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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 專案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iEARN 連結及鼓勵全世界年輕人㇐起對在地社區進行正向的改變行動，透過這種方式也培育他們成為未來全球公民， 

更促進㇐個更有連結性、和諧與公平的世界。 

我們在全球線上網路成立的非營利網路社群(iEARN)，目前已支援了超過140多個國家、5萬多名教師和200萬名學生。 

2019年1月，iEARN獲得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WEF)評定為「未來學習創新學習首選模式」之㇐的 

殊榮。 

 

iEARN的特性如下： 
 

●為6-12歲的青少年提供了㇐個安全有序的網路交流環境 

●是㇐個有包容性並富含多元文化的社群，參與的教師與學生大多來自多元文化背景並具有全球思維 

●提供同儕評論及分享的論壇平台，為寫作閱讀及其他作品提供真實的讀者 

●提供場域及機會進行跨國網路合作及跨文化交流、以專題式學習為主的專案合作，和服務學習活動 

●提供㇐種既有趣又富有吸引力的學習方式 
 

加入iEARN後，教師和學生可以進入㇐個活躍的線上合作學習平台。在這裡，可以結識其他的參與者，㇐起參與由世界 

各地的同儕發起的專案。除了能夠滿足特定課程或學科領域的需要，iEARN發起的每個專案都必須回答㇐個問題，即 

「這個專案將如何改善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品質？」目的是將iEARN的所有成員緊密地聯繫在㇐起。透過參與iEARN的專 

案，能夠培養學生和區域性或全球夥伴分工合作的習慣，使他們逐漸理解自己在社會中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 
 
 

 

 

iEARN 專案模式             
 
 
 
 
 
 
 
 
 

iEARN專案與聯合國

永續. 發展目標

(SDG'S)： 
 
 

 

iEARN專案由世界各地兩個(含)以上不同國家之學生與教師團體合作進行。iEARN專案有許多不

同型式，但大多都是根據教育學之專案式教學原理。大多數的專案以合作過程為導向同時也促

成各參與者間合作共同產出的「專案成果」。 

目前iEARN平台上有㇐百多個專案持續進行中，這些專案提供廣泛的主題元素給國小至高中的

學生參與，包含數理、社會科學、語文學習、科學、科技與音樂等等。所有的專案都經過師生

精心設計，以求適合其課程，教學需求與教學計畫。 
 
 

在2015年，iEARN致力於建置全球網路並動員全世界教育伙伴以實現17項全新的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這與未來的國際發展休戚相關。基於這份心力，iEARN所有的專案主題都與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密 切 結 合 。 歡 迎 參 訪 iEARN 官 網 上 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合 作 指 南 ：
iearn.org/pages/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何謂iEARN? (國際教育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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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尚未成為iEARN的成員，請瀏覽下面的網址： 

台灣iEARN網站：www.taiwaniearn.org/index.php/join-us 

國際iEARN網站：www.iearn.org 

iEARN專案合作平台：collaborate.iearn.org/connect 
 

To learn more about iEARN: visit www.iearn.org 

Where can I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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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語文藝術 CREATIVE & LANGUAGE ARTS  

ABC CULTURAL 
Creación de un libro de ABC Cultural mediante la interacción de compañeros locales y globales 

15 

世界各國的字母文化 ALPHABETS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Students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the history of their language 
學生收集本國字母的歷史資料，他們的語文歷史。 

15 

虛擬異鄉生活 ALTERNATE REALITY 
學生創作並交換數位排版照片，虛擬想像他們夥伴們的生活是何種情景。 

 
15 

AMIGOS ALREDEDOR DEL MUNDO 
Estudiantes leerán el libro “Amigos” y participarán en actividades sobre los temas de la amistad, la 
diversidad y la inclusión. 

 
16 

藝術連結你和我 ART CONNECT 
Creating a multicultural kaleidoscope of the arts, by combining the arts/music/dance together. 
藉著藝術、音樂、舞蹈的結合創造出跨文化的藝術萬花筒。 

 
16 

野獸之美 BEAUTY OF THE BEASTS 
國際野生動物藝術作品和詩歌交流。 

16 

CIUTATS LECTORES 
Un projecte literari web 2.0 que té com a objectiu principal fomentar la lectura entre els joves. 

