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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國際教育2.0「SDGs倡議家」 

【臺日學生論壇】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2.0之實施策略9。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第13項目標：氣候行動（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Goal 13：Climate Action）。 

貳、 活動緣起 

聯合永續發展目標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共17項目標，

其中第13項氣候行動，涵蓋社會、經濟、環境等全球關注的議題。為敦促

全球關注氣候議題，G20領袖峰會議議納入議程，成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

共同語言與策略架構。 

本次實體及網路論壇即將此全球氣候脈動國際議題引進，為臺灣與日本共

同的主題。期透過臺日學校國際教育之學習交流，相互教學相長、串聯合

作，雙方共同制定行動方針，發出「氣候行動 永續社會」宣言。改善教育，

提升學子、學校、政府機構及相關單位推動減緩氣候變遷、增強適應、減

低衝擊與早期警覺等之意識與能力。 

參、 目的 

一、透過全球高峰會，讓參加的學生擴張視野，以國際視野主動參加可持續

發展的社會，還有互相鼓勵提升此後的探究學習的品質。 

二、透過全球高峰會的學術交流，參加者對SDGs能深入理解並為了解決社會

課題，構築一起共構永續環保之交流網絡。 

三、透過國際教育2.0「SDGs倡議家」活動, 搭起臺灣和日本高中學校之橋樑，

建立臺日學生對於國際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視及參與，建立更緊密合作關

係。 

肆、 主題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第13項目標：氣候行動作為主題，探討日臺之氣

候問題。 

一、 內涵 

(一) 「居住生活-家電與全球暖化 」 

(二) 「低碳飲食-減少食物浪費與在地多蔬果飲食 」 

(三) 「永續校園：低碳校園環境空間營造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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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 

(一) 「我家或我的學校的減碳宣言與行動方案」 

(二) 「我家或我的學校的氣候宣言與行動方案」 

伍、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 主辦單位 

(一)  山形縣教育旅行誘致協議會 

(二) 九里學院高等學校 

(三) 新庒學院新庒東高等學校 

(四) 山形縣觀光物產協會 

(五) 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2.0（以下簡稱聯盟） 

(六) 高雄市國際教育資源中心 

三、 協辦單位 

(一)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陸、 辦理日期地點 

一、日期：112年2月7日（星期二）至2月8日（星期三） 

二、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203教室  

   (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柒、 參與對象 

一、日方學校共計4所： 

(一) 九里學園高校 

(二) 新莊東高校 

(三) 東櫻館學校(線上視訊) 

(四) 山形東高校(線上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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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學校共計4所： 

（一）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二）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三）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四）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捌、 實施內容 

一、 專題發表 

(一)  學生專題發表： 

1、 發表主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第13項目標－氣候行動。 

2、 搭建日臺學生學術交流平台，發表共同課題的研究成果、討論解

決全球性或在地化議題的解決方案、規劃永續發展社會相關議題

研討會等。  

(二)  學生專題討論： 

1、 透過日臺學生團隊混合編組，增進彼此交流之深度，讓參與的學

生能夠拓展視野，主動參與跨國永續發展社會之各項工作，並相

互激勵提升未來探究學習的成效。 

2、 透過全球高峰會的學術交流，促進臺日師生對SDGs能有更進一步

的認知與實踐，並能共同思考如何建構探究全球與在地各項議題

的協作模式。 

二、 體驗學習  

(一)  科學參訪： 

應用科工館場域，帶領外國學生認識我國科技、環保與人文發展，展

現我國學生對於在地與全球議題的瞭解，激發國家認同，促進跨國交

流，並增進國際素養。 

(二)  接待家庭： 

提供日方學生體驗高雄在地家庭生活文化的機會，培養高雄家庭接待

國際旅客的禮儀及素養，透過接待家庭與日方學生深度的人際連結，

建立國際友人對高雄的在地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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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期程 

【第一天】 2023年2月7日（星期二）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說明 

13:00-13:30 迎賓報到 (聯盟2.0 /日方事務局)  

貴 賓 致 詞 

13:30-14:00 

【致歡迎詞】 

李秀鳳 館長 (科工館館長) 
中文致詞/日文翻譯 

【主辦單位致詞】 

九里廣志 校長  (九里學園高等學校) 

鄭文儀 校長(高雄市國際教育資源中心/高雄市立高

雄女子中學)  

日文致詞/中文翻譯 

英文致詞 

【來賓致詞】(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長官) 

