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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並說明檢索方式。 

 提供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的發展重點與步驟，學校教師可依據指引逐步實作。 

 指引中實際案例的完整工具包，公開於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的工具包

檢索平臺。 

第一部分 

國際教育 

課程發展 

第二部分 

課程工具包 

檢索平臺 

 羅列可運用資源，提供學校參考規劃課程設計與教學。  
第三部分 

可運用資源 

 彙整學校推動時可能遇到的問題，並給予相對應的答案。  

 依據 SIEP 補助要點，說明申辦 SIEP 補助的重點。 

 提供有意願申請 SIEP 補助的學校參考。 

第四部分 

常見問題
Q&A 

附錄 

補助規定與 

申辦流程 

手冊使用說明 

教育部於 2020 年發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2.0），期望能回應時

代變遷的需求，並進一步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國際教育 2.0 以「接軌國際，鏈結全球」為願景，

並以「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與「拓展全球交流」為主要三大目標，期望延續國際

教育 1.0 的實施成果，並統合行政網絡的資源，打造我國中小學友善國際化的推動環境。 

國際教育 2.0 以「精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來達成「培育全球公民」的目標。基於每個學校特

質及資源條件不同，實踐的樣態可能差異甚大，因此鼓勵學校依其情況及需要辦理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精進計畫（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以下簡稱 SIEP），各校可依其學校特

色、需求及條件，融合社區及教師資源、學生需求，設計以校為本的國際教育推展方案，並從課

程發展與教學（包含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及國際教育融入雙語課程）、國際交流及學校國際化三

軌推動 SIEP。 

本手冊為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實作手冊，由教育部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團隊編撰，

提供學校清晰的指引，學校可參考手冊內容逐步推動國際教育課程。手冊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部

分，分別為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可運用資源及常見問題 Q&A，並

於附錄中收錄 SIEP 補助規定與申辦流程，提供有意申請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補助案的學

校參考。期望透過本手冊的推廣，培育具備彰顯國家價值、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際

移動力與善盡全球公民責任等四個意涵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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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壹、國際教育課程發展目的 

以學校為本位發展的國際教育課程，奠基

於學校願景的共構與勾勒，重視學校人員的自

主性與責任，透過情境分析，持續地推動規

劃、設計、實施與成效評估的課程設計回饋

圈，整合學校人力資源與地方資源，循序漸進

推動國際教育。學校可依其自身特色、需求及

條件，融合社區及教師資源、學生需求，設計

以校為本的國際教育課程方案。 

學校將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包含部定

課程及校訂課程）中，循著學校本位的發展取

徑，需歷經盤點學校資源、分析並確認推動預

期目標與成效、組成推動團隊、對應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繪製課程地圖、規劃並發展教

學活動與評量、實施成效評估等步驟（如圖

1）。下文將依據國際教育課程的發展步驟，逐

一說明實施指引與重點。 

圖 1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步驟 

第一部分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發展 

盤點學校資源、現況分析 

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繪製課程地圖，規劃教學活動與評量 

訂定預期目標與效應後，組成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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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步驟 

一、情境分析 

（一）盤點學校資源 

課程發展並非一蹴可幾，必須在現有的基

礎上發展，因此盤點學校現有資源、課程及國

際教育實施情形，為確立新學年度課程發展的

重要依準。 

學校推動國際教育時，可藉由檢視已發展

的國際教育特色課程、曾推動的相關課程計畫

及分析教師端與學生背景進行校內資源盤點。

針對教師端的資源，可透過檢視教師具備的國

際教育知能及國際教育相關教師社群運作等方

面進行盤點；針對學生背景部分，可透過學生

多元文化背景及探究能力等方面進行檢核。 

另學校可由內而外自最貼近的學生家長參

與情形，擴大到學校所在社區及外部組織進行

外部資源盤點；相關範例請參考如表 1。 

面向 背景分析 

學 
校 
課 
程 

特色課程 辦理國際教育、創意潛能等高一課程及專業英文、經典文學著作賞析等高二課程。 

相關課程
計畫 

辦理國際學校獎(ISA)認證課程計畫、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暨國際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國際

青年「NTPC MAGIC」專案設計與實作論壇暨文化交流計畫、薦送高中職學生赴海外技職研

習行前培訓實施計畫、專業英文課程發展計畫、外籍英語教師聘僱計畫及技職雙語協同教學實

施探究計畫。 

教 
師 
社
群 

國際教育
知能 

參與 PVQC 專業英文教師研習、「放眼國際・樟樹啟航」國際教育專業知能初階研習、國際教

育跨域教育研究工作坊（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暨國際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及 AI 人工智慧素

養課程與創新教學方法發展研習。 

國際教育
相關社群
運作 

辦理國際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暨國際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國際學

校獎(ISA)專業教師社群及技職雙語協同教學專業教師社群。 

學
生
背
景 

多元文化
背景 

本校技術型高中學生分屬藝術、家政及電機與電子三群，各有不同專長興趣及學習背景；其中

約五分之一的學生由本校國中部直升，且約十分之一具本地原住民後裔的家世背景。另本校承

接臺灣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生計畫，具外國籍多元文化背景交換學生之資源。 

探究能力 
本校各領域的課程設計具專案式導向特色，著重訓練學生資訊使用及自主學習探究能力，隨學

齡漸長，學生越能具備資料檢索蒐集及議題研究的能力。 

外
部
資
源 

家長參與 

1. 參與本校國際學校獎(ISA)課程的學生成果分享交流與效益回饋、本校國際跨域人才培育班

與雙語實驗班的成果發表會。 

2. 透過家長委員會成立本校國際教育專款基金，辦理本校國際交流夥伴來訪、課程國際化等

活動。 

社區與 
組織 

1. 結合夢想社區（外籍藝術工作者駐臺地方創生交流）、慈濟環保站（環境永續循環經濟議題

探究）、汐止區福德宮（多元信仰文化探索）等社區資源，進行議題式探究及田野調查課

程。  

2. iEARN Taiwan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British Council 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及台灣國際

扶輪青少年交換協會。 

表 1 學校資源盤點範例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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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方式： 

1. 議題融入：以正式課程為主，搭配非正式課

程等相關活動實施。 

2.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參加各種國際專案學習

平臺（例如 iEARN、Schools Online 等）學

習課程。 

3. 結合國際交流：與國際夥伴學校共同發展國

際教育課程，並於國際交流時呈現課程成

果。 

輔助錦囊 

圖 2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圖象 

（二）現況分析 

植基於學校資源盤點，檢視近二年學校辦

理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的現況。 

國際教育課程以培育全球公民為目標含括

四大面向，且課程發展與教學的發展與國際交

流、學校國際化相輔相成。為學校融入國際教

育於各領域學科學習，學校可透過議題融入、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或結合國際交流等方式進行

國際教育課程，並著重於概念發展、探究與實

作及多元評量（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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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相關 

課程及教學活動 

項目勾選 質性說明 

請逐項檢視，並於適切處打勾。 請針對左欄勾選項目條列說明。 

課程進行方式 

■議題融入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 

■結合國際交流 

一到六年級的國際教育課程採議

題融入方式規劃，並將 SDGs 納

入學生探究議題；五年級課程更

結合國際交流設計。 

課程類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 

本校教師團隊自編國際教育教

材，於綜合活動領域實施。 

課程主題 

■文化學習 

□國際關連 

■全球議題 

本校一到四年級國際教育課程符

應「文化學習」主題，五六年級

課程符應「全球議題」主題。 

統整模式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統整 

本校國際教育課程融入綜合活動

領域實施，並依據主題內容進行

跨領域統整。 

融入之課程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科技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藝術 

□專業科目－科別／專門學程名稱（_____） 

 實施之科目名稱（_____） 

本校一到六年級分別規劃不同主

題的國際教育課程，並依據主題

內容與藝術、科技、英語文、國

語文、綜合活動領域進行跨領域

統整。 

計畫申請書中提供課程發展與教學重點推

動面向與項目勾選（如表 2），學校可依據推動

情形勾選相對應的項目，並在質性說明處補充

說明推行（學）年度、課程名稱、融入領域、

主要內容及參與對象等事項，以具體呈現學校

實際推行國際教育的情形。 

表 2 現況分析範例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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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至發展方向之舉例說明： 

※預期目標與效應之擬定範例： 

思考面向 現況分析 發展方向 

進行 

方式 

過去發展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欲

延伸國際教育的探究。  

將課程活動結合國際交流，使學生運用所

學於實際交流，促進國際合作。  

發展 

取徑 

長年推行人權主題課程，欲深化學習

課程。 

採取行動取向的課程設計，使探究學習付

諸於實行。 

課程 

主題 
過去著重於文化學習的課程主題。 

新學年度學習重點置於國際關連或全球議

題的探討，進一步深化國際教育課程。  

整合 

相關 

計畫 

學校現有資訊教育相關發展計畫。  

統合資源發展 ICT 國際教育課程，透過資

訊科技平臺與設備使用，拓展學生國際性

學習經驗。  

目標 關鍵成果 

課程融入永續發展議題，並運

用科技進行教室連結。 

1. 發展一套 SDGs 議題探究課程。 

2. 運用 ICT 與國外姊妹校進行課程共備與學習探究。 

綜合分析學校資源與現況，釐清過去發展

經驗中的優劣勢後，可朝欲採行的課程發展方

向、課程模式或探究重點等重點面向思考，規

劃下一學年度的課程推動目標與成效。 

預期目標與效應的擬定，可藉由目標與關

鍵成果(Objective and Key Results, OKR)的架構

來勾勒，以幫助發展團隊聚焦課程推動目標，

並提出對應目標的具體成果。 

二、目標擬定 

目標可提供實施方向，但目標訂定不一定

是確切的、可測量的，其設定必須具有挑戰性

與理想性。關鍵成果則需轉化目標的理想為具

體，因此關鍵成果必須具體且可衡量，方能檢

視執行進程，並適時調整實施情形。 

輔助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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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組織分工範例 

組別 職稱 工作事項 

行政規劃組 

校長 統籌規劃國際教育之實施方向 

輔導主任 
擔任國際教育行政之負責主任，統整全校國際教育各

推動組的實施成果 

人事主任 辦理國際教育行政－人事業務 

會計主任 辦理國際教育行政－經費業務 

輔導組長 
擔任國際教育行政負責組長、蒐集全校國際教育各推

動組的實施成果、國際教育社群 

資料組長 辦理國際教育行政相關事務、蒐集全校國際教育各推

動組的實施成果、國際教育社群 特教組長 

課程發展與教學組 

教務主任 
擔任國際教育課程教學行政之負責主任、辦理教學參

訪交流 

資訊組長 
擔任國際教育課程教學行政之負責組長、辦理教學參

訪交流 

設備組長 

辦理國際教育課程教學行政相關業務、教學參訪交流 註冊組長 

教學組長 

各年級學年主任、導師 
國際教育課程教學 

各領域召集人、領域教師 

國際交流組 

學務主任 擔任國際交流行政之負責主任 

訓育組長 
擔任國際交流行政之負責組長、辦理國際交流互訪工

作 

衛生組長 

辦理國際交流行政相關業務、國際交流互訪工作 體育組長 

生教組長 

學校國際化組 

總務主任 擔任學校國際化行政之負責主任 

文書組長 擔任學校國際化行政之負責組長 

事務組長 辦理學校國際化行政相關業務 

出納組長 辦理學校國際化行政相關業務 

資源支持組 

家長會會長 

協助國際教育資源引進、志工服務 家長會 

志工團 

奠基於學校資源盤點與課程發展方向，學

校須規劃推動的團隊，通常成員包含召集人、

課程發展組、專業成長組及行政輔助組等涉及

全校性行政與教學人員的合作與統整，方能順

利推行，並得視實際推動需求調整規劃組別與

成員；相關範例請參考如表 3。 

三、組織分工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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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設計 