17 

數位故事交換 DIGITAL STORYTELLING FOR EXCHANGE 
以個人的生活經歷為主題，創作2分鐘⾧的影片，經由影片交流建立跨國文化認識與包容。 17 

民間故事/說故事 FOLK TALES/STORYTELLING: PAST AND PRESENT 
學生在社區內外學習並分享民間故事。 

17 

全球藝術:關愛的圖像 GLOBAL ART: SENSE OF CARING 
學生以「關愛」為主題創作並交換藝術品和文章。 

18 

和平推手 HANDS FOR PEACE 

㇐個以手勢做為鼓勵，促進學生間和平氛圍的專案。 
18 

節日賀卡交流 HOLIDAY CARD EXCHANGE 

參與者將準備好的節日賀卡裝入信封，郵寄給其他學校。 

 
18 

青少年雜誌 iMAGZ-MAKING MYSELF HEARD  

聯繫世界各地學生，共同創作㇐份由青少年編製的雜誌。 
19 

國際讀書俱樂部 INTERNATIONAL BOOK CLUB: GETTING READERS CONNECTED 
結合另㇐國家讀書俱樂部的讀者，以提升全球文學素養及永續發展目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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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影俱樂部 INTERNATIONAL FILM CLUB 
透過對電影或紀錄片所描寫的重要議題做反思，讓學生來做出改變。 

 19 

我的英雄開始行動 MY HERO CALL TO ACTION 

創作與分享新媒體，慶祝它們努力在社區或世界上做出正向改變。 

 
 20 

我的名字專案 MY NAME AROUND THE WORLD 
學生研究並交流關於自己名字的資訊。 

 
20 

NO AL BULLYING, SI UNA CULTURA DE PAZ 
Frenar el bullying mediante la promoción de una cultura de paz en las escuelas. 

20 

生活中的㇐天 ONE DAY IN THE LIFE 
學生描述他們生活中的㇐天，分享相關主題的照片。 

21 

摺紙專案 ORIGAMI PROJECT 
交流摺紙活動。 

21 

ORILLAS CLASES HERMANAS 
Cada pareja de clases tendrá su espacio para llevar a cabo su proyecto colaborativo. 

21 

我們的故事書 OUR STORY BOOK PROJECT 
本專案是要搜集多元文化與國家的不同觀點來完成㇐個精彩的故事。 

22 

筆友 PEN PALS - PEN FRIENDS 
全球筆友交流，將日本學生和全世界的同儕聯繫起來。 

22 

QR WEEK 
Incorporar códigos QR realizados por los alumnos en un mural colectivo en linea. 

22 

生命中的桃花源 SPECIAL PLACE 
學生以寫作或繪畫的形式描繪當地㇐個對他們來說很珍貴的地方。 

 
23 

日本琴藝專案 TAISHO KOTO 
㇐起探索日本傳統樂器大正琴的和諧樂曲。 

23 

全世界來討論風箏 TALKING KITES AROUND THE WORLD 
放風箏的傳統，載著美好世界的夢想飛翔。 

23 

TE CUENTO UN CUENTO 
Alumnos producir y compartir cuentos a partir de imágenes y sonidos utilizando el lenguaje como medio creativo 

24 

泰迪熊專案 TEDDY BEAR PROJECT/OSITOS DE PELUCHE 
用電子郵件和郵寄方式，交換國際泰迪熊。 

24 

US HO EXPLIQUEM 
㇐個推動文字印刷的專案。 

24 

寫作專案 WRITE ON 
學生藉著回應各種不同的寫作提示來表達自己並且發展他們的寫作技能。 

25 

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案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ALO BRAZIL/HELLO BRAZIL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ve speakers and Portuguese learners. 

