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推動國際教育行動方案 - 104年第1至第4季各科室國際交流成果彙整
執行項目

執行 執行
計畫 內容

執行情形(計畫內容、開辦梯次、受益人數)

承辦科室

實施期程

1.天下雜誌線上資料庫計有232校採用。
2.國際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徵選分「使用國際教育補充教材」、「天下雜誌群知識
庫」與「坊間國際議題叢書融入課程」三大類進行徵選，共選出26件優良作品。
3.新北市104年度國際教育主題分享研習規劃運用國際議題融入數學領域課程之教學
設計、國際教育創新教學設計徵選頒獎與分享，於12月21日於永平高中辦理，80位
教師參與。

新民科

104/1/1-12/31

北大國小

參考外國經驗開發領域教學融入國際元素學習設計，至12月已完成五年級下學期初
稿。

新民科

104/1/1-12/31

母語師資培訓、母國語言
教學、華語補救教學

本市各級學校

1.新住民母語師資培訓計66人獲得證書。
2.東南亞母國語言學習課程學校團體開班，共計25校、49班，約440人參與。
3.華語補救教學共開辦70班，計287人次學生受益。

新民科

104/1/1-12/31

新住民志工暨故事媽媽推
廣多元文化教材

本市志工及學生

新住民志工媽媽於國際文教中心等為新住民子女說故事與伴讀學習，以落實推動多
元文化教育及提升親子良性互動。本案補助九大區國際文教中心學校志工媽媽利用
多元文化教材進行1,692場活動，計5萬7,289人次參與。

新民科

104/1/1-12/31

小教科

無

無

無

無

無

計畫名稱

對象

1.設置課程研究發展小組

國際文教輔導團-課程教學
明德高中等7校
發展組實施計畫

一、
辦理
國際
教育
融入
課程

2.研編國際教育理解課程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數學領
域計畫
3.推廣多元文化學習教材

1.推動多元活化課程實驗計畫
多元活化課程計畫於102學年度終止

壹
、
課
程
與
教
學
發
展

2.擴大高中高職第二外語課程
無
3.鼓勵師生參與外語能力檢定
無
4.推動英速魔法學院體驗學習

英速魔法學院冬令營

本市五六年級國
小學生

二、
提升
外語
能力
英速魔法學院平日梯隊

英速魔法學院夏令營

本市五年級國小
學生

本市四五六年級
學生

1.於龍埔國小、光復國小、乾華國小、坪林國小闊瀨校區及興福國小5校區辦理。
2.104年度冬令營開放本市103學年度學籍在籍之國小五到六年級學童報名參加5天4
夜之體驗營隊，透過免出國遊學的方案，讓各種不同程度及學習需求的學童，在專
業外語教師進行英語體驗教學，活學活用英語，讓學童英語口語表達與生活自理能
力更加倍增能，以培養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與信心，進而奠定日後語言學習的基
礎。
3.冬令營共計591名學生參加。
1.龍埔國小、光復國小、乾華國小、坪林國小闊瀨校區及興福國小5校區辦理。
2.提供本市五年級學童以班級為單位，免費體驗3天2夜營隊課程，由外籍專業英語
教師進行英語體驗教學，活學活用英語，讓學童英語口語表達與生活自理能力加倍
，以培養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與信心，進而奠定日後語言學習基礎。
3.共分三階段，共計10,888名學生參加。
第一階段:本市核定之偏遠學校(以103學年度為基準)，由本局指定參加。
第二階段:普通班班級數(含藝才及體育班)30班以下之學校，由本局指定參加。
第三階段:普通班班級數(含藝才及體育班)31班以上之學校，若報名額滿則採公開抽
籤方式辦理。

104/2/2-2/13

小教科

104/1/1-12/31

1.龍埔國小、光復國小、乾華國小、坪林國小闊瀨校區及興福國小5校區辦理。
2.104年度夏令營開放本市103學年度學籍在籍之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報名參加5天4
夜之體驗營隊，希望透過免出國遊學的方案，讓各種不同程度及學習需求的學童，
在專業外語教師進行英語體驗教學，活學活用英語，讓學童英語口語表達與生活自
理能力更加倍增能，以培養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與信心，進而奠定日後語言學習的
基礎。
3.辦理五天四夜梯隊，共計1,616名學生參加。