2. 各教育階段的說明： 

國小階段強調由自我感知與經驗出發

的學習，主軸在於認識、覺察與建立方

法；國中階段關切社會關聯與議題，主軸

在於理解脈絡與歷程、培養尊重差異的情

懷，並運用多樣的探究方法與技巧；高中

階段強調批判性思考實際生活情境與事

件、主動關懷差異導致的不公義事件並發

展行動策略。 

各階段所羅列之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

涵為階段基準，學校可依據個別推動情形

彈性調整內容。例如某國中選定「國 J1 理

解我國發展和全球之關聯性。」作為課程

（一）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係依據國際教育

2.0 所揭示之培育全球公民目標的「彰顯國家

價值」、「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

際移動力」及「善盡全球公民責任」等四大意

涵而建構，旨在提供中小學推動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之依據，可作為學校發展國際教育課程的

指引，亦可作為學生學習評量檢核的依準。下

文將分別說明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的對應及

運用方式。 

1. 培育全球公民的面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

融入說明手冊》以國際教育 2.0 界定的四

大意涵作為核心素養面向，統合素養的要

素，並考量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認知發展

進程，研發相對應的核心素養內涵（如表

4），再據其編修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如表 5）。 

發展的一個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除了

奠基於此內涵發展課程與評量，亦可參考

國小階段國 E1 的內涵作為確認學生先備

能力的指標，或循著課程發展的進程，將

高中階段國 U1 的內涵作為進階能力表現

的對照。 

3.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的運用方式：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可配合學校推

動國際教育的課程或活動主題，轉化為對

應的學習目標，作為評量與檢核學生學習

成果之依據。例如某國小課程主題為「認

識紐西蘭」，選定「國 E1 了解我國與世界

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配合課程主題可

轉化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為「舉例說明

二項臺灣與紐西蘭相同的文化特色」作為

學習目標。其中，「彰顯國家價值」為必

選面向，學校須選取至少一個該面向的國

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作為學習目標發展

之依據。 

※書寫學習目標的重點： 

1. 以學生為行為主體的描述，即學生該學會什

麼，而非教師要教什麼。 

2. 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的「動作或具體行

為」，例如寫出、說明或解釋等。 

3. 寫出行為的情境或條件，例如能運用電腦比較

各國案例等。 

4. 具體點出行為結果，例如能解釋一篇文章或主

題內容等。 

5. 行為標準應是可測量與衡量的，例如答對百分

之九十或說出十個以上的國家等。 

輔助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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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面向 

核心素養 

說明 

核心素養內涵 

國小(E) 國中(J) 高中(U) 

彰顯 

國家價值 

能瞭解自己國家在

世界源流脈絡中的

特色、曾經做出何

種貢獻、國際競爭

實力所在，以及國

際表現評價，從而

養成對自己文化的

自尊與自信。 

認識國家的文化及

其 在 國 際 間 的 位

置，發展國家認同

感，並初步表現對

我國文化的了解與

認同。 

理解國家文化的發

展脈絡及其與國際

互動的關聯性，並

從中培養對國家文

化的自信，進而展

現具國際視野的國

家意識。 

批判性思考國家認

同的概念，並分析

國家在國際關係中

的優劣勢，正視自

己對國家的責任，

主動參與國家文化

的發展。 

尊重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能體認國際文化的

多樣性，從瞭解、

尊重到欣賞世界不

同文化的價值，並

能進一步將支持世

界和平的理念付諸

實際行動。 

認識文化的多樣性

並具備欣賞多元文

化價值的意願與能

力，進而發展與差

異群體合作的情懷

與技巧。 

思考文化與國際差

異的形成脈絡，並

分析多樣性的好處

與挑戰，進而培養

多元文化素養與國

際視野，同時能面

對合作歷程中的差

異 並 發 展 解 決 方

案。 

探討全球脈絡下的

多元文化處境，並

理解多元群體的互

動、關聯與衝突，

尊重文化多樣性並

在國際理解的基礎

上支持世界和平的

理念，主動發起或

促進多元群體的合

作。 

強化 

國際 

移動力 

能體認國際能力養

成的重要性，特別

是外語能力、探究

及批判能力、運用

資訊科技能力及跨

文化溝通能力，從

而能付諸行動，致

力於終身學習。 

具備基礎的語言能

力與運用資訊及跨

文化溝通的技巧，

建立探索全球問題

的動機，以及培養

解決問題的態度與

方法。 

理解並體認語言知

識、多元探究與跨

文化溝通能力的重

要性，並能運用於

學校國際交流活動

中。 

具備跨國互動的意

願與能力，熟悉語

言使用與國際交流

的方法，並能善用

科技、資訊媒體與

系統性方法，展現

國際移動的能力。 

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認識並尊重世界基

本人權與道德責

任，體會國際弱勢

者的現象與處境，

了解全球永續發展

之理念，並能落實

於日常生活之中。 

體會個人選擇與行

為對社會與環境的

影響，進而認識道

德責任、社會正義

與永續發展的重要

性，並培養全球公

民的身份認同與參

與方式，最後落實

於生活中。 

觀察與分析全球道

德責任與社會正義

的實踐與挑戰，體

會與同理國際弱勢

者的現況及處境，

並探索全球永續發

展的行動方案與策

略實踐。 

主動關切全球社會

正義與永續發展之

議題，體認全球生

命共同體相互依存

的重要性，批判性

分析社會不公義的

脈絡，同時發展有

效的改善策略並落

實於生活中。 

表 4 國際教育議題核心素養表 （國教院於 109 年 10 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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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實質內涵 議題 

學習主題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彰顯國家 

價值 

國 E1了解我國與世界其他

國家的文化特質。 

國 E2發展具國際視野的本

土認同。 

國 E3具備表達我國本土文

化特色的能力。 

國 J1理解我國發展和全球

之關聯性。 

國 J2發展國際視野的國家

意識。 

國 J3展現認同我國國家價

值的行動。 

國 U1從歷史脈絡中理解我

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

與處境。 

國 U2肯認自己對國家的責

任。 

國 U3參與我國永續發展的

行動。 

尊重多元 

文化與 

國際理解 

國 E4了解國際文化的多樣

性。 

國 E5發展學習不同文化的

意願。 

國 E6區辨衝突與和平的特

質。 

國 J4認識跨文化與全球競

合的現象。 

國 J5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

文化的價值。 

國 J6評估衝突的情境並提

出解決方案。 

國 U4分析我國在全球競合

關係中的地位。 

國 U5肯認跨文化反思的重

要性。 

國 U6提出維護世界和平的

行動方案並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 

強化國際 

移動力 

國 E7認識各種國際能力。 

國 E8體認國際能力養成的

重要性。 

國 E9運用多元方式參與學

校的國際文化活動。 

國 J7了解跨語言與探究學

習的重要內涵。 

國 J8覺察外語與探究學習

對國際能力養成的重

要性。 

國 J9運用跨文化溝通技巧

參與國際交流。 

國 U7理解跨語言與探究學

習的多元途徑。 

國 U8反思自我國際能力的

學習歷程與成果。 

國 U9具備跨文化溝通與國

際合作的能力。 

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國 E10認識世界基本人權

與道德責任。 

國 E11體會國際弱勢者的

現象與處境。 

國 E12觀察生活中的全球

議題，並構思生活

行動策略。 

國 J10了解全球永續發展

之理念。 

國 J11尊重與維護不同文

化群體的人權與尊

嚴。 

國 J12探索全球議題，並

構思永續發展的在

地行動方案。 

國 U10辨識全球永續發展

的行動策略。 

國 U11體認全球生命共同

體相互依存的重要

性。 

國 U12發展解決全球議題

方案與評價行動的

能力。 

表 5 國際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國教院於 109 年 10 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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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課程關鍵概念： 

透過概念性思考模式，知識得以跨域統整，使學習在多元國家與國際脈絡中遷移。藉由關鍵

概念的選取與釐清，可幫助課程的聚焦，並深化教學活動；國際教育課程的關鍵概念以「文化學

習」、「國際關連」及「全球議題」等三大主軸為主要架構，學校的課程設計可聚焦於單一概念軸

深入探究或跨概念軸統整進行探究。 

輔助錦囊 

（二）繪製課程架構圖 

課程架構或課程地圖提供整全視野來理

解課程特色，透過具象化課程的結構，可看

出課程的系統性與整體性，並確立教學活動

的鋪陳。 

奠基於課程統整模式、課程類型與融入

領域的選擇，基本的課程架構包含整體的課

程主題、次主題、教學時數、探究重點與融

入領域等要素，學校可從主題、年級、領域、

策略等項目思考，羅列出主要的次主題與教學

時間，並編排課程探究的重點與邏輯。 

為發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學校可採

用跨領域統整的模式設計課程，以符應全球學

習跨域性的本質，亦可統整學生在各領域的學

習經驗，以回應生活與素養的整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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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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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 自主．跨境．i學習 

總體課程 

名稱 
蘭雅i國際—全球公民責任 

課程面向 i文化 i生態 i人權 

課程目標 以文化接觸理解文化多樣性，

培養學生基本外語能力及探索

世界的好奇心，從而探究較深

入的國際議題。 

揭示環境與永續的國際議題，

透過課程實際體驗操作，落實

生態維護的公民責任。 

關心正義與人權的國際議題，

規劃以合作討論、解決問題為

導向的課程行動方案，並以實

踐力驗證國際教育課程的學習

成效。 

課程主題 

實施年級 

實施領域 

實施說明 

主題：閱讀地理 

年級：7、8年級 

領域：地理、家政、視覺藝術 

說明：跨領域課程、議題融入 

主題：國際綠活圖 

年級：7年級 

領域：童軍 

說明：議題融入、社區考察 

主題：公投二三事 

年級：8年級 

領域：公民 

說明：模擬公投、英國團前導 

      課程 

主題：須磨共學 

年級：8年級 

領域：須磨學園到訪（每年10 

      月） 

說明：分組體驗課程、共學議 

      題發表、日本團前導課 

      程 

主題：淨灘守護海 

年級：7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自主學 

   習） 

說明：荒野講座、淨灘活動、 

   星馬團前導課程 

主題：居住有正義 

年級：8年級 

領域：公民 

說明：議題融入、星馬團前導 

   課程 

主題：外語時間 

年級：7、8年級 

領域：課後時間 

說明：與大學端合作開設日韓 

      德法西5國外語 

主題：綠能新世界 

年級：8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理化） 

說明：探究實驗、參訪臺電、 

   英國團前導課程 

主題：性平不性歧 

年級：9年級 

領域：輔導活動 

說明：議題融入 

主題：英繪國際 

年級：7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英語） 

說明：外師入班協同繪本教學 

主題：全球水資源 

年級：8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理化） 

說明：探究課程、參訪自來水 

   廠、星馬團前導課程 

主題：人權大步走 

年級：8年級 

領域：公民 

說明：議題融入、聲援活動 

主題：翻閱世界 

年級：8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英語）

說明：議題融入自編教材 

主題：Fun心看世界 

年級：7年級 

領域：暑期 

說明：自主體驗活動 

  

