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iEARN Taiwan) 

第五屆 2015-2017 青少年代表(Local Youth Representative)

遴選辦法  

 關於 iEARN 

iEAR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是全球最大的

國際教育非營利組織，創始理想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目前共有 140 個國家、200,000 個學生、40,000 個教育者以 30 種

語言透過網路科技透過 iEARN 平台互相交流，25 年來藉由專案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已經使 iEARN 成為「國際教育聯合國」。 

 關於 iEARN Taiwan 

iEARN Taiwan（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從 2001 年至今已邁向第 15 年，

在這期間我們與許多優秀的教師及學生一同成長，並共同推動「鼓舞教師、帶動

親子、邁向國際」的使命，希望將在 iEARN 受到的啟發與感動一直傳承下去。 

 青少年代表招募 

第五屆 iEARN Taiwan 2015-17 學生領袖選拔，iEARN Taiwan 希望能夠招

募積極認真、負責任、對國際教育懷抱著理想與熱忱且具備實踐行動力的青少

年。青少年代表（Local Youth Representative）需懷抱著帶領台灣學生一同與

國際學習的角色，將以更直接、核心的方式受到 iEARN Taiwan 行政團隊的培

訓，有機會執行跨國教育專案、參與 iEARN 冬令營籌備、參與國際年會、與國

際師生接觸、在地關懷服務並於國際舞台分享。如果你／妳願意踏出自己的舒適

圈，與世界學習，願意和 iEARN Taiwan 一同挑戰自我、不斷成長，臺灣下一代

領導者就是你/妳！ 

 



青少年代表招募 

1. 青少年代表(LYR)遴選團由 iEARN Taiwan 當屆之青少年代表、iEARN 

Taiwan 國際聯繫人(或其代表人)一位、iEARN Taiwan 理事長(或其代表人)

一位及 iEARN Taiwan 活動組教師(或其代表人)一位所組成。 

2. 青少年代表任期為兩年，任期為每年 9 月至後年 9 月。 

於每年 7 月公布徵選辦法，由青少年代表遴選團遴選適合之人選，並於每年

9 月底前公布該屆當選之青少年代表名單。 

3. 青少年代表(LYR)之任期為重疊制，即每一年度皆同時有兩位青少年擔任青

少年代表，以利銜接交接事宜。 

4. 青少年代表需具備積極態度、認真負責有規劃、善溝通、基礎英語能力、行

動力、且對 iEARN 有基本程度了解。 

 

 

5. 青少年代表團候選人之資格: 

 大學一年級以上，研究所以下(含)之在學學生。 

 至少未來兩年為在學之情況，或確保畢業後沒有其他預定計畫。 

 

★ 第五屆青少年代表招募人數為 2 人，第六屆青少年代表招募人數恢復為 1

人，維持每年兩位青年代表輪替制，以此類推。 

 



 

 

青少年代表角色 
1. 代表 iEARN Taiwan 青少年在國際發聲 

2. 對內協助會內進行有效率的運作 

3. 提高師生對 iEARN 的國際參與 

4. 對外藉由規畫豐富的青少年活動提高 iEARN Taiwan 在台灣的能見度 

五大核心能力培養 

溝通能力 英語能力 企劃執行 國際教育 在地關懷 

 

任務執行內容&權利義務 

 

 

    ◣ 定期任務   

 

