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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挑戰與突破 

21 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地球村觀念興起，人們體認

到加強國際互動，增進人類福祉，是每個地球公民責無旁

貸的本份。資訊科技的發展，促進了各國在政治運作、經

濟行為、社會活動及資訊網絡上的依存關係，加上跨國企

業、非政府組織（NGO） 及非營利組織（NPO） 快速

發展並日趨活躍，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前進動力，不僅增

進政府組織與民間機構協力關係，也導引國與國間頻繁的

非正式交流互動。知識、資訊、技術及創新等能力，已成

為國際經濟的新基礎資源。 

二、我國社會結構的轉變 

我國社會亦加速朝向國際化與多元文化方向發展。從

葡萄牙船員於 16 世紀驚嘆美麗之島開始，臺灣以原住民

文化為基礎，歷經 400 年的變遷，是多種文化融合孕育的

結果。近年來，我國新移民與其子女人數則持續增加，至

98 年底止，新移民人數達 429,495 人，其子女就學人數

亦達 155,326 人，我國人口結構正經歷另一次質與量的

改變。此外，全球化也促使專業人力與教育人口在全球的

流動更為廣泛、頻繁。以我國來看，98 年底在臺居留的外

僑人數達 407,374 人，98 學年度在臺華語生 11,612

人，攻讀學位之外國學生 7,764 人，僑生 13,869 人，

大陸地區教職員來臺從事文教活動人數亦達 12,611 人。

在國際接觸日趨頻繁之時，面對自身與各個國家的文化傳

統，國人需要培養理解、尊重及欣賞的胸懷與態度。 

 

 

 

 

  第一節 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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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教育的需求與承諾 

 

全球化不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全球化與臺灣發展息

息相關，面對日趨多元的文化體系，教育需要擴大深度與廣度，進一步與國

際接軌。21 世紀的臺灣公民，必須具備國際觀和地球村概念，提昇國際參

與跨國競爭的實力。教育體系被期待應該扮演積極角色，協助國人做好準

備。在日常教育中，提倡尊重與包容跨文化的價值，教導學生懂得如何在多

元文化的環境中與人相處，為社會奠定穩定發展的基礎。 

 

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已推動多

年，受到各界關注且逐漸展現績效。

相對來看，世界先進國家在中小學國

際教育方面已紛紛投入行動；而我國

在中小學國際交流活動日幟的情況

下，中小學生的國際意識與國際素養

仍亟需加強。因此，國際化向下扎

根，是我國前瞻 21 世紀的重要課

題。教育工作者應該思考如何在中小

學教育階段，奠定國人厚實穩固的國

際化基礎，以蘊蓄未來縱橫全球的創

新力和行動力。 

 

 

第一章 緒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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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競爭不再是傳統

的數量與價格的競賽，而是創意與價值的競

爭，而人力資源乃是決定競爭力強弱的關鍵因

素。面對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快速變遷與競合

需求，教育需要跳脫傳統的框架，邁向創新的

思維。加以我國退出聯合國以來，國際活動受

到排擠與侷限，國人對於國際社會的瞭解甚為

有限。因此，面對全球化的發展，教育必須重

新思考本身定位，添加國際化的學習元素，調

整人才培育的目標。 

 

中小學教育在國際化人才的培育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中小學

深耕國際教育，是我國創造競爭優勢的藍海策略，也是引領國人自信地邁向全

球化新世紀的必要作為。為了做好培育國際化人才的基礎教育工作，本白皮書

以「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預計自 101 年起至 110 年

止，分兩階段執行各項行動計畫，期統整全國的教育資源，展開有力行動，以

奠基中小學國際教育，落實國際化人才培育目標。 

 

二、目標 

中小學國際教育的目標在讓中小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瞭解國際

社會，發展國際態度，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任

感的國際化人才。 

第二節 中小學國際教育願景與目標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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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國家認同