27 

仁慈點，不要丟下他們 BE KIND, DON’T LEAVE THEM BEHIND 
學生㇐起合作來減少他們社區中弱勢者的痛苦。 

27 

邦加島遊記 BONGOH 
㇐種模擬遊戲，學生在想像中的群島旅行。 

27 

公民:青年志工服務 CIVICS 
這是㇐個合作專案，在專案中青年人有機會評論和參與社會問題。 

28 

文化包裹交換 CULTURAL PACKAGE EXCHANGE 
學生透過交換具有文化特色物品的包裹來體驗不同文化。 

28 

往生之日- 全球之傳統 DAY OF THE DEAD - TRA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分享與瞭解全球與往生之日有關的傳統文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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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MANO DE MIS ABUELOS 
Se hermanan escuelas cuyas clases trabajarán distintas actividades con los abuelos. 

 
29 

DICCIONARIO AFECTIVO 
Collaborative network project to work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9 

早期人類符號 EARLY PEOPLE’S SYMBOLS 
探索早期人類的符號及其文化歷史。 

 
30 

EXPRESA LO QUE SIENTES 
Brindar habilidades que ayuden a expresar emociones que puedan interferir en la convivencia diaria. 

 
30 

尋求解決饑餓之道 FINDING SOLUTIONS TO HUNGER 
學生開始了解世界上飢餓的根源，並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來排除。 

30 

民俗與文化 FOLK AND CULTURE 
學生們探索當地文化並傳承給當地社會的下㇐世代。 

31 

全球民族服飾 FOLK COSTUMES AROUND THE GLOBE 
學生寄發自己國家民族服飾的照片和描述。 

31 

GEOFESTES 
Conocer con profundidad las tradiciones y festividades propias del municipio. 

 
31 

女孩站起來 - 全民教育 GIRLS RISING - EDUCATION FOR ALL 
了解到世界上女性平等權及教育權的重要性。 

32 

GOLD (GLOBAL OWNERSHIP OF LEARNING & DEVELOPMENT) 
‘GOLD’ addresses global communities of learners developing a sense of national and global socio-cultural heritage. 

32 

健康世代與傳統美食 HEALTHY GENERATION AND TRADITIONAL CUISINE 
本專案鼓勵學生烹煮傳統美食，分享和結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32 

世界遺產 ERITAGE AROUND THE WORLD/PATRIMOINE MONDIAL 
本計劃讓學生能夠分享他們國家的文化遺產。 

33 

當地歷史 LOCAL HISTORY PROJECT 
學生研究所在城市的歷史，並從世界上其他地區學生的研究成果中學習。 

33 

LUGARES Y COSTUMBRES DE MI CIUDAD 
Un proyecto para ampliar el conocimiento del lugar donde viven los niños. 

33 

廣島和平 MACHINTO - HIROSHIMA FOR PEACE 
70年後的今天，廣島和⾧崎代表何種意義。 

34 

金錢面面觀 MONEY MATTERS 
學生研究關於金錢的歷史、貨幣變化及學生零用錢等議題。 

34 

我的城市與我 MY CITY AND ME 
㇐個關於我們所居住城市中的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議題的專案。 

34 

我的夢想世界 MY DREAM WORLD 
㇐個學生分享他們對理想世界想法的園地。 

35 

我的特質,你的特質 MY IDENTITY, YOUR IDENTITY 
參與者討論他們國家的傳統慶典，著名的紀念館及地標。 

35 

我的學校,你的學校 MY SCHOOL, YOUR SCHOOL/MI ESCUELA, TU ESCUELA 
學生們比較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學校生活。 

35 

MI MUSEO, NUESTROS MUSEOS 
Learn together about the different museums of the world. 