主題：跨界閱讀 

年級：7年級 

領域：彈性學習課程（國文）

說明：議題融入讀本教材 

    

國際交流 里山生態日本行、活綠公民星馬行、人文綠能英國行 

圖 4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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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高中國際教育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 

課程目標 

實施年段 

課程主題 

特色活動 

全人教育．名揚國際 

鳶山峡客 

在地 
觀點 

全球
視野 

議題
探究 

行動
實踐 

國
七 

國
八 

國
九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我
的
旅
行
記
憶 

國
際
議
題
面
面
觀 

世
界
心
觀
點 

跨
文
化
培
訓 

全
球
議
題 

國
際
關
係
探
究 

姊妹校專題交流、寫信馬拉松、行動方案倡議、 

模擬聯合國、走圖世界講座 

圖 5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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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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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教學活動與評量 

教學活動呈現探究的動態歷程，並體現

學習目標；發展教學活動，除了須考量探究

內容的編排，亦須思考學習活動與評量如何

呼應學習目標且平衡多元的學習表現。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核心

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強調以學習者

為中心，進行整合與實踐性的課程。因此，

教學活動須設計一項主要的探究與實作任

務，以統整課程學習重點，並藉由任務的完成

展現課程所培養的素養。 

此外，發展教學活動與評量是相輔相成

的，學校設計教學活動前，可先設想課程的總

結性學習評量及探究與行動任務，再基於評量

及任務的設計，編制每一堂的教學活動與形成

性評量。 

課程名稱／ 

單元名稱 
關懷國際特派員－志清愛水特派員 

設計理念 

探討日常生活中重要又平常的必需品－水，以孩子自身的經驗出發，連結環境與

人道關懷等國際教育議題及水資源問題的探究，並透過搜尋各國現今的困境及水資源

的運用方式，使學生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尊重及欣賞各地不同的特色。此外，

運用團體討論的學習策略，共同研擬一個未來欲達成的任務目標，使學生透過「愛水

小撇步」小小公民任務的討論及實際運作過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修正完成任務

目標。 

課程包含「各國困境分析」、「他山之石」、「小小公民任務」等三個行動任務，藉

由任務一：報導各國水資源困境；任務二：分析永續發展成功案例；任務三：執行有

效的愛水行動任務等課程，使學生以行動學習蒐集統整資訊，並採小組合作討論方式

產生共識、評估任務執行的效度及分享成果，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並回饋社會。 

融入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年級／班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八節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E12 

觀察生活中的全

球議題，並構思

生活行動策略。 

國 E12-1 能善用科技資訊探究全球水資源

議題，並反思問題原因及解決辦

法。 

國 E12-2 能放眼國際、關懷環境，並以實

際行動改善生活上用水的問題。 

國 E12-3 能透過合作學習共同探究全球水

資源議題。 

國 E12-4 能以多元的表達方式呈現探究的

成果。 

【志清愛水特派員】 

以小組方式進行各國水資源使用的分

析與解決方案的探究、發展與執行愛水行

動任務，並將行動歷程與成果彙整成報導

簡報進行分享。 

 

※評量規準包括簡報內容完整性、公民任

務有效性、小組合作積極性及口語表達

互動性。 

表 6 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表範例－議題融入 

（續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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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 6） 

教學 

活動 
內容簡述 

教

學

時

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

形成性評量） 

各國 

困境 

分析 

（一）水資源議題探討：了解當今世界各地面對水資源運用

的困境，並採引導方式延伸討論 SDGs 議題 6 淨水與衛

生議題。 

（二）愛水特派員行動任務一：全班分成 7 小組（4 人一

組），分別搜尋「水的缺乏與不潔」及「水的汙染與浪

費」等兩個面向的用水問題。 

（三）水資源報導特派記者：小組成員共同合作完成該國面

對的用水困境完整報導。 

3 

節 

國 E12-1 

國 E12-3 

國 E12-4 

形成性評量： 

以平板搜尋資料

或製作簡報，分

組上臺發表。 

他山 

之石 
  

（一）水資源永續發展成功案例：了解當今世界各地面對水

資源運用的困境，並舉例說明目前在水資源的永續經

營上，受到國際關注的幾個成功案例。 

（二）愛水特派員行動任務二： 

1. 全班分成 7 小組（4 人一組），分別搜尋永續經營水資

源的好榜樣，並從「愛護地球‧責任已經開始」出

發，尋找有哪些國家達到 SDGs 議題中「可獲取乾淨

能源」的永續發展，介紹其目前運用水資源情形。 

2. 引導學生找出其他國家為了珍惜水資源，在生活中做

了哪些改革，以善用現有水資源，及運用哪些科技淨

化水源，使資源永續。 

3 

節 

國 E12-1 

國 E12-3 

國 E12-4 

形成性評量： 

設計檢核表，評

估行動任務的有

效性。 

「愛水

小撇

步」小

小公民

任務 
  

（一）從 SDGs 議題延伸探討至公民任務： 

1. 藉由探討全球水資源議題，使學生了解當今世界各地

對於水資源的運用，並經歷從「發現問題」到「解決

問題」的反思過程。 

2. 引導學生反思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我們能為地球

做些什麼？並從自身可達成的地方做起，以實際行動

愛護生存的環境。 

（二）「愛水小撇步」小小公民任務： 

1. 執行任務的行前說明：讓學生反思個人應如何行動，

並共同規劃珍惜水資源的任務，以體會參與社會服務

的意義，進而關懷環境、改變世界。 

2. 完成任務：引導小組完成任務及工作分配（例如排定

進度表、資料搜查、製作發表簡報等）。 

3. 共同設計任務檢核。 

（三）「愛水小撇步」小小公民任務發表會：分組報告任務執

行成果。 

2 

節 

國 E12-1 

國 E12-2 

國 E12-3 

國 E12-4 

總結性評量： 

實施志清愛水特

派員，並以評量

規準檢核。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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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活動 
內容簡述 

教

學

時

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

形成性評量） 

時尚足跡：

快時尚的永

續發展議題 

1. 使學生省思日常服飾的消費習慣，及其與現代服飾

產業商業模式及流行趨勢的關聯性。 

2. 學生上臺用英語文發表分享自身服飾的消費習慣及

處置方式。 

3. 學生透過分組討論有關全球各地的快時尚供應鏈及

所產生的環境永續、勞工剝削問題，並思考生活中

有哪些快時尚的流行品牌，其行銷手法為何？ 

6 

節 
國 U10-1 

快時尚議題探討

學習單。 

課程名稱／ 

單元名稱 
慢活時尚 LOHAS Fashion  

設計理念 

隨著全球化的脈動，臺灣近幾年受到歐美快時尚風潮影響，相關服飾企業林立；

然而，便捷享受最新潮流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環境污染代價及勞力壓榨犧牲。 

本課程從學生技職專業最為相關的議題—快時尚出發，探討現代產業與新興商業

模式對全球永續發展所帶來的危機，並延伸探究國人對於「慢消費」的省思及循環經

濟思潮，使學生能運用技職專業提出社會行動方案，以響應「慢活時尚」的理念。 

融入領域／科目 語文、數學、流行服飾科－實施科目：國際教育 

年級／班級 高一 

總節數 22 節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U9  

具備跨文化溝通

與國際合作的能

力。  

國 U9-1 能夠運用英語文進行服飾創作介紹，針對設計理

念進行分享。 

【循環時尚舊衣改造】 

學生透過對快時尚循環經

濟轉型的瞭解，思考跨國

與他校設計及製作具永續

發展內涵的新興服飾創

作，並以專題研究簡報形

式呈現改造歷程與成果，

及針對改造行動進行永續

效益評估。 

國 U9-2 能夠運用英語文與國際交流夥伴針對循環經濟及

慢活時尚服飾創作進行討論，並共同完成專案。 

國 U10  

辨識全球永續發

展的行動策略。  

國 U10-1 能夠瞭解快時尚議題發展的時空脈絡及工業 4.0

時代下產業改革與流行消費的模式。 

國 U10-2 能夠以「循環經濟」的角度，瞭解時尚產業轉型

的方式。 

國 U12  

發展解決全球議

題方案與評價行

動的能力。  

國 U12-1 能夠藉由創意思考，著手進行循環時尚二手衣物

的改造。 

國 U12-2 能夠運用基礎統計、資料統整的方式，剖析自身

循環時尚創作的永續發展效益。 

表 7 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表範例－議題融入 

（續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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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 7） 

循環時尚：

舊衣改造的

道德潮流 

1. 使學生思考快時尚產生永續問題的解決之道，且

是否已有相關產業或企業方案注意到此問題，或

坊間是否有針對日常生活習慣改變的例子得以減

少快時尚所帶來的永續失衡。 

2. 介紹快時尚的循環經濟轉型及「慢消費」的廢棄

物資源化、服務型商業模式，並探討減少資源消

耗的應對策略。 

3. 使學生發想如何運用自身舊衣、二手衣及流行服

飾科專業服飾製作技術，實現舊衣改造的環保美

學，並帶學生前往流行服飾科專業教室進行舊衣

改造服飾製作。 

4. 引導學生練習用英語文介紹自身舊衣改造作品的

創作理念，並錄製影片介紹該作品。 

8 

節 

國 U9-1 

國 U10-2 

國 U12-1 

國 U12-2 

1. 循環時尚舊衣改

造成品。 

2. 舊衣改造創作介

紹影片。 

3. 課堂分享發表。 

4. 循環時尚舊衣改

造永續效益評價

學習單。 

慢活時尚伸

展臺：跨國

跨域專案設

計與製作  

1. 使學生透過對快時尚循環經濟轉型的瞭解，思考

跨國與他校設計並製作具永續發展內涵的新興服

飾創作。 

2. 介紹美國 Los Gatos High School 流行服飾與資訊

課程專業，及其與本校跨域合作的可能性，並引

導學生以永續城鎮與環境為目標，創意發想結合

兩科專業的新興服飾。 

3. 透過視訊交流，與國際夥伴學校合作討論如何共

創新興永續概念服飾，並思考如何將創作理念、

製作歷程、產品特色等產品行銷介紹的架構內容

分工發表於國際論壇。 

4. 結合多媒體動畫科專業，創作產品介紹概念前導

影片。 

5. 於國際論壇展示作品並上臺發表。 

8 

節 
國 U9-2 

1. 跨國視訊共創交

流的歷程觀察。 

2. 專案簡報。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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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活動 
內容簡述 

教學

時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形

成性評量） 

52+14 

我愛嘉義市 

家鄉文化探究：藉由認識嘉義特色建築與美食，了解

家鄉歷史及飲食文化的演變，以深化學生對國家的認

同感。 

3 節 

國 E1-1 

國 E2-1 

國 E9-1 

形成性評量： 

1. 英文自我介紹單

、雙語簡報。 

2. 視訊發表表現。 

3. 小組合作繪製壁

畫。 

  