國際教育應從認識自我文化出發，讓學生具有本土意識

與愛國情操。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文化

的對照，教導學生深入了解自我文化的特質，認識臺灣特殊

的歷史定位，體認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並喚醒國家

意識，正視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二）國際素養

國際教育應循序漸進，讓學生從外語、文化及相關全球

議題的學習中，產生具有國家主體的國際意識。中小學國際

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面向課程與國際交流活動，教

導中小學生理解、尊重與欣賞不同文化，接觸並認識國際及

全球議題，學習跨文化溝通的知識與技巧。

（三）全球競合力

國際教育應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國學習機會，激發其跨

文化比較的觀察力與反思能力。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

校能引導學生瞭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運作情形，強化學

生參加國際交流及國際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外語能力、專業

知識與技能，並鼓勵學生體驗國際競爭與合作經驗，厚植邁

向國際舞臺的實力。

（四）全球責任感

國際教育應強調對不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

以及對於全球的道德與責任，並提倡世界和平的價值。中小

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教導學生認識及尊重不同族群的

異質文化，強調人權與永續觀念，體認世界和平的價值並重

視全球環境生態的相互依存性，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生命共同

體的概念，進而產生對整個地球村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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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本位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主要體現在課程融入、國際交流、教師專業

成長、學校國際化等四個面向。依據 98 學年度對全國推動情形進行之普查，我國

中小學國際教育現況如下： 

一、融入課程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的主要做法包括：「國際素材融入課

程與教學」、「自編教材」、「自編學習手冊」、「自編學習

單」、「辦理外語及文化教學」等。 

（一）辦理「國際素材融入課程與教學」有 1,132 校次。

其中高中職佔 14.6％，國中佔 17.9％，國小佔

67.5％。融入的領域主要在國中小的語言、社會、

綜合活動、藝術人文、自然與科學，以及高中職的歷

史、地理、生物、餐旅、家政。 

（二）辦理「自編教材」、「自編學習手冊」及「自編學習

單」共 251 校次。高中職佔 20.3％，國中佔

11.6％，國小佔 68.1％。「自編學習單」最多，佔

60.2％；「自編教材」次之，佔 27.1％；「自編學習

手冊」最少，佔 12.7％。 

（三）辦理「外語及文化教學」的學校共 667 校次。高中

職佔 15.9％，國中佔 15.4％，國小佔 68.78％。

其中，外語課程集中在英語的 79.6％和日語的

10.7％。 

二、國際交流 

中小學國際交流的方式，包括「教育旅行」、「增進國際視野」、「國際高

中生獎學金」、「境外遊學」、「姊妹校交流」、「國際志工服務」、「參與國際會

議或競賽」、「教育專題訪問交流」、「英語村」、「參與網路國際交流」等 。

第一節 實施現況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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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學教師及學生參與國際交流達 28,477 人次（佔全國中小學師生總

人數 0.8％），校數達 604 校（佔全國中小學總校數 15.6％）。其中高

中職佔 27.0％，國中佔 8.6％，國小佔 64.4％。 

（二）主管機關實施國際交流主要集中在桃園縣（38.2%）、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18.9%）、臺北市（9%）、屏東縣（8.5%）、高雄縣（5.4%）、高

雄市（5.2%）等。 

（三）中小學交流的國家依序為日本、新加坡、南韓、美國、英國。交流內容

以「英語村」、「教育專訪」、「教育旅行」3 項特別熱門。 

（四）國際交流的經費來源，教育部補助款達 70.7％，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 （處）佔 19.7％，各校自籌款為 9.6％。 

 

 

 

 

 
 

 

三、教師專業成長 

國際教育專業人力包括國際教育專業教師及行政支援人力二類。 

（二）國際教育專業教師及行政支援人力主要集中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 33.2% ） 及 桃 園 縣 （ 16.4% ）、 高 雄 市 （ 15.3% ）、 新 竹 市

（14.1%）、高雄縣（10.0％）、花蓮縣（3.1%）、屏東縣（3.1 %）

等 6 縣市。 

（三）參與辦理的校數，高中職共 84 校次，國中 21 校次，國小 119 校次。 

（四）國際教育專業人力培訓經費，教育部佔 20.8％，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佔 74.5％，民間團體佔 4.7％。 

