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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教育部為符應國際趨勢，並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共好」的理

念，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心素養，於 2019 年 4 月成立「中小學

教育國際化專案辦公室」，針對國際教育 1.0 執行結果進行檢討，並就現階段中小

學國際化之內、外環境重新檢視，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下簡稱國

際教育 2.0）。

國際教育 2.0 實施期程為六年（2020 年至 2025 年），以「接軌國際、鏈結全球」

為願景，希達成「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及拓展全球交流」三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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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小學教育國際化環境掃描 Why

國際化仍以國家為運作單位

全球化蘊含競爭與合作

教育國際化需求大幅增加

我國教育法制大幅鬆綁



國際化仍以國家為運作單位

未來推動方向

深化推展國際教育
融入課程

擴大國際交流對象
與交流模式

鼓勵學校將國際教育融入各
學科領域，或設計國際教育
課程模組，提升外語、全球
議題、文化課程學習及資訊
科技運用能力等，進行課程
國際化的深度實踐。

鼓勵學校建立國際夥伴關係
及實施多元國際交流模式，
包括實體及網路的國際交流，
讓學生透過體驗學習，認識
不同國家及文化，提升國際
視野與競爭力。



未來推動方向

注入全球競爭人才
的培育元素

教導學生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國際教育應將未來社會所需
技能，如外語能力、科技運
用能力、全球議題探究反思
能力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等，
納入課程與教學內涵，方能
切實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全球永續發展攸關人類生存
與發展，未來全球公民必須
具備全球永續發展的概念，
國際教育應將SDGs納入學生
學習與實踐的內容。

全球化蘊含競爭與合作



未來推動方向

區分不同國際化需
求群組並提供協助

教育國際化法規需
進一步鬆綁

未來對於不同國際化條件的
學校與教師，國際教育之實
施方式與支持系統必須更為
完備，以全面提升學校及教
師參與興趣。

未來應透過政策鼓勵與教育
法規鬆綁，促使更多學校及
人才投入國際教育，並使教
育國際化持續深化與推展。

教育國際化需求大幅增加



未來推動方向

推動課程國際化之
實驗教育

推動深度課程整合
之國際教育

依據實驗教育法推動課程國
際化，參考現行國際認證課
程及各國課程，建立各種類
型與不同程度的創新國際化
課程模組，帶動國內課程革
新。

依據12年國教課程綱要，將
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學科，
或以議題發展跨領域課程，
鼓勵中小學設計不同程度、
類型的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
策略模式。

我國教育法制大幅鬆綁



02 理念、願景、目標及策略 What



以12年國教課程
綱要為基礎

中小學國際教育
普及化

跨域資源之
整合運用

教育主管機關扮演
關鍵角色

國際教育2.0
理念



願景 接軌國際、鏈結全球

國際教育2.0之願景、目標與策略

目標 培育全球公民 促進教育國際化 拓展全球交流

策略
精進學校本位

國際教育
打造友善

國際化環境
建立國際架接

機制

人才培育 環境整備 對外機制



目標一：培育全球公民

中小學培育之人才必須具備國際化及全球化時代所需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才能在

未來全球環境下順利學習。 國際教育 2.0 的「全球公民」除了培育具備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外，更強調以下四個意涵：

尊重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彰顯國家價值 強化國際移動力

能瞭解自己國家在世界

脈絡中的特色、曾經做

出的貢獻、國際競爭實

力，以及國際表現評價

等，從而建立對自己文

化的自尊與自信。

能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

性，從瞭解、尊重到欣

賞世界不同 文化的價值，

並進一步將支持世界和

平的理念付諸實際行動。

能體認國際能力養成的

重要性，特別是外語能

力、探究及批判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及跨

文化溝通能力。

善盡全球公民
責任

能認識並尊重世界基本

人權與道德責任，體會

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處

境，了解全球永續發展

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

生活之中。



目標二：促進教育國際化
國際教育 2.0 實施對象擴及外國學生，實施內容大幅擴增，在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象