104/7/6-8/7

1.培育市級國際教育種子教師

貳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一、
培育
國際
教育
種子
教師

本市教室連結網絡社群種
子學校培育計畫

秀峰國小等18所
種子學校

邀集全國優質講師與本市學校分享，利用全球網絡平臺，帶領學生與世界各地學生
進行交流，共辦理3場研習後於9大分區成立18所種子學校，計70校辦理。

新民科

於4月18日至26日赴俄羅斯索契參加SportAccord年會共計6位人員與會參展，透過持
續性之國外參訪及觀摩，強化國際友人對本市重視體育運動印象，增加未來成功爭
取辦理國際知名單項賽事之機率，同時配合宣傳2016國際少年運動會(ICG)向國際友
人行銷新北市。

體育處
競技科

104/3/1-12/31

2.薦派種子教師參與國際教育活動
申辦2020亞洲沙灘運動會
及2023亞洲運動會

本府教育人員及
專家學者

104/1/1-12/31

3.建立種子教師巡迴輔導機制
無
1.辦理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無

無

無

無

展

2015國際環境教育論壇

本市公立各級學
校

二、
增進
教師 國際教育議題教師專業社
仁愛國小等21校
國際 群
教育
專業
2.辦理國際教育課程實務工作坊
知能

教室連結網絡社群策略聯
盟

本市公立各級學
校

1.辦理論壇活動1場次，藉由邀請日本食育基本法推動之專家學者與國內專家學者進
行有關食農教育的專題演說和經驗分享，提升教育人員的專業之能和提供學校推廣
食農教育的方法和策略，計260人次參與。
2.邀請本市大坪、米倉、新泰、瑞平4校、八里焚化廠，以及石碇區特色小農辦理食
農教育及地方特色農產品展示，呈現本市食農教育及農作特色，計60人次參與。
3.結合辦理本市國、高中職「在地飲食，創意菜單」設計料理競賽決賽1場次，並展
示各參賽隊伍低碳飲食菜單及料理成果，計70人次參與。
4.辦理新北市友善農場食物體驗互動交流參訪行程，分別前往坪林、貢寮、鶯歌、
樹林、林口、淡水6個參訪地點，提升參與教師系統性規劃校園食農教育課程的知能
，計250人次參與。
1.為提升教師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能力，深化教學專業內涵，並營造優質之國際
教育議題教學氛圍，建構支持網絡，特別成立教師國際教育議題專業社群。
2.104年2~7月補助13校、130人參與。

1.由教師設計主題課程，運用ICT與網絡社群，與國際教育夥伴交流對話，係一有效
推動學校國際教育課程之平臺。
2.共70校(含1所中心學校、18所種子學校及51所參與學校)參與，辦理市級研習籌備
會議、分區研習、策略聯盟交流研習工作坊、分區聯盟工作坊、種子學校增能研習
及各校課程計畫等，計有4,530位師生受益。

環教科

104/7/7-7/8

新民科

104/2/1-7/31

新民科

104/1/1-12/31

3.辦理英語教師國際短期訓練
新北市公立國小英語教師
國際短期教育訓練計畫、
國際短期教育訓練專題分
享研習會

辦理英語教育之
校長、主任及經
徵選國小英語教
師

1.正副領隊2名及10名國小英語教師前往美國維吉尼亞州Fairfax學區、紐澤西州
Freehold學區進行2週國際短期教育訓練。
2.12月8日於鷺江國小辦理國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經驗分享研習，計100人
參與。

小教科

104/10/2-12/8

1.設置國際交流計畫審查與補助小組
1.引導學校透過「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
國際化」四個面向實施國際教育，加強國際教育深度，落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
畫。
2.教育部核定本市14校、18案申請補助，部款補助119萬2,735元，市款補助79萬
5,157元，本局額外補助10校、10案申請補助，計補助20萬元。