第二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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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國際化 

辦理學校國際化共計 1,644 校次。其中，校園國際化佔 32.9％，

人力國際化 14.3％，行政國際化 16.1％，學習國際化 20.1％，課程國

際化 7.5％，建立國際夥伴關係 9.1％。 

（一）在校園國際化方面，以「公共設施外文標示牌」、「外文標語」、「外

文網站」3 項做得最多。 

（二）在人力國際化方面，「成立行政支援團隊」有 131 校次，「成立專

責單位」有 48 校次。 

（三）行政國際化以「證書獎狀雙語化」（165 校次）做得最多。 

（四）學習國際化以「提供充足的視聽圖儀設備」（259 校次）及「配合

提供操作課程」（158 校次）2 項做得最多。 

（五）課程國際化以「訂定國際教育課程融入計畫」（53 校次）、「成立國

際教育融入課程研發小組」（52 校次）及「成立國際教育教材研發

小組」（47 校次）等 3 項最多。 

（六） 建立國際夥伴關係以「參加縣市政府舉辦的國際活動」（66 校

次）、「接待海外參訪團」（58 校次）及「出國參訪」（54 校次）

等 3 項最多。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 11 - 

從實施內容看出，學校推動國際教育，大多集中在國際交流面向，融入課程、

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國際化三個面向相對不足，有失衡現象。國際教育在若干縣市

或學校雖然實施有年，但是，由於缺乏具體績效目標引導，各校做法及認知差異極

大，導致知識無法累積，經驗無法傳承，實施成效難以比較評估。而且，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無從具體了解學校實施國際教育的差異與困難，學校則難以了解目標的進

展及需要加強之處。 

從實施的客觀條件看，資源欠缺與統整不足是主

要問題；其次，中央與地方對於推動國際教育的目標

與進度，並無共識；再則，缺乏共同時間表，無法有

效整合全國資源與力量，實施步調稍顯鬆散。 

整體而言，政府及學校在具體行動方面較為不

足，其中又以國中階段的參與度最低。以下從實施內

容與實施條件分別說明。 

 
一、實施內容方面：深度與廣度不足 

（一）融入課程 

高中職：將近一半的學校辦理國際素材融入課程，但就比例看，辦理

自編教材、學習手冊、學習單，以及辦理外語及文化教學的

學校過少。融入的領域偏重在歷史、地理等社會科。外語集

中在英語及日語。 

國中小：國際意識或全球概念雖已列為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內涵，但

仍缺乏整體的課程目標與系統的課程規劃。國際教育的內容

或主題，大多出現在英語（或外語）與社會領域或科目，尚

未普遍融入各領域或科目。 

共同問題：全球關注的議題如暖化、能源、區域經貿整合等，多為跨

學科領域，在校內整合教學時有其一定難度。 

第二節 問題分析

第二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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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交流 

大部分國際交流活動仍無法與 

國際教育課程目標緊密結合，以致 

活動效益大減。此外，進行的國際 

交流的活動，偏重在極少數國家， 

固有其語言、經濟、地理、及歷史 

淵源等因素，但是長期發展的結果 

，恐將造成國人國際觀的偏狹。 

（三）教師專業成長 

中小學教師所具備的外語能力

與國際素養不一，且以全國比例

看，多數教師未參與國際教育專業

訓練。中小學教師所需的國際教育

專業知能及涉及的知識領域甚廣，

現有教師的專業研習課程內容則較

為狹隘，且欠缺完整的課程規劃與

教師認證機制。 

（四）學校國際化 

學校國際化是推動國際教育的

基礎建設，惟目前中小學的學校國

際化，大多聚焦在校園國際化與學

習國際化；在行政國際化、人力國

際化、課程國際化、建立國際夥伴

關係等項目的推動尚不足，且學校

辦理的國際教育活動，未能充分與

學校國際化目標結合，難以建立長

期推展國際教育的軟硬體機制。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 13 - 

二、實施條件方面：資源不足與支援欠缺 

（一）專責人力方面 

中央與地方推動組織架構尚不明確，缺乏縱向聯繫與橫向協調。

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未臻完備。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缺乏

