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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全球化不是㇐種選擇，而是㇐種需要面對的事實。」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隨著社會、經濟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變遷，加上日趨多元的「文化體

系」，教育需要被擴大其深度及廣度，進㇐步與國際接軌，我們總是期盼著臺

灣青年能具備國際觀的視野，但常常卻對來自各地的不同文化僅有㇐絲模糊的
印象，卻鮮少有機會去接觸並深入認識這些文化背後的價值與背景。 

    如今，各級學校紛紛開始投入教育資源去進行學生「國際觀養成」的活

動，但目前台灣對於國際教育推廣的現況，課程卻普遍僅出現於英語科或社會
科，尚未融入各領域之科目。而我們希望能透過招募⾧時間的國際青年研習

生，讓臺灣的國中小生能實際與這些青年們接觸，了解到這個世界上多元的不

同文化，同時希望能提升對於不同文化的渴望、尊重及包容，並瞭解到外語學
習的重要性。 

    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之組織願景：「培養青年領導力及對社會正面

影響力」，近幾年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SDG )，希望透過專案能達到第
4.7項：透過國際文化的交流投入教育，以降低因文化不理解而導致的衝突、暴

力，並學習以世界公民的角度來認識世界及文化的多樣性，以達到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目標 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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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介紹 

施行對象｜新竹市國中小、高中職各級學校（郊區學校優先） 

國際研習生到校時段｜學期中，為期6週（實際時段依簽約而定） 

專案內容｜ 

㇐、文化教育 （主題性教學：國家文化介紹、自然景觀、種族、節慶習俗等） 

二、校內課間活動合作（學生輕鬆參與國際桌互動、討論分享議題、文化、故事等） 

三、議題教學（當地傳統技藝、生態保護、國際事件討論、領導力等） 

四、英語教學合作（以歌曲、繪本、遊戲等活潑的方式，協同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大部分利用早自修、周三下午等課堂時間則由各校老師與研習生們討

論後決定。㇐天約四到五堂課。我們希望多以活潑的方式呈現，讓學

生們覺得上課不再是壓力，例如：學生與國際研習生㇐起做美食，佈

置、舉辦節日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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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模式 

【新竹市各級學校】｜協同國際研習生專案運作 

⇒ 提出國際志工與貴校合作計畫，課堂、專案空間及時間安排 

⇒ 提供國際研習生足夠教學環境及機會 

⇒ 向縣府提出計畫書、經費概算即可得到專案補助費用 

⇒ 協助提供國際研習生住宿(Homestay為佳)、平日單日至少㇐餐伙食 

⇒ 協助AIESEC清華分會評估國際研習生及服務成效 

【AIESEC 清華分會】｜協助國際志工行政程序，接待及雙方溝通橋樑 

 

 

 

需求
調查

簽約
合作

媒合適任
研習生

研習生
培訓

專案
執行

回饋&

檢討

研習生來台前 研習生來台後 

與適合學校簽約 

媒合適任研習生到各校 

規劃研習生專案內容 

各校與研習生溝通橋樑 

陪同研習生體驗台灣 

主辦英語國際村活動 

評估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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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時間表 
．2017學年度下學期執行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與學校簽約        
媒合國際研習生        
專案相關準備        
專案執行        
結案        

．2018學年度上學期執行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與學校簽約        
媒合國際研習生        
專案相關準備        
專案執行        
結案        

預算花費 
行政費用｜NTD 5000 /人 

網路平台維護、公文申請、郵電費、志工保險、接送機接待以及行前培訓費用 

（頭款 2000元為簽約時繳交，尾款3000元當志工來台後繳交） 

其他負擔｜約NTD 4000-5000 /人 
 

項目 規格 支出估計 數量 金額 說明 

提供住宿 人 寄宿家庭為優先，若無法則由學校協助找住宿地點 

平日餐點 人 40+60 30 3000 
早餐40、午餐60， 
共30工作天 

專案雜支 次 1000 1 1000 
教材、消耗品、影印費等相

關衍生雜支 

*若在住宿餐食提供上有任何困難AIESEC清華分會可再與校方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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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效益 