新民科

104/1/1-12/31

為鼓勵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交流，訂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審
核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出國經費原則」，補助一般國際交流類：即一般學校受姊妹校
或他國單位邀約出國作體育、文化、藝術、教育等交流活動，共計補助鄧公國小等
39校，共計1,256名親師生出國參訪日本、韓國、新加坡、芬蘭、法國等地進行國際
交流。

新民科

104/1/1-12/31

104年度(1~12月)本市公私立學校締結姐妹校資料:
1.歐洲地區學校:高中職1校、國中1校。
2.美加地區學校:高中職3校。
3.紐澳地區學校:高中職1校。
4.亞洲地區學校：高中職12校、國中7校、國小3校。
(詳如附件)

新民科

104/01/01-12/31

新北市103學年度薦送高中
職學生赴德國技職研習計 本市高中職學校
畫

薦送本市高職優秀選手參加國際及全國技藝競賽金手獎選手赴海外進行職業技能深
化研習，活動期程於5月4至15日，為期12天，共計薦派17位工業類選手赴德國
Berufskolleg Bocholt-West、德國Berufskolleg Borken、德國Berufskolleg fuer
Technik Ahaus等3所技職學校，及相關企業研習。

中教科

104/5/4~5/15

新北市103學年度薦送高中
職學生赴日本技職研習計 本市高中職學校
畫

薦送本市高職優秀選手參加國際及全國技藝競賽獲商業、家事及農業類金手獎選手
赴日本進行職業技能深化研習，活動期程於5月7至5月14日，為期8天，共計薦派16
位工業類選手赴日本東京、大阪技職學校，以及京都有機質資源株式会社、
HONDATWIN RING MOTEGI、TOYOTA等企業研習。

中教科

104/5/7~5/14

本市接待學校及
接待家庭與選送
本市30名赴美高
中生

1.接待17所接待學校、5所國際遊學路線學校、30組接待家庭成員、54名校園接待大
使及班級學伴。
2.交流:本市30名選送高中學生進行培訓，於10月赴美參與高中入班學習3週。

新民科

104/1/1~12/31

本市高中職暨國
中小學生

昂揚計畫透過「文化認識」、「職涯認知」與「企業見習」的方式，積極強化新住
民子女發揮雙語言多文化優勢，以培育未來的東協經貿人才為目的。
1.7月以夏令營方式辦理培訓，計162人參與課程，130人取得結業證書。
2.由前揭學員中甄選高中職組24名優秀學生前往越南進行企業參訪見習；國中小組
20位學生前往泰國進行文化體驗參訪。
3.年9月24日辦理成果記者會、9月25日辦理新北新故鄉‧昂揚中秋情─中秋月光晚
會，11月辦理4場分享會。

新民科

104/1/1-12/31

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計畫(SIEP)

一、
協助
各校
辦理
國際
交流
活動

本市公私立高中
職暨國中小

2.訂定新北市學校國際交流補助計畫

補助各級學校一般例行性
因公出國計畫

本市公私立高中
職暨國中小

3.協助各校與國外學校簽訂合作方案或締結姐妹校

簽訂締結姐妹校

新北市各級學校

1.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性競賽及活動

辛辛那提高中學生交換學
生及培訓計畫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
(及外婆橋計畫)

加拿大萊姆頓肯特學區交
換學生計畫

本市高中學校共
計20名學生

參加2015年國際少年運動 本市2015年國際
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少年運動會代表
Games,ICG）
團選手18名

1.於5月28日完成甄選活動，6月公告20名錄取學生名單。
2.完成6次培訓課程，於10月24日赴加拿大進行3周交換學習課程。

新民科

1.本賽事業於6月24日至29日於荷蘭阿克馬市（Alkmaar, Netherland）舉辦。
2.本市代表團18位選手分別參加田徑、柔道、游泳及網球等4種競賽種類，共奪得10
學生事務
金4銀2銅。
科
3.本府秘書長許育寧於閉幕典禮中代表本市接下大會會旗，宣布本市將於2016年7月
11日至16日主辦ICG，歡迎各國城市隊伍屆時來臺共襄盛舉。