推動資訊平臺與績效評估機制，學校則缺乏推動國際教育的專責編制

與行政人力。 

（二）經費補助方面 

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未能就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各項

工作，編列完整專案經費，且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經費極為有限。 

（三）師資培訓方面 

中小學國際教育師資嚴重不足；師資培育單位未將國際教育納入

課程內涵。師資在職研習課程未能完整規劃，且進修機會不足。對辦

理研習的學校而言，則缺乏全國性國際教育專業人才網絡及就近諮詢

輔導機制。 

（四）社區資源方面 

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未能有效整合駐外單位、大專院

校、民間組織與私人企業等國際教育人力與經費資源共同推動。 

（五）弱勢關懷方面 

目前國際教育之實施採學校自願和政府指派為原則，結果大多集

中在都會地區學校或私立學校實施，未能顧及弱勢學生。 

（六）欠缺普查機制 

目前國際教育之實施欠缺較為客觀的全國性調查機制，以致對於

實施現況的質與量難以掌握與追蹤，對於績效目標是否達成亦欠缺評

估之客觀標準。 

第二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現況與問題



- 14 - 



- 15 - 

 

 



- 16 - 

  

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策略，以願景為目標，以實施現況為起點，以國家

整體的全方位視野，並遵循以下三個核心理念。 

 

一、以學校本位為基礎，提供教學資源與行政支援 

國際教育的推動應以學校為本位，考量基層學校實施

國際教育的環境現況及資源需求；從中小學國際教育所涉

的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等四

個面向，給予學校教學資源及行政支援。  

二、以融入課程為主軸，加強縱向連貫與跨科統整 

學校實施國際教育，應以融入課程為主軸，輔之以國

際交流活動。加強跨學科的合作與統整，將國際議題融入

各科教學之中，設計整合的外語、國際事務及文化學習，

並依據高中職、國中、國小不同教育階段的情境與需求，

研發教材與設計教學活動。  

 

三、以支持基層為重點，落實中央地方雙向推動機制 

中小學實施國際教育，必須回歸學校平日的課程及教

學，並與學校運作緊密結合。教育部負責整合資源，統籌

辦理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與各校共同需求的事項，以免重複

浪費人力與經費。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負責依據地區資源

及個別需求，規劃並協助各校國際教育推動工作。中央與

地方二者並行不悖，建立雙向推動機制。 

 

第一節 核心理念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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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過去中小學辦理國際教育與交流的內涵及對

象較為偏狹，現階段推動國際教育應該提高政策位階，

就我國特殊歷史背景、多元文化特質、國家安全、外交

與經貿發展等因素綜合考量，以加強國際教育的深度並

擴大國際教育的廣度。 
 
一、強化國際教育的深度：學校本位，四軌並進 

以學校為本位推動國際教育，強調從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

長、學校國際化四個面向同時進行，以扎根課程、落實教學並深植校園。 

（一）融入課程 

分別依據高中職及國中、國小的課程需求，逐步研發相關課程、教

材及教學模式，鼓勵學校教師將國際議題、外語及文化學習等融入課

程，達成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任感的國

際化人才的目標。據此，國際教育課程與教材之研發不止牽涉人力、專

業、時間，同時也需要足夠經費。仿效先進國家結合政府與民間力量協

力推動，一方面由上而下，由教育部統籌國際教育課程及教材的開發與

推廣；另一方面由下而上，以經費補助方式鼓勵各校進行相關課程及教

學活動，擴大學習之地理區域與國際知能，確保國際教育目標之達成。 

（二）國際交流 

中小學國際交流的推動重點在於鼓勵國內教師及學生與國外進行交

流。目前我國中小學國際交流的方式已經非常多元，未來重點應著重提

升交流的品質，透過交流活動的設計來引導學生進行國際理解，發展國

際能力，最終目標仍在養成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

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一方面由上而下，由教育部開發有效的國際交

流模式來加以宣導及推廣；另一方面由下而上，將國際面向的學習融入

交流活動中，以經費補助方式引導學校擴大交流區域與國際知能向度，

確保國際教育目標之達成。 

第三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策略

 第二節 主要策略：深度與廣度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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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成長 