 吳文靜 副局長 

 涂蕎俞 資國科股長 

中文致詞/日文翻譯 

開 幕 宣 言 

14:00-14:05 主持人：小野真哉(山形縣觀光物產協會專務理事) 日文致詞/中文翻譯 

14:05-14:10         全 體 大 合 照  

專 題 發 表 

時間 報告順序 臺/日學校名稱 活動內容 

14:15-14:30 日方視訊 (一) 東櫻雪館高校 
1、發表（10分鐘） 

(1) 8分鐘：一鈴聲提醒 

(2) 10分鐘：二鈴聲結束 

2、問答（5分鐘） 

14:30-14:45 日方視訊 (二) 山形東高校 

14:45-15:00 日方學校 (一) 九里學園高校 (第1組) 

15:00-15:15 臺灣學校 (一)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5:15-15:30                                            休 息 時 間 

15:30-15:45 日方學校 (二) 新莊東高校 
1、發表（10分鐘） 

(1) 8分鐘：一鈴聲提醒 

(2) 10分鐘：二鈴聲結束 

2、問答（5分鐘） 

15:45-16:00 臺灣學校 (二)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16:00-16:15 日方學校 (三) 九里學園高校 (第2組) 

16:15-16:30 臺灣學校 (三)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6:30-16:45                                             休 息 時 間 

16:45-17:00 日方學校 (四) 九里學園高校 (第3組) 1、發表（10分鐘） 

(1) 8分鐘：一鈴聲提醒 

(2) 10分鐘：二鈴聲結束 

2、問答（5分鐘） 

17:00-17:15 臺灣學校 (四)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17:15-17:30 日方學校 (五) 九里學園高校 (第4組) 

17:30-17:45 日方學校 (六) 九里學園高校 (第5組) 

17:45                                         發 表 結 束 

17:45-18:00 交 流 活 動 時 間 

18:00 日方學生於高雄體驗人文風景與在地特色美食 由接待家庭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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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23年2月8日（星期三） 

時 間                    主 題 內 容 說明 

08:00-08:50 迎賓報到 (聯盟2.0 /日方事務局)  

貴 賓 致 詞 

08:50-09:00 

【致歡迎詞】 

  九里廣志 校長 (九里學園高等學校) 
日文致詞/中文翻譯 

【主辦單位致詞】 

 林香吟 校長(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2.0召集人/高

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英文致詞 

                    全 體 大 合 照 

專 題 討 論 

09:00-10:30 

(一)日方和臺方學校學生合作討論 

(二)共同提出宣言與行動方案 

(三)日臺學生以創意方式呈現宣言與行動方案

（歌唱、戲劇或海報…等） 

1、 主辦單位提供海報

紙、奇異筆等 

2、 學生請自備筆電 

10:30-10:40                                            休 息 時 間 

10:40-11:20 

10:40-10:45 日臺學生隊伍1 發表 
各隊伍發表時間5分鐘 

4分鐘：一鈴聲提醒 

5分鐘：二鈴聲結束 

10:50-10:55 日臺學生隊伍2 發表 

11:00-11:05 日臺學生隊伍3 發表 

11:10-11:15 日臺學生隊伍4 發表 

11:20-11:45                     專 家 學 者 講 評 (成功大學材料工程系李旺龍教授) 

綜 合 座 談 

11:45-11:50 參與證書授予  
山形縣觀光物產協會專務理事 小野真哉授予證書給台日學生代表 

11:50-12:00 
11:50-11:55 日方學生代表省思回饋  

11:55-12:00 臺灣學生代表省思回饋  

12:00-12:05 閉幕宣言 國教署長官、山形縣觀光物產協會專務理事 小野真哉 

12:05-12:10 大合照 

12:10-14:00 午餐暨交流聯誼時間 
科工館本館南館一隅微

光餐廳 

四、 活動聯絡窗口 

       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2.0 蕭蓓榆專任助理 

Tel: +886（07）-3641116 #107 

E-Mail: taiwanedutravel2@gmail.com 

五、 經費來源 

(一) 本案所需經費由日本山形縣與臺灣國際教育旅行2.0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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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人員請惠予公（差）假，並依規定由服務單位支給差旅費。 

 

玖、 注意事項 

一、如本活動因遇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

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二、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之權利。如有變動，依「國際教育2.0全球資

訊網」最新消息公告資訊為主。（網址：https://www.ietw2.edu.tw/） 

三、本計畫經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為了愛護地球資源、響應環保，活動會場不提供紙杯，請與會學員自行

攜帶環保杯具，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