104/1/1~12/31

104/6/23~7/3

2.培訓學生接待大使並建立接待家庭系統
新北市接待家庭培訓

本市各級公立學
校學生家庭

於金龍國小和樹林國小辦理2梯次接待家庭培訓，共43組家庭完成家庭培訓課程。

新民科

104/5/24、5/31

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

本市公立高中

1.從本市高中(職)精選具外語溝通能力、個性活潑並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之10~11年級
生共計59位，成立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簡稱YA大使)。
2.於暑假與國際志工共同備課策劃2場中小學營隊活動計畫，受惠中小學生420名，
促進本市偏鄉中小學生國際交流與英語體驗的學習機會。

新民科

104/4/1-12/31

1.新北市女童軍會與日本富山縣女童軍連盟，在103年3月21日締結了姐妹會，本次
國際交流活動係本市女童軍會應日本富山縣女童軍連盟之邀組團前往日本拜訪及交
流。
2.由本巿女童軍會理事長柯玟伶及豐珠國中小校長陳紅蓮帶領女童軍及服務員50人
赴日交流，增廣視野，拓展國際觀，讓本市女童軍走進世界及讓世界文化走進來。

社教科

104/5/2-6/4

教研科

104/6/7104/6/15

教研科

104/4/27-5/2
104/5/15-5/25

3.辦理教育人員海外交流參訪與研究活動

本市女童軍會應日本富山
縣女童軍連盟之邀組團前
往日本拜訪及交流

二、
辦理
國際
交流
合作
參訪
活動

參
、
國
際
交
流

本巿女童軍、團
長

1.參訪單位：
(1)華盛頓州西雅圖，共計2所微軟未來學校。
a.林嶺慈心女子學校(Forest Ridge School of the Sacred Heart)
b.聖湯瑪斯學校(St. Thomas School)
(2)加州舊金山，共計3所學校及2所教育行政單位。
a.紐葉華私校(Nueva School)
b.三藩市聯合學區(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c.奧克蘭聯合學區(Oakland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d.燈塔社區特許學校(Lighthouse Community Charter School)
新北市104年科技翻轉教學
板橋高中等7校校
e.貝萊爾磁性學校(Bel Aire Park Magnet School)
暨資訊教育國際交流參訪
長及本局3人
2.目的：
實施計畫
(1)透過實地參訪美國學校運用科技之創新教學課程，汲取其多元教學模式及經驗，
推動創新應用教學。
(2)瞭解美國資訊特色學校網路環境及教室資訊設備配置及運用方式，以供本市未來
規劃教學之資訊相關設備參考。
(3)逐步建立與美國資訊學校交流及教學合作關係，以供本市資訊重點學校可透過多
元方式與美國學校進行各項教學活動。
(4)因應國際創客(Maker)風潮，透過美國創客學校推動經驗及成果之參訪，落實創
客精神，推動創客教室之參考。
本巿立明德高中、板橋高中及中和高中三所學校教師分別獲得台灣微軟「2014創意
教師競賽」全國優勝學校，代表臺灣參加2015年微軟於西雅圖總部舉辦的「全球創
新北市104年科技翻轉教學
明德高中、板橋 意教師教育論壇」，期望透過和全球優秀教育家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讓臺灣的教
暨資訊教育國際交流參訪
高中及中和高中3 育工作者和全世界的教育家分享創新教案，討論教學方法，腦力激盪出新的創意。
實施計畫-全球創意教師論
校教師
壇

