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年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年度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教材、資訊網及學校本位
國際教育計畫。 

 

貳、目的 

一、瞭解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以及國際教育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實
踐中的意涵與方法。 

二、藉由國際教育政策理論與實際課程教學之落實，培訓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推廣之種子教
師，強化專業素養、實務能力與促進專業成長，進而建立人才資料庫。 

三、透過工作坊實務操作，鼓勵各學校與教師自行研發教材和設計課程，建立教學資源資
料庫，達成資源共享與成果推廣之目的。 

四、鼓勵教師自行研發教材和設計課程，並給予優良課程方案發表之機會。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協辦單位：北區：新北市及人高級中學 

南區：屏東縣南榮國民中學 

               
肆、研習對象 
一、國小、國中、高中與高職教師對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有興趣者，以未參加過中小學國際

教育融入課程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之教師為優先。 

二、每場次預計 150 人，額滿為止。如有缺額，依報名順序錄取。 

 

伍、研習時間與地點 
一、分北區與南區，各辦理一場為期一天之研習。 

  二、各區時間地點： 

(一) 北區：104 年 3 月 27 日 (五) 新北市及人高級中學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 1 號 

(二) 南區：104 年 4 月 17 日 (五) 屏東縣南榮國民中學 

屏東縣崁頂鄉田寮路 1 之 15 號 

 

陸、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報名時間：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www1.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北區：104 年 3 月 09 日(一)～102 年 3 月 20 日(五) 

    南區：104 年 3 月 09 日(一)～102 年 4 月 10 日(五) 

二、如有相關問題，請與下列工作人員聯絡： 

報名與研習內容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欣小姐。聯絡電話：02-77343865。 

交通與會場相關問題： 

北區：新北市及人高級中學曾昶順組長，聯絡電話： 02-22112581 轉 283。 

交通車接駁地點：捷運新店總站、臺鐵板橋火車站 

南區：屏東縣南榮國民中學吳政憲主任，聯絡電話：08-8631112 轉 12。 

      交通車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臺鐵屏東潮州站 

三、報名時請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所需額外資訊」欄位中，「其他資訊填寫說
明二」中加註搭乘地點。 

http://www1.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柒、經費 

一、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二、參加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所遺課務排代及差旅費由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支給。 

 

捌、其他 

一、參加教師請準備：目前任教科目課本、教師手冊、備課用書，以便工作坊分組討論與
實作之進行。 

  二、響應環保及節能減碳，與會人員請自備環保杯(筷)。 
  三、本研習備有專車接駁。 
四、全程參與工作坊教師核發研習時數 6 小時。 

五、建議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議程 
 

日期：104 年 3 月 27 日 (五)                              

地點：新北市及人高級中學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9:00 30 分 報               到 

09:00-09:10 10 分 致歡迎詞暨優良課程方案頒獎 主持人：洪騰祥校長 

09:10-10:00 50 分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

理念與實務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理念 

國際教育課程方案設計 

 

主持人：洪騰祥校長 

主講人：劉美慧教授       

10:00-10:20 20 分 茶               敘 

10:20-12:10 110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例分享 

 

 

1. 和世界交朋友 

2. 褪去族群有色眼鏡  

3. 德勒斯登大轟炸 

4. 量身打造美嬌娘 

5. 原來我們「連」在一起 

主持人：劉美慧教授 

主講人： 

國小組：陳達萱教師 

國中組：黃麗美教師 

高中組：黃春木教師 

高職組：吳季昭教師 

特  優：林秀瑜教師 

12:10-13:30 80 分 午               餐 

13:30-15:10 100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作與分享 

分組進行： 

課程方案設計實作 

國小組：洪夢華教師 

洪麗卿教師 

陳達萱教師 

國中組：黃麗美教師 

葉芳吟教師 

高中組：黃春木教師 

彭盛佐教師 

高職組：吳季昭教師 

黃淑玫教師 

15:10-15:20 10 分 茶               敘 

15:20-16:10 50 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作與分享 

分組進行： 

課程方案分享與討論 

 

國小組：洪夢華教師 

洪麗卿教師 

陳達萱教師 

國中組：黃麗美教師 

葉芳吟教師 

高中組：黃春木教師 

彭盛佐教師 

高職組：吳季昭教師 

黃淑玫教師 

16:10 賦歸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議程 

日期：104 年 4 月 17 日 (五)                              

地點：屏東縣南榮國民中學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20 20 分 報               到 

09:20-09:30 10 分 致歡迎詞暨優良課程方案頒獎 主持人：張顥騰校長 

09:30-10:20 50 分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

理念與實務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理念 

國際教育課程方案設計 

主持人：張顥騰校長 

主講人：劉美慧教授       

10:20-10:30 10 分 茶               敘 

10:30-12:20 110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例分享 

 

 

1. 國際教育交流融入學校

本位課程 

2. The Hero In Me  

3. 國際教育教室連結課程

設計 

4. 道德與人權的辨證—從

代理孕母談起 

5. 食呈相識、節似台灣 

主持人：劉美慧教授 

主講人： 

國小組：宋宗樺教師 

國中組：葉芳吟教師 

高中組：陳雲釵教師 

高職組：黃淑玫教師 

特  優：高賢純教師 

 

12:20-13:40 80 分 午               餐 

13:40-15:20 100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作與分享 

分組進行： 

課程方案設計實作 

國小組：洪麗卿教師 

陳韻如教師 

宋宗樺教師 

國中組：黃麗美教師 

葉芳吟教師 

謝建豐教師 

高中組：彭盛佐教師 

陳雲釵教師 

高職組：吳季昭教師 

黃淑玫教師 

15:20-15:30 10 分 茶               敘 

15:30-16:20 50 分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

課程實作與分享 

分組進行： 

課程方案分享與討論 

 

國小組：洪麗卿教師 

陳韻如教師 

宋宗樺教師 

國中組：黃麗美教師 

葉芳吟教師 

謝建豐教師 

高中組：彭盛佐教師 

陳雲釵教師 

高職組：吳季昭教師 

黃淑玫教師 

16:20 賦歸 



 

 

 

主講人簡介 

主講人 服務單位與經歷 課程名稱 

劉美慧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二、教育部國際教育課程發展子計畫主持人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之理念與

實務 

林秀瑜 
一、新北市長安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二、獲 103 年國際教育優良課程方案國小組特優 中小學國際教育融入課程實

例分享 

高賢純 
一、南投縣埔里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二、獲 103 年國際教育優良課程方案國中組特優 

洪夢華 

一、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二、中央輔導團課程與教學團隊社會領域 

三、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一、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方案

修改與實作 

二、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方案

分享與討論 

洪麗卿 

一、臺北市雙園國小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陳韻如 

一、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陳達萱 

一、臺北市修德國小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宋宗樺 

一、高雄市苓洲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二、高雄市國際教育任務學校獲全國教學卓越金

質獎 

三、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葉芳吟 

一、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英語專任輔導員 

三、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黃麗美 

一、臺北市敦化國中退休教師 

二、臺北市社會學習領域輔導團團員 

三、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謝建豐 

一、高雄市鳳翔國中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彭盛佐 

一、新北市北大高級中學輔導主任 

二、獲新北市 102 年推動國際教育有功人員獎 

三、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黃春木 

一、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陳雲釵 

一、高雄市文山高中專任教師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吳季昭 

一、高雄市三信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長室秘書兼

國際教育執行祕書 

二、教育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貢獻獎 

三、教育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

學、國際交流專業社群種子教師 

四、高雄市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種子教師 

黃淑玫 

一、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務主任 

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種子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