中小學的行政人員需具備處理國際事務

的概念與能力，中小學教師則需具備發展國

際教育課程及教材的能力。為有效推動國際

教育，由教育部統籌規劃教師專業成長課

程，建立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及認證機

制，鼓勵教師參與研習及認證。一方面由上

而下，由教育部定期辦理研習，支援所有學

校長期推動所需之專業人力。另一方面由下

而上，以經費補助方式鼓勵中小學結合社區

內其他學校，共同邀請國際教育專家辦理，

以滿足若干學校積極培育人力之需求。  

（四）學校國際化 

學校國際化指學校配合學校國際教育的

方向及重點，營造利於推動國際教育的軟、

硬體環境。學校國際化包括：校園國際化、

人力國際化、學習國際化、行政國際化、課

程國際化、建立國際夥伴關係等六個方面。

一方面由上而下，由教育部研訂學校國際化

的各項指標，進行宣導及推廣。另一方面由

下而上，以經費補助方式，鼓勵各校以學校

國際教育實際狀況為起點，配合融入課程、

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的重點，逐年落實

這六方面工作。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 19 - 

二、增進國際教育的廣度：全球視野，擴大向度 
為培養寬廣的全球視野與厚實的國際能力，必須同時從地理區域上及國際

知能上擴大學生的學習向度。 
 （一）地理區域之增廣 

擴大認識與我國關係密切的

區域與國家，透過深入學習他們

的語言、文化、歷史，藝術、政

治、經濟、社會等，瞭解我國與

這些區域及國家間的關係，以及

我國在全球的定位，以培養寬廣

的世界觀。 

東北亞、東南亞：日本、韓國與我國有相近的歷史及文化淵源，經貿

往來也極為密切。東南亞各國與我國相鄰，近年來我國的外籍勞工及新移

民，主要均來自東南亞，相互文化的接觸日增。此外，在經貿與外交上，

我國正積極與亞太區域國家進一步提升實質關係。 

北美地區：美國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外交、國際貿易及教育夥伴，加拿

大亦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重要的交流夥伴。 

歐盟：為我第 5大貿易夥伴，僅次中國、美國、日本及東協。歐盟國

家對臺投資額累計超過 260億美元，已超越美國、日本兩國，成為臺灣

最大外資來源。 

中南美：許多國家是我國主要的邦交國，為鞏固邦誼，我國與中南美

邦交國持續定期高層互訪，並積極提供友邦經濟及技術援助，持續加強推

動鞏固邦誼的各項合作計畫。 

大洋洲：澳、紐二國與我國地理位置接近，亦為我中小學國際交流的

主要國家。大洋洲的帛琉、馬紹爾群島、吐瓦魯、吉里巴斯、諾魯、所羅

門群島等六島國，與臺灣原住民同為南島語系文化，也是我國在大洋洲的

邦交國。 

第三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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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不少國家曾是我國外交的重要盟友，過去我國派遣許多農耕隊，

