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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共通及分流課程規劃與認證計畫申請書 

一、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二） 臺東縣/市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2020-2024） 

二、計畫目的： 

（一） 透過國際教育 2.0 共通課程培訓及認證，提供本市地方培力團 

任務教師及行政人員，各校負責推動教師國際教育 2.0 最新政策及相

關推動素養知能。 

（二） 培育本縣推動國際教育 2.0 共通課程種子教師，建置輔導員人

才庫，做為地方培力團辦理相關研習、社群或認證之推薦講師。 

（三） 藉由辦理國際教育 2.0 共通課程培訓，可就近讓本市中小學更

有方向及效率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提升推動成效，降低運

作成本。 

三、主辦單位： 

    臺東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 

臺東縣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富山國小） 

五、辦理日期與時間： 

(一)共通課程:111 年 06 月 25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06 月 26 日(星期日)。 

(二)分流課程:111 年 07 月 04 日(星期一)至 111 年 07 月 09 日(星期六)。 

六、報名日期與截止日期： 

(一)共通課程:111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四)至 111 年 06 月 24 日(星期五)。 

(二)分流課程:111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四)至 111 年 07 月 01 日(星期五)。 

至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報名。 

七、 研習地點： 

(一)共通課程採用 google meet 線上研習，google meet 會議室代號 yfp- 

hmqy-auv 

申請單位：臺東縣富山國小 

承辦人：陳虹月 

承辦人聯絡電話：089-281086#131 

承辦人電子信箱：68jill@327758.com 



2 

(二)分流課程擬採實體研習，地點富山國小集會教室。 

參加對象及預計參與人數： 

（一）共通課程:全縣推動國際教育之校長、主任、教師，預計 60 人。 

（二）分流課程: 全縣推動國際教育之校長、主任、教師，且已完成共

通課程，預計 30 人。 

八、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共通研習課程以學科檢核，每一門課程學習檢核須

達七十分以上，始得通過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共通研習課程；分流課程

以實作檢核，檢核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為標準，由講師依學員

出缺席狀況，及實作時參與小組討論、分工、演示之積極程度予以評分

是否通過。 

九、 簽到表依「授課時段」為單位，每天至少有四次的簽到退，並設有研習

成效規劃評估。 

(一) 於報到時間內進入 google meet 會議室填寫表單連結簽到簽退，上 

     下午分開簽到退。  

(二)課堂辦理線上隨堂測驗檢視學員成效並做為參與線上課堂之依據。 

(三)本課程全程錄影，請參與學員鏡頭須全程開啟，承辦學校也會不定

時點名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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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課程內容架構表與講師名單： 

共通課程： 

面

向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時數 任職單位/授課講師 

知

識 

實施國際教育的外環

境分析 

1. 國際化與傳統國際關係 

2. 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國家

教育 

3. 國際化加速發展與國家

教育的轉變 

4. 全球化與當代國際關係 

5.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遊戲

規則 

6. 全球化對國家教育的衝

擊 

7.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交流 

2 小時 廖玉枝校長 

理

念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1. 什麼是國際教育 

2. 國際教育的緣起與發展 

3. 各國國際教育核心理念 

4. 各國國際教育推動現況 

5. 我國國際教育理念與目

標 

2 小時 黃柏叡教授 

政

策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 2.0 

1. 為什麼是國際教育 

2. 國際教育 1.0 與 2.0 之不

同處 

3. 內外環境掃描 

4. 理念與願景 

5. 目標與策略（含各縣市推

動之計畫） 

6. 行動方案：三條推動路線 

7. 推動組織架構 

8. KPI 

2 小時 方麗萍校長 

實

務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

國定課程 

1. 國際教育核心能力指

標。 

2. 國際教育學生學習表現

目標。 

3. 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

學資源網。 

4. 國定課程工具包。 

5. 如何使用 SIEP 課程發展

與教學實用手冊（國定

2 小時 廖偉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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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版）。 

6. 如何申請及辦理 SIEP-

NC。 

7. 實務演練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

雙語課程 

1. 國際教育核心能力指

標。 

2. 國際教育學生學習表現

目標。 

3. 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

學資源網。 

4. 雙語課程工具包。 

5. 如何使用 SIEP 課程發

展與教學實用手冊（雙

語課程版）。 

6. 如何申請及辦理 SIEP-

BC。 

7. 實務演練。 

2 小時 葉芳吟老師 

SIEP 學校國際化 

1. 學校國際化三級指標 

2. 學校國際化資源網 

3. 學校國際化工具包 

4. 如何使用學校國際化實

作手冊 

5. 如何申請學校國際化補

助、認證與獎勵 

6. 實務演練 

2 小時 廖偉民校長 

SIEP 國際交流 

1. 國際教育核心能力指

標。 

2. 國際教育學生學習表現

目標。 

3. 國際教育國際交流資源

網。 

4. 國際交流課程工具包。 

5. 如何使用 SIEP 國際交

流實用手冊。 

6. 如何申請及辦理 SIEP-

IE。 

7. 實務演練。 

2 小時 何錦尚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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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時數 任職單位/授課講師 