總結性評量： 

校本國際教育課程

－「臺日壁畫交流

專案」評量表。 

Say “Hi” 
to Japan 

1. 學生依期程書寫英文自我介紹單並製作小禮物，

以寄至日本當見面禮。 

2. 學生分組合作，製作雙語版學校特色景點與社團

簡報，並於視訊會議中依序發表。 

3 節 國 E9-1 

美「畫」 

成真 

1. 藝術專長學生設計壁畫草稿並競圖，再於視訊會

議中與日本友伴同學共同討論、確認定稿。 

2. 學生分組合作，透過繪製藝術壁畫形式，與日本

友伴學校進行跨國文化分享。 

6 節 

國 E1-1 

國 E2-1 

國 E9-1 

課程名稱／單元名稱 美「畫」成真 

設計理念 

透過參與 iEARN 平臺之臺日藝術壁畫專案(Japan Art Mile Project)，拓展學生

學習場域，引導學生認識家鄉建築、飲食文化及原民文化特色，並透過實地踏查

等學習經驗，讓學生對家鄉土地扎下深厚情感。 

學生深入了解課程內容後，將以壁畫形式產出課程所學，進而與日本友伴學

校跨國合作，共繪一幅相同主題的壁畫，並進行跨國分享。 

融入領域／科目 語文、社會、藝術、科技 

年級／班級 中年級 

總節數 12 節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E1  

了解我國與世界其他

國家的文化特質。  

國 E2 

發展具國際視野的本

土認同。 

國 E9 

運用多元方式參與學

校的國際文化活動。 

國 E1-1 深入閱讀多元文本，並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

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 

國 E2-1 能透過藝術表現形式，認識臺灣與日本的文

化異同。 

國 E9-1 以合宜的英語發音、語調及適切的句型，簡

要說明臺灣文化之美。 

【臺日交流壁畫】 

學生以小組形式與日本友

伴學校進行跨國文化交流

及分享，並共同繪製藝術

壁畫。 

表 8 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表範例－國際專案學習交流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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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單元名稱 
外交小大使－文化探險家 

設計理念 

本校與越南胡志明市丁善理國際學校為夥伴學校，為帶領學生進行為期五天

的沉浸式學習，於參訪團行前，將越南主題融入課程中，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城

市，並發現其他國家城市之美。 

學生透過蒐集自己城市的各種觀光文史資料，更認識自己的家鄉，並在設計

城市旅遊地圖時，學習如何選擇重要資料及清楚有效的圖文呈現方式。 

融入領域／ 

科目 
社會、綜合活動 

年級／班級 五年級 

總節數 8 節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E1  

了解我國與世

界其他國家的

文化特質。  

國 E1-1 能欣賞並比較兩國不同城市的特色與文化。 

國 E1-2 能設計城市一日遊的行程。 

國 E1-3 能欣賞不同國家具有文化意涵的代表物。 

【胡志明一日旅遊企劃】 

學生分組完成以越南交流

學校的城市—胡志明市為

中心的一日旅遊企劃，並

進行行銷說服越南參訪團

採用計畫。 

表 9 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表範例－結合國際交流 

教學 

活動 
內容簡述 

教學

時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

形成性評量） 

我的 

家鄉 

1. This is My City ： 

1-1  繪製城市地圖，介紹臺北市的各個特色景點。 

1-2 互相交流居住城市的故事，並運用照片或拼貼方

式呈現城市的多樣化面貌，讓學生用自我觀點介

紹所居住的城市。 

2. One Day for My City ： 

2-1  討論改造自己城市的行動計畫。 

2-2 與夥伴學校共同約定，進行一日的友善城市相關

志工活動，例如公益募款、淨山、清潔社區環境

等。 

3. 運用網路平臺，線上交流彼此的學校生活。 

4. 使用行動載具，設計兩個城市相關的題目，並以線

上評量方式增進對彼此城市的了解。 

4 節 國 E1-1 

形成性評量： 

1. 口語評量。 

2. 作品評量。 

3. 活動參與。 

4. 活動學習單：

活動四-1 學習

單、活動四-3

學習單(1)。 

5. 學生省思學習

單：活動四-3

學習單(2)。 

（續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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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旅行家 

學生分組完成以越南交流學校的城市—胡志明市為中

心的一日旅遊企劃，並進行行銷說服越南參訪團採用

計畫。 

2-1  收集旅行社提供的越南旅遊行程。 

2-2  討論收集的觀光資料，決定一日遊行程。 

2-3  以 Google map 為工具，進行旅遊路線規劃。 

2-4  設計一日遊行程。 

2-5  分組報告並行銷自己小組規劃的行程。 

2 節 國 E1-2 

6. 家長回饋。  

 

總結性評量： 

採簡報方式呈現

以胡志明市為中

心的一日旅遊企

劃。  
文化箱

交流 

兩校學生票選文化代表物，並由該國學生引導介紹自

己國家文物的小故事與特色，藉以了解雙方國家的特

色。 

3-1 學生分組討論自己國家的代表物，並由圖像到手

工創作設計，讓學生製作自己的創意文化箱。 

3-2 學生分組於一週時間內蒐集資料、準備材料，並

設計出具有創意與文化特色的文化箱寄給夥伴學

校。雙方學生彼此欣賞文化箱後，撰寫活動省

思。 

2 節 國 E1-3 

（續上頁表 9） 

資料來源：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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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單元名稱 脫離飢餓，因為有／友你 

設計理念 

2019 年 12 月起爆發新冠肺炎至今，因病毒肆虐造成死傷無數，全球面臨莫大

威脅，而新冠肺炎造成全球飢餓的問題，使得貧窮國家更加貧窮，甚至更多人死

亡。因此，本年度課程設計利用跨領域方式，引導學生收集與饑餓相關的文本資

料，並進行閱讀、分析與計算，以探討及解決飢餓問題，並鼓勵學生於地球環保

日參與飢餓體驗，分享自己的心得。 

另學生透過農場實作，提出解決實際耕作問題及增加產能的方法，並與非洲

夥伴學校以視訊方式交流耕作的方法，例如犁田、播種、施肥、除草等；與肯

亞、烏干達交流學校一起種植玉米（臺灣多種植 3 種不同品種的玉米），並將作物

生長、病蟲害與收成等過程分享給同學及家人。 

融入領域／科目 語文、數學、社會、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食農課程 

年級／班級 8 年級 

總節數 7 節、體驗活動 1 天、農場食農課程 4 個月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 J3 

展現認同我國國家價

值的行動。 

國 J9 

運用跨文化溝通技巧

參與國際交流。 

國 J11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

群體的人權與尊嚴。 

國 J3-1 運用圖書、網路進行資料搜集與分

析，探討饑荒產生的原因。 

國 J3-2 操作農場種植課程。 

國 J3-3 以實際行動增加作物產能。 

國 J9-1 進行跨國交流時，能清楚表達文化

意涵、溝通議題內容。 

國 J11-1 思考並設計援助非洲饑荒計畫，

表達對全球議題的利他情懷。 

【食農「非」常「體」驗紀錄】 

學生記錄播種、耕耘、除草、施肥、

澆水、收成等歷程，並將其與成果統

整為簡報，與夥伴學校分享。 

教學 

活動 
內容簡述 

教學

時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 

形成性評量） 

語文： 

從全球議題

正義與人權

中看飢餓 

1. 理解肯亞、烏干達受 COVID-19 影響

而產生的飢餓問題及國家發展的影

響。 

2. 透過視訊方式理解當地環境。 

3. 討論因疫情造成的生活改變。 

2 節 

國 J3-1 

國 J9-1 

國 J11-1 

學習單： 

1. 交流夥伴國家的地理

位置、饑餓原因。 

2. 視訊交流表達。 

數學： 

從二元一次

方程式看收

成 

1. 運用符號與推理，思考創造農場最大

耕作面積。 

2. 運用推理與運算，思考在年生產量固

定下，如何增加種植，並估算出每年

增加的總生產量。 

2 節 

國 J3-1 

國 J3-2 

國 J3-3 

學習單。 

（續下頁表格） 

表 10 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表範例－結合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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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從 COVID-19

看飢餓與全球

衝擊 

探討疫情造成人民飢餓、流浪的原因與

解決方法。 
2 節 國 J11-1 學習單。 

綜合活動： 

支援前線 

1. 思考支援肯亞、烏干達的可行方法。 

2. 結合學校節慶義賣活動，捐助義賣所

得。 

1 節 國 J11-1 

1. 口頭發表。 

2. 參與活動：義賣

物品、規劃參與

人員與工作單。 

健康與體育： 

體驗飢餓 

4 月 22 日規劃體驗課程，內容包含當日

停水、停電並進行飢餓活動（不供應營

養午餐，下午 3:30 提供牛奶與一個麵

包）。 

1 天 
國 J3-1 

國 J11-1 

學習單：體驗飢餓

、沒水、沒電的感

受。 

食農課程： 

「非」常

「體」驗—臺

非玉米比一比 

1. 藉由視訊方式，與交流夥伴學校討論

玉米耕作的方法及兩國共同種植的時

間。 

2. 每逢一個月拍攝照片與錄影帶記錄玉

米成長的過程，並討論種植過程有何

挑戰或問題。 

3. 南榮：煮食、銷售玉米，並分享自己

種植的玉米與市售玉米有何不同。 

4. 非洲：收成的玉米供自家食用或於市

集販賣，以增加所得。 

一學期 

（約 4

個月） 

國 J3-1

國 J3-2 

國 J3-3 

國 J9-1 

國 J11-1 

總結性評量： 

1. 播種、耕耘、除

草、施肥、澆水

、收成等各項紀

錄與評分。 

2. 視訊：自我介紹

、雙方簡報（農

場 紀 錄）、成 果

分享等。 

3. 收成所得作為購

買下期作物的成

本。 

（續上頁表 10） 

資料來源：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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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課程探究與行動任務之規劃案例： 

輔助錦囊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國 J9 運用跨文化溝通技巧參與國際交

流。 

 

國 J11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

與尊嚴。 

國 J9-1 運用一種以上外語，搜尋並閱讀國際人權鬥士的

故事。 

國 J9-2 書寫一封外文書信給外國人權鬥士。 

國 J11-1 分析至少三組人權鬥士於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境

遇異同。 

國 J11-2 體會不同人權鬥士所維護的人權理念、勇氣與

重要性。 

國 J11-3 口頭發表至少三項支持國際人權維護的原因。 

總結性評量 

【致彼方的人權鬥士】 

學生以個人形式，統整人權案例探究中的理解、體會與反思，並選擇一位人權鬥士為對象，書寫

一封外文書信，表達對他／她（們）的鼓勵與支持；信件內容須包含學生對案例探究的理解、體

會與感受。 

1. 探究與行動任務的規劃： 

探究與行動任務係整體課程的重點學

習任務，作為課程的總結性評量，含括所

有課程學習目標並統整學習活動。 

規劃探究與行動任務時，須奠基於對

應的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與其轉化的學

習目標，因此首要步驟即為全觀地檢視對

應的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確認主要的

學習表現，再基於轉化的學習目標發展探

究與行動任務。 

探究與行動任務可為小組活動或個人

報告，亦可為行動方案或檔案評量統整等

多元形式，其規劃重點在於須能綜整學習

目標中所蘊含的內容與表現，方能體現課

程學習的成果。 

2. 概念本位的課程設計 

國際教育課程強調素養導向，期望學

生運用跨界的思考與行動力於學習歷程

中，使其以多元事實與技能為工具，區辨

模式、關連並具備可遷移的理解能力。因

此，在以概念為本的課程設計中，探究問

題的發想為發展教學單元的重要步驟，藉

由重要概念的汲取，說明「學生在概念層

次必須理解什麼？」以幫助課程由事實性

的內容理解，深化至具綜效的概念性思

維。 

探究問題由淺至深可分為事實性問

題、概念性問題及辯論性問題等三種類型

(Erickson, Lanning ＆ Rachel, 2017)。事實

性問題屬於內容導向的問題，常以「什

Erickson , H. L., Lanning, L., Rachel, F. (2017). Concept-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the thingking classroom (2nd 
ed.). New York, NY: Sage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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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次探究問題之特性： 

