域學術英語能力為
主，並將學生依語言能力分流進入合適的課程，幫助學生將英外語學習融入專業
領域發展，並引導學生選擇適合未來需求的檢測考試，設定畢業時應達到的學習
目標，使專業英語能力成為學生在未來學術發展或國際職場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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