主
題
式
面
向 

國際網路交流平

台之註冊與實務

應用 

1.國際交流線上專案的

應用說明與伙伴經營 

2.國際交流平台介紹與

實務操作示例 

3.通訊軟體介紹與實務

操作 

4.視訊交流與外籍夥伴

實務演練 

6 小時 潘道仁校長 

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時數 任職單位/授課講師 

S
IE

P

面
向 

國定課程模
組與架構實
務工作坊 

1. 概念為本探究取向的
國際教育課程設計

（4 小時） 
2. 國際教育多元學習評

量設計（2 小時） 

6 小時 宋宗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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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研習課程活動時程表： 

共通課程研習課程活動時程表： 
 

時間 111 年 06 月 25 日(星期六 ) 111 年 06 月 26 日(星期日 ) 
08:00-08:20 線上報到 

08:20-10:20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黃柏叡教授)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雙語課程 

(葉芳吟老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2:30 實施國際教育的外環境分析 

(廖玉枝校長) 

SIEP 國際交流 

(何錦尚校長) 

12:30-13:30 上午簽退-午餐-下午簽到 

13:30-15:30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方麗萍校長)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國定課程 

(廖偉民校長) 
15:30-15:40 休息 下午簽退 

15:40-17:40 SIEP 學校國際化 

(廖偉民校長) 
17:40- 下午簽退 

分流課程研習課程活動時程表： 
 

時間 111 年 07 月 04 日(星期一 ) 111 年 07 月 09 日(星期六 ) 
08:00-08:20 報到 

08:20-10:20 國定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國際網路交流平台之註冊與實務 

應用 

10:20-10:30 休息 

10:30-12:30 國定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國際網路交流平台之註冊與實務 

應用 

12:30-13:30 上午簽退-午餐-下午簽到 

13:30-15:30 國定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國際網路交流平台之註冊與實務 

應用 

15:30- 下午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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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國際教育共通暨分流課程規劃與認證活動前申請檢核表 

申請學校：臺東縣富山國小 送件日期：111/05/20 

項次 檢核內容 無 檢核 

一、課程規劃 

1-1 
國際教育 2.0 共通研習課程符合附件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中小學國際教育共通研習課程架構表」。 

□ ■ 

1-2 
國際教育 2.0 分流研習課程符合附件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分流研習課程架構表」。 

□ ■ 

1-3 
自行規劃之國際教育 2.0 分流研習課程架構表、簡報與講師經
歷專長。 

□ □ 

二、其它注意事項 

2-1 

授課講師依據「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或國立中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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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網站」（https://www.intl-ccu.com.tw/index.php）之講師人才資料庫聘
請。 

□ ■ 

2-2 
共通研習課程至少邀請三位或以上之講師且單一講師授課總
時數不超過 6 小時。 

□ ■ 

2-3 
分流研習課程至少邀請二位或以上之講師且單一講師授課總
時數不超過 6 小時。 

□ ■ 

2-3 

研習課程計劃書，其內容載明下列項目。 
  
  

1.課程規劃與認證申請書（內容包含：計畫依據、計畫目
的、主辦單位、承辦單位、辦理日期與時間、報名日期與
截止日期、研習地點） 

□ ■ 

2.研習課程內容架構表與講師名單 □ ■ 

3.研習課程活動時程表 □ ■ 

4.參加對象及預計參與人數 □ ■ 

5.中小學國際教育共通及分流課程規劃與認證活動前申請檢
核表 

□ ■ 

3-1 
以上資料以 A4 裝訂並檢附電子檔光碟寄送至中正大學教育學
研究所。 

□ ■ 

申請單
位檢核 

承辦人 聯絡資訊 校長 

 
Mail:68jill@327758.com 
TEL: 

 

中正 
大學 
檢核 
結果 

□ 形式資料備齊，逕送審查委員審查。 
□ 形式要件缺件，請該校補件。 
（缺件：                                     ） 
通知記錄（時間）： 
補件時間： 

審查人員核章 

備註 
1. 申請各校應確實依相關檢核項目逐一確認打「V」，以利審查進行。 
2. 若有缺件事宜，中正大學將通知補件，逾三週未補件，則以退件處理。 
3. 灰底部分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