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語言：中文

研習日期： 2019年4月27 日〈星期六〉 8:20 - 17:00

研習地點： 東吳大學 第一教研大樓 普仁堂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主辦單位： 教育部中等教育階段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

1 2年國教第二外語課綱教師研習
立足台灣 ,邁進國際 -國際教育第二外語教學

研習目標：

培育國際化的人材，是當今教育現場的課題之一。而所謂的國際教育不應侷限在兩

國或兩地域的文化交流活動，國際教育強調的是如何讓學生透過和其它國家或地域學生

的交流，能針對國際議題進行多角度思考並建構其所須的能力。身為教學現場的教師，

我們並須要理解並熟知國際教育的教學意義與目的，才能將其落實我們的教學現場。因

此，此研習的最主要的目標在於：(1)認識國際教育(2)透過先導校的經驗,一同學習將國

際教育落實於第二外語教學現場。

上午議程表: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 24:00 截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SC16NnTa8Mn3cqcq2
聯絡方式： jgaptaiwan@gmail.com 廖助理

時 間 時 程 表 會 場

8:20-8:40 報到

普仁堂

8:40-8:50
開幕式

蘇克保 副教授 (東吳大學日文系系主任)

8:50-9:50
引言暨主持人: 陳淑娟 教授 (東吳大學 日文系)
講者：朱元隆 校長(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主題：國際文憑課程(IB)與外國語言教育

09:50-10:10 茶 敍 戴氏基金會議室

10:10-11:10
引言暨主持人: 黃靖時 副教授 (東吳大學德文系 系主任)

講者：李芝安 校長蘭雅國中
主題： 第二外語@蘭雅國中- 因應108課綱的具體實踐

普仁堂

11:10-12:10
引言暨主持人 : 闕百華 副教授 (淡江大學日文系) 

講者：邱家偉 研究處主任 (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主題：走讀國際課程的分享

普仁堂

12:10-13:00 午 餐 戴氏基金會議室

https://goo.gl/forms/SC16NnTa8Mn3cqcq2
mailto:jgaptaiwan@gmail.com


Ⅰ 13:05-13:30 13:30-13:55 13:55-14:20 會場
13:00-13:05  主持人: 張桂娥 副教授 (東吳大學 日文系)

R0305日 語
阿部公彥 老師 (明道中學)

題目:國際文憑課程與
第二語言課程

周若珍 老師 (和平高中)
題目:大手牽小手

呂美玉老師(衛理女中)
題目: 十二年國教第二外語
課後日語班教學之探討

13:00-13:05 主持人:陳姿君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 德文系)

R0301
德 語

萬壹遵 老師（中正高中）
題目：高中德語課程的前中後

林柏圻 老師（北一女中）
題目: 行動應用程式
在德語課程中的運用

黃秀雯 老師（蘭雅國中）
題目: 蘭雅國中教學經驗分享

13:00-13:05 主持人:曾麗蓉 教授 (靜宜大學 外語學院 院長)

R0310
西 語

蕭耀松 老師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題目:第二外語教學的
國際化與在地化

Miguel Rubio Lastra
路昇融 老師

（東海大學西語課程召集人）
題目:台灣高中生西語檢定考試

DELE口語測驗之準備

吳佩娟 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題目:探討國際教育於第二外語
教學之現況-以西語教學為例

13:00-13:05 主持人:周瑩琪 老師 （永春高中）

R0302
法語

王玲琇 老師（蘭雅國中）
題目:國際交流

Cindy keo-vu 老師(恆毅中學)
題目:兒童法語教學

13:00-13:05 主持人：扈貞煥 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R0311
韓 語

李順子 老師 (樹人家商)
題目: 青春期青少年

的韓國語課程
林錦宏 老師（蘭雅國中）
題目:國中韓語教育現況分享

王曉倩 老師（中崙高中）
題目：如何提高二外語

學生學習動機

14:20-14:40 各語言討論時間 各教室

14:40-15:00 茶 敍 戴氏基金會議室

Ⅱ 15:05-15:30 15:30-15:55 15:55-16:20 教室
15:00-15:05  主持人:陳美玲 副教授 (東吳大學 日文系)

R0305
日 語

鍾婷任 老師(蘭雅國中)
題目:導入台日文化課程

的國中日語班

賈志琳 老師(豐原高中)
題目: 與日語伙伴協同教學

之二外課程

康翊軒 老師
(百齡高中國中、光仁高中)
題目:高中二外日語選修
與國中日語專案專題課程

15:00-15:05 主持人: 鄭欣怡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 德文系)

R0301
德 語

陳冠宇 老師（中山女中）
題目: 青少年教材中的

文化與國情-以Beste Freunde及
Deutsch echt einfach為例

林彥廷 老師（光仁中學）
題目:透過遊戲

增加同儕之間的學習動力

王姵媞 老師(蘭雅國中)
題目: 二外國中教學初體驗

15:00-15:05  主持人:林姿如 副教授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系 系主任)

R0310西 語
賴彥伶 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題目:第二外語學習VS.國際文化
學習—以西班牙飲食文化為例

林麗涒 老師（大里高中）
題目:第二外語教學之
中南美洲文化探索

黃韵庭 老師
（清水、宜寧高中・東大附中）

題目：「西」引力法則-
如何用文化導入西語教學

15:00-15:05主持人：阮若缺 教授（政治大學 外語學院 代理院長）

R0302
法 語

Solenn Nantier 老師
（巡迴中學）

題目：大台北地區
各中學法語學習之概況

Tatiana Grave 老師
（巡迴中學）

題目：大台北地區
各中學法語學習之概況

15:00-15:05 主持人:鍾長志 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R0311韓語
吳宜燊 老師（百齡高中）
題目: 韓語教學實況與問題

-以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韓語課為例

李亭萱 老師（中和高中）
題目:如何利用互動讓學生對於韓

語與韓國文化產生興趣

石暄 老師 （金陵女中）
題目:與高中二外學生

的課堂互動

16:20-16:40 各語言討論時間 各教室

16:40-
17:00

綜合討論暨閉幕式
主持人：陳姿菁 副教授 (開南大學 應日系)

普仁堂

下午議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