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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移動的教育工作選擇：
以臺灣海外學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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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移動是未來工作的常態

教育工作者也不例外

•臺資企業全球布局：外派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

–海外臺灣學校：3國5校

–大陸臺商學校：珠三角及長三角3校

•全球華文熱：華語文教師

–如美國、印度有強烈需求



跨界移動的新時代意義

•全球化是一個流動的時代

–人才、資金、商品、服務

•移動不再是離鄉背井、浪跡天涯的消極意義

•移動代表機會，是一個人跨界的能力與資本



跨界移動帶來的心理感受

•速度、流離、越界、變幻莫測

•不確定性

–沒有安全感

–沒有歸屬感

•不是落地生根，也不是落葉歸根



想想看 你適合跨界移動工作嗎？

•跨文化的適應力

–工作適應

–文化適應

–生活適應

–家庭適應

•跨文化的教學力

–學生背景多樣化

–學生程度差異大

–多元文化的教學專業



什麼是海外學校（oversea school）

•一般習稱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s）

•母國角度定義

–指後期中等教育及以前、設置在國外、提供僑
民子女銜接國民教育之學校機構。

•當地國角度定義

–外國人在當地國為自己國家人民設立的海外學
校，實施外國學制的學校。



臺灣的海外學校類型

•海外臺灣學校：《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

–主管部門：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

–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吉隆坡臺灣學校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大陸臺商學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

–主管部門：教育部大陸事務工作小組

–珠三角：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長三角：華東臺商子女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



海外臺灣學校規模（2010學年度）

學制 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

雅加達
臺灣學校

泗水
臺灣學校

吉隆坡
臺灣學校

檳吉
臺灣學校

幼稚園 79 59 82 130 0

國 小 413 212 109 112 40

國 中 158 79 21 86 32

高 中 78 62 13 61 37

總人數 728 412 225 389 109

班級數 33 17 18 18 12

教師數 77 42 36 36 27



大陸臺商學校規模（2010學年度）

學制 東莞臺校 華東臺校 上海臺校

幼稚園 60 24 34
國 小 705 458 234
國 中 627 310 159
高 中 472 210 110
總人數 1,864 1,002 537
班級數 52 38 21
臺籍
教師數

