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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國際化指標 

壹、學校國際化指標六大面向設計

說明： 

學校國際化指標分為六大面向， 

各面向包含「必要指標」及「選項指標」。

「必要指標」符合國際教育 2.0白皮書之重要政策目標； 

「選項指標」依據學校本位發展特色。
學校國
際化

國際化
目標與
特色

校園

國際化

人力

國際化

行政

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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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國際化分級機制

說明： 

依據六大面向指標的必要指標（8個）、選項指標（17個）， 

可區分為（初、進、高）三階。 

「初階」需達到所有的必要指標（8個）加選項指標（2個）合計 10個。 

「進階」需達到所有的必要指標（8個）加選項指標（7個）合計 15個。 

「高階」需達到所有的必要指標（8個）加選項指標（12個）合計 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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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國際化補助及標章申請原則 

一、學校國際化補助申請原則 

（一） 申請初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初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初階／進階／高階的標章。

（二） 申請進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進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進階／高階的標章。

（三） 申請高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高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高階的標章。

二、學校國際化標章申請原則 

1. 有申請 SIEP學校國際化補助之學校：

1. 獲准初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初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初階／進階／高階的標章。

2. 獲准進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進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進階／高階的標章。

3. 獲准高階補助者，隔年必須申請高階標章；同一年不得申請高階的標章。

2. 未申請或未獲准 SIEP學校國際化補助之學校：

1. 得以學校之情況，申請標章任一階別。

2. 已獲得該階別標章之學校，不得申請該階別或比該階別低之 SIEP學校國際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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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國際化補助及標章申請預計辦理時程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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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助 

申

請 
審查 

公

告 

標

章 
申請 

11月中 

至 12月

中初審 

12月

中至

12月

底 

初審

通知 

1月

初至

1月

中補

件 

1月

中至

1月

底複

審 

公告日起 3

年有效 
申請 

11月

中 

至 12

月中初

審 

12月

中至

12月

底 

初審

通知 



5 

陸、學校國際化指標六大面向定義與數量

面向 定義 必要 選項 數量 

A國際化目標與特色 學校敘明自我定位及國際化願景，提出推動學校國際化目標與策略。 1 1 2 

B校園國際化 學校藉由校園之規劃與建置，營造適當與友善的國際化環境。 2 1 3 

C人力國際化 學校鼓勵教師及行政人力國際化培力認證與研習，設置國際化推動團隊。 1 3 4 

D行政國際化 建置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與服務機制，促進課程、學習、交流的國際接軌。 2 4 6 

E課程國際化 從師資、課程實施、評量方式、教學資源，建立課程國際接軌之支持機制。 1 4 5 

F國際夥伴關係 學校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建立並經營平等及互惠國際合作關係。 1 4 5 

合計： 8 1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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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際化目標與特色 

A國際化目標與特色 

定義：學校敘明自我定位及國際化願景，提出推動學校國際化目標與策略。 

2項指標：1項必要指標，1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A-1

訂 定 推 動

學 校 國 際

化之願景、

目 標 與 策

略 及 行 動

方案。

A-1-1（必要）

訂定學校國際化

之發展願景、目

標、策略及行動

方案於校務發展

計畫或國際教育

推動計畫。

1. 提供校務發展計畫書或國際教

育推動計畫中，有明訂學校發展

國際化之願景、目標、策略及行

動方案的部分。

2.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之成立要

點，內容應載明組織成立目的、

推動工作項目、人員編制及執掌

等四項。

1. 提供校務發展計畫書或國際教

育推動計畫中，有明訂學校發展

國際化之願景、目標、策略及行

動方案的部分。

2.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之成立要

點，內容應載明組織成立目的、

推動工作項目、人員編制及執掌

等四項。

1. 提供校務發展計畫書或國際教

育推動計畫中，有明訂學校發展

國際化之願景、目標、策略及行

動方案的部分。

2.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之成立要

點，內容應載明組織成立目的、

推動工作項目、人員編制及執掌

等四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A-1-2（選項）

定期檢核年度推

動現況、成果及

困難，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改善行

動策略。

1.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每年至少

召開兩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2. 內容應包含學校國際化之發展

現況、成果、困難及改善策略等

四項內容。

1.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每年至少

召開兩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2. 內容應包含學校國際化之發展

現況、成果、困難及改善策略等

四項內容。

1. 國際教育推動委員會，每年至少

召開兩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2. 內容應包含學校國際化之發展

現況、成果、困難及改善策略等

四項內容。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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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園國際化 