以及提供經濟援助計畫，並協助非洲外交盟國基礎建設的發展，相互建立極

深厚的友誼。現在非洲不少問題已成為全球議題的重點，值得我國持續關心

注意。 

大陸及港澳地區：民國 76 年政府解嚴以 

來，逐步開放與大陸通郵、通商及通航，到民

國 97 年 12 月 15 日開放大三通，一連串

的兩岸開放政策，促使臺灣與香港、澳門、大

陸的交流日趨熱絡，其動態與改變值得我們重

新認識與學習。 

（二）國際知能之增廣 

擴大學習關鍵的國際知能，從全球意識、跨文化認知、全球智能及全球

行動力等國際教育內涵，設計課程及教學活動，為培育全方位的國際知能奠

定基礎。 

全球意識：指個人所擁有的世界觀，強調個人全球國際態度的養成，具

備國際覺察、國際瞭解、跨文化溝通的態度，能肯定自我文化的全球定位，

並能了解他人觀點的形成與立場。 

跨文化認知：指對於目前世界狀況和多元文化發展的認知。強調對不

同族群、文化、性別、階層能予以尊重，以及個人與地球上其他生物共存共

榮的相互依存關係。 

全球智能：指個人在全球體系中關鍵的知識、技能及包容力，強調個人

對於全球系統、全球議題、全球歷史的理解力，能分析及批判國際資訊，以

及參與及投入國際活動的能力。 

全球行動力：指處於不同國際情境時，能肯定自己的國家認同、信仰與

價值觀，並能秉持多元的人類信念與價值，進行價值選擇及參與國際社會。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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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推動機制：規劃全國行政支援系統 

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由中央、地方到學校，牽涉教育整體運作系

統。教育部負責整體規劃及協調的角色，為了提升推動工作的成效，必須建

立一個完整的推動機制。 

 

（一）成立「中小學國際教育指導會」 

負責中小學國際教育各項工作的推動，成員包括教育部各單位代

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代表、學者專家代表、中小學校

長及教師代表、民間團體代表等。 

（二）成立工作協調小組 

規劃、協調並執行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推動與控管，整合中小學

國際教育推動經費與人力資源。 

（三）設置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心 

負責協助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整體規劃、工作推動及績效評估，發

展宣導及推廣機制，建立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工作的運作網絡。 

（四）協調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設置專責單位及人力 

負責研擬中小學年度推動工作計畫，編列預算補助辦理相關活

動，督導及考核中小學國際教育活動計畫等，並透過國民教育輔導團

協助推動。 

（五）鼓勵中小學成立國際教育推動組織 

由中小學指定教師兼辦本項工作，於工作執行期間得視辦理狀況

減授鐘點，負責學校國際教育實施計畫的研擬、執行、檢討與改進，

以落實中小學國際教育工作。 

第三節 次要策略：資源統整與支援系統

第三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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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推動資源：平衡區域資源落差 

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必須善用全國相關資源，以發揮更大效用。 

（一）經費資源整合 

教育部將每年編列經費，並協調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編

列相對配合款，共同補助中小學辦理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

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等活動。研議獎勵措施及租稅

減免辦法，鼓勵民間組織及私人企業，捐助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 

（二）人力資源整合 

參與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的人力，除應具備國際素養，熟諳國際

議題，擁有外語的溝通能力，還要有發展教材、課程融入的能力。一

方面應整合大專校院、師資培育機構、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

府，有計畫地培育國際教育專家、專業教師及行政人力。另一方面，

建立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社群網絡，積極協助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 

（三）社區資源整合 

教育部將善用國際組織、在臺外國學生、新移民、外籍人士等資

源，並將協調大專校院、駐外單位、民間團體與私人企業，邀請共同

參與相關推動工作。如：提供捐助、協助開設相關國際教育學程或通

識課程，協助中小學擴展海外夥伴關係等。 

（四）落實弱勢關懷 

針對位處偏鄉或文化弱勢地區的中小

學，教育部將以專案輔導及經費補助方

式，保障該地區中小學學生參與國際教育

的機會。在推動過程中，教育部國際教育

中心將提供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必

要的協助與諮詢服務，協調各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規劃及實施重點計畫。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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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行全面品管： 建立成效指標及諮詢管考 

品質確保的具體做法包括以下三項工作： 

（一）建置中小學國際教育資料庫 

就中小學辦理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

四個面向及成效指標達成情形進行普查，做為推動工作的起始點。

未來逐年調查進展情形，作為縣市及學校之參考，並得就各地推動

狀況，逐年調整資源分配與加強支援工作。 

（二）建立成效指標 

成效指標係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努力之方針，從以下兩方

面研訂：一、學校本位推動工作（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

成長、學校國際化）的質與量逐年增加；二、學校互動及交流的地

理區域（區域、國家）的質與量逐年擴增，學生學習的國際知能內

涵（全球意識、跨文化認知、全球智能、全球行動力）質與量逐年

增加。 

（三）建立諮詢及管考機制 

各項行動計畫透過諮詢與管考機制來提升品質，包括以下兩方面

工作：一、提供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各種必要的諮詢與協

助；二、對於補助經費的使用與計畫的成效進行定期管考。 

第三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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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國際教育的目標必須透過行動計畫才能加以

