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
南區成果發表會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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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專案式學習（PBL）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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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成果發表會暨南區專案教師網聚交
流」，擴大本次發表會對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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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三、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四、

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08:30〜16:30 (7 小時)。

五、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六、

參加對象 ：

(一) 參賽發表隊伍：本學會團體會員師生，分高中職組及國中小組進行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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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參與之教師核予研習時數 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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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活動流程：如【附件 1】。
九、

評審：高中職組與國中小組各 3 人擔任評審, 共 6 位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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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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隊發表水準評定為特優獎、優等獎，甲等獎及佳作，由台灣
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發給獎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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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將提供當日與會同學與帶隊老師點心餐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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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現場提供飲水，為響應環保，請攜帶環保杯。
5. 為響應環保，僅提供每一發表隊伍一本手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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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活動進行時請各隊師生勿隨意走動以保持觀賽品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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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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活動日期：108 年 5 月 26 日(星期日）08:30。
活動地點：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時間
08:30-09:00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專案發表師生、觀摩發表師生 中正高工 忠孝大樓 玄關

報到後至 B1-1002

報到

大會議廳。國中小
組位置於教室後
排，以便後續進
出。

09:00-09:30

(1)

主辦單位致詞

B1-1002 大會議廳

說明完成後，國中

(2)

高雄市教育局長官致詞

小組移動至

(3)

規則說明、發表計時規則

B1-1001 教室進行
發表會。

09:40-11:00

高中職組、國中小組分組發表 高中職組： B1-1002 大會議廳
國中小組： B1-1001 教室

國中小組於 10:44
移動至大會議廳
參與頒獎。

11:00-11:35

頒獎與講評

B1-1002 大會議廳

高中、國中小組一
起頒獎與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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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南區成果發表會

發表順序-高中職組

高中職組
時間

序

學校

隊名

主題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

9:40

1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Wunshan GIANT

The Drastic Plastic
Project

陳雲釵

黃新茹、楊承恩、梁佳駿、
蔡茂薰、林采樺

9:48

2

國立玉井工商

mango monsters

Staying Healthy

李佳芬、 王怡婷 、

卓俊輝、施婷薰、曾云柔、

9:56

3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鳳羽新飛

10:04

4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10:12

5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School Lif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unshan Eloquent

International Debate

Diplomats

Project
The Distance

FHSH x KIWI

10:20

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衝鋒隊

10:28

7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雄商IPEC

10:36

8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SOFGE

between You and Me
Action Speaks
Louder
Places and
Perspectives
Gender Equality

10:4411:00
11:0011:35

中場休息
評審講評與頒獎(大會議室)

6

Janda Aucamp
林庭州
陳雲釵
林庭州
巫淑惠、林香伶

康恩寧
林怡君

王俊盛、嚴婉瑄
邵子軒、熊珮安、潘陳津
朮、林秉樺、張晴雯
陳靜怡、陳欣妤、林郁恆、
伍珈儀、洪煒智
顏文龍、李宣萱、顏慈安、
蔡旻蓁、紀雅禎
張丞緯、簡傑森、陳奕翔、
劉馨云
陳虹樺、邱俞嫙、林鈺涵、
林家薇、尤依筠
陳加瑜、吳育綺、呂昕諭、
周慧雯

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南區成果發表會
發表順序-國中小組
國中小組
時間

序

學校

隊名

主題

指導教師

學生姓名

楊淑媛、蔡璧仰

廖翎鈞、林序、 許曦文、
黃溢華、侯思瑜

9:40

1

新甲國小

Hsinchya Pioneers

Hand in Hand to
Make A Mural

9:48

2

東光國小

Jungle Lion

Miraculous Journey

9:56

3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SK Do Do Did Done

Ocean Pollution＆
Marine Waste
Disposal

林怡君

王禹蘋、陳昕瑜、詹珮綸、
毛奕璇

10:04

4

高雄市立文府國中

文府泰迪熊旅行團

Spotty’s Trip to
Okinawa

黃韻如、張興蘭

錢俊廷、胡芷萓、葉仕軒、
林偉仁

10:12

5

高雄市立瑞豐國中

地球戰士

我們與自然的距離

郭玟嬨

吳苡齊、謝寒婷、李冠嶙、
李虹霏、顏卉瑀

10:20

6

高雄市立文府國中

事事如意Lucky team

國際卡片交換

張興蘭

柯霆翰、黃裕權、楊傑宇、
柳帷婧、謝佳妤

10:28

7

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Go! Go! ALOHA~

Go! Go! Aloha~

張啟唐、吳沛家

莊文琳、黃存忠、趙庭瑄、
劉侑承、黃湘晴

10:36

8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Jhengsing Junior
Explorers

Mysteries Solved

洪筱雯

蔡佳倩、李知玲、謝康澤、
楊智傑、郭炯毅

10:4411:00
11:0011:35

中場休息 (國中小隊伍移動到大會議室)
評審講評與頒獎 (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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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心怡、
Wilson Javier Mora

王學睿、張睿展、朱槿

發表內文摘要

高中職組 發表內文摘要
(1)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Wunshan GIANT
發表主題

題目大綱/
摘要

(4)

The Drastic Plastic Project
文山高中參與 iEARN 國際合作專案 Drastic Plastic Project，觀察日常生活中家庭
塑膠的使用量，體認到家用塑膠垃圾的使用量過於龐大，開始從了解塑膠的種類
及特性，探索塑膠所帶來的問題。介紹現今地球汙染情況，針對家用塑膠和廚餘
的使用和韓國學生交流，一起探討，之後發明一部垃圾回收機，說明它的用途和
功能。最後我們提出在研究這個專題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我們為了永續發
展，在生態災害中高中生所應該採取的相關行動。