本市課程諮詢委
員、學習共同體
新北市104年度學習共同體
先導學校之校
日本教育參訪實施計畫
長、主任、教師
等57人

1.參訪學校:第一梯次為日本福岡縣大江小學、佐賀市成章中學及城西中學。第二梯
次為長野縣佐久市望月小學、木島平小學及神奈川縣濱之鄉小學。
2.本市日本學習共同體教育參訪活動，係配合日本佐藤學教授在日本學習共同體的
課程諮詢輔導行程，收集日本實施學習共同體學校之教學及教育政策等相關資訊(例
如課程規劃、作業程序、交流心得、成效評估等資料)。
3.透過學校參觀及實際觀課與訪談，對於日本福岡縣及長野縣學習共同體學校推動
現況進行瞭解，從訪談中瞭解各校雖努力實踐但仍遭遇諸多困境。日本學習共同體
學校的實踐經驗與突破困境之毅力，為本市推動學習共同體學校提供實踐方法與帶
來激勵。

教研科

新北市104年度高中職學校
技職教育國際交流及參訪 本市高中職學校
活動計畫

本次考察行程安排以參訪學校及教育機構為主軸，以期深入瞭解澳大利亞技職教育
制度發展、學校職業教育課程教學與職業訓練方式，參訪團於10月5日至10月15日參
訪期間，共計考察澳洲共計4所高中、2所職業訓練機構及拜會2處教育行政機關。

中教科

104/10/05-10/15

104/11/10-11/14
104/11/17-11/21

2015年第23屆世界童軍大
露營童軍教育參訪團

社教科2員及蘆洲
國中、三多國小
及五股國小校長
等5人

1.藉由實地參訪，瞭解國際童軍教育發展趨勢及相關活動辦理情形。
2.促進國際童軍教育交流、拓展國際視野，以參訪所得做為我市未來發展適性多元
教育之參據。
3.出席第23屆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並慰勉我市代表團及各縣市參加團員。

社教科

104/7/31-8/6

新北巿學校人員赴日參加
「第23次世界童軍大露營
中華民國代表團」

三多國中等學校
團長、童軍及服
務員等116人

世界大露營活動由世界童軍總部主辦，每4年辦理1次，104年度假日本山口縣辦理，
計有100多個國家，逾3萬名童軍參與，本巿有4位帶隊團長、91學生及21位國際服務
員參加。

社教科

104/7/25-8/9

4.推動特色學校參訪體驗計畫

國際遊學路線

本市教育局國際交流外賓
三、 接待

本市各級學校

國外政府機關及
各級學校教育人
員

本局
接待
交流 加拿大萊姆頓肯特學區MOU 國外政府機關及
簽訂

教育局

四、
新北市104年度高中職學校
兩岸
技職教育國際交流及參訪 本市高中職學校
教育
活動計畫
交流

1.已完成8條路線：仁愛國小、鶯歌工商、淡水國小、野柳國小、白國雲小、米倉國
小、坪林國中、金山高中。
2.計接待51個團體，含外籍人士1,676人及本國學生1,175人，共2,851人參與體驗。

本局共辦理21場外賓接待案，來訪外賓計有加拿大、美國、日本及大陸等地區，與
會外賓與本局相關出席人員約411人參與。
教育局與加拿大萊姆頓肯特區教育局於3月26日簽署雙方教育合作備忘錄，訂定後續
安排104年20名高中學生赴加拿大交流計畫;未來雙局進行友好合作外，希望藉此促
成本市各級學校與加拿大學校締結姊妹校，或進行各種不同型式的國際交流。

1.新北市與福州市職業學校國際交流出國參訪活動：辦理期間為104年8月6日至11日
出訪，甄選代表對應科別、技能觀摩交流、專題製作、科學展覽等學生及代表，共
計行政人員代表2名、指導教授2名、教師11名、學生15名，共計30名。本次活動具
體活動及績效為，參加2015年第二屆海峽青年節職業教育活動，以及兩市技能交流
論壇、學生技能演示及教師教學演示。

新民科

104/01/01~12/31

新民科

104/01/01~12/31

新民科

104/01/01~12/31

中教科

104/08/06~08/11

新民科

104/1/1-12/31

1.建立國際教育組織多邊合作關係(企業、民間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際青年見習生(AIESEC） 本市萬里國中等
到校服務
75校師生

