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知能人力建置暨優先行動區推
廣計畫」
貳、目的:探討學校本位實施國際教育之最佳策略與有效做法
一、介紹國際教育的目的與目標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實踐中的意涵與設計方法
二、介紹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運作方式及可用資源
三、討論國際教育推動如何符合學校本位國際教育之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參、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承辦單位: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伍、辦理時間:民國 104 年 08 月 26-27 日（星期三、四）
陸、研習地點: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館倬章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路一段 168 號）
柒、經費及差假
一、本實務工作坊之課程、教材、膳食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規定編列支應。
二、參加專業知能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其差旅費由其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支給，所遺
課務以公假排代。
捌、報名資格
一、已參與本(104)年 08 月 05-06 日於國立中正大學舉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專業知能研習」之教育行政機關人員、學校行政機關與非
營利機構人員為優先對象，請於開放報名期間逕至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之報名
專網報名。
二、本研習不受理現場報名。
玖、課程設計
(課程內容安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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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理念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國際教育理念回顧與工
作坊內容說明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詹盛如教授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之規
劃

戴旭璋博士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一:課程發展與教學

高中職組:
高雄市三信家商吳季昭教師

國中組:
屏東縣南榮國中丘麗英教師

課程內容
1. 國際教育的目的與目標
2. 國際教育的理念回顧
3. 國際教育實務工作坊之內容
1.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格式
與內涵
2.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審查
重點與原則
3. 國際教育推動與學校領導
4. 計畫活動規劃與成本估算
5. 計畫進度分析與控管
1. 課程發展與教學理念與目標
2. 歸納學校本位辦理課程發展
與教學的有效原則及改進作
法

時間
20 分鐘

80 分鐘

140 分鐘

國小組:
南投縣嘉和國小王勝吉校長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二:國際交流

1. 國際交流的理念與目標
2. 歸納學校本位辦理國際交流
的有效原則及改進作法

高中職組:
戴旭璋博士

國中組:
臺北市蘭雅國中洪國峰教師

140 分鐘

國小組:
高雄市四維國小翁慶才校長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三:教師專業成長

高中職組:
輔大聖心高中魯和鳳教師

國中組:

1. 教師專業成長的理念與目標
2. 歸納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原
則及改進作法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黃芳芷校長

實務

140 分鐘

國小組:
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陳
貞芳校長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四:學校國際化

高中職組:
臺中市明道中學林雯琪副校長

國中組:

1. 學校國際化的理念與目標
2. 歸納學校本位辦理學校國際
化的有效原則及改進作法

臺中市至善國中廖玉枝校長

140 分鐘

國小組:
新北市仁愛國小李邦忠教師

SIEP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計畫書撰擬說明與釋例

綜合座談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詹盛如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林明地教授等

研討

1. 表 1:SWOT 分析表
2. 表 2:現況目標及重點表
3. 表 3:現況檢討及推動重點表
4. 表 4:操作型定義編寫表
5. 表 5:推動計畫自評表
6. 表 6:推動方案設計表
7. 表 7:計畫執行時程表
8. 表 8:計畫經費申請表
1. 主題研討與意見交流
2. 實作討論
3. 歸納相關問題
4. 雙向回饋與討論
約 12 小時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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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分鐘

30 分鐘

壹拾、 報名截止日期及方式
一、符合前開（捌）報名資格者，請於報名期間（104 年 08 月 07 日至 08 月 17 日）逕至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之計畫報名專
網:(http://www.intl-ccu.com.tw/conference.php）填妥報名資料（如附表，與會人員報名
前需先加入會員）。
二、公告報名結果: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同意錄取之參加研習名單，將於 104 年 08
月 19（星期三）公布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之計畫專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將以公文函知參加者之主管機關，俾利參加人員辦理相關請假事宜。
三、相關報名事宜，如有疑義，請聯絡本案承辦單位: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電
話:05-2720411 分機 26259，傳真:05-2724809，電子信箱:intl.ccu@gmail.com）。
壹拾壹、 研習結果認證
一、參與本次研習之學員就實際參與時數獲得「教師研習時數」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
數」。
二、全程參與本次工作坊研習時數 12 小時，與 08 月 05-06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專業知能研習」全程參與時數 12 小時，併計共 24 小
時者，獲頒「104 年國際教育初階研習證書」。
三、永續與獎勵:進階課程:取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證書之
個人，方能報名中小學國際教育進階課程。
壹拾貳、 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議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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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議程
(第一天)
08 月 26 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30’
09:30
09:30‐ 10’
09:40
09:40‐ 20’
10:00
10:00‐ 80’
11:20
11:20‐ 70’
12:30

研習主題/活動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報到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開幕致詞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務長林明地教授
與會貴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際教育理念回顧與工作坊內
容說明

主講人: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之規劃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主講人:戴旭璋博士

午

12:30‐
13:20

50’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一:課程發展與教學

13:20‐
14:50

90’

課程發展與教學‐實務運作研討
與意見交流

14:50‐
15:00

10’

15:00‐
15:50

50’

15:50‐
17:20

90’

