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中小學國際教育 2.0–SIEP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工作坊實施
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二、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25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54079 號函。
貳、目的：
因應教學現場對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之發展需求，邀請資深課程發展
講師講解概念、分析實例、引導撰寫，提升現場教師發展國際教育雙語課程之知
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肆、研習對象：
一、服務學校有申請教育部國教署補助 111 學年或 110 學年之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精進計畫–國際教育融入雙語課程計畫之高中以下、國小以上有意
發展國際教育雙語課程教師。（通過或非通過皆可報名）
二、工作坊以課程設計為主，鼓勵擔任課程設計之專任教師參加。
伍、研習方式：
為考量防疫與時間效率，採線上研習方式辦理。國高中組（A 與 B 班）統
一進入線上會議室後，由工作人員分組進行。
國小組：
https://nckucc.webex.com/nckucc-en/j.php?MTID=mf40b495a3d932fa36381c8d773e0effd

國高中組：
https://nckucc.webex.com/nckucc-en/j.php?MTID=mfe2bfa55dba57d488e7b3506cf9ef4c0

陸、報名方式：
一、請上 Google 表單填寫相關資料。
二、Google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bma7jrpe32y6fMCDA
三、錄取名額：國小組 50 名，國高中組 50 名。以報名順序錄取。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1 日止。
柒、研習日期：
國小組：111 年 3 月 22 日；研習時間為早上 9：00~16：00。
國高中組（A 班）：111 年 3 月 23 日；研習時間為早上 9：00~16：00。
國高中組（B 班）：111 年 3 月 23 日；研習時間為早上 9：00~16：00。
捌、研習簽到：
本次課程於會議當天提供線上簽到、退連結，紀錄出席情形。
玖、聯繫窗口：
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陳一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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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6-2757575#52245。
聯絡信箱：z10908044@email.ncku.edu.tw
壹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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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遺課務排代由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壹拾壹、其它：
一、本中心保有研習活動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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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 年中小學國際教育 2.0–SIEP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工作坊議程
（國小組，3/22）
時間

課程名稱／講者

08:3008:50

20 分

報到

8:509:00

10 分

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介紹／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主任 鄒文莉教授

9:009:50

50 分

雙語課程 4C2++概念／
主講：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講座助理：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9:5010:00

10 分

休息
雙語課程 4C2++實例分析／

10:0010:50

50 分

主講：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講座助理：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10:5011:00

10 分

休息

11:0011:50

50 分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講座助理：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11:5013:00

70 分

午休

13:0013:50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概念為本與表現任務導向的課程設計／
主講：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講座助理：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13:5014:00

10 分

休息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雙語國際教育素養評量設計／
主講：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講座助理：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10 分

休息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呂翠鈴校長
講座助理：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高瑞敏主任

14:0014:50
14:5015:00
15:0015:50
15:5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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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中小學國際教育 2.0–SIEP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工作坊議程
（國高中組 A 班，3/23）
時間

課程名稱／講者

08:3008:50

20 分

報到

8:509:00

10 分

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介紹／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主任 鄒文莉教授

50 分

雙語課程 4C2++概念／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10 分

休息

10:0010:50

50 分

雙語課程 4C2++實例分析／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10:5011:00

10 分

休息

50 分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70 分

午休

13:0013:50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概念為本與表現任務導向的課程設計／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13:5014:00

10 分

休息

14:0014:50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雙語國際教育素養評量設計／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14:5015:00

10 分

休息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徐雅鐘主任（暫定）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9:009:50
9:5010:00

11:0011:50
11:5013:00

15:0015:50

講座助理：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吳芳蕙老師

15:5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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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組 B 班，3/23）
時間

課程名稱／講者

08:3008:50

20 分

報到

8:509:00

10 分

國際教育雙語課程發展介紹／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主任 鄒文莉教授

9:009:50

50 分

雙語課程 4C2++概念／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9:5010:00

10 分

休息

10:0010:50

雙語課程 4C2++實例分析／
50 分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10 分

休息

11:0011:50

50 分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11:5013:00

70 分

午休

10:5011:00

13:00-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概念為本與表現任務導向的課程設計／
50 分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10 分

休息

14:0014:50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雙語國際教育素養評量設計／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14:5015:00

10 分

休息

50 分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雙語課程撰寫實作／
主講：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葉芳吟老師

13:50
13:5014:00

15:0015:50

講座助理：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蕭雅憫老師

15:5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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