70 57 28



臺灣海外學校發展的困境

•人員流動頻繁，校務發展困難
–校長任期過短，理念不易延續

–教師變動過大，品質確保不易

–親子異動頻繁，生源掌握不易

•學校規模過小，經濟效益不夠

•內外環境封閉，文化刺激不足

•多元族群組合，差異方式管理
–族群階層分明，薪資待遇有別

–不同族群融合，多樣文化交流

雅加達臺灣學校

吉隆坡臺灣學校



臺灣海外學校發展的因應策略

•臺灣政府

–增補法規，保障權益

–補助經費，完善環境

–優惠升學，輔導生活

–優化師資，補足人力

•海外學校

–多元課程，開發生源

–推廣華文，創造營收

吉隆坡臺灣學校

泗水臺灣學校



海外學校的工作環境

以東莞臺商子弟學校為例



創辦宗旨

•臺商危機

–面臨個人健康、家庭和諧、子女教育等問題

–出現成了事業，忘了妻兒，敗了家庭，壞了身體現象

•堅毅精神

–多收一個學生，多一個家庭團聚

–即使只能蓋一間草寮，也要將學校辦起來

•創辦宗旨

–培育優質子弟、促進家庭和諧

–助推兩岸交流、回饋社會公益



使命定位

•以推展臺商子女教育為志業

•解決臺商家庭的後顧之憂

•延續臺灣文化認同

•搭建兩岸交流平臺

•追求成長、卓越及創新的教育品質

•以「全人教育」為辦學理念

•信守九大核心價值：「公益辦學、志工精神、誠信透明
和諧團結、尊重專業、回饋社會、善盡職能、重視傳承
創新卓越」



教育特色

•教育願景─品格第一

–自信心、人文情
包容力、國際觀、競爭力

•經營策略

–策略聯盟、知識管理
資訊科技

•發展特色─六育教育

–生活、語文、才藝

–資訊、探索、環境



經營策略

策略聯盟
挹入

兩岸及國際資源

知識管理
營造

專業發展文化

資訊科技
打造

行動學習環境

跨文化領導
道德、專業、變革、整合



發
展
藍
圖
與
策
略



學校規模：規模最大的臺校

• 學生人數：2,021人
– 小學部894人：幼稚園48人、國小846人
– 中學部1,127人：國中617人、高中510人

• 班級數：57班
– 小學部28班：幼稚園3班、國小25班
– 中學部29班：國中15班、高中14班

• 教職員工編制：380人
– 教師136人、生活輔導教師52人、
行政及職員工192人。

– 臺籍121人，陸籍251人，外籍8人



生動活潑的幼兒教育

• 不管孩子多大，我們都像小寶貝般的疼愛

• 不管孩子多小，我們都像大人一般的尊重



• 多才多藝多學問

• 能說能玩能讀書

• 會唱會跳會做事

精緻豐富的小學教育



適性育才的中學教育
• 品格第一 全面發展 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

• 好品格 好品質 好品味 好未來



特色活動：豐富生活，創造故事

•注重學生的品格教育

•重視學生的生活教育

•深化藝文的才藝教育

•涵養視野的國際教育

•推動 E化的資訊教育

•激發潛能的探索教育

•生涯里程的成年禮讚

•親炙傳承的薪傳講座

•感恩惜福的雲南助學

•兩岸教育的交流平台



核心價值，形塑品格
品格第一，全面發展



住宿型學校：培養學生獨立自理

• 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

–衛生習慣

–用餐禮儀

–正常作息

–運動習慣

• 學生身體健康大檢查

• 獨立自理的生活能力



住宿型學校：健康多彩的校園生活

•堅持晨晚鍛煉，培養運動習慣

•規劃空白課程，學生自主學習

•開放休閒時間，學生自由選擇

•開展靜思劇場，靜化學生心靈

•開辦才藝社團，習得一技之長

•安排晚自習課，學生課業輔導



開展才藝教育，深化人文氣息



推動國際教育，涵養全球視野



人機比為3.2：1

互動式電子
白板

E化教室

Moodle網
路教學平台

VOD點播/
直播系統

電腦教室

MOS認證
試場

英文單字試
場

全民英檢試
場 1間

24間

34間

5間

2間

2間
ICT所建構出
各類教學平台

資訊環境

教學檔
案/設計
儲存/分
享平台

非同步遠
距教學平

台

學生線
上測驗
評量平
台

學生作業
繳交/評分

平台

線上教
師/同學
/家長溝
通平台

教學線上
問卷調查
平台

教師教
學計畫/
進度/總
結平台

線上教學平台

藉由資訊教育，教導學生自主學習



激發潛能的探索教育

•探索課程體驗

•小隊入營訓練

•文化交流活動



生涯里程的成年禮讚



親炙傳承的薪傳講座

•邀請成功企業台商傳承創業精神

•邀請各行成功人士傳授理念經驗

•參觀台資企業



感恩惜福的雲南助學

•奉獻愛心，溫情人間

•體驗學習，感恩惜福



兩岸教育的交流平台
• 兩岸青少年聯誼交流、返台參訪親善小天使

• 返台夏令營、返台寄讀，標竿學習

• 遊學、國際交流

• 畢業旅行、校外教學

• 雲南助學交流活動





教學環境及設備設施（一）
• E化教室、E化輔導中心、才藝教室、專科教室、運動設施



教學環境及設備設施（二）
•學生住宿環境



教學環境及設備設施（三）
圖書館、生命力學習營地、高爾夫練習場、

室內溫水游泳館、中華文化館、台灣文化教育館



Taiwan

Businessmen’s

Dong-guan

School

I want you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外部環境

•位處純樸農村

•文化環境薄弱

•外來人口眾多

•工人社區文化



內部環境
•食：提供三餐

•衣：提供洗衣服務

•住：提供住宿環境

•行：每天有交通車前往市區

•育：組織各類教師休閒社群

•樂：定期舉辦旅遊活動



教師文化

•同仁像家人，彼此互助支持

•多元化背景，相互學習成長

•住宿型學校，精神壓力較大

•封閉型環境，易有情緒問題



學生文化
•家庭背景：台商，單親比例高。

•生活環境封閉，單純天真。

•敬師態度：對大陸教師易有偏見

•活潑有創意，但向上動機薄弱。



家長文化

•熱心支持學校，大愛捐資捐物捐力。

•平日工作繁忙，較無時間與教師及學生互動

•對學生學習成果，要求速效，無耐性等待

•對教師及學生期望極高

•對大陸教師易有偏見



東莞的工作與生活

•東莞台校的工時及長假

–十一、五一假期、寒暑假

–晚自習及隔週休工作

•東莞台校的特殊活動

–年底拜會、春茗酒會

–教科書修改、校外招生、校際參訪

•教師的休閒活動

–沐足、做臉、油壓、按摩

–唱歌、度假解壓、演唱會、旅遊



海外學校服務的優點

•參訪當地學校，瞭解大陸教育

•學習當地粵語，增加語言資本

•旅行大陸各地，拓展個人視野

•見證大陸發展，感受全球脈動



海外學校服務的缺點

•學習進修不易

•沒有親朋好友陪伴

•待一段時間後，容易有離職的念頭

•私立學校性質，不是鐵飯碗，要有危機意識



我們需要的教師特質
•教育愛濃：住宿型學校學生需要教師更多的輔導關懷

•專業度佳：學科教學、班級經營能力好。

•穩定性高：情緒管理好，至少能服務3年。

•團隊力好：配合度較好，能與他人分工協作。

•健康度良：住宿型學校工作時間長，精神壓力較大。

•獨立性強：適應能力強，能安排自己生活。



結語
教育是我的志業，學校是我的舞台

•多看、多聽、多學習

•保持彈性，把握機會

•除了專業，更重要的是態度

•所有走過的終將開花結果



Q & A 時間
歡迎參加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教師甄試
http://www.td-schoo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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