1.透過國際見習生駐校服務，增進學生國際觀，並藉由交流學習活動，學習跨國文
化溝通知能，增進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認識與外語學習的動機。
2.核定補助75校計75名志工，共計74校簽約，53位國際志工到校服務。

臺美學生攜手交流.服務學
三民高中等7校
習高中生-英語夏令營

本活動共辦理為期6天計三梯次，免費提供偏鄉地區小學子參與，由20位品學兼優的
美國高中生來臺擔任志工，結合本市30位首屆青年外交大使學生，共同備課後，利
用夏令營型態並嘗試以英語與本市學生溝通互動，對於偏鄉較少機會出國或接觸國
外人士的學生而言，是難得的跨文化交流與外語實戰體驗，計370位學生受益。

五、
辦理
國際 2015海外華裔青少年志工
合作 英語服務營
與研
討

新民科

104/6/24~7/09

邀集海外僑民第二代回臺至本市三峽、中園及龍埔國小進行各為期5天及4天，共6梯
次之「三峽學子FUN暑假英語營」，藉由華裔志工規劃之靜動態英語教學，提升學員
英聽口說能力外，亦能讓返臺擔任志工之第二代僑民子女有機會了解父母故鄉，提
升對臺灣人文風情之認同，共計有250位學生受益。

新民科

104/7/3-7/16

新北市各級學校
與市民

於華夏科技大學辦理，邀請產官學各界一同為新住民教育發聲，揭示新住民二代培
力教育的新契機，計400人參與。

新民科

104/5/25

新北市各級學校

1.104學年度上學期課程，申請計畫有高中組17所、國中組6所、國小組6所，合計29
校參與，本學年度國中組、國小組為首次推動試辦。
2.9月10日於南山高中辦理各校模聯師資培訓工作坊，計73位與會者。
3.10月2日於三和國中召開國中組工作會議，10月6日於淡水國小召開國小組工作會
議，10月13日於新店高中召開總召學校會議。
4.12月16日辦理成果發表會，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組共計248人參加。

新民科

104/1/1-12/31

新民科

104/3/1-5/31

新民科

104/12/22

三峽國小等3校

2.辦理全球性教育議題國際研討會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論壇

模擬聯合國會議

3.補助青少年參與國際性高峰會議

my town實驗計畫

本市高中生

1.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合辦由美國國際教育協會與新加坡知識平台公司等發起之「my
town」實驗計畫。
2.本計畫旨在鼓勵各國學生深入瞭解自身所居住的環境，並於104年3月至5月在線上
平台進行合作與競賽的模式，與外國學生對話並探討彼此的觀點，共計6國8所學校
(台灣、希臘、中國、英國、加拿大及孟加拉)參與，約計56名學生參加。
3. 本市由北大高中及南山高中共計14名學生代表參加;北大高中獲頒「最有助益團
隊」、「最大進步獎」及非英語系國家組的「最佳計畫獎」等3大獎；南山高中獲頒
非英語系國家組的「最佳計畫獎」。

4.辦理新北市推動國際教育成果展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
(SIEP)成果發表會實施計
畫

本市各級學校

於正德國中邀請SIEP績優學校經驗分享，透過分享與互動交流激盪國際教育創新思
維，共計70名各校國際教育教師參與。

1.籌組國際教育資訊平臺小組
無

無

無

無

無

2.建置新北市國際教育資訊網

一、
建構
本市
國際
教育
資訊
平臺

肆
、
學
校

國際教育資訊網及多元文
化教育資源網站維運

本市學校

國際教育資訊網公告本市國際教育相關計畫及各校執行成果訊息，供市民及外國學
校了解本市國際教育之成果；多元文化教育資源網提供本市多元文化相關資源，兩
網站截至104年12月31日瀏覽人次共計138萬5,140人次。