落實，分「由下而上」，由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執

行，以及「由上而下」，由教育部統整執行兩部分。 

第一節 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計畫（由下而上推動） 

一、學校辦理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 

（一）執行機關：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  

（二）計畫目的：教育部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共同籌集經費，補助中小學將

國際重要議題融入現有課程與教學之中，並加強外語與文化學習。 

（三）補助項目： 

1.研發中小學國際議題融入課程與跨學科整合教學模式。 

2.研發中小學國際交流數位教學模式（ICT）。 

3.個別或跨校舉辦國際教育課程或教學研習活動。 

4.與社區伙伴機構合作辦理國際教育教學活動。 

5.試辦或正式辦理國際教育課程融入教學相關活動。 

6.中小學開設外語及文化課程，以及辦理相關活動。 

7.建立區域性中小學外語及文化教育資訊系統。 

8.以策略聯盟方式辦理中小學生外語及文化交流活動。 

9.參加具公信力的外語檢測，並連結校內教學計畫。 

10.規劃及輔導設立外語或文化特色學校。 

11.辦理外語接續教育相關計畫。 

12.補助學校教師從事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的行動研究。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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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辦理國際交流計畫 

（一）執行機關：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 

（二）計畫目的：教育部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共同籌集經費，補助中小學進

行雙向的國際交流活動。 

（三）補助項目： 

1.國際中小學生訪問研習。 

2.國際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3.海外體驗學習活動。 

4.海外技能實習活動。 

5.姊妹校交流活動。 

6.國際志工服務。 

7.參與國際會議或競賽。 

8.教育專題訪問交流。 

9.國際師生交換。 

10.英語村。 

11.參與國際網路交流計畫。 

12.其他國際交流活動。 

三、學校辦理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一）執行機關：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  

（二）計畫目的：教育部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共同籌集經費，補助中小學辦

理校內行政人員及教師國際教育專業成長課程。 

（三）補助項目： 

1.參加國際教育專業社群網絡，培訓校內國際教育行政支援團隊人

力，取得國際教育專業社群證書。 

2.依照國際教育專業知能認證課程，結合社區其他學校或自行辦理校

內行政人員及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第四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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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辦理學校國際化計畫 

（一）執行機關：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  

（二）計畫目的：教育部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共同籌集經費，補助中小學配

合各校國際教育的推動重點，以及課程融入、國際交流、

教師專業成長的特色，從學校軟硬體營造國際化的學習環

境。

（三）補助項目： 

1.校園國際化：開設網站並進行學校形象文宣、營造雙語學習環境、

建立國際訊息友善校園等。 

2.人力國際化：成立專責單位、建置行政支援系統等。 

3.行政國際化：開發行政與教學之雙語表單、提升教務服務品質、建

立國際學生輔導與管理系統、培育國際事務行政人力、建置接待家

庭網絡等。 

4.學習國際化：調整教學方式、運用資訊及科技輔助教學設備、發展

跨國文化學習機會、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力等。 

5.課程國際化：鼓勵並建立各科將國際重要議題融入課程、鼓勵並建

立各科國際教材研發機制、鼓勵並建立跨學科整合教學機制、透過

選課及社團推展國際時勢學習等。 

6.國際夥伴關係：辦理校際國際交流活動、參與社區國際活動、參與

國際組織活動等。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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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教育中心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協助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整體規劃、協調、行政支援、宣導、

推廣、諮詢、進度管控及績效評估。 

（三）工作項目： 

1.協助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工作的組織發展與網絡運作。 

2.協助訂定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相關作業規定。 

3.協助規劃及分配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工作經費。 

4.執行中小學國際教育的宣導及推廣。 

5.執行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的績效評估。 

6.協助規劃及辦理國際教育績優獎計畫。 

7.規劃及督導中小學國際教育相關專案計畫。 

二、國際教育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規劃及執行國際教育師資的開發、培訓及相關工作。 

