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
北區成果發表會活動手冊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iEARN Taiwan
承辦單位：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活動日期：108 年 6 月 01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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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專案式學習（PBL）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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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成果發表會暨北區專案教師網聚
交流」，擴大本次發表會對北部地區學校師生之學習效益，增加國際師生互動和學習之連結機
會。
二、主辦單位：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三、承辦單位：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四、活動日期：1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08:30~12:15。
五、活動地點：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D221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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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貴中心及學會聘請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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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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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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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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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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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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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北區成果發表會

活動流程

活動日期：108 年 6 月 01 日(星期六）08:30。
活動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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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1 演講廳外

09:00-09:10

(1)淡江大學師培中心主任與主辦單位致詞

D221 演講廳

(2)規則說明、發表計時規則
09:10-10:10

各組發表

D221 演講廳

10:10-10:40

頒獎與講評

D221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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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PBL）北區成果發表會
發表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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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內文摘要
(1)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My Story Book－布農月亮傳說

發表主題

My Story Book－布農族月亮傳說

題目大綱/摘要

從台灣布農族月亮傳說出發，我們開啟了時空之門，闖入了月亮的冒險旅程

(2)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國中組) SK Do Do Did Done

發表主題
題目大綱/摘要

(3)

Every Day is Earth Day: Ocean Pollution＆Marine Waste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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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resentation.

新北市南山中學 Team Nanshan

發表主題

iEARN at Nanshan High School

題目大綱/摘要

The projects we have completed this year & our exchanges with England.

(4)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 女力至上！人權女權動物權！

發表主題
題目大綱/摘要

(5)

從台灣中秋節到印度排燈節
國際教育社的文化學習ＰＢＬ專案課程，讓我們學習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
並藉由視訊交流跟印度巴基斯坦國家接觸，討論主題五花八門包括飲食、宗
教還有女權，真的是打開世界的一扇窗，透過網路與視訊跟世界各國交朋
友！

新北市南山中學 南山親善大使 2.0

發表主題

題目大綱/摘要

Bonded friendship and marvelous language exchange with Point Pleasant Beach
High School
Our adventure interacting and learning with a bunch of cute PPBHS students,
how we boost our global vision, an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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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高中組) SK Agents

發表主題

Food Scandal in Taiwan

題目大綱/摘要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untry has been rocked by food safety
scandal. In the early times, it began with foods tainted with plasticizer (塑化劑)
and leanness-enhancing agent (瘦肉精) , followed by tainted oil (黑心油) and
recently toxic eggs(毒雞蛋) .
After the issue of tainted oil, Taiwanes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not only
noticed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 but also were aware of food producers in
Taiwan. However, most of the people still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food
safety from the Taiwanese news.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food problems. This issue of
food are insecure for us, and even the old Taiwanese brands can’t be trusted
and the GMP signs are shaky. Find more and follow us our investigation on
iEARN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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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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