新民科

104/1/1- 12/31

無

無

3.建置國際教育夥伴及成果資料庫
無

無

無

1.強化國際文教中心功能

肆
、
學
校
國
際
化

國際文教中心主題月實施
計畫

本市學生

二、
2.辦理學校雙語教學實驗班計畫
建構
學校
國際
化環
境
104年度雙語課程推動計畫

本市12所雙語實
驗學校

本市於九大分區設立國際文教中心，透過跨區合作辦理多元文化活動及文物展，結
合新住民志工服務並提供資源，及建構校際合作網絡，並與文化局合作以巡迴列車
進行區外活動，及故事媽媽多元文化教材推廣，合計辦理2,925場活動、參與人數11
萬3,590人。

1.本市原計有龍埔國小、光復國小、白雲國小、新市國小及頭湖國小共5校為雙語實
驗學校，於104年度新增昌平國小、鷺江國小、淡水國小、頂埔國小、文聖國小、瑞
芳國小及竹圍國小等7校共計12所雙語實驗學校。
2.建立並整合12所雙語實驗課程學校，發展本市實施雙語教育的可行模式，提供其
他學校做為辦理的重要參考，發展中外師協同教學的實踐機制，提升學生學習英語
的成效與品質，進行校際課程研討，邀請專家學者參與課程研討工作坊，以強化12
所雙語實驗學校專業知能，並進行經驗分享與課程可行性之探究。
3.12所雙語學校業於104年4月22日及6月12日召開群組會議，各校分成5組各自召開
小組會議，進行雙語課程討論及分享。
4.11月13日於新市國小舉辦雙語實驗課程成果發表會，計120名教師參加。

新民科

104/1/1- 12/31

小教科

104/1/1- 12/31

1.辦理國際文教月等系列活動

三、
推動
世界
文化
體驗
活動

國際文物展

一般民眾

結合本市國際文教中心展出各國文物，呈現本市國際多元文化風貌，3萬7,641人次
參與。

新民科

104/1/1- 12/31

多元文化親子園遊會

本市各級學校

「全球心、在地情」原住民族暨國際多元嘉年華會，活動展覽主題分為「實」在有
「特色」、「原鄉采風情」以及「FUN眼看國際」三大展區，包含教育實驗課程、特
色學校、母語及原住民族教育，以及國際教育裝置藝術等多樣化的內容，2500人次
參與。

新民科

104/6/7

特色學校旅遊展

一般民眾

由本巿48所特色學校結合在地特色，聯合辦理15條特色學校遊學旅遊展介紹，並於7
月辦理特色學校遊學課程，辦理暑期親子活動，讓巿民體驗本巿學校特色及課程，
計有1000人次參與。

社教科

104/6/7-7/31

新民科

104/6/7-6/7

新民科

104/1/1-12/31

新北市104年國際文教月系
列活動<全球心 在地情>國 本市各級學校
際教育嘉年華遊行計畫

本活動以「環保素材」為主軸，運用二手回收物品，結合國際世界村及本土原民主
題，並由35所學校1200名師生透過藝術創作、角色扮演方式呈現25個國家及臺灣原
住民族之文化風情，並結合學校鼓藝、舞蹈等動態表演進行踩街遊行。

2.補助各校辦理多元文化活動
國際文教中心主題月實施
計畫

大豐國小等9校

1.辦理各國文化主題月活動75場次，計7,971人次參加。
2.辦理各國文化主題月圖書巡迴車活動96場次，計1萬689人次參加。

3.鼓勵各校參與國際關懷服務及體驗活動
淡海國際教育園區

北海岸遊學計畫
其他

無

淡海國際教育園
區學校

淡海國際教育園區學校特別與淡海扶輪社合作，以巡迴書箱方式蒐集各校圖書，5月
份先由馬來西亞蕉賴扶輪社至淡水地區拜訪並贈送國際文教中心當地文物；8月份則
由我方將募得書籍送至馬來西亞蕉賴贈與當地華語學校。

新民科

104/5/1-8/31

本市各級學校

與淡江大學及本市6校辦理北海岸區域課程聯盟北海岸國際遊學，邀請海外華裔學生
約230人，以6校分成3組至3所學校的方式參與北海岸特色遊學課程，本市404名師生
受惠。

新民科

104/7/22

無

無

無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