國立玉井工商 mango monsters

發表主題
題目大綱/
摘要

Staying Healthy
High school students get used to eating out and having too much junk food. But they
don't have regular exercise and keep a balanced diet . This is why most people have
the Three Highs.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eat、how to do regular exercise and how to
be "staying healthy "from iEARN website. Health is the origin of everything,
students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3)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鳳羽新飛
發表主題

School Lif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題目大綱/摘要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要合作，而合作之前必須先瞭解彼此。為
了瞭解同一世代的青年學子，我們想以不同國家學生的校園生活當作例子進行調
查。我們想藉此說明，不同國家學生的校園生活並沒有誰好誰壞，只是因文化而
異。彼此可以欣賞不同制度的長處，進而互信與合作，讓世界更好。

(4)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Wunshan Eloquent Diplomats
發表主題

International Debate Project

題目大綱/
摘要

從一開始得知我們即將要和日本人視訊辯論，到我們是如何準備我們不足和缺乏
的方面(如單字和表達流暢度)然後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文化的交流，還有我們
辯論過程中發生的趣事和搞笑的事件，最後則是辯論後我們的感想和學到的東
西，除此之外，這也是一件讓我們受益良多和難忘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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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FHSH x KIWI

發表主題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題目大綱/
摘要

雖然現今網路世界發達，但是成為國際夥伴絕不只是從冷冰冰的網路上獲取些許
片面資訊就能達成，而是需要透過真誠的交流才能建立良好的友誼。而成為國際
夥伴之後，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及日常生活，更貼近彼此。

(6)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衝鋒隊

發表主題

Action Speaks Louder

題目大綱/
摘要

We cooperate with our Japanese friends to create a questionnaire and conduct a
survey in both schools. We took practical action to make friends with foreigner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them 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ourselves, we created an ev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 our school to
make foreign friends.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not only benefited a lot from our
foreign friends but also spread positive influences to our school mates.

(7)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雄商 IPEC
發表主題

Places and Perspectives

題目大綱/
摘要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mainly on our participation in iEARN Learning Circles.
Among all the circle categories, the one we registered is “Place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encourages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loc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e research
topic we target is Liugui(六龜) township. One of our members was born and raised
in Liugui, and had witnessed the traumatized past when the Morakot typhoon
inflicted.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n, and Liugui has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a
pathetic disaster area to a revived tourist rising star. The more we delve into its
bitterness, the more we learn how resilient it is.

(8)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SOFGE
發表主題

Gender Equality

題目大綱/
摘要

As the now-famous saying goes,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That is to
say, women are entitled to all of these rights. This issue is almost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women and girls are still denied, often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some issues which are concerned by
modern people. As women we are questioning about these issues: What rights do we
9

stand for?, What are women’s rights and the Global Goals? And what does the
future of women’s rights look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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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組 發表內文摘要

（1）新甲國小 Hsinchya Pioneers
發表主題

Hand in Hand to Make A Mural

題目大綱/
摘要

Last semester we joined the Japan Art Mile Project. Our partner was
Tomigaya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okyo. We had three video conferences
to introduce ourselves and share our culture and life in Taiwan with our Japanese
friends. Our Japanese friends introduced themselves and told us a lot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customs, too. In the end, we combined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and worked together to complete a beautiful mural. We learned a lot about Japanese
culture and we also learned more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Last but not least, we
made new friends and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2）東光國小 Jungle Lion
發表主題

Miraculous Journey

題目大綱/
摘要

三個 10 歲男孩獨自挑戰海外短期生活

（3）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SK Do Do Did Done
發表主題

Ocean Pollution＆Marine Waste Disposal

題目大綱/
摘要

Our project is about plastic pollution in our ocean. We will talk about what human
beings have done to cause this problem and the fatal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ea creatures.
Then, we will share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is issue and what w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do to save our planet with everyone. Besides, we had some
online meetings with our partners in Japan, so we are going to show some highlights
about our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ou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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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雄市立文府國中 文府泰迪熊旅行團
發表主題

Spotty’s Trip to Okinawa

題目大綱/
摘要

Our class planned a wonderful trip for our teddy bear, Spotty, to Okinawa, Japan.

（5）高雄市立瑞豐國中 地球戰士
發表主題

我們與自然的距離

題目大綱/
摘要

在跨國專案的平台進行 Zero Waste 專案與 Holiday Cards Exchange 專案, 將專
案的實施歷程統整整理與分享，和國際夥伴共同合作，一起讓地球與大自然永
續發展。

（6）高雄市立文府國中 事事如意 Lucky team
發表主題

國際卡片交換

題目大綱/
摘要

從國際卡片交換專案式學習，學生自製代表台灣特色的卡片，練習用英文書寫
卡片內容，到寄出卡片給國外的學生，最後分享收到的國外卡片，真實的接觸
讓學習更有動機與成效。

（7）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Go! Go! ALOHA~
發表主題

Go! Go! ALOHA~

題目大綱/
摘要

Let's learn more about Hawaiian culture from the culture box exchange.

（8）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Jhengsing Junior Explorers
發表主題

Mysteries Solved

題目大綱/
摘要

Korea, home to kimchi and ginseng, is now “making wave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K-pop icons like BTS and TWICE. Just when we thought we knew enough
about this particular country in Northeast Asia, a big heavy box came from our
12

Korean partner school at the end of 2018, containing ten mysterious items. The
mysteries were solved one by one, leading us to an intriguing culture full of
time-honored traditions and amazing w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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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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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