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實施計畫 
(20220315修正)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二、教育部國際教育資源中心（IERC）工作計畫書 

貳、目的 

一、落實 IERC轄下縣市各級學校推廣國際教育政策。 

二、形成推動國際教育網絡。 

三、增進國際教育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研習對象及公假 

請各高中、國中、國小負責國際教育推廣之承辦處室主任或組長或承辦老師，擇場

次推派 1名報名參加，並核予公假，課務派代，預計每場次錄取人數 90名，依報名

先後順序錄取，本研習將另行發文。 

伍、研習日期與線上研習 

一、研習時間： 

    國小場次一:111年 4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國小場次二:111年 5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國中場次一:111年 4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國中場次二:111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高中場次一:111年 4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高中場次二:111年 5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20分至 17時。 

二、線上研習-請錄取學員使用 Google Meet線上直播視訊，會議室 

    meet.google.com/oks-iwur-fdn。本研習採線上同步方式進行，無現場報名機制。 

陸、報名時間與方式 

各校參與人員請於每場次七天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1.inservice.edu.tw/)完成報名。 

柒、經費：研習經費由教育局年度預算及國際教育任務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捌、其他 

一、研習時，請參與者以「學校+實名」登入 Google帳戶，每日簽到以表單登錄方

式進行，參與者須按時簽到。 

二、全程參與者，核與研習時數 3小時。 

玖、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一、大安高工學務處 詹宓錫主任、陳雅慧老師 

    二、聯絡電話:(02)2709-1630分機 1201、1213 

    三、電子信箱: slct@taivs.tp.edu.tw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mailto:slct@taivs.tp.edu.tw


國小場次一: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國小 

時間： 111年 4月 13日（星期三）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20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台日教育交流如何辦理及現況分享 

            -日本交流協會 

長野縣教育交流介紹 

主講人： 

詹依靜 經濟部 專員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文化國小 

主講人： 

陳知臨 國際文化部主任 

楊上萱  教學組長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國小場次二: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國小 

時間： 111年 5月 11日（星期三）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23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台韓教育交流如何辦理及現況分享 

          -韓國觀光公社台北支社 

主講人： 

洪慈璘  小姐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文化國小 

主講人： 

陳知臨 國際文化部主任 

楊上萱  教學組長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國中場次一: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國中 

時間： 111年 4月 20日（星期三）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35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台日教育交流如何辦理及現況分享 

            -日本交流協會 

大阪教育交流介紹 

主講人： 

詹依靜 經濟部 專員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 

主講人： 

李鴻偉  組長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國中場次二: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國中 

時間： 111年 5月 16日（星期一）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38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台韓教育交流如何辦理及現況分享 

          -韓國觀光公社台北支社 

主講人： 

洪慈璘  小姐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 

主講人： 

李鴻偉  設備組組長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高中職場次一: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高中 

時間： 111年 4月 25日（星期一）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40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在台日本人看見的臺灣魅力 

              -表演工作者/兼任日語教師 
來台 12年，曾主持國興衛視絕對台灣 

主講人： 

島田惠  老師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主講人： 

黃世隆  主任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高中職場次二:  

111年度國際教育交流宣導與實務經驗分享 
議程 

對象：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公私立高中 

時間： 111年 5月 26日（星期四）13:20-17:00          課程代碼: 3390642 

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者/主持人 

13:20-13:30 10’ 報到及說明研習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大安高工團隊 

13:30-15:00 90’ 

在台日本人看見的臺灣魅力 

              -表演工作者/兼任日語教師 
來台 12年，曾主持國興衛視絕對台灣 

主講人： 

島田惠  老師 

15:00-15:10 10’ 休息 大安高工團隊 

15:10-16:40 90’ 
國際教育交流辦理實務分享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主講人： 

黃世隆  主任 

16:40-17:00 20’ 綜合座談 大安高工團隊 

17:00-  研習結束 大安高工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