【新竹市學生】 

⇒ 透過國際研習生參與籌劃學校國際文化議題交流活動，擴展學生國際眼界 

⇒ 英文是全球化時代不可或缺的能力，藉由交流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外語的興趣 

⇒ 藉由和國際志工的相處，培養對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及尊重，消弭刻板印象 

⇒ 透過不同文化背景及語言交流，激發小朋友的思考以及正向的思維及創意 

【新竹地區】 

⇒ 營造多元國際化學習體驗環境，讓正向國際觀養成增色新竹的高教育水平 

⇒ 宣傳國際研習生在新竹專案執行，讓臺灣、世界看見體制內教育多元化成效 

⇒ 藉由國際青年參與，促進台灣乃至新竹在地文化雙向學習與宣傳 

⇒ 新竹地區實踐教育世界公民之責任，培養學生成為㇐名國際人才 

⇒ 讓新竹地區的英文教學跳脫框架，真正讓學生學英文有所得並用於生活之中 

合作數據與案例 

【2017年各縣市教育局合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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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來台國際研習生國籍分布】 

 【2017年來清華分會合作實例】 

    於2017.3-2017.12 總共接待九位國際志工，分別來自加拿大、新加坡、

法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並於新竹科園國小、⾹山國小、竹蓮國小以及

苗栗苑裡國小、海寶國小等校執行此教育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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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習生心得 

 

  報導節錄自 中時 2017年12月20日謝佳潾 

新聞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220006074-260405 

 

節錄於來自加拿大的大男孩 Jared Comia 

My most unforgettable memory are easily my memories with the school and 
having all the children and teachers greet me, full of excitement, saying 
“JJ!”“Teacher JJ!””JJ哥哥”.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happiness the kids 
had whenever I would greet them back. I loved seeing them smile back. 
These talks with the kids helped them build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would start succeeding in speaking English! One child even sat 
down and started teaching me Mandarin after he talked to me in English! 
That was also a special memory. Anyway, I think that these talks will empower 
them to keep trying to learn new things, and not to be embarrassed if they 
are not good at it at first. 

-專案期間2017.5.8-2018.6.16 於香山國小 

節錄於來自新加玻的 Vaya Bundawi 

I would say the last farewell. It was filled with so muchemotion. From that 

farewell, it seemed like I haveunconsciously made impacts in someone’s life, 

whichmade me happy and wanted to do the best in life, hoping 

to continue making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專案期間2017.5.8-2018.6.16 於竹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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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在新竹地區尤其是郊區地方，我們希望透過在新竹市推展國際研習生到校

的教育專案，讓新竹各個學校的小朋友都能看見世界的廣闊，並學會尊重不同

的文化，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學校規模或位置原因，而失去認識外國文化、看見

世界廣闊的機會，也能透過和國外大學哥哥姐姐的互動下更加認同台灣美麗寶

島的文化，並且勇敢自信的成為㇐位擁正向影響力的青年。 

目前在新竹市部分學校都已初步合作，我們希望能得到新竹市政府教育局的協

助推行，讓我們所帶來的國際青年正向影響力達到真正永續且深入的發展。 

AIESEC理念 

     二戰後的1948年，七位歐洲青年，看到兩次世界大戰因為族群間對彼此

的對立與不瞭解所造成無辜的傷亡，希望成立㇐個組織，透過文化交流以進而

達到世界和平，於是成立了AIESEC。 

    AIESEC 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下的

國際學生非營利、非政治性組織，分布於

全球五大洲127個國家及地區的2400所大學，每年約有60,000名18~30歲之青

年加入。台灣總會成立於1964年，目前於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

通大學、成功大學等18所大學設立分會，並為內政部隸屬人民團體。 

    身為全球最大的青年組織，AIESEC致力於透過跨國實習、志工提供我們的

合作夥伴㇐個與全球不同背景青年人才交流、共同工作的平台。㇐起攜手實現

「和平與開發人類潛能」的宏大願景，創造積極的社會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