B校園國際化 

定義：學校藉由校園之規劃與建置，營造適當與友善的國際化環境。 

3項指標：2項必要指標，1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B-1

建置外語／

雙語服務的

國際化校園

B-1-1（必要）

建置外語／雙語

服務的國際化校

園

1. 外語／雙語化行政／教學單位

標示，例如圖書館、班級教室、

行政處室、專科教室等。（至少

提供一項）

2. 外語／雙語之校園平面圖。

1. 外語／雙語化行政／教學單位標

示，例如圖書館、班級教室、行政

處室、專科教室等。（至少提供一

項）

2. 外語／雙語之校園平面圖。

1. 外語／雙語化行政／教學單位

標示，例如圖書館、班級教室、

行政處室、專科教室等。（至少

提供一項）

2. 外語／雙語之校園平面圖。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B-2

建置外語／

雙語學校網

站（頁）

B-2-1（必要）

建置外語／雙語

學校網站（頁）。 

外語／雙語學校網站（頁）包含學

校簡介、重點行事曆（學期起迄）、

學校地址及國際交流負責人員之聯

絡資訊（例如對外國際交流窗口公

用電子信箱、含國籍碼之公用電話

號碼）等四項資訊。 

外語／雙語學校網站（頁）包含學校簡

介、重點行事曆（學期起迄）、學校地

址及國際交流負責人員之聯絡資訊

（例如對外國際交流窗口公用電子信

箱、含國籍碼之公用電話號碼）等四項

資訊。 

外語／雙語學校網站（頁）包含學

校簡介、重點行事曆（學期起迄）、

學校地址及國際交流負責人員之聯

絡資訊（例如對外國際交流窗口公

用電子信箱、含國籍碼之公用電話

號碼）等四項資訊。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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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選項）

提供外語／雙語

動態訊息。

1. 外語／雙語國際教育有關的校

園活動、演講、主題訊息等。

（至少提供一項）

2. 學校國際化活動。

1. 外語／雙語國際教育有關的校園

活動、演講、主題訊息等。（至少

提供一項）

2. 學校國際化活動。

1. 外語／雙語國際教育有關的校

園活動、演講、主題訊息等。

（至少提供一項）

2. 學校國際化活動。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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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力國際化 

C人力國際化 

定義：學校鼓勵教師及行政人力國際化培力認證與研習，設置國際化推動團隊。 

4項指標：1項必要指標，3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C-1

提供國際

化人力盤

點及專業

成 長 機

會。

C-1-1（必要） 

訂定國際化

人力培力之

鼓勵機制。

校內國際化人力培力之獎勵方式，例如

會議紀錄或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校內國際化人力培力之獎勵方式，例如

會議紀錄或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校內國際化人力培力之獎勵方式，例如

會議紀錄或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C-1-2（選項） 

盤點及分析

學校人力國

際化之現狀

及資源。

1. 表列參加過國際教育相關培力認

證（例如國際教育行政及教師研習

認證、外語檢定、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課程方案設計研習及

其他相關之學位進修、培力研習認

證等）之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之人

力國際化資料一覽表。（至少提供

一項）

2. 教師參與雙語／全英語授課之相

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或研習課

程之證明。（至少提供一項）

1. 表列參加過國際教育相關培力認證

（例如國際教育行政及教師研習認

證、外語檢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課程方案設計研習及其他

相關之學位進修、培力研習認證等）

之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之人力國際

化資料一覽表。（至少提供一項）

2. 教師參與雙語／全英語授課之相關

講座、研討會、工作坊或研習課程之

證明。（至少提供一項）

1. 表列參加過國際教育相關培力認

證（例如國際教育行政及教師研習

認證、外語檢定、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課程方案設計研習及

其他相關之學位進修、培力研習認

證等）之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之人

力國際化資料一覽表。（至少提供

一項）

2. 教師參與雙語／全英語授課之相

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或研習課

程之證明。（至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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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選項） 

