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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	

中區成果發表會活動手冊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 iEARN	Taiwan	

承辦單位：臺中市爽文國中	

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臺中市爽文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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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專案式學習（PBL）中區成果發表會暨專案教師網聚交流」	

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 提供本學會團體會員學校學生與台灣中小學學生參與跨國專案式學習及國際交流成果發

表之機會，激發學生以專案式學習成果參與國際教育的興趣及提升英語發表能力。	

（二） 提供機會給本學會團體會員學校與台灣中小學教師進行國際教育教學經驗之交流與分

享。	

（三） 合作辦理「2019 國際教育交流專案式學習（PBL）中區成果發表會暨中區專案教師網聚

交流」，擴大本次發表會對台中市學校師生之學習效益，增加本市學校與國際師生互動和學習

之連結機會，並在提升本市未來公民之國際教育和資訊技能與素養方面盡一份力。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爽文國中	

四、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08:30~12:15。	

五、活動地點：臺中市爽文國中	

六、參加對象	 ：	

(一) 參賽發表隊伍：本學會團體會員師生，高中職組及國中小組一起進行發表。每隊學生人

數為 3~5 人(含簡報檔播放人員)，指導老師為 1~2 人。	

(二) 觀摩者：本學會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代表、全國有興趣觀摩之學校師生。	

七、報名方式：	 	

（一） 發表隊伍：3 月 25 日(星期一)至 5 月 3 日(星期五)，請至本學會網站

http://www.taiwaniearn.org/點選「活動訊息」即可線上填寫報名表單；填寫時請務必

將指導教師、學生資料、發表題目與摘要等資訊填寫完整，以利作業。	 	 	 	 	 	 	 	 	 	 	 	 	 	 	 	 	 	 	

（二） 觀摩者：3 月 25 日(星期一)至 5 月 3 日(星期五)，請至本學會網站

http://www.taiwaniearn.org/點選「活動訊息」即可線上填寫報名表單；填寫時請務必

將單位、姓名等資訊填寫完整，以利作業。	

（三） 各校報名先以一隊為限；欲報名第二隊之學校，本會將於 5 月 3 日(星期五)報名截止

日，視報名隊數多寡，於 5 月 8 日(星期三)通知是否增額錄取。(錄取依報名時間順序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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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流程：如【附件 1】	

九、評審：3 人	 (由學會聘請專家學者 3 人擔任評審)。	

十、評分標準：	

(一) 專案內容 30%-	 組織與段落、切題與連貫、圖表等輔助工具、資訊能力運用與影響	

(二) 語言表達 30%-	 發音與聲調、流暢與台風、臨場反應與互動、用字(詞)與文法句型	

(三) 團隊合作 20%-	 串場之流暢性、事前演練充足與否	

(四) 國際接軌 10%-與專案國際夥伴合作交流之歷程	

(五) 創意呈現 10%-	 呈現方式、使用道具	

(六) 每隊發表 6 分鐘，5 分鐘響鈴一短聲，6 分鐘響鈴一長聲。超過時間每 15 秒扣總分 1

分。	

十一、 獎勵方式：依成績水準評定為特優獎、優等獎，甲等獎及佳作，發給獎狀，以資鼓勵。	

十二、 專案發表會進行說明：	

（一） 本次發表會一律以英語進行專案發表。	

發表內容須以下列項目為主：	

1.	 參與跨國專案之動機	 	

2.	 介紹所參與之跨國專案及國際學習夥伴，並說明合作交流過程	 	

3.	 跨國專案實施歷程所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式	 	

4.	 跨國專案學習帶來的的影響	 	

5.	 相關建議與未來改進事項	

（二） 每隊發表時間為 6 分鐘，發表結束由評審發問 2 分鐘，高中職組限以英語回答、國

中小組可以中文或英文回答。	

（三） 發表隊伍指導教師請於 5 月 20 日(星期一)前寄送簡報檔至	 info@taiwaniearn.org	 信

箱，或將簡報檔放至雲端與 info@taiwaniearn.org	 信箱共享。當日恕不接受當場更換檔

案以利簡報檔順利播放。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5 月 10 日(星期五)公佈活動流程及發表順序。	

2. 為確保簡報檔順利播放，請務必於 5 月 20 日(星期一)前寄發最終簡報檔。各發表隊伍

請將簡報檔另行儲存一份於隨身碟帶至現場。	

3. 現場提供飲水，為響應環保，請攜帶環保杯。	

4. 為響應環保，僅提供每一發表隊伍一本手冊。	

5. 發表隊伍/帶隊老師若需進行拍照或錄影，請注意秩序，勿影響觀賽師生。	

6. 活動進行時請各隊師生勿隨意走動以保持觀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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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本發表會之影像、影音、著作及肖像權讓與使

用在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的官網、Facebook、電子報，作為教育活動推

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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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中區成果發表會	 	

活動流程	

	

	

活動日期：108	年	 5	 月	 25	 日(星期六）08:30。	 	

活動地點：臺中市爽文國中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8:30-09:00	 專案發表師生、觀摩發表師生報到	 5 樓視聽教室外	

