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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深耕方案。 

貳、 目的 

一、 拓展本市高中職學生國際視野，深入了解異國文化，培育具國家認

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化人才 

二、 強化本市高中職學生語言溝通及適應能力，建立跨國友伴關係，並儲

備本市辦理國際活動外賓接待人才。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國際事務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 

三、 委託承辦單位：由主辦單位公開甄選，107 年 1 月 1 日(星期一)前於

教育局網站公告 

肆、 選送地點與期程 

一、 地點：加拿大卑詩省 Campbell River 市公立高中及美國各州公立高

中。 

二、 期程：自 107 年 9 月至 108 年 6 月。 

伍、 甄選對象及名額 

一、 甄選對象：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國中三年級學生。 

二、 名額 

（一）加拿大卑詩省 Campbell River 市：正取 5 名（經濟弱勢學生至少

1 名），備取 5 名。 

（二）美國：正取 20 名（經濟弱勢學生至少 4 名），備取 20 名。 

三、 若經濟弱勢學生申請未足額，賸餘名額流用於一般學生。 

陸、 報名資格 

一、 年齡 

年滿 15 歲至 18 歲 6 個月以下(2000 年 3 月 10 日(含)以後~2003 年 8

月 1 日(含)以前出生)。 

二、 在校成績 

近三學年度（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學期學

業總平均成績均達 70 分以上、英文成績 7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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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常生活表現 

德行評量之日常生活表現項為「表現優異」以上，且未受小過 (含)

以上之處分。 

四、 英文程度 

(一)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英語能力測驗同等成績，參閱 CEF

外語能力檢測對照表)以上。如學生未參加相關檢定，可由目前

任教該生的英文老師出具證明。 

(二) 選擇赴美國交換之學生，除上述檢定資格外，另須達美國公立

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要求英文測驗及格成績。 

柒、 甄選程序 

一、 校級初選：欲參加學生於 10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前向學校提出申

請，各校於 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前自行辦理校內初

選作業，並於 10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前依據「捌、報名

資料」彙整學生資料函送本局，逾期不受理。 

二、 市級複選：由本局組成「107 學年度交換學生甄選委員會」，進行「書

面審查」和「面談」兩階段甄選，面談時間以通知為準，

並預定於 107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前公告錄取名單。 

捌、 報名資料 

一、 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 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 

三、 中、英文自我推薦函 (附件三、四)。 

四、 英文程度證明文件。(美國交換學生方案英文測驗類型由本局另案公

告。) 

五、 家庭經濟證明： 

(一)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經濟弱勢學生申請應附文件；證

明文件內需有學生名字，且尚於有效期限內)。 

(二) 稅捐稽徵機關出具之申報學生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人之全

戶最新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其未達申報標準者，檢附稅捐

稽徵機關出具最新年度所得資料清單（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除外）。 

六、 參加美國交換生甄選之學生，須於面談時提供近三年英文版學業成績

單正本 1 份。 

七、 其他個人優秀表現之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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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選送學生須知  

一、 出國前 

(一) 學生赴國外學習以一學年為限，出國期間須於原校辦理休學；

計畫結束後，必須按時回到原校就讀，不得申請延長。 

(二) 若因個人因素致無法取得簽證者，其選送學生資格即取消並返

還已領獎學金，不得異議。 

(三) 役男身分學生需依法辦理役男出國相關手續，並於選送期結束

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留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

一切法律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二、 出國期間 

(一) 選送學生在外代表國家與學校，選送期間須努力向學，融入當

地生活並遵守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情況且情節嚴重者，本局得

中止選送計畫，該生應立即返國並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 

(二) 選送學生至選送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

守該校一切規定。  

(三) 錄取學生不得任意放棄選送資格或縮短選送期程，如任意終止

或縮短計畫期程者，須繳回所領取之全額獎學金。若有具體理

由或不可抗力情事，需提前結束選送計畫，必須取得原就讀學

校與選送學校兩校同意，並陳報本局備查。  

(四) 選送學生於國外學習期間，須於臺北市國際交換生同學會網站

(網址:http://163.21.114.163/GlobalStd/ Portal.action)，依據撰寫

主題(如附件五)每月書寫網誌記錄生活及學習情形，如有逾

期，本局將視情節輕重追回所領取的獎學金。 

三、 返國後 

(一) 返國後學習銜接及學分認證：依｢臺北市高級中學學生校際學

習及學分抵免或升級實施要點｣，洽各校註冊組辦理。選送學

習期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在校成績評比，如大學繁星計畫、畢業

生市長獎等。 

(二) 返國後兩個月內應繳交國外學習期間之學習檔案，並提供學習

檔案及相關資料予就讀學校及本局公開使用。 

(三) 選送學生有義務加入本市交換學生網路校友會，俾提供個人經

驗，協助輔導爾後年度申請參加本計畫之學生，並配合本局出

席相關活動、進行心得分享。 

(四) 選送學生應主動協助就讀本市學校之國外交換學生之入學引

導及在臺生活諮詢，並擔任本市辦理國際活動時接待外賓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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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義工。 