擔任國際教

育地方培力

團、行政支援

窗口、資源中

心等任務學

校或參與試

辦、研究之學

校。

1. 近三年主辦／承辦／協辦全國性

或轄區國際教育相關計畫，例如擔

任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行政支援

窗口、資源中心等任務學校，或是

自辦國際研討會、協助推動提升國

際競爭力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2. 近三年擔任國際教育之前導、試辦

或研究學校。

1. 近三年主辦／承辦／協辦全國性或

轄區國際教育相關計畫，例如擔任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行政支援窗

口、資源中心等任務學校，或是自辦

國際研討會、協助推動提升國際競

爭力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2. 近三年擔任國際教育之前導、試辦

或研究學校。

1. 近三年主辦／承辦／協辦全國性

或轄區國際教育相關計畫，例如擔

任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行政支援

窗口、資源中心等任務學校，或是

自辦國際研討會、協助推動提升國

際競爭力計畫。（至少提供一項）

2. 近三年擔任國際教育之前導、試辦

或研究學校。

達成標準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C-2

發展多元

化授課師

資。

C-2-1（選項） 

邀請有助於

推動國際教

育之外籍人

士，以多元方

式協助教學

或辦理講座。 

1. 外籍人士入校或線上協助教學之

證明資料。

2. 外籍人士講座之相關資料。

1. 外籍人士入校或線上協助教學之證

明資料。

2. 外籍人士講座之相關資料。

1. 外籍人士入校或線上協助教學之

證明資料。

2. 外籍人士講座之相關資料。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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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行政國際化 

D行政國際化 

定義：建置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與服務機制，促進課程、學習、交流的國際接軌。 

6項指標：2項必要指標，4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D-1

建 置 校

內 系 統

化 行 政

服務。

D-1-1（選項） 

建置國際教

育資料，以利

傳承。

近三年內執行國際教育循環式品質

管理（PDCA）或其他模式之相關資

料。 

近三年內執行國際教育循環式品質

管理（PDCA）或其他模式之相關資

料。 

近三年內執行國際教育循環式品質管理

（PDCA）或其他模式之相關資料。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D-2

提供國

際教育

所需行

政表

單、文

件及合

D-2-1（必要） 

提供外語／

雙語化之各

類行政文件

與表單。

外語／雙語之證書及相關文件，例如

在學證明書、獎狀、畢業證書、成績

單、請假單、課表、社團資訊等。（至

少提供一項） 

外語／雙語之證書及相關文件，例如

在學證明書、獎狀、畢業證書、成績

單、請假單、教案、學習單、課表、

社團資訊等。（至少提供一項） 

外語／雙語之證書及相關文件，例如在學證

明書、獎狀、畢業證書、成績單、請假單、

教案、學習單、課表、社團資訊等。（至少

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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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助