09:00-09:10	 (1)教育局長官、主辦單位致詞	

(2)規則說明、發表計時規則	

5 樓視聽教室	

09:10-10:15	 各組發表	 5 樓視聽教室	

10:15-10:40	 頒獎與講評	 5 樓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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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成果發表會 

發表順序 

 
 
 
 
 

時間 序 學校 隊名 主題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

9:10 1 臺中市立大坑國小 大坑英語俱樂部
The Quest to be Global

Citizens and Solar
Explorers

謝譯瑩、鄭榮隆
潘承恩、蔡惟瑩、柯宣妘、

柯鈞翰、吳生韜

9:18 2 協同中學 Overlooking
6083

Improving Overlooking
6083 by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鄭詩誼、萬劭安 許慈茵、丁允筑、葉柏劭

9:26 3 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Shining Stars
VR Campus Guide and

Skype Exchange
Sessions

李國禎 廖子媛、林禎瑭、李亭儀

9:34 4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

高級中學
Kreinto

World We Live in: "New
Emerging Career"

林怡君
王筠蓁、鄭宛妍、曾郁閔、

吳筱葳、郭珈玗

9:42 5 明道中學
Yggdrasil
(世界之樹)

太空殖民計畫專案發表 翁仲賢 江皓月、江柔霈、陳茜

9:50 6 協同中學 overlooking FRC交流 林毓純
李承叡、鄒汶彣、陳則宇、

蔣華豐、王漢宇

9:58 7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

高級中學
HICASE

World We Live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林怡君
范子芯、李艾綾、葉婕琳、

李祐竹、李函宸
10:06-
10:15

10:15-
10:40

中場休息

評審講評與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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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內文摘要 

(1) 臺中市立大坑國小 大坑英語俱樂部 
發表主題 The Quest to be Global Citizens and Solar Explorers 

題目大綱/ 
摘要 

透過國際方案 Solar Explorers 的行動 和與日本長野小學的國際交流,學生如何

學到與別人合作,如何增進英語能力,尊重別人文化及成為地球公民守護地球 
 
(2) 協同中學(國中組)  Overlooking 6083 

發表主題 Improving Overing 6083 by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題目大綱/ 
摘要 

我們到澳洲參加 FRC 比賽，和各個國家的隊伍進行合作、競爭與交流，學習

其他隊伍的優點，並檢討我們自身的缺點及解決方法，加以改正與實踐。 
 
(3) 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Shining Stars 

發表主題 VR Campus Guide and Skype Exchange Sessions 
題目大綱/ 
摘要 

透過一系列的 PBL 行動方案，師生共同拍攝全景照片及完成 VR 校園英語導

覽之後，與日本及韓國的學生進行班對班 SKYPE 視訊交流，介紹彼此校園及

有趣的學校生活。 
 

(4)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Kreinto 
發表主題 World We Live in: "New Emerging Career" 
題目大綱/ 
摘要 

With new technology grow rapid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merging jobs 
appearing in our daily lives. Many of us are worried about what career we are going 
to do after we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we are not sure if we are equipped with 
enough skills and abilities for our future jobs.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introduce emerging jobs in our iEARN project.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will talk about what kinds of requirements do people need to get the 
jobs. Also, 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we had with our 
Japanese friends with everyone, emerging career is part of the "world we live in!" 

 
(5) 明道中學 Yggdrasil (世界之樹) 

發表主題 太空殖民計畫專案發表 

題目大綱/ 
摘要 

The Mother Earth is facing sets of serious problems, and as the time goes on, they 
tend to be more and more intense. For example, global warming, excessive 
population, lack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due to the massive destruction of 
rainforests and jungles, ocean pollution…, these crisis make the Earth no long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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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le place for us to live in. Ironically, the issues are mostly caused by humans, 
ourselves. 
 
For the purpose of finding a new place for us to maintain our existence, and 
changing the strong possible destiny of the current apocalyptic situation facing 
humanity,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Yggdrasil, a giant long-term living space 
with spiral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all that humanity needs. The physical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systems, human factors, supporting system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s 
were all fully considered and Yggdrasil wa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meeting 
humanity’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 are facilities that are made especially 
for some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to fulfill our purposes of creating a community 
like Yggdrasil. 

 
(6) 協同中學(高中組)  overlooking 

發表主題 FRC 交流 
題目大綱/ 
摘要 

從與澳洲隊伍的交流過程中，學習並加以改進我們的團隊。 

 
(7)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HICASE 

發表主題 World We Live in: "Smartphone Addiction" 

題目大綱/ 
摘要 

We need to take an action! Do we need to stop using a smartphone? Actually, we 
just need to reduce the time of using it. More than that, we will share some tips on 
how to use smartphone wisely. Smartphone doesn't make us smarter, it’s the way we 
use it in the "world we li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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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	Taiwan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專	 線:	07-7214882	

電子郵件:	info@taiwaniearn.org	

鼓舞教師、帶動親子、邁向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