（三）工作項目： 

1.規劃國際教育專業知能認證課程，並鼓勵教師參加研習取得專業知

能證書。 

2.辦理中小學教師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及工作坊，強化在職教師國

際教育專業素養與實務能力。 

3.輔導建立國際教育專業社群網絡，支持專業社群定期研習活動。 

4.建置國際教育專業知能認證課程資訊網及國際教育專家資料庫。 

5.協助及支援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學校辦理國際教育專業

知能研習。 

6.招募新移民、外國學生、僑生或具國際交流經驗的大學生加以培

訓，擔任外語教學助理或國際教育助理。 

第二節 教育部協助及支援計畫（由上而下推動）

第四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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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立獎勵措施鼓勵校長與教師利用寒暑假，進行國際交流與專業研

習。 

8.協調師資培育大學開設國際教育相關課程，提供教師及學生選修學

習。 

三、國際教育海外參訪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規劃及執行遴選教師及教育行政人員，赴海外參訪及成果

發表工作。   

（三）工作項目： 

1.規劃中小學國際教育海外參訪活動。 

2.辦理並督導中小學國際教育海外參訪活動。 

3.辦理海外參訪 (含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各梯次)。 

4.彙編傳承中小學國際教育海外參訪知識與經驗。 

5.辦理海外參訪後之心得分享與研討活動。 

6.辦理海外參訪方式的檢討與改進。 

四、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規劃及執行國際教育課程發展，及教材的研發、培訓及推

廣工作。 

（三）工作項目： 

1.研訂各階段中小學國際教育能力指標。 

2.研發各階段中小學國際教育資源手冊。 

3.依高中職、國中、國小等教育階段，研發國際議題融入各科/領域

的教學模式與策略。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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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籌規劃國際教育的課程架構，並協調中小學師資培育機構，發

展國際教育課程及參考範本。 

5.研發資訊科技與網路資源融入國際教育教學的模式與策略。 

6.辦理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教師培訓。 

五、國際教育資訊網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建置及維護國際教育資訊平臺工作。 

（三）工作項目： 

1.建置中小學國際教育資訊網絡與交流支援平臺。 

2.推廣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相關資訊。 

3.蒐集及推廣國外的國際教育資料及訊息。 

4.建置中小學國際教育資料庫。 

5.建置民間團體推動國際教育資源網絡。 

6.建置國際教育課程的數位化教學資源網站與交流平臺。 

六、國際教育績優獎計畫 

（一）執行機關：教育部。 

（二）計畫目的：規劃及執行國際教育績優獎的遴選、頒獎及推廣工作。 

（三）工作項目： 

1.規劃國際教育績優獎實施計畫。 

2.協助國際教育績優獎之審查。 

3.辦理國際教育績優獎之頒獎活動。 

4.辦理國際教育績優獎之推廣。 

第四章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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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育是國家人才發展的根基，我國過去憑藉教育界蓬勃

的戰鬥力，成就了多次的國力升級，中小學教育居功厥偉。面臨時

代的變遷，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將是另一波教育改革的重點。因

此，教育部以明確的政策方針、系統的規劃、實際的支援行動，來

啟動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扎根工程，期望經過十年的耕耘與努力

獲致以下成果：

一、加速國際接軌的腳步

國際教育扎根政策的實施，將提升中小學教育國際內涵的深度

與廣度，協助學校逐年建構國際化的學用環境，有效提升中小

學教育與海外合作與交流的能力。

二、孕育和諧多元文化社會

國際教育扎根政策的實施，將提倡多

元文化的價值，讓學生體驗並實踐跨

文化溝通的意義與方法，堅實奠定臺

灣多元文化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

三、提升新世代人才品質

國際教育扎根政策的實施，將引入國

際面向的學習能量，強化學生的國際

知識、技能與國家使命感，大幅提昇

我國新世紀國民的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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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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