17:20

休

餐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課程與教育傳播科技展研究所王俊斌副教授
主講人:高雄市三信家商吳季昭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陳劍涵助理教授
主講人:屏東縣南榮國中丘麗英教師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臺北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郭筱晴副教授
主講人:南投縣嘉和國小王勝吉校長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高雄市三信家商吳季昭教師
講師群:高雄市文山高中陳雲釵教師
高雄市三信家商王羿佳教師
高雄市三信家商王怡婷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屏東縣南榮國中丘麗英教師
講師群:屏東縣南榮國中蔡順添教師
臺中市至善國中廖玉枝校長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南投縣嘉和國小王勝吉校長
講師群:南投縣嘉和國小張惠宴教師
南投縣嘉和國小蕭國平教師
南投縣嘉和國小賀理禹教師
南投縣千秋國小鄒秀寶教師
息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林永豐教授
主講人:戴旭璋博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持人: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主任蔡金田教授
主題二:國際交流
主講人:臺北市蘭雅國中洪國峰教師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張炳煌副教授
主講人:高雄市四維國小翁慶才校長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戴旭璋博士
講師群:輔大聖心高中魯和鳳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臺北市蘭雅國中洪國峰教師
國際交流‐實務運作研討與意見
講師群:臺北市民生國中葉芳吟教師
交流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高雄市四維國小翁慶才校長
講師群:高雄市苓洲國小蔡慧華教師
高雄市苓洲國小宋宗樺教師
高雄市四維國小陳嘉斌教師
第一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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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議程
(第二天)

08 月 27 日 (星期四)
時間
09:00‐ 30’
09:30

研習主題/活動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報到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09:30‐
10:20

50’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三:教師專業成長

10:20‐
11:50

90’

教師專業成長‐實務運作研討與
意見交流

11:50‐
13:00

70’

13:00‐
13:50

50’

學校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主題四:學校國際化

13:50‐
15:20

90’

學校國際化‐實務運作研討與意
見交流

15:20‐
15:30
15:30‐
16:30

10’
60’

SIEP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書撰
擬說明與釋例

16:30‐
17:00

30’

綜合座談

午

休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務長林明地教授
主講人:輔大聖心高中魯和鳳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王智弘所長
主講人: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黃芳芷校長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兼附設實驗國小校長許誌庭副教授
主講人: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陳貞芳校長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輔大聖心高中魯和鳳教師
講師群:輔大聖心高中詹志明教師
輔大聖心高中陳瑋筠教師
輔大聖心高中林振彧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黃芳芷校長
講師群: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洪淑珍教師
北區國際教育中心專任助理盧雅美小姐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陳貞芳校長
講師群: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游可如教師
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王碩鴻教師
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郭書蓁教師
餐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主講人:臺中市明道中學林雯琪副校長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嘉義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張宇樑副教授
主講人:臺中市至善國中廖玉枝校長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高文彬副教授
主講人:新北市仁愛國小李邦忠教師
高中職組（地點:135 研習教室）
主持人:臺中市明道中學林雯琪副校長
講師群:臺中市明道中學游馥華教師
臺中市明道中學陳婉麗教師
國中組（地點:232 研習教室）
主持人:臺中市至善國中廖玉枝校長
講師群:臺中市至善國中蔡金蘭教師
臺中市至善國中宋姚萱教師
國小組（地點:233 研習教室）
主持人:新北市仁愛國小李邦忠教師
息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務長林明地教授
主講人: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主持人: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
與談人:國立中正大學教務長林明地教授
臺中市明道中學林雯琪副校長
臺中市至善國中廖玉枝校長
新北市仁愛國小李邦忠教師

滿載而歸

5

附表: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報名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中小學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實務工作坊報名表
（本次研習採網路報名 http://www.intl-ccu.com.tw/conference.php，本表僅提供參考）

單位地址

□第一類: 學校單位學校代碼(共 6 碼):□□□□□□
□公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屬□高中□國中□大學附設
□公立-縣市轄屬□高職□國小 □其他（請補充說明）
□私立
□第二類:教育行政機關（含機關全銜及任職單位名稱）
□第三類:非營利社團法人
□□□（郵遞區號 3 碼） □□縣/市(縣市名稱)

成員姓名

性別

單位名稱
(請填寫機關學
校全銜)

職稱

聯絡電話

傳真

校長

E-mail
（屆時通知研習訊息）

○○
(聯絡人)

膳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是否曾參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99 年、100 年、101 年、102 年、103 年辦理「中小學
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或「中小學國際教育實務研討工作坊」？ 是 否

□ □

1.（預定）專 單位名稱:
責國際教育單 主管姓名:
位或專責人力 工作摘要:

2.( 預 定 ) 參 與 請勾選(可複選)
之國際教育業
課程發展與教學
務項目
國際交流
【必填】
教師專業成長
學校國際化
交通需求

□
□
□
□
□需接駁，＿＿人於嘉義高鐵 BRT，＿＿人於嘉義火車站
□不需接駁，我將自行前往（車輛通行證件以 E-mail 寄發）
（請確實填寫，以利接駁及通行證安排）

備註：本實務工作坊提供 08 月 26-27 日膳食，受經費限制不提供住宿，差旅費用惠請服務單位依相
關規定支給，茲提供住宿資訊如後: http://www.ccu.edu.tw/lodg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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