36 

青少年自然災害高峰會 NATURAL DISASTER YOUTH SUMMIT 
兒童藉由與全球朋友的溝通與合作，學習如何減少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影響。 

36 

奧運與殘障奧運開跑 THE OLYMPICS & PARALYMPICS IN ACTION (TOPA) 
透過認識奧運與殘障奧運，在逆境中增進友誼，培養鼓勵與合作的精神。 

36 

拯救無辜的孩童 SAVE THE INNOCENT 
青少年自製短片，呈現他們認為能提供服務來幫助愛滋孩童的最佳方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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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道 STAYING HEALTHY 
本專案使學生能夠培養出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心理及生理都能達到最好的狀況。 

37 

起居室閒聊 THE PARLOUR 
小組學生以視訊或其它可同步溝通的軟體彼此作非正式的現場聊天，交流的主題是開放的，即使沒有主題也歡迎! 

37 

街道人物誌 THE PEOPLE ON MY STREET/LA GENT DEL MEU CARRER 
調查你所居住城市中街道名字及地標名字的起源。 

3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地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學生研究自己國家的世界遺產地，並當嚮導帶領全球夥伴做虛擬導覽。 

 
38 

虛擬和平教育營隊 VIRTUAL PEACE EDUCATION CAMP 
讓學生及成人具備有個人解決衝突的技能。 

 
38 

世界，我們為你創作 WE CREATE FOR YOU, WORLD 
學生創作”數位視覺”來分享經驗與他們對現在及未來的展望。 

 
39 

音樂的世界 WORLDS OF MUSIC 
演奏，創造，研究或回應世界上的音樂。 

39 

我們生活的世界 WORLD WE LIVE IN (WWLI) 
參與者討論關於世界的想法，以及提供改善世界的建議。 

39 

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專案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3D創作 3D IDEAS 
學生實驗3D軟體並分享他們想做的3D作品(提供免費軟體與指導)。 

41 

三個季節 3 ESTACIONS (3 SEASONS) 
學生進行與秋、冬、春三個季節有關的主題研究。 

41 

CORONAVIRUS - LAS MATEMATICAS DE LA PANDEMIA 
The project allows young people to look at the pandemic through data, numbers, tables and graphs. 

 
41 

水仙花與鬱金香 DAFFODILS AND TULIPS 

世界各地學生㇐起種植球莖，收集各種數據資料，並追蹤它們何時開花 
 
 

 
 
 
 
 
 
 
 

442  

去碳化 DECARBONIZAR - TIEMPO DE ACTUAR/TIME TO ACT 
氣候變遷是什麼? 它對你的影響為何? 

42 

地球管家專案 EARTH STEWARDSHIP PROJECT 
培養學生的技術與能力，快速種植食物(藥草與蔬菜)並使其存活。 

 
42 

全球動力 GLOBAL STEAM 
以各式樣活動，利用數學、科學、藝術、溝通為工具去探討㇐些全球議題。 

43 

Gomi的地球之旅專案 GOMI ON EARTH 
本專案是關於垃圾的⾧途旅行(GOMI在日文為垃圾的意思)。 

43 

環保守護神 LET’S PROTECT AND RECOVER OUR ENVIRONMENT 
學生培養出責任感以保護環境及維護生態多樣化。 

43 

我家後院的藥草-永續性 MEDICINE IN MY BACKYARD - SUSTAINABILITY 
種植當地的食用及醫藥植物以調查食物種植體系對環境的影響。 

44 

碳足跡看未來 OF2: OUR FOOTPRINTS, OUR FUTURE 
本專案是關於減少我們的碳足跡，以便我們有更美好的世界居住。 

44 

PROTECTORES EN ACCIÓN 
Generar conciencia a través de distintas acciones sobre la tenencia responsable de animales domésticos y silvestres. 

44 

RUTA 34 
Proyecto para trabajar la resolución de problemas matemáticos, a través de la gamificación y la geolocalización. 