限，擴增「雙語課程」及「國際課程」兩項；在我國學生至境外象限，擴增「出國

遊學、交換生」及「出國留學」兩項；在外國學生至境內象限，擴增「遊學、交換

生」及「留學」兩項。



目標三：拓展全球交流
連結教育主管機關建置一個全國性的運作機制，對內統整中小學國際化資源與需求，

對外成為海外交流對話的單一官方窗口，以通暢中小學全球交流的管道。

國際教育2.0除了要加強原有國內外資源整合工作外，更要建立一個全球連結機制整

合教育國際化有關資源，以快速接收及回應國外交流及合作機會；並透過我國駐外

單位，一方面尋求及引進中小學教育國際化之各種資源及機會，另一方面迅速將我

國中小學策略聯盟交流計畫傳導至海外。



03 三條推動路徑及行動方案 How



策略一：精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2.0依照不同的國際化

需求，區分國定課程與雙語課

程兩個課程群組。旨揭課程群

組辦理SIEP時，皆必須依據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先訂出課程的「學生學習目

標」，再據以辦理課程設計與

課後評量。

課程發展與教學 國際交流

國際教育2.0將國際交流之

推動比照課程發展與教學，

學校必須依據「國際教育議

題實質內涵」，先訂出國際

交流的「學生學習目標」，

再據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設

計與活動後評量。

學校國際化

國際教育2.0訂定適切且證據本

位的學校國際化指標，並依學

校達成國際化指標項目的比率，

區分為「初階」、「進階」及

「高階」三級，引導並鼓勵各

校依其個別條件及發展目標，，

逐步改造學校國際化環境。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國定課程/
雙語課程精進計畫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國際交流精進計畫(SIEP)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學校國際化精進計畫



策略二：打造友善國際化環境

推動教師及教育
行政人員國際化

培力認證

檢討修訂國際
化教育法規

建置國際化
支持網絡

國際教育中央培力團建置計畫

教育行政人員國際化培力認證計畫

國際化法規檢討及
修訂工作計畫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推動計畫

國際教育獎勵制度建置計畫

國際教育資訊網建置計畫

國際教育品管及資料庫建置計畫



策略三：建立國際架接機制

國際教育推動聯盟

國際教育推動聯盟
建置計畫

中央

產官學民協力平臺

國際教育產官學民
協力平臺推動計畫

銜接中央與地方

國際教育資源中心

國際教育資源中心推動計畫

地方



04
預估經費及
推動時程
Budget & 
Timeline



05
推動組織架構
-中央層級



05
推動組織架構
-地方層級



06 國際教育2.0委辦計畫團隊 Teams

委辦案1 委辦案2 委辦案3 委辦案4

計畫
名稱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課程融入及國際交流
推動計畫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學校國際化推動獎勵制度
建置及國際化法規修訂計
畫

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
培力認證計畫

國際教育資訊網資料庫
及國際架接推動計畫

團隊
成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美慧(主持人)

鄒文莉(協同)

朱元隆(協同)

國立中山大學
莊雪華(主持人)

林香吟(協同)

湯家偉(協同)

賈美琳(協同)

國立中正大學
鄭勝耀(主持人)

詹盛如(協同)

潘道仁(協同)

鍾蔚起(協同)

周玉霜(協同)

國立臺灣科大
陳明志(主持人)

陳秀玲(協同)

羅 芸(協同)

王丞浩(協同)

陸敬互(協同)

負責
方案

行動方案1,2 行動方案3,5,8 行動方案4,6,7 行動方案9,10,11,12,13



政策宣導
 預定8/18(二)辦理政策推動工作會議

(各縣市及國教署指定國際教育地方培
力團及國際教育支援窗口任務學校每
校2名)

 9-10月各縣市辦理政策宣導會

國際教育2.0發布推動工作及實施時程

教師專業發
展及教育行
政人員培力

認證

 7月完成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認證機制
及中央地方培力團機制

 8月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及講師培訓

 9月辦理教育行政人員培力營

 9-11月辦理教師專業發展

國際教育融
入國定課程/
雙語課程/
國際交流

(SIEP)

 6月完成課程指標

 7月完成課程及評量完整工具包

 8月完成講師培訓

 9-11月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學校國際化
(SIEP)

 7月完成國際化指標及實作
手冊

 8月辦理講師培訓

 8月遴選試辦學校

 9-11月試辦學校國際化

SIEP/國際
教育旅行補

助要點

 6-7月完成SIEP國際教育旅
行補助要點修訂

 8月各縣市成立培力團、行
政支援窗口、國際教育資源
中心

 12月IEA召開SIEP協力案年
度審議會議(PSEIO)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