※公平貿易主題課程的探究通則與三層次探究問題： 

輔助錦囊 

探究通則：消費系統中有效的資源使用與分配，有利於永續發展。 

問題類型 轉化之提問 

事實性問題 
1. 什麼是公平貿易？ 

2. 誰會被包含於消費系統中？ 

概念性問題 
1. 公平貿易如何與永續發展產生關連？ 

2. 如何促進公平貿易的發生？ 

辯論性問題 
1. 平衡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可行嗎？ 

2. 沒有公平貿易的經濟系統，將會有什麼現象？ 

事實性問題 概念性問題 辯論性問題 

 以知識／事實為本 

 內容導向 

 技能相關 

 證據支持 

 可被使用於探索 SOI的專

有名詞 

 常提及之主題 

 記憶與理解 

 促使連結事實與主題的大

概念探究 

 提供機會比較異同 

 探索衝突面 

 深化引導與跨領域理解 

 提高學習遷移至相似或相

對的情境、議題、想法與

脈絡 

 分析與應用 

 使用事實與概念討論立場 

 增加討論 

 由多元觀點討論重要的想

法與議題 

 可被挑戰且具張力 

 可能具有挑釁意味，但為

審慎的 

 綜合與評論 

麼」作為提問詞，可使用於釐清專有名詞

之用，主要的認知表現為記憶與理解；概

念性問題常以「如何」與「為什麼」作為

提問詞，或以比較的提問形式呈現，可促

使連結事實與主題的大概念探究，提供機

會比較異同，並深化引導及跨領域理解，

提升將學習遷移至相似或相對的情境、議

題、想法與脈絡的能力；辯論性問題是運

用事實與概念討論立場，由多元觀點討論

重要的想法與議題，因此具有被挑戰性及

張力，且其涉及綜合與評論的認知能力，

可作為統整課程的重要活動引導。 

三層次的探究問題可作為勾勒教學活

動編排的重要依準，提醒活動設計應扣緊

課程重點，並幫助教學活動由淺至深的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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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方式列表： 

※依時間點規劃評量： 

評量類型 方式 

實作評量 
成品製作、表演、實作、作業、鑑賞、實踐或其他行為檢核表、態度評

量表。 

口語評量 口試、口頭報告、訪談。 

檔案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 

高層次紙筆測驗 兼顧不同認知層面的紙筆測驗。 

評量類型 特性說明 可實施之評量方法 

形成性評量 

 隨著教學活動的進程，階段性檢核學習成果。 

 作為學習歷程的紀錄及調整後續教學活動的參

考。 

 根據活動的學習目標與性質規劃。 

 活動中的口語問答與小組

合作。 

 活動學習單的思考綜整。 

總結性評量 

 課程整體綜整性的評量。 

 統整課程學習歷程，展現學習成果。 

 須全觀地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及課程學

習目標。 

採取實作評量之行動方案規劃

、檔案評量之研究報告等統整

性評量活動。 

輔助錦囊 

3. 多元評量的方式： 

教學評量發展與實施有幾項重點，首

先，評量設計須奠基於課程學習目標發

展，以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其

次，為回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主軸，評量

須能檢核不同素養的學習表現構面；最

後，針對評量結果須建立清楚明確的回饋

機制，作為檢視及調整教學活動的依歸。 

素養的展現是一種綜整性表現，因此

常見的三項學習表現構面（理解及思辨、

態度及價值、技能實作及參與）並非各自

獨立呈現，而是個別展現了素養的部分面

貌。此外，在生活實踐中，任一構面的學

習表現皆具有動態及歷程性，且隨著探究

與實踐的深度，亦具有層次性。 

為能具體且真實地捕捉學生多面向的

素養表現，教師應善用多元方式設計評

量，且適當地規劃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並平衡不同類型的評量成果，於適當的時

間配合課程教學活動實施，方能反映學生

在課程中的素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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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量規準的設計 

評量規準(rubrics)又稱作評分量尺、評

量尺規及評量指標，其將評量標準具體

化，學校可透過作業說明、表現等級規劃

及向度汲取與描述等方式，勾勒出欲測量

的學習表現。 

對教師而言，可在實施評量前表明其

期待，亦可協助課程設計的結構化與具體

化，使評分標準透明化與具體化，提高評

量的信度與效度；對學生而言，可參與評

量的設計與訂定，事前了解評分標準，以

增加公平性，亦可於事後根據各指標項目

所得等第，了解自我優缺點；整體而言，

設計評量規準協助課程與評量的實施，可

具體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進而證明學生

國際教育能力的養成。 

建立評量規準主要有七項步驟，請參

見圖 7。 

※呼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的評量方式： 

輔助錦囊 

素養 

學習表現構面 
評量方式 說明 

理解及思辨 
PISA 全球理解測驗、全球素

養導向評量等。 

置於全球、國家與在地的多層次脈絡中，發展

此類型題目時可注意將評量目標設定於不同認

知層次與歷程中 。 

態度及價值 
PISA 自我評量問卷、全球觀

量表等。 

由全球議題的意識與效能、跨文化溝通的態度

與國際觀等面向所構成的自評問卷，可用於活

動前後測量確認學生態度與價值的轉變。  

技能實作 

及參與 

國際議題研究專案、SDGs 行

動方案設計、倡議行動等。 

付諸行動的評量成果，能展現探究與行動的影

響力，建議教師可作為總結性的評量活動。  

圖 7 評量規準建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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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評量規準之重點提醒： 

1. 向度數不宜過多，大致可粗分為「基本要求」與「特殊要求」兩類。  

2. 各向度建議以三至四個等第數作為評量表現等級為宜；等第數過多將增加教師評分的複雜

度。 

3. 可依據課程主題與評量性質調整表現等級名稱，以增加學生理解不同表現等級所代表的意義

與興趣。  

4. 教師可依據評分習慣自行調整表現等級或設定向度的加權。 

5. 建議將表現等級配分設定為 0 至 10 之整數，代表 0 至 100 分之概念。  

6. 評分標準的用字宜淺顯。 

7. 評分標準可單一或並列數項，但項目增加時，教師的評分判定複雜度亦會提高。 

8. 可設定主觀認定條件，亦可設定「符合□項則取得該等第分數」等數值化的客觀條件。  

9. 可尋求其他教師的回饋，增加評量規準內容的公平性。 

10. 確認學生了解評分標準。 

11. 可邀請學生參與評分標準的規劃，使評量更適切地幫助學生的學習。 

輔助錦囊 

表現等級 

 

向度 

4-5分 2-3分 1分 

方案 

可行性 

 行動目標的設定切實可行。 

 行動方法能完全對應目標。 

 採用策略能有效達成目標。 

 行動目標的設定尚能實行。 

 行動方法尚能對應目標。 

 採用策略尚能達成目標。 

 行動目標的設定無法實行。 

 行動方法無法對應目標。 

 採用策略無法達成目標。 

行動 

影響 

層面 

 實質幫助受益對象，並影響

校內外人士響應。 

 實質幫助受益對象，並影響

校內師生響應。 

 幫助受益對象非常有限，且

無法影響校內師生響應。 

資源 

運用 

 能充分盤點並運用校內外資

源達成目標。 

 尚能盤點並運用部分校內外

資源協助達成目標。 

 無法盤點並運用校內外資源

達成目標。 

執行 

成果 

 方案內容完整，且能實際執

行。 

 完成度已達 70%。 

 方案內容尚完整，且能實際

執行。 

 完成度已達 50%。 

 方案內容不完整，且無法執

行。 

 完成度未達 50%。 

報告 

內容 

 方案報告完整詳實，且能運

用創意方式呈現。 

 方案報告完整，且能明確說

明重點。 

 方案報告雜亂無序，且無法

說明重點。 

團隊 

合作 

 團隊成員能充分互相合作，

且分工明確，無閒置人員。 

 80%以上團隊成員能互相合

作，且分工明確。 

 團隊成員未能互相合作，且

工不明確，閒置人員太多。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表 11 行動方案評量規準範例－「惜食、剩食利肌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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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實施 

課程實施為課程設計的實踐，為使規劃內

容實際落實，並達成目標與關鍵成果，實施內

涵須包含整合資源、社群運作的協同合作、差

異化教學及實施形成性評量。下文將針對實施

重點分別進行說明。 

（一）整合資源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由情境分析開始，

盤點並整合學校各面向資源，以支援課程的發

展與推動，進而發揮學校特色與課程實踐的最

大效益，達成課程目標與關鍵成果。 

欲檢核課程的實施是否有效整合資源，可

由兩項指標檢視，其一，是否於教學歷程中有

效運用資源盤點所羅列的項目；其二，確認學

校資源規劃是否有效落實於全校各年級與課程

領域。 

（二）社群運作的協同合作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涉及各年級的課程

實施與跨領域課程的統整，因此在課程實施歷

程中，教師社群定期討論課程，並進行協同合

作是必要且重要的關鍵。教師透過協同教學、

相互觀課及社群討論的分享、反思與調整，檢

視並實施橫向與縱向的合作，方能體現課程的

系統性。 

（三）差異化教學 

在國際教育課程實踐中，關照學生多元文

化背景的差異化教學是課程實施的重點，教師

須正視學生背景的多元性，尊重個別差異，並

回應不同的學習需求。 

實踐差異化教學的主要任務為打造具合作

性與涵容性的學習環境，而最有效的方式是鑲

嵌於學校或課堂文化之中，教師可採行探究或

問題解決取向的教學方式，以學生學習為課程

探究的中心，面對文化多樣性與差異，保持開

放與接納的態度，並重視學習歷程中的對話、

合作及文化多樣性。 

（四）實施形成性評量 

為呈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整合性與實踐性

課程設計，形成性評量須基於不同階段的教學

活動與學習目標，以多元評量方式實施，且須

平衡不同素養的學習表現構面。在行動取向的

課程設計中，形成性評量的實施通常作為總結

性評量的前導與鋪陳，因此實施形成性評量

時，須兼顧總結性評量的規劃，以檢視學生階

段性的學習成果，並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五）行動中調整 

課程實施是一個動態歷程，須隨著行動的

情形持續性調整，以回應教學的實際需求，進

而達成課程目標。 

整合前四項重點，學校可由三個面向的檢

核進行調整，其一，在課程與教學內容方面，

可考量可取得的資源、實際需求或重大時事議

題，適時地調整課程內容，使學習能回應當時

的學習條件與生活脈絡；其二，在教師教學方

面，可透過社群運作的回饋與合作，進行檢討

與反思，並調整協作教學的規劃，增加協作的

效能；其三，在學生學習方面，可透過形成性

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或教學改進，使課程

實施更貼近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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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檢核表：藉由實施重點與指標，檢核課程實施情形。 