壹拾、 費用預算及補助 

一、 費用預算：預估每名交換學生所需費用約為新臺幣 70 萬元。 

二、 補助情形 

(一) 經濟弱勢學生由本局補助新臺幣 70 萬元。 

(二) 一般學生之家戶（申報學生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人經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之全戶）收入最近一年綜合所得淨額之課稅級距為

未達百分之二十或未達申報標準者，本局補助新臺幣 20 萬元。 

(三) 一般學生之家戶（申報學生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人經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之全戶）收入最近一年綜合所得淨額之課稅級距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本局補助新臺幣 7 萬 5,000 元。 

壹拾壹、 附註：若本局年度經費不敷支應，本局保留減列名額之權利。 

壹拾貳、 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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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報名表 

選送地區志願序 

（可單選；亦可複選並請排序）： 

□加拿大卑詩省   

□美國  

經濟狀況：  

□一般學生 

□經濟弱勢 （請附證明） 

學校推薦順

序(由學校填寫) 
 

就讀學校及年級  

請黏貼 2 吋照片 姓 

名 

中 文  

英 文 

(與護照同)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膳食  □葷 □素 

聯絡地址 □□□-□□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關
係 

 
行動電話： 公務電話： 

電子信箱： 

在校表現 

學期別 學業成績 英文成績 日常生活表現 獎懲次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語文能力證明  

申請人：                   導師：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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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女                   報名申請「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

生學習計畫」                （加拿大或美國）地區之選送學生，已詳讀計

畫且承諾若錄取為選送學生，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

務。如有違反情事，須全數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 

 

 

 

 

                學生簽章：                        

 

                父及母(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民國 107 年     月     日 

 

 

備註：本同意書學生及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均需親自簽章，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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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交換生中文自我推薦函  

 

  (1000 字以內，書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力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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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交換生英文自我推薦函  

 

  (1000 字以內，書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力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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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網路同學會網誌撰寫主題 

 

 

月份 主題 主題說明 

九月 踏出第一步 初來乍到的心情與體驗 

十月 我的新家人 寄宿家庭介紹：成員、環境、家庭氛圍等 

十一月 學習檢核(一) 

國外的學習有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課程或是活

動？你認為與臺灣的課堂有什麼不同之處？課程

學習與課外活動帶給你什麼樣的成長與改變？從

中你學習到什麼？ 

十二月 節慶活動 
國外生活中有什麼特別的節慶體驗？節慶的由來

是什麼？ 

一月 旅居城市描寫（或鄉村） 
旅居城市中有什麼和臺灣不同的地方？社區有什

麼特別的風景與人文特色？ 

二月 校園生活 
旅居國學校生活與臺灣有什麼異同？有什麼感興

趣，或感到困難、疑惑的？  

三月 文化大使經驗分享 
半年來，文化交流及行銷臺灣的經驗，與對文化差

異感受最深、最有感觸、最有心得的是什麼？ 

四月 我的榮譽榜 

交換學生生活中有什麼有成就感的經驗？有沒有

獲獎的經驗呢？從學習中自己有哪些進步？旁人

的肯定？ 

五月 跨文化比較 

請選定一個國際議題，例如：經濟、人權、環保、

醫療或性別等，試分析及比較旅居城市與臺北的不

同之處。 

六月 學習檢核(二) 
赴國外交換學生生活的體悟與成長，對未來交換學

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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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交換學生期程表 

編號 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辦理期程 

1 公告實施計畫 教育局 1月 1日(一) 

2 學生報名 

本市各高

中職及國

中  

1月 15日(一) 

~ 

1月 19日(五) 

3 

美國地區計畫說明會 承辦業者 1月 13日(六) 

加拿大地區計畫說明會 教育局 1月 13日(六) 

4 各校辦理校內初選 
 

1月 22日(一) 

~ 

1月 24日(三) 

5 各校提供校內初選結果資料 1月 31日(三) 

6 市級複選(面談) 

教育局 

(時間另行通知) 

7 學生資料造冊，通知獲選學生 3月 9日(五) 

8 美國地區及加拿大行前講習說明會 6月中旬 

9 取得錄取通知書 6月中旬 

10 辦理出國簽證 7月 

11 美國地區行前訓練 7月中旬 

12 通知錄取學校及寄宿家庭 
7月中旬~ 

9月中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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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外語能力檢測對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