與諮

詢。 

D-2-2（選項） 

學校行政人

員與家長或

社區積極參

加學校國際

化活動，增進

彼此緊密合

作關係。

1. 學校與家長、大專院校或社區團

體辦理學校國際化之相關資料

（包含名單、活動記錄、照片等

三項）。

2. 學生家長、教職員及社區人士擔

任或參與培訓接待家庭之證明

資料。

1. 學校與家長、大專院校或社區團

體辦理學校國際化之相關資料

（包含名單、活動記錄、照片等

三項）。

2. 學生家長、教職員及社區人士擔

任或參與培訓接待家庭之證明

資料。

1. 學校與家長、大專院校或社區團體辦理

學校國際化之相關資料（包含名單、活

動記錄、照片等三項）。

2. 學生家長、教職員及社區人士擔任或參

與培訓接待家庭之證明資料。

達成標準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D-2-3（選項） 

提供外籍學

生或外籍教

學人員所需

外語／雙語

之學習或教

學的生活協

助與諮詢。

1. 外語／雙語之教學／學生手冊

（內容包含校園作息、請假規

定、成績考查、獎懲、設備使用

說明、諮詢服務、健康保險、行

事曆或緊急連絡方式等）。

2. 外語／雙語面對面或線上之諮

詢服務紀錄（諮詢項目包含簽

證、居留證、醫療保險、學生課

務、教師教學、霸凌輔導、校園

生活及其他輔導活動等）。

3. 輔導外籍教師或外籍學生所需

之各項資料，包含外籍教師或外

籍學生之基本資料、緊急聯絡人

姓名、關係、地址與聯繫電話、

學校端緊急聯絡專線、負責人姓

名及該國外交單位聯絡資訊。

1. 外語／雙語之教學／學生手冊

（內容包含校園作息、請假規

定、成績考查、獎懲、設備使用

說明、諮詢服務、健康保險、行

事曆或緊急連絡方式等）。

2. 外語／雙語面對面或線上之諮

詢服務紀錄（諮詢項目包含簽

證、居留證、醫療保險、學生課

務、教師教學、霸凌輔導、校園

生活及其他輔導活動等）。

3. 輔導外籍教師或外籍學生所需

之各項資料，包含外籍教師或外

籍學生之基本資料、緊急聯絡人

姓名、關係、地址與聯繫電話、

學校端緊急聯絡專線、負責人姓

名及該國外交單位聯絡資訊。

1. 外語／雙語之教學／學生手冊（內容包

含校園作息、請假規定、成績考查、獎

懲、設備使用說明、諮詢服務、健康保

險、行事曆或緊急連絡方式等）。

2. 外語／雙語面對面或線上之諮詢服務

紀錄（諮詢項目包含簽證、居留證、醫

療保險、學生課務、教師教學、霸凌輔

導、校園生活及其他輔導活動等）。

3. 舉辦外籍生座談會之證明資料（包含時

間、地點、簽到表、內容大綱及照片等）。 

4. 輔導外籍教師或外籍學生所需之各項

資料，包含外籍教師或外籍學生之基本

資料、緊急聯絡人姓名、關係、地址與

聯繫電話、學校端緊急聯絡專線、負責

人姓名及該國外交單位聯絡資訊。

達成標準 ■需達成  2  項 ■需達成  2  項 ■需達成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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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申 請 外

部資源，

開 發 國

際 交 流

機會，以

協 助 師

生 進 行

國 際 教

育。

D-3-1（必要） 

提供弱勢學

生參與國際

交流活動的

資源或機會。 

提供弱勢學生參與國際教育課程與

活動之相關資源，例如外語學習、參

與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活動經費

補助等證明資料。（至少提供一項） 

提供弱勢學生參與國際教育課程與

活動之相關資源，例如外語學習、參

與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活動經費

補助等證明資料。（至少提供一項） 

提供弱勢學生參與國際教育課程與活動之

相關資源，例如外語學習、參與國際教育課

程、國際交流活動經費補助等證明資料。（至

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D-3-2（選項） 

學校與教師

加入國際教

育相關跨校

／區／國組

織聯盟，與時

俱進加速學

校國際化與

國際接軌。

1. 學校與教師加入跨校／區／國

教育組織聯盟（例如國際教育

NGO／NPO 組織、跨區學校聯

盟、跨校教師專業社群、臺灣國

際教育旅行聯盟、地方培力團

等）之證明資料。（至少提供一

項）

2. 善用跨校／區／國教育組織聯

盟資源，規劃辦理校本國際交流

課程／方案。（至少提供一項）

1. 學校與教師加入跨校／區／國

教育組織聯盟（例如國際教育

NGO／NPO 組織、跨區學校聯

盟、跨校教師專業社群、臺灣國

際教育旅行聯盟、地方培力團

等）之證明資料。（至少提供一

項）

2. 善用跨校／區／國教育組織聯

盟資源，規劃辦理校本國際交流

課程／方案。（至少提供一項）

1. 學校與教師加入跨校／區／國教育組

織聯盟（例如國際教育 NGO／NPO組

織、跨區學校聯盟、跨校教師專業社群、

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地方培力團

等）之證明資料。（至少提供一項）

2. 善用跨校／區／國教育組織聯盟資源，

規劃辦理校本國際交流課程／方案。

（至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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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課程國際化 