輔助錦囊 

實施重點 指標 檢核勾選 行動反思 

整合資源 

1-1 有效運用各項學校資源於教學 
    

1-2 教學活動計畫落實於全校年級與領域教

學 

    

社群運作的 

協同合作 

2-1 教師社群定期討論課程，並進行協同教

學 

    

2-2 對於教師社群運作情形進行分享、檢討

或反省 

    

差異化教學 

3-1 課程實施能顧及學生的個別差異，並安

排不同的教學情境 

    

3-2 營造多元文化合作的學習環境 
    

實施 

形成性評量 

4-1 實施多元評量 
    

4-2 平衡不同素養的學習表現構面 
    

4-3 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行動中調整 

5-1 配合實際需求、重大時事議題調整學校

課程與教學 

    

5-2 基於教師社群回饋與反思，調整教學實

踐 

    

5-3 檢視學生評量結果，並進行補救教學或

教學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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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效評估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

程評鑑參考原則》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

機制參考原則》規定，學校應建立並實施課程

評估機制，確保課程實施成效；成效評估的實

施可協助學校持續地檢視課程的發展與成效，

進而找出可改進的策略。 

規劃成效評估時，應至少思考評估人員及

資料蒐集方法等項目。下文將針對學校課程評

估人員及評估資料蒐集方法分別進行說明。 

（一）學校課程評估人員 

評估人員可分為內部評估人員與外部評估

人員，學校實施成效評估即應思考「誰來評

估？」並得依評估面向、內容與課程發展階

段，規劃適切的評估人員。 

由學校成員區分，內部評估人員可由校內

各（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教師、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教師及專長教師擔任；外部評估人員

可邀請校外教師或專家學者擔任。 

內部與外部評估人員的參與，各有其優缺

點與功能。內部評估人員通常較外部評估人員

清楚學校課程發展的脈絡與願景，適於實踐教

學歷程中的評估與檢討，學校可透過內部評估

人員的回饋，持續地調整課程規劃；外部評鑑

人員具有旁觀者優勢，較能以全觀的角度，檢

視課程整體運作。 

（二）評估資料蒐集方法 

課程評估包含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

效果等三個層面。課程設計層面可針對課程計

畫、教材及學習資源進行評估；課程實施層面

可針對準備措施與實施情形進行評估；課程效

果層面可針對學生多元學習的成果進行評估。 

欲蒐集各層面可信的資料，學校可採用多

元方法，例如文件分析、觀察、訪談、調查、

會議對話與討論、學習成就評量等方式進行檢

討分析，並依據推動目標與關鍵成果，規劃評

估資料蒐集的方法，以了解課程歷程與品質。 

張嘉育、黃政傑（2001）。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規劃與實施。課程與教學，4（2），8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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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之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蒐集方法與說明 

分析

課程

計畫 

 暸解課程發展的目標，以作為評

鑑的參考 

 界定蒐集的資料範圍，例如計

畫、會議紀錄等 

分析

學生

表現 

 暸解課程實施的成效 

 隨機抽取學生作業／測驗 

觀察

會議 

 暸解課程發展的過程 

 使用觀察紀錄表 

觀察

課堂 

 暸解課程實施的過程 

 使用觀察紀錄表 

訪談

學生 

 獲取學生的觀點 

 擬訂訪談大綱，隨機抽取學生，

並安排時間進行訪談 

訪談

教師 

 獲取教師（含參與者與非參與

者）的觀點 

 擬訂訪談大綱，隨機抽取教師，

並安排時間進行訪談 

實施

問卷 

 瞭解學校成員（含參與者與非參

與者）的意見與感受 

 參考相關文件，設計問卷，並進

行全面普查 

表格調整自張嘉育與黃政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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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人員 工作項目 人數 

學年教學團隊 

1. 與課程核心小組共同討論設計課程。 

2. 學習期間執行課程，並於歷程中蒐集學習成果可信資料、學生學習表

現和反應。 

3. 視彈性學習課程主題或單元實施期程，並於學年會議中進行課程實施

和課程效果評鑑；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 

4. 每年 6 月進行課程設計層面預先評鑑。 

5. 針對評鑑結果，與課程核心小組進行課程設計滾動修正、安排補救教

學或學習輔導，並調整教學及參與專業成長課程。 

14 

國際教育課程 

核心小組 

1. 與學年教學團隊共同討論設計課程。 

2. 每年 6 月進行課程設計層面預先評鑑。 

3. 針對評鑑結果，與學年教學團隊進行課程設計滾動修正、教學調整。 

6 

課程發展 

委員會 

1. 每年 6 月進行課程設計層面正式評鑑。 

2. 針對評鑑結果，修正學校課程計畫，並檢討與改善學校課程實施條件

及設施。 

25 

表 12 成效評估規劃範例 

預期目標 關鍵成效 資料蒐集方法 

1. 持續提升學生永

續發展的觀念。 

 

 

2. 強化學生參與跨

文化國際合作的

機會。 

 

3. 營造國際化校園

環境，發揮潛在

影響綜效。 

1-1 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認識 SDGs，探

索與理解環境生態彼此間的相互影響

與依存關係，並以行動了解永續和生

命共同體的觀念與價值。 

2-1 設計且持續實施永續發展教育課程，

並藉由 ICT 跨國交流平臺參與國際交

流活動，以深化學習跨文化溝通的技

巧。 

3-1 從「人」和「環境」的連結出發，採

「實體」和「虛擬」校園兩種維度方

式，建置國際化的校園空間，營造具

有國際感的校園環境，並導入資訊科

技製作數位成果展，不僅有助於國際

交流，亦能促進親師生對國際教育環

境和意識的提升。 

1. 檢視分析各課程的計畫、教

案內容、教材及學習資源。 

2. 使用量表、測驗及問卷等方

式，蒐集教師、學生或家長

對課程設計內容的意見、期

待或想像。 

3. 檢視分析教學設備、空間規

劃、課程計畫、教材、學習

資源等是否達成課程所需。 

4. 檢視學校網站或班級網頁等

訊息發布中心。 

5. 學習任務的自評表、檢核表

等證據文物(craft)。 

6. 課程結束時，分析學生的期

末評量、作品、學習檔案、

實作評量結果等資料。 

資料來源：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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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 

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匯集推動國際教育課

程的可用資源，並建立審查機制持續更新，提

供學校推展國際教育的典範模組，使用者可透

過成功經驗的分享，轉化設計符合學校特色及

學生需求的國際教育課程，進一步開拓學生國

際視野。 

平臺置於「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

資訊網」之「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列表中

（如圖 8），使用者進入「課程工具包檢索平

臺」後，將會連結「學習目標檢索」、「課程工

具包檢索」及「課程資源檢索」等三種檢索方

式，提供使用者搜尋交流工具包（如圖 9）。 

「學習目標檢索」是藉由國際教育議題實

質內涵，搜尋對應學習目標的課程工具包；

「課程工具包檢索」是藉由教育階段、課程類

型、進行方式及國際教育課程關鍵概念等方式

搜尋課程工具包，使用者可透過下拉式選單，

選擇對應的類目，取得合適的資源（如圖

10）；「課程資源檢索」是藉由國際教育相關

課程資源（包含學習單、評量規準、教學簡報

與影片等），搜尋相應的課程工具包。學校可依

循前述三種檢索方式，搜尋符合需求的課程工

具包。 

圖 8 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網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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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課程工具包檢索方式 

圖 10 課程工具包檢索類別與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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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etw2.edu.tw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提

供國際教育 2.0 政策推動的最新資訊，包含教

師供培力課程資訊、SIEP 申請系統及課程發展

與教學、國際交流、學校國際化等三軌國際教

育資源及國際交流櫥窗等資訊。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Default.aspx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下轄國際合作

科、兩岸事務科、海外留學科、交流接待科、

僑生及外生事務科及海外臺灣學校及華語教育

科，網站內容包括教育新南向、國際合作、兩

岸及僑外生事務、海外留學、外賓邀訪及拜

會、海外臺灣學校、華語教育、港澳文教及大

陸台商子女就學。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首頁 

壹、教育部資源 

第三部分 可運用資源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全球

資訊網 

二、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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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線上 Schools Online 首頁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tw/programmes/
education/schools-online 

學校線上 Schools Online 是由英國文化協

會創建的平臺，目的在於連結全球學校與教

師，提供「教室連結」專案計畫的資源與協

助。此平臺擁有全球超過 4 萬所學校的資料，

提供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認證、全球各國教師

相互交流與分享的教學資源與教師專業成長課

程。 

二、學校線上 Schools Online 

iEARN 首頁 

https://www.iearn.org/ 

iEAR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

source Network)是全球最大的非營利性世界網

絡教育機構，提供豐富的專業發展資源，例如

工作坊、專業發展課程及專案為本的學習。目

前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3 萬所學校參與，其

成立目的在於喚起學習者對全球的關懷，透過

世界上各國人民彼此間的合作，以強化世界公

民責任。 

貳、國際專案學習平臺 

一、i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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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als.com/#/connections 

ePals 是第一個整合翻譯工具的網站，且

使用的介面兼具易用性及安全性，除了減少使

用者語言溝通的隔閡，亦方便使用者操作。

ePals 成立的目的在於結合科技學習與全球學

習，締結各地教室不斷地交流、互動與溝通，

以促進學習的開展，因此此網站以結交合作伙

伴為特色，建立教學指南和影片輔助說明，並

以使用對象作為網站資料排列的依據，採用文

字、影片及圖片等多元形式，呈現專案、論

壇、媒體櫃及線上資源等多樣化的教學資源。  

https://gng.org/ 

全球遊俠網(Global Nomads Group)將焦點

放在世界與教室之間的連結，其最大的特色在

於全球議題的互動方案計畫(program)，除了提

供特定的國際議題知識，期透過重大全球議題

的探究，促進 12-18 歲的青少年提升文化意識

與理解，亦舉辦視訊會議、市民集會，提供青

少年討論國際議題的機會，使年輕人正視自己

的角色，成為世界公民。 

四、全球遊俠網 三、ePals 線上伙伴全球社群網 

ePals 線上伙伴全球社群網首頁 全球遊俠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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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s.org/  

美國南方國際研究中心網(Souther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係創立於 1962 年的非

營利教育組織，其設立目的在於提供世界上其

他國家、國際議題及全球環境的意識與理解相

關資訊及多樣化的活動，包括教師訓練工作

坊、國際專家及世界領導者會議、出版品發行

及專題討論。使用者透過此網站提供的豐富教

材及影片，可獲取攸關世界樣貌的知識及

1999 年以後的國際大事記，激發對於變動中的

世界的學習興趣。 

https://globaldimension.org.uk/ 

英國全球面向網(Global Dimension)的最大

特色在於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提供教師融入

教學的參考，藉由探討複雜的全球議題，使學

習者體認其全球公民的責任，並培養所需的技

能，以做出適切的決定與行動。此網站以清楚

的項次分類，並結合社區及國家的力量，提供

教師試用教學資源的選擇，教師可透過便利的

搜尋途徑，輕易地找到想要的資源，亦可透過

國內資源的連結及其他國家合作學校的聯繫管

道，增加探索全球發展的機會。 

二、英國全球面向網 

參、教學資源平臺 

一、美國南方國際研究中心網 

美國南方國際研究中心網首頁 英國全球面向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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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全球教育網 

https://www.globaleducation.edu.au/  

澳洲全球教育網藉由結合全球教育計畫，

喚起學生對於國際議題、國際發展及貧窮的理

解與意識，其特色在於條理分明、層次井然的

設立方式，並以全球為範疇，透過個案研究、

教學活動及網路共同學習者分享學習材料與議

題等豐富資源，鼓勵學生深度思考且主動回應

全球議題，以強化全球、國家、地區、學校與

個人彼此的關連性，並將知識轉化為行動，落

實於生活之中。 

澳洲全球教育網首頁 

四、The World's Largest Lesson 

https://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The World's Largest Lesson 以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為主軸，並以 17 項全球目標

為課程資源檢索架構，提供對應目標的課程方

案、簡報、倡議標語及海報等涵蓋學前至高中

教育階段學習需求的教學資源，教師可藉由此

網站的資源，設計行動取向的國際教育課程，

使學生學習思考全球重大議題，以促成 2030

年全球目標的達成。 

The World's Largest Lesson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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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Rubric Maker 

https://rubric-maker.com/  

Rubric Maker 提供各教育階段與多元評量

方式的評量規準範例，透過資料庫的建置，協

助教師依據評量設計需求，發展適切的評量規

準。教師可透過此網站，尋找參考範例，並使

用評量製作系統，選擇評量面向資料，發展課

程評量的規準。 

Rubric Maker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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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常見問題Q & A 

Q：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之目的為

何？ 

A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係依據教育部中小

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所揭示之培育全球

公民目標的四大意涵「彰顯國家價值」、

「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

際移動力」、「善盡全球公民責任」而建

構，旨在提供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

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之依據。  

Q：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需與教育階

段對應嗎？ 

A ：各教育階段所羅列的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

涵為該階段基準，學校得參考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

冊》，依據個別推動情形跨階段調整。  

Q：學生學習目標檢索之目的為何？ 

A ：「學生學習目標檢索」係為提供教師訂定

學生學習目標而建置的線上檢索系統。

此系統蒐集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資源的

學生學習目標，並加以分類排列，以便

於教師搜尋 SIEP 工具包。 

Q：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可提供學校何

種協助？ 

A ：「課程工具包檢索平臺」係為提供學校推

展國際教育的典範模組而建置的平臺。

使用者可透過成功經驗的分享，轉化設

計符合學校特色及學生需求的國際教育

課程，進一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Q：實作手冊只針對申請SIEP補助流程

進行說明嗎？ 

A ：實作手冊內容提供學校發展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整全性歷程的步驟與重點，非僅針對

申請補助的流程設計，故未申請 SIEP 補

助的學校，亦可參考本手冊發展學校本位

國際教育。  

Q：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雙語課程

之「國際專案學習交流」及「結合

國際交流」等進行方式，與國際交

流之「辦理國際網路交流方案」有

何異同？ 

A ：前者之「國際專案學習交流」及「結合國

際交流」係指以「課程發展」為主軸的執

行方式；後者之「辦理國際網路交流方案

」係指以資訊網路平臺作為交流媒介的交

流機制。舉例說明如下： 

1.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係指學校透過各

種國際專案學習平臺（例如 iEARN、

Schools Online）發展課程；「辦理國際

網路交流方案」係指學校藉由資訊網路

交流平臺與國際夥伴學校進行國際交

流。 

2. 「結合國際交流」係強調與國際姊妹校

共同發展主題課程；「辦理國際網路交

流方案」僅指與國際姊妹校進行網路交

流前、中、後的方案機制，以確保雙方

建立完整的情誼。 

 

※其他常見問題陸續更新於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2.0全球資訊網，請上網站參閱。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index.php?Page=I-5-2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index.php?Page=I-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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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

下簡稱國際教育 2.0），鼓勵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推動及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計畫（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以下簡稱 SIEP），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 地方政府。 

(二)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三) 教育部主管學校。 

三、 本要點補助範圍如下： 

(一) 補助地方政府設立任務編組或指定主管學校擔任任務學校，及補助本署指定教育部

主管學校擔任任務學校，推動下列工作： 

1.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 

(1) 提出年度工作計畫； 

(2) 辦理教師國際教育培力研習； 

(3) 辦理 SIEP 諮詢與輔導； 

(4) 經營 SIEP 研發社群； 

(5) 管理 SIEP 培力諮輔資料庫與資源分享平臺； 

(6) 向國際教育中央培力團提出年度工作報告。 

2. 國際教育行政支援窗口： 

(1) 提出年度工作計畫； 

(2) 辦理國際教育 2.0 政策、法規及績優獎之宣導； 

(3) 辦理 SIEP 補助之彙整與初審； 

(4) 辦理國際教育 2.0 成效評估調查； 

(5) 辦理中小學教育國際化普查； 

(6) 管理國際教育調查普查資料庫與資源分享平臺； 

(7) 提出年度工作報告。 

附錄 

壹、SIEP 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臺教國屬高字第1090120144B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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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依個別條件、資源及需要，訂定各該學年度實施計

畫，辦理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指以中文授課之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雙語課

程、國際交流或辦理學校國際化等工作。 

四、 為推動及辦理 SIEP，本署得編製 SIEP 實作手冊，提供實施指引、實施流程、示範案例、

補助及獎勵規定等資訊。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本署指定任務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應依前項 SIEP 實

作手冊及本要點相關規定，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依第五點規定提出申請。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括學校基本資料、學年度推動目標、組織分工、工作項目、預期成

效等事項；地方政府及本署指定任務學校或相關任務編組之計畫書，除應依前開規定為

之，其內容應包括各該轄區各級學校數、學生數、教師人數等事項。 

本署受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本署指定任務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申請後，

應依 SIEP 實作手冊審查之。 

五、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本署指定任務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推動及辦理 SIEP，

其經費補助之項目及其經費上限，分為以下四款類別： 

(一) 地方政府及本署指定任務學校或相關任務編組辦理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或國際教育

行政支援窗口任務，每項任務工作經費每學年最高核給三十萬元。 

(二)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國際教育融入雙

語課程，最高核定二十萬元。 

(三)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交流（包括外國學校師生來訪、本國

學校師生出訪、國際網路交流方案、參與國際會議及競賽、外籍人士入校志工服

務；惟不含前往或接待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之國際教育活動）每學年最高核定五

十萬元。 

(四)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學校國際化（包括國際化目標及特色、校

園化、人力國際化、行政國際化、課程國際化、國際夥伴關係），依國際化指標達成

程度分為初階、進階及高階，每校每階限申請一次，每階最高核定二十萬元。 

六、 前點第三款規定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交流補助之項目，其補助

基準如下： 

(一) 辦理外國學校師生來訪： 

1. 以接待團體十人至二十人為原則。但情形特殊，敘明理由並經其教育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2. 每案依接待人數及天數，補助行政費及辦理相關活動之業務費。 

(二) 辦理本國學校師生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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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助出訪交流活動每團學生數至少十五人，每十五位學生得配置一位隨隊輔導老師，

補助其全額團費。 

2. 符合經濟弱勢學生扶助資格者（指具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參加海外交流活動之

全額補助名額，每團學生人數每十二人可包括二位經濟弱勢學生。 

3. 出訪交流活動之補助，以辦理互訪交流及落地接待者為優先。 

4. 海外交流活動，短期以二週至四週、長期以一學期、最長不超過一學年為原則。其中

於海外定點學校或機構學習及交流課程之時間，不得低於總行程扣除交通往返時間之

二分之一；海外技能實習定點學校或機構實習及交流課程之時間計算方式，亦同。 

5. 學生機票費： 

(1) 辦理體驗學習、國際志工服務、姊妹校交流、教育專題、國際師生交換、其他國

際交流活動者，每名學生機票補助上限分別為東北亞新臺幣六千元，東南亞新臺

幣四千元，歐洲新臺幣二萬元，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各新臺幣一萬八千

元，其他地區不得超過機票費之一半。 

(2) 辦理海外技能實習活動者，每名學生機票補助分別為東北亞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東南亞新臺幣八千元、歐洲新臺幣四萬元，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各新臺

幣三萬六千元，且以不超過機票費全額為原則。 

七、 經費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 地方政府及本署指定任務學校或相關任務編組申請推動工作經費，應於每年十一月

三十日前，將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及國際教育行政支援窗口工作計畫書及經費申請

表函報本署。 

(二)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申請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國際教育融入雙

語課程、國際交流、學校國際化之經費，依下列程序辦理申請： 

1.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於每年二月底前向地方政府之國際教育行政支援窗口提送 SIEP

申請表件。地方政府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初審，排列優先順序後函報本署。  

2. 教育部主管學校：於每年二月底前向本署任務學校提送 SIEP 申請表件。本署任務學

校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彙整函報本署。 

八、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採跨校合作方式申請同一類別補助者，應由一所學

校提出；分別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九、 本署於每年十二月進行地方政府及本署指定任務學校之補助經費審查，並於十二月底前

通知下一學年度核定補助金額。  

本署於每年四至五月進行其他學校申請經費補助審查，並於五月底前將計畫審查結果及

核定補助金額函知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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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要點之經費補助審查應符合以下原則：  

(一) 普及性：補助應區分一般學校及偏鄉學校、一般學生及弱勢學生，保障偏鄉及弱勢

之補助。 

(二) 全面性：補助應依據學制區分，全面照顧各級學校。 

(三) 衡平性：補助應依據地方政府財力及規模區分，確保全國國際教育資源提供之公平

性。 

十一、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 舉辦同性質活動已獲本署、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二) 未依核定之計畫辦理活動或收費。 

(三) 前一年度辦理成果未依規定期限辦理核結。 

十二、請款程序如下： 

(一)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包括任務學校或相關任務編組），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冊並檢附

領據向本署請款。  

(二) 教育部主管學校（包括任務學校），應檢附領據，送本署請款。  

十三、本署依本要點補助之比率如下：  

(一) 地方政府及其所管之公立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

定，就地方政府財力級次，針對核定之金額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

高補助百分之五十，第二級者，百分之七十，第三級者，百分之八十，第四級

者，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者，百分之九十。  

(二) 地方政府主管之私立學校，最高補助比率為審查核定之金額百分之五十。  

(三) 教育部主管學校，採全額補助。  

十四、本署得視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或因應傳染病、天然災害、重大變故或其他特殊需要，

酌予調整核定經費，不受第五點經費補助基準上限之限制。 

十五、本要點申請補助、核撥及結報，應專款專用，並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六、本署及地方政府得不定期訪視學校執行績效，作為下次補助之參考。 

            執行本要點績優之地方政府及學校，由本署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或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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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期程 申請作業 

2 月底前 
1.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向地方政府之國際教育行政支援窗口提送申請表件。 

2. 教育部主管學校向國教署任務學校提送申請表件。 

3 月 31 日前 
1. 地方政府完成初審並排列優先順序後，函報國教署。 

2. 國教署任務學校彙整函報國教署。 

4 月至 5 月 國教署進行申請經費補助審查。 

5 月底前 國教署函知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計畫審查結果及核定補助金額。 

圖 11 計畫申請系統作業流程圖 

※各學年度申請期程，以國教署函文公告為主。 
貳、SIEP 申辦流程 



47 

※下面表格呈現為線上登錄後輸出之書面格式。 

參、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申請補助表格 

 

 

學校代碼：○○○○○○                         編號：（請勿填寫） 

申請學校：（全銜）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111學年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計畫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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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皆採取線上申請模式，校長可直接於線上進行批閱，送出申請，以落實行政減量。 

學校名稱  

學校代碼  

學校地址   

學習階段與

類型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單科型高中 

學校規模 

班級數 
若學校包含多個教育階段或類型，需詳細列出各類型班級

數之資訊，例如：國中部○○班、高中部○○班。  

學生數 
若學校包含多個教育階段或類型，需詳細列出各類型學生

人數之資訊，例如：國中部○○人、高中部○○人。 

教師數  

聯絡人  

姓    名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校長  

姓    名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承辦單位主任

核章 
校長核章   

壹、學校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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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進行方式  □議題融入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  □結合國際交流 

課程範疇 

（可複選）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課程融入領域 

（可複選）  

國小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科技 □藝術 □健康與體育 

國中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科技 □藝術 □健康與體育 

高中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科技 □藝術 □健康與體育 

 □專業科目－科別／專門學程名稱（_____） 

實施之科目名稱（_____） 

通過，計畫名稱：（系統直接帶入計畫書名稱及連結） 

未通過，計畫名稱：（系統直接帶入計畫書名稱及連結） 

未申請  

110年度SIEP-NC 

申請情形  

一、SIEP-NC 課程實施對象宜包括全校學生，強調長期、系統性的跨領域課程。 

二、課程實施範疇限於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 

三、每校 SIEP-NC 課程與 SIEP-BC 之計畫僅能擇一軌申請。 

貳、SIEP-NC 計畫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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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背景分析 

學校 

課程 

特色課程   

現有課程計畫   

教師 

社群 

國際教育知能   

國際教育相關

社群運作 
  

學生 

背景 

多元文化背景   

探究能力   

外部 

資源 

家長參與   

社區與組織    

一、請依照下述面向分析學校國際教育相關資源。 

二、請以重點條列式書寫。 

三、請以學校近二年資源情形敘寫，每個欄位文字以 200 字為限。 

參、學校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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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析學校近二年推動情形敘寫，質性說明文字以 100 字為限。 

肆、國際教育現況分析 

國際教育相關 

課程及教學活動 

項目勾選 質性說明 

請逐項檢視，並於適切處打勾。 
請針對左欄勾選項目條列
說明。 

課程進行方式 

議題融入 

國際專案學習交流 

結合國際交流 

  

課程類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彈性學習 

  

課程主題 

文化學習 

國際關連 

全球議題 

  

統整模式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統整 

  

融入之課程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科技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藝術 

專業科目－科別／專門學程名稱 

 （______）實施之科目名稱（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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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標 

※請以條列式敘寫，文字簡明扼要為宜。 

一、綜合前述「學校資源盤點」與「國際教育現況分析」，擬定本計畫目標，並應勾選對應

之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作為學習目標轉化的依據。 

二、「彰顯國家價值」為必選面向，每個計畫皆須選取至少一個。 

三、各階段所羅列之實質內涵為階段基準，學校可依據個別推動情形彈性調整內容（如某國

小之學生群已具備相當豐富的國際教育能力，即可設定國中階段之指標項目為目標）。 

四、如去年（110年度）有執行SIEP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計畫，請以延續性的角度說明本

年度計畫目標及內容精進之處。如未執行，也請說明本計畫與學校其他相關計畫或課程

之關聯性。 

伍、本計畫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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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國教院 109 年 10 月公告之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一覽表 

教育階段 

 

面向 

國小(E) 國中(J) 高中(U) 

彰顯國家 

價值 

□國 E1了解我國與世界其

他國家的文化特質

。 

□國 E2發展具國際視野的

本土認同。 

□國 E3具備表達我國本土

文化特色的能力。 

□國 J1理解我國發展和全

球之關聯性。 

□國 J2發展國際視野的國

家意識。 

□國 J3展現認同我國國家

價值的行動。 

□國 U1從歷史脈絡中理解

我國在國際社會的

角色與處境。 

□國 U2肯認自己對國家的

責任。 

□國 U3參與我國永續發展

的行動。 

尊重多元 

文化與 

國際理解 

□國 E4了解國際文化的多

樣性。 

□國 E5發展學習不同文化

的意願。 

□國 E6區辨衝突與和平的

特質。 

□國 J4認識跨文化與全球

競合的現象。 

□國 J5尊重與欣賞世界不

同文化的價值。 

□國 J6評估衝突的情境並

提出解決方案。 

□國 U4分析我國在全球競

合關係中的地位。 

□國 U5肯認跨文化反思的

重要性。 

□國 U6提出維護世界和平

的行動方案並落實

於日常生活中。 

強化國際 

移動力 

□國 E7認識各種國際能力

。 

□國 E8體認國際能力養成

的重要性。 

□國 E9運用多元方式參與

學校的國際文化活

動。 

□國 J7了解跨語言與探究

學習的重要內涵。 

□國 J8覺察外語與探究學

習對國際能力養成

的重要性。 

□國 J9運用跨文化溝通技

巧參與國際交流。 

□國 U7理解跨語言與探究

學習的多元途徑。 

□國 U8反思自我國際能力

的學習歷程與成果

。 

□國 U9具備跨文化溝通與

國際合作的能力。 

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國 E10認識世界基本人

權與道德責任。 

□國 E11體會國際弱勢者

的現象與處境。 

□國 E12觀察生活中的全

球議題，並構思

生活行動策略。 

□國 J10了解全球永續發

展之理念。 

□國 J11尊重與維護不同

文化群體的人權

與尊嚴。 

□國 J12探索全球議題，

並構思永續發展

的在地行動方案

。 

□國 U10辨識全球永續發

展的行動策略。 

□國 U11體認全球生命共

同體相互依存的

重要性。 

□國 U12發展解決全球議

題方案與評價行

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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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稱 工作事項 

      

      

      

      

      

      

      

      

      

   

   

   

   

   

   

   

   

陸、組織分工 

註：實際組別規劃與成員得依各校的推動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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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圖 

一、課程架構或課程地圖提供整全視野來理解課程特色，可看出課程的系統性與整體性。 

二、請依據學校願景、課程目標、學生學習目標、主題、年級、領域、策略等項目思考，繪

製課程架構圖。 

三、請具體呈現課程計畫所涵蓋的年級或年段，以呈現課程實施之範疇。 

柒、本計畫之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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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單元名稱  

 

設計理念   

融入領域／科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科技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生活課程 □藝術 

□專業科目－科別／專門學程名稱（_______） 

    實施之科目名稱（_______） 

年級／班級   

總節數   

國際教育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ex ：國 J1-1 

  國U2-1  

  

教學活動 內容簡述 教學時數 目標 

評量方式 

（包含總結性與形

成性評量） 

      請填寫對

應學生學

習目標代

碼（ex ： 

國 J1-1）  

 

※請自行增減表格，線上系統需至少登錄三份課程表格。 

註： 

一、「學生學習目標」、「總結性評量」及「評量方式」都必須建立在實施的課程活動之上，

受到課程活動範疇之限制。 

二、「學生學習目標」為各校依據「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而設計的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活

動具體可達的目標。因此，「學生學習目標」之訂定必須從「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四個面向三個教育階段之 36 項指標項目（詳前述一覽表）對應選定，可單選一項即

可，或跨不同面向複選多項組成。 

三、採用以終為始的課程設計，「總結性評量」為學生於課程中需完成的探究或行動任務，

探究及行動任務之撰寫必需具體，並應與「學生學習目標」相互對應。 

四、「教學活動」之內容簡述縱向需對應「學生學習目標」，並提出對應之教學時數，橫向需

對應「目標」及「評量方式」；「目標」處請填寫「學生學習目標」代碼即可；「評量

方式」為瞭解學生經過教學活動是否已達成「學生學習目標」之衡量工具。 

捌、教學活動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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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作 

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玖、計畫期程 

 

 

 

 

 

 

 

 

 

 

 

 

 

 

 

 

壹拾、預期成效 



58 

壹拾壹、經費需求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讀費、______、

______、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

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

定之相關費用。 

3. 辦理業務所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未執行項 

    目經費(含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應按補 

  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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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SIEP 申請須知 

一、 申請計畫須為學校本位課程（雙語課程除外），且實施對象宜包括全校學生，並強調長

期性、系統性的跨領域課程。 

二、 每校各軌至多申請一件 SIEP（即國定課程及雙語課程僅能擇一申請），且不得有一稿多

投之情形。 

三、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之「彰顯國家價值」為必選面向，各計畫皆須選取至少一個該

面向的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作為學習目標發展之依據。 

伍、111 學年度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審查標準 

圖 12 111 學年度 SIEP 審查標準與計分方式 

SIEP 係學校依自身特色、需求及條件，融合社區及教師資源、學生需求，設計以校為

本的國際教育方案；基於 SIEP 的設計理念與原則，111 學年度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的審查標準與計分方式，包含計畫的完整性、可行性、效益性、政策性及延續性等五大面向

（如圖 12），各面向分別說明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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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計分比重 說明（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完整性 30% 

1. 計畫要件(10%)：計畫內容之各項目（含申請書、主計畫、相關附件）

皆完整填寫。 

2. 計畫結構與內容(20%)：課程架構圖完整，並搭配適切的教學活動與評

量。 

可行性 20% 

1. 支持系統(10%)：組織內團隊分工合宜，有助於計畫之推動。 

2. 評估機制(10%)：組織分工與計畫期程的規劃具有明確的進度及回饋與

修正機制。 

效益性 20% 

1. 校本目標(10%)：根據學校資源盤點與國際教育現況分析，規劃合宜的

計畫推動目標、課程內容及預期成效。 

2. 資源效益(10%)：合理的受益對象，並能關照弱勢學生的學習機會。 

政策性 20% 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對應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延續性 10% 有長期、整體的國際教育規劃。 

加權分數 0-7% 

1-1. 學校人員獲行政人員國際教育 2.0 培力營硏習證書(1%)。 

1-2. 學校人員獲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學校行政團隊初階研習證書(0.5%) 

2-1. 學校人員獲國際教育 2.0 共同課程硏習時數證明(1%)。 

2-2. 學校人員獲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知能初階研習證書(0.5%)。 

3-1. 學校人員獲國際教育 2.0 教師專業知能證明書(1%)。 

3-2. 學校人員獲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知能進階研習證書(0.5%)。 

4.  學校人員擔任 110 年度縣市地方培力團、中央培力團委員，或學校擔 

  任 IELCG 任務學校(1%)。 

5. 學校人員具備 110 年度國際教育 2.0 共通或分流課程講師資格者(1%)。 

6.  學校人員具備 110 年度國際教育 2.0 教育行政人員培力營講師資格者 

  (1%)。 

7.  學校擔任中小學國際教育任務學校（IEAS 或 IERC）(1%)。  

總分 100% 總分為上述評分項目之合計分數。 

表 13 SIEP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111 學年度審查標準與計分方式 

註：(1) 1-2、2-2、3-2 此三項為國際教育 1.0 執行期間核定的研習證書。 

  (2) 加權分數 1-1 與 1-2 若兩者皆符合，僅計算得分高者。2-1 與 2-2、3-1 與 3-2 比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