   ◤會務執行 

    1. 每一個月至少以實體或視訊之方式參與 iEARN Taiwan 之行政會議 

    2. 協助招募 iEARN Taiwan 下一屆青少年代表 

   ◤專案執行  

1. 規劃並帶領台灣區師生進行 MADay (Make a difference day)活動 

MADay 活動旨為全球 iEARNer 將在 10 月底同一周進行「讓世界更美好」的

行動事蹟。透過社區服務、社會關懷，在這一天大家一同走向街頭，串聯起

iEARN 聯合國的創意與行動，讓 iEARN 被世界看見。 

2. 規劃並發起創意的 VOYAGE(青少年志工專案)，帶動台灣青少年參與國

際並透過 iEARN 平台進行國際交流。 

VOYAGE 目標讓學生付諸行動，發揮價值服務社會。專案執行通常在每年的 3-5

月。青少年代表須扮演帶領的角色，作為專案發起人，並協助台灣執行各區專

案並分享成果於 iEARN 平台與台灣區社群網站 GYSD X Voyage 全球青年服

務日 X 青少年志工活動。 

3. 擔任 iEARN 協作平台(Collaboration Centre)- VOYAGE 之專案輔導員，

促進 iEARN 平台專案合作夥伴間的交流。 

專案輔導員需定期上專案頁面管理與給予各國專案參與師生成果的回饋，定期

發起線上專案夥伴交流活動，帶動專案夥伴間熱絡的交流關係。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GYSD-X-Voyage-%E5%85%A8%E7%90%83%E9%9D%92%E5%B9%B4%E6%9C%8D%E5%8B%99%E6%97%A5-X-%E9%9D%92%E5%B0%91%E5%B9%B4%E5%BF%97%E5%B7%A5%E6%B4%BB%E5%8B%95/752921161405842?ref=bookmarks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GYSD-X-Voyage-%E5%85%A8%E7%90%83%E9%9D%92%E5%B9%B4%E6%9C%8D%E5%8B%99%E6%97%A5-X-%E9%9D%92%E5%B0%91%E5%B9%B4%E5%BF%97%E5%B7%A5%E6%B4%BB%E5%8B%95/752921161405842?ref=bookmarks
https://collaborate.iearn.org/


 

◤營隊執行  

擔任次年冬令營總執行，需籌組 5 人(含)以下之核心團隊，一同規劃、籌備執

行為期三天、學員參與人數近百人、志工人數近四十人的大型營隊。 

iEARN 冬令營為以 14 到 18 歲台灣中學生為目標對象的營隊，旨在傳遞 iEARN 

「Learning the with world, not just about it」的核心概念，透過豐富的活動

設計，增加學員的國際視野、在地關懷、英文簡報、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不定期任務   

1.  協助學會統籌/籌辦青少年活動。 

2.  提供會內必要時的活動支援(擔任工作人員、課程助理、演講)。 

 ◣ 權利義務  

1. 任期滿三個月須交受學會考核，通過得繼續執行責任及義務。 

2. 當青少年代表有重大學業問題時需主動通報 iEARN Taiwan行政團

隊。( 如:退學.修學.重修.延畢…等 ) 

3. 青少年代表卸任後得擔任青少年代表永久顧問，協助後續之青少年

代表運作，並適時給予指導。 

 

福利制度 

1. 利用 iEARN 網路平台與資源發展自己有興趣的國際教育領域。 

2. 得到 iEARN Taiwan 專業行政團隊的培訓，並且獲得專案實際執行經驗，

豐富國際交流機會。 

3. 得由 iEARN Taiwan贊助經費參與當選次年所舉辦之 iEARN國際年會暨青

少年高峰會。 

4. 青少年代表若參與實體之行政會議或 iEARN Taiwan 行政團隊所要求參與

的活動，得實報實銷交通費用。 

5. 青少年核心團隊召開實體籌備會議時，得補助交通費(所在地至開會地自強

號來回費用)，每餐補助新台幣 150 元/人，補助總額上限視該年度 iEARN 

Taiwan 預算表。 



 

( ↑青少年代表任務時間軸 ) 

 

 

6. 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至 9 月 7 日(一) 止，請將報名表及資料以電子郵件之方式以

「第五屆 iEARN 青少年代表團甄選報名」為主旨寄至

info@taiwaniearn.org 。 

 待書審通過後，將會進行線上視訊甄選，甄選日期將由 iEARN Taiwan 

另期通知。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第五屆「iEARN Taiwan 2015-17 學生領袖」報名資料（一） 

資本資料及推薦函 

姓名 
(中文) 性別  照片 

(英文)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家中電話  

年級  聯絡手機  

科別  飲食習慣 □葷  □素 

通訊地址  

E-mail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

人姓名 

 關

係 

 
聯絡電話 

(日) 

(夜) 

曾參與之

專案及國

際會議 

 

(此欄位為選填) 

推薦教師  服務單位  

E-mail  聯絡電話  

推薦理由  

 

 

 

 

 

                                  

 

 

        教師簽名：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第五屆「iEARN Taiwan 2015-17 學生領袖」報名資料（二） 

學生自傳 

報名同學自傳 (請自行撰寫)  

一、自我介紹： 

 

二、參加動機： 

 

三、專長&興趣&相關能力(英文、影片剪輯、美編、IT……)： 

 

 



四、相關經歷： 

 

 

五、iEARN 帶給您的意義： 

  

 

六、對教育或國際教育的看法: 

 

 

七、對擔任這個角色的期待: 

 

 



八、假設現在你是 iEARN 青少年代表，想要在 2016 年 4 月份帶領全台灣的

iEARN 會員學校師生進行 VOYAGE 青少年志工計畫，使台灣青少年在地服務，

並與國際交流、接軌，請先了解 iEARN，嘗試結合內外部資源，試提出一個創

新的專案企劃：( 如-請列出【主題】【目標】【內容】… ) 

 

 

 

 

 

 

七、其他補充： 

 

 

 

 

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