E課程國際化 

定義：從師資、課程實施、評量方式、教學資源，建立課程國際接軌之支持機制。 

5項指標：1項必要指標，4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E-1

教 師 實

施 國 際

化 課 程

之能量。 

E-1-1（選項） 

實施教師專業

成長課程或相

關研習，以提

高教師在課程

國際化的專業

素養。

1. 學校主辦／承辦／協辦課程國際

化相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或研

習課程（至少提供一項）之實施計

畫、課程表等資料。

2. 國際教育教師社群於校內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或課程之證明資

料。

1. 學校主辦／承辦／協辦課程國

際化相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

或研習課程（至少提供一項）之

實施計畫、課程表等資料。

2. 國際教育教師社群於校內進行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或課程之證

明資料。

1. 學校主辦／承辦／協辦課程國際

化相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或研

習課程（至少提供一項）之實施計

畫、課程表等資料。

2. 國際教育教師社群於校內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或課程之證明資

料。

達成標準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E-2

發 展 並

實 施 國

際 教 育

課程。

E-2-1（必要） 

依據「國際教

育議題實質內

涵」發展學校

國際教育課

程。

1. 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學校

本位課程計畫或教案擇一（包含學

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成果報

告（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建議

事項等二項）。

1. 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學

校本位課程計畫或教案擇一（包

含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成果

報告（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

建議事項等二項）。

1. 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學校

本位課程計畫或教案擇一（包含

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

2.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成果報

告（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建

議事項等二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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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選項） 

依據「國際教

育議題實質內

涵」發展國際

交流課程，提

供學生國際化

的體驗學習經

驗。

1. 辦理融入「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

涵」之國際交流活動課程設計／方

案（包含課程目標、教學活動、評

量方式等）。

2. 國際交流課程或體驗之成果報告

（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建議

事項等二項）。

1. 辦理融入「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

涵」之國際交流活動課程設計／

方案（包含課程目標、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等）。

2. 國際交流課程或體驗之成果報

告（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建

議事項等二項）。

1. 辦理融入「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

涵」之國際交流活動課程設計／

方案（包含課程目標、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等）。

2. 國際交流課程或體驗之成果報告

（包含學生學習回饋感想及建議

事項等二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2-3（選項） 

建立國際教育

課程成效評估

機制。

1. 設計／應用國際教育相關評量標

準或評分指標（例如前後測），評

估學生學習效益。

2. 教案／方案實施後之教學省思。

1. 設計／應用國際教育相關評量

標準或評分指標（例如前後測），

評估學生學習效益。

2. 教案／方案實施後之教學省思。

1. 設計／應用國際教育相關評量標

準或評分指標（例如前後測），評

估學生學習效益。

2. 教案／方案實施後之教學省思。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3

建 置 課

程 國 際

化 所 需

教 學 資

源。 

E-3-1（選項） 

建置課程國際

化所需教學資

源，以提升課

程國際化品

質。

1. 建置有關學校課程國際化之資訊

設備、網路、視訊設備等三項，以

促進課程國際化。

2. 與國外學校合作進行實體／線上

課程之教學資料。

1. 建置有關學校課程國際化之資

訊設備、網路、視訊設備等三項，

以促進課程國際化。

2. 與國外學校合作進行實體／線

上課程之教學資料。

1. 建置有關學校課程國際化之資訊

設備、網路、視訊設備等三項，以

促進課程國際化。

2. 與國外學校合作進行實體／線上

課程之教學資料。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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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國際夥伴關係 

F國際夥伴關係 

定義：學校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建立並經營平等及互惠國際合作關係。 

5項指標：1項必要指標，4項選項指標。 

次要 

面向 
指標 

佐證資料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F-1

積極建立國際

合作關係。

F-1-1（必要）

主動尋求國際

夥伴。

1. 學校完成上網填寫國際交流平

臺之截圖，例如國際交流櫥窗

（IEW）、iEARN等。（至少提供

一項）

2. 學校運用其他管道尋求國際夥

伴之截圖，例如：FB、Email、

Line、Instagram 等。（至少提供

一項）

1. 學校完成上網填寫國際交流平

臺之截圖，例如國際交流櫥窗

（IEW）、iEARN等。（至少提供

一項）

2. 學校運用其他管道尋求國際夥

伴之截圖，例如：FB、Email、

Line、Instagram 等。（至少提供

一項）

1. 學校完成上網填寫國際交流平

臺之截圖，例如國際交流櫥窗

（IEW）、iEARN等。（至少提供

一項）

2. 學校運用其他管道尋求國際夥

伴之截圖，例如：FB、Email、

Line、Instagram 等。（至少提供

一項）

達成標準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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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選項）

締結國際姊妹

校或國際夥伴

學校。

1. 姊妹校一覽表。

2. 姊妹校締結資料，例如 MOU、

合作意向書、交流成果與效益

等。（至少提供一項）

1. 姊妹校一覽表。

2. 姊妹校締結資料，例如 MOU、

合作意向書、交流成果與效益

等。（至少提供一項）

1. 姊妹校一覽表。

2. 姊妹校締結資料，例如 MOU、

合作意向書、交流成果與效益

等。（至少提供一項）

3. 課程／學制合作方案（例如申

請條件、文件、門檻、學分抵

免、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

等）。（至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達成  2  項

F-2

參與國內的國

際交流活動。

F-2-1（選項）

師生參與國內

實體或線上國

際交流活動。

參與活動（例如國際研討會或賽事、

社區／跨校國際活動、姊妹校來訪接

待、校外／縣市國際文化實體或線上

交流活動等，至少提供一項）之相關

證明及成果資料（包含參與師生名

冊、活動名稱、內容及效益簡述等四

項）。 

參與活動（例如國際研討會或賽事、

社區／跨校國際活動、姊妹校來訪接

待、校外／縣市國際文化實體或線上

交流活動等，至少提供一項）之相關

證明及成果資料（包含參與師生名

冊、活動名稱、內容及效益簡述等四

項）。 

參與活動（例如國際研討會或賽事、

社區／跨校國際活動、姊妹校來訪接

待、校外／縣市國際文化實體或線上

交流活動等，至少提供一項）之相關

證明及成果資料（包含參與師生名

冊、活動名稱、內容及效益簡述等四

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F-3

參與海外國際

交流活動。

F-3-1（選項）

師生參加國外

實體國際交流

活動。

師生參加國外技能／語言學習、遊

學、姊妹校交換、會議、競賽、展演

等活動內容、時間、地點等相關資料。

（至少提供一項） 

師生參加國外技能／語言學習、遊

學、姊妹校交換、會議、競賽、展演

等活動內容、時間、地點等相關資料。

（至少提供一項） 

師生參加國外技能／語言學習、遊

學、姊妹校交換、會議、競賽、展演

等活動內容、時間、地點等相關資料。

（至少提供一項） 

達成標準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需全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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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擴大國際合作

成效與影響。

F-4-1（選項）

參與校內、外之

國際交流分享

活動。

1. 公開發表或分享國際交流經驗

（例如參與展覽、座談會或分享

會之心得，至少提供一項）。

2. 參與國際教育資源中心（IERC）

辦理之國際教育社群（IEG）。

1. 公開發表或分享國際交流經驗

（例如參與展覽、座談會或分享

會之心得，至少提供一項）。

2. 參與國際教育資源中心（IERC）

辦理之國際教育社群（IEG）。

1. 公開發表或分享國際交流經驗

（例如參與展覽、座談會或分享

會之心得，至少提供一項）。

2. 參與國際教育資源中心（IERC）

辦理之國際教育社群（IEG）。

達成標準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需達成  1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