45 

Scratch 程式語言慶祝日專案 SCRATCH DAY PROJECT 
依據周遭環境的傳統性傳說故事改編為數位故事。 

45 

太陽能烹飪 SOLAR COOKING PROJECT 
學生藉著製造、測試和使用太陽能炊具實驗替代能源的使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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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探險家 SOLAR EXPLORERS 
讓學生了解到為將來發展出永續性能源的重要。 

46 

測量地球周⾧ STICK PROJECT 
重現埃拉托斯特尼遠在2200年前測量地球圓周的經驗。 

46 

生活中的水資源 WATER IS LIFE/TEAM GREEN INTERNATIONAL 
學生針對水為生活的重要元素進行積極研究和行動合作。 

46 

全球青少年高峰會議 YOUTHCAN 
學生書寫有關他們社區的環保議題，並針對議題互動。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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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教師 討論 他

們在 全球 社會 中

的教 育理 念， 並

探討 如何 為來 自

所有 文化 及語 言

背景 的學 生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務 。

此專案嘗試藉由改變師資培育的方式來轉變我們的教室及學校。未來教師與同儕進行

21世紀教學的對話，以獲得全球學習網絡的直接經驗。教育科系的大學教授與其班上

的未來的教師在「未來教師論壇」(The Future Teachers forum)齊聚㇐堂，討論下面三

方面內容： 

1. 來自全世界的未來教師，就如何建立更能滿足所有學生需求, 以及有效及公平的學

校和課堂, 作不同觀點的比較 

2. 未來的教師以iEARN專案的負責人、觀察者或參與者身分分享直接學習後的反思 

3. 師範教育的教授針對如何在不同的學科領域課程中，進行專案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nring)融入全球學習網絡的議題，交換意見和資源 

 

「未來教師」專案於1999年iEARN波多黎各年會期間發起，並於後續的iEARN年會中透

過合作研發內容，期望未來教師能藉此在職業生涯的初期體驗創新科技和全球學習。

建議的活動包括： 

• 未來教師團隊透過「我們從…來」專案創作詩歌交流，介紹自己及文化背景 

• 未來教師閱讀Paulo Freire 或者Celestin和Elise Freinet作品摘錄，回答引導問題 

• 未來教師相互交流彼此的教育理念，並為教師如何促進與學生間的合作和批判

性探究提出建議 

• 透過即時線上「聊天」討論溝通議題 

• 交流關於將全球學習網絡納入課程的想法 

• 分享藉由觀察、參與或協助推動iEARN專案時所積累的專案式學習經驗 

• 討論如何促進學校對於多元及公平理念的想法與策略 

• 參與教授和未來教師感興趣的其他主題 
 
 
 

 

 

 

大學及研究所階段的未來教師 
 

 
 

未來教師- 認識我們的學生、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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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圈 

架構 

學習圈是圍繞㇐個共同的主題，以遠距合作專案為基礎，把師生納入國際小組或「國際

圈」發展全球的專案。這個過程提供了高度互動，教學相⾧的學習環境，不同的班級可

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從事遠距合作專案合作。共同的任務是創建㇐個學習圈的刊物，收集

或總結每㇐學習圈中所有班級所作的專案。由於這些學習圈按照明確時間開展㇐系列活

動，對此專案有興趣的人們需在每期課程開始前兩週提出加入學習圈的請求。詳情請至

iearn.org/cc/space-41，教師資源是由學習圈的創始人Margaret Riel， 學習圈的國際連繫

人Barry Kramer共同開發，聯絡E-mail: learningcircles@gmail.com。 
 

2021-2022年時間表 
 

9月至1月課程： 
「向世界說哈囉」專案 (5週)，2021年9月30日至11月8日 
「我的學校」專案 (10週)，2021年9月30日至12月13日 
16 週專案：2021年9月30日至2022年1月14日 
(16週專案，12月份有1週休息) 
所有學習圈的課程申請於2021年9月22日截止。 

 
1月至5月課程 
「向世界說哈囉」專案 (5週)，2022年3月1日至4月4日 
「我的學校」專案 (10週)，2022年1月31日至4月11日 
16 週專案：2022年1月31日至2022年5月15日 
(16週專案，4月份有1週休息) 
所有學習圈的課程申請於2022年1月21日截止。 
 

註 冊 網 站 ： https://www.iearn.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learning-circles or 
http://www.globallearningcircles.org/ for the current session registration link. 

 

• 每㇐期有超過125學校班級選擇參加「iEARN全球學習圈」專案，是㇐種遠距合作的專案

計畫。 

• 每個學習圈由6-8個班級組成，在整個課程中㇐起合作。在每㇐個課程的開始， 新的成

員申請加入課程，這些新地區的同學組成新的學習圈。每個學習圈代表4-7 個國家。 

• 學習圈的小組可以年齡或專案主題為基礎。我們提供小學組專案(幼稚園至小學五年級;

年齡5-10歲)，中學組(6年級至9年級;年齡11-14歲)，高中組(10年級至12年級或更高;年齡

15-18或更大)。老師們可撰擇適合學生的組別參加。 

• 學習圈中的每個班級都有機會提出、並與其他小組合作完成專案。線上的聯繫人和學習

圈教師指南（http:/iearn.org/circles/lcgide/）會提供建議，以幫助所有新的，有經驗的學

習圈的參與者。本指南提供了學習圈的詳細說明，包括如何在你的班級組織跨班級合作

的許多建議。 

• 每個班級都必須作出承諾，為其他班級提出的專案提出他們的文字作品。每個人都要參

與，使所有學習圈專案能夠成功。 

 iEARN 學習圈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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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學習圈都有㇐為有經驗的負責人指導他們完成工作及六個階段 

• 學習圈合作分為六個階段，活動的高潮是由每個學習圈創作出㇐本共同合作的刊

物。每個班級的團隊負責所在小組出版物的編輯和出版。 

• 學習圈的五個受歡迎主題是：「向世界說哈囉」(Hello World)， 「地區和展望」

(Places and Perspectives)，「全 球議題」 ( Global Issues)，「計算機編 年史」

(Computer Chronicles)，以及「我的英雄」(My Hero)等主題。請詳閱下㇐頁的主

題介紹。尚有其他視參加者興趣所安排的主題。 

• 我們會在每期課程開始之前提供每個班級作業，作業圍繞共同的主題和年齡相近

的年級。 
 

向世界說哈囉 

(HELLO 
WORLD) 

新專案! 

 
 
 
 
 

地區與展望
學習圈
(PLACES AND 
PERSPECTIVES) 

 
 
 
 

計算機編年
史學習圈
(COMPUTER 
CHRONICLES) 

 
 
 
 

全球議題-環境. 

(GLOBAL ISSUES 
– ENVIRONMEN 

向世界說哈囉 
今年度再次啟動五週就能完成「向世界說哈囉」(Hello World)專案，這是專為
從未參加過iEARN或「學習圈」專案的師生特別提供設計，往常都深受中小學
學習圈新手班級的喜愛。為期五週的學習經驗將可以引導師生認識參加「學習
圈」專案的基本概念，內容包含教師介紹、文化分享以及訊息意見的交流。假
若你從未參加過iERN專案，「學習圈」專案或是想先㇐探究竟，這將會是開啟
你的iEARN 學習經驗的起點。 

 

地區與展望學習圈  
「地區與展望」專案主題鼓勵學生透過與其他地區的人們的分享，來探索當地 

歷史，文化，政府和地理。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了解在歷史事件與地理因素 

相互作用之下，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使學生們更進㇐步了解自己，家庭和社 

區。每㇐個參與班級主導「地區與展望」專案中的㇐個部分。例如：某㇐個班 

級可以主導下列活動：當地的傳說、採訪當地居民、調查獨特地貌、描述該地 

區的歷史景點，考察當地憲法，比較氣候或研究地圖。詳情請見「地區與展望」 

專案教師指南http://globallearningcircles.org/lcguide/pp/pp.html。 

 
計算機編年史學習圈 
專案主題推動跨課程的非小說類(non-fictional)的寫作。線上互動的主軸在於製作㇐ 

份名為“計算機編年史”，類似報紙般的刊物。每個班級都可以包辦報紙的㇐個或多 

個版面作為他們的學習圈專案。每個班級向他們的合作班級徵文，進行編輯，做出 

報紙的㇐個版面。這個版面與其他學習圈夥伴所主編的版面可㇐起統籌編輯成㇐部 

完整的學習圈刊物。詳情請見http://globallearningcircles.org/lcguide/cc/cc.html 
  (「計算機編年史」專案教師指南)。 

 
全球議題-環境 
全球議題旨在為鼓勵學生廣泛討論可以影響世界全體居民的議題，包括環境、社會 

政治和經濟等方面，這些專案指出地球上居民所面對的無數議題以及找出解決之道, 

這樣的課程可包含很多不同的學科領域，包括社會學、自然科學、政體、歷史和經 

濟。詳情見http://globallearningcircles.org/lcguide/gi/gi.html （「全球議題」專案教 

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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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議題-教育 

( GLOBAL ISSUES – 
EDUCATION) 

 

 
我的學校 

(MY SCHOOL) 
 

 
 
 

早期人類的符號
(EARLY PEOPLES 
SYMBOL PROJECT) 
 

 
 
 

 
我的英雄學習圈 
 
(MY HERO 
LEARNING CIRCLES) 

 
 
 
 
 
 
 
 
 
 
 
 
 
 

教師可發起不同主
題的專案

全球議題-教育 
全球議題旨在為鼓勵學生討論可以影響世界教育的現存的許多議題，包括社會、政 

治、經濟等方面，這些專案將指出全球教育、國家或當地所面對的無數議題以及找 

出解決之道，這樣的課程可包括傳統教育和感興趣的跨領域課程。 

 
我的學校 
本專案適用於小學學生，為期共計10週。學生們可和線上學生夥伴互相分享交流及 

共同慶祝他們的班級和學校所舉辦的相關學習活動。 

參加的學生們可選擇多樣方式介紹及突顯他們的學校特色，如故事創作、照片拍攝 

、多媒體方式呈現發表、影片製作或是其他媒體形式皆可。所有參加的班級將互相 

分享彼此獨特的文化資訊，並能產出分享成果。 

 
早期人類的符號  
本專案探索人類的符號和它們文化的歷史。本專案讓中小學學生探索他們文化符號 

的意義，他們可以使用各種管道來在他們的社區做研究，包括網路當地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書籍和㇐些人造品如地毯、牆壁、天花板、地板的圖畫、和古代壁畫等 

。接著，再以日誌、聲音、簡報、影片或數位照片的方式簡述與符號有關的故事， 

本專案也邀請學生以這些符號來創作圖樣或繪畫，在完成故事的研究和紀錄的階段 

，參與的學生將在論壇或早期人類符號的網站分享他們的藝術作品和故事。 

 
 

我的英雄學習圈 
我的英雄學習圈是結合了學習圈和「我的英雄」www.myhero.com。 主要以寫作和 

多媒體方式來激勵學生來創作世界各地的英雄故事，本學習圈讓來自不同地區有興 

趣合作的老師和學生以寫作、照相、數位藝術、音檔、話劇和短片來做英雄主義的 

專題，學生們也可以傳統學習圈的方式來分享文化資訊和討論英雄主題或議題，最 

後的成果可以利用線上Organizer軟體工具刊在「我的英雄」網站。 

教育者也可選擇以「我的英雄」為共同探究的核心主題，擴展到全球同儕夥伴、英 

雄們、英雄主義、社區以及國家對於該主體的學習見解。 

「我的英雄」網站提供師生㇐個安全的線上交流平台，得以討論及分享鼓舞他們的 

英雄為何人？而誰又是他們的英雄？教師與學生使用多媒體工具與世界分享他們心 

目中的英雄，並在 www.myhero.com 網站上分享故事、藝術、視覺影響或是短片。 

教師可以輕鬆地以Organizer 軟體工具編輯㇐份所有學生的作品集。有位來自斯洛凡 

尼亞的老師分享參加「我的英雄」專案的參與心得：「我的學生非常高興並覺得(這 

個專案)很有趣。他們既學到其他國家相當多的資訊以及他們的英雄們。學生們說『 

英雄就是能夠鼓舞我們的人』、或是『英雄能夠留下令我們敬佩的作為』、或是『 

英雄能夠鼓勵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教師可發起不同主題的專案 
我們邀請教師可發起及推動特定主題的學習圈。如果你有任何專案的想法和建議，
請寫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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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circle@gmail.com 和巴里克萊默(Barry Kramer)聯繫，我們會 

為此特定主題發展出專案計畫，並為進行宣傳及尋求支持。建議您至少在學習圈課 

程開始兩個月前便開始啟動構思，以能發展出這㇐特定的學習圈主題。建議您最好 

能先行找到㇐位聯繫人及對該主題感興趣的㇐些班級參與。 

如果有任何iEARN會員想使用學習圈的模式來進行您的專案，請聯繫巴里克萊默 

(Barry Kramer)，以取得如何促進專案參與者之間溝通與互動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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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著手iEARN專案的步驟  

 
 

 
 
 
 
 

 

1. 成為會員  2. 加入專案 3. 找到班級夥伴 4. 進行專案活動 5.展示學生成果 
 
 

1. 成為會員 

 
 
 
 

 
2. 加入專案 

在你開始你的第㇐個專案前，請要成為iEARN的㇐員喔! 

iEARN是採行會員制的組織，會員資格的把關提供師生能進入受密碼保護的安全iEARN線

上協作平台，不但讓老師您可和全球教育者連結，並且能讓學生參與㇐系列琳瑯滿目適

合中小學的國際專案。 
 

接著，你就可以選擇第㇐個iEARN全球專案。 iEARN有許多專案可供你選擇，可根據不同學

科、年齡和可投入專案的時間等條件做篩選。所有的專案都符合㇐個或更多的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這㇐組目標希望達成，在2030年前改善

地球和全人類的健康與福祉。iEARN專案都是由iEARN社群的會員(教師)所創設及負責，形式

多元的iEARN專案可分成下列三種類型: 

a. 持續進行的專案（Ongoing projects）: ㇐年接著㇐年持續常年進行，參與者可在㇐年

的各段時間參與 

b. 短期專案（Short-term projects）有固定的開始和結束日期 

c. 學習圈（Learning Circles） 

學習圈是由6-8位老師和他們的班級藉由線上網路教室的虛擬空間合作組成的㇐個團

隊，全組師生㇐起來進行3~4個月的線上專案學習。參與班級可選擇專案主題與該班

級課程有關的學習圈，最後全組收集並出版成果。 
 

iEARN 有許多專案供你選擇，請試試看選擇下列的專案： 
• 找你使用的語言為主，或者以你們可以方便學習到的語言為主的專案。 
• 與學生相關和符合他們所需要的專案 
• 可以融入貴校課程的專案 
• 適合您學生年齡的專案 
• 較適合您學校行事曆時間的專案。 
 
以下有三種資源協助你找到最新的iEARN 專案以及如何加入的方法： 

 

iEARN 專案手冊 – 本書包括2021年9月在iEARN協作平台的資料庫(iEARN Data base on 

Collaboration Centre) – iEARN 的資料庫含有iEARN 社群所有專案的詳細資訊。 

(請注意：為能加入及參加專案，註冊成為會員是必要條件) 

iEARN 電子報(iEARN in Action: Newsflash) – 我們的電子報每個月出刊㇐次，可供尋找新

專案，尋找合作夥伴，更新進行中專案的進度，以及㇐般訊息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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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 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教師將全球專案融入課程學習所需的科技、協同合作與組織能

力。許多各國的iEARN中心提供教師多元化的研習與支持輔導的學習機會。請聯絡您國

家 的 iEARN 國 際 聯 繫 人 瞭 解 更 進 ㇐ 步 的 資 訊 ：

www.iearn.org/countries/countrycoordinators.  有數個iEARN國家提供更延伸的線上或是實

體面對面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活動。以下是阿根廷iEARN、台灣iEARN和美國iEARN的課

程說明。  

 

阿根廷iEARN 

iEARN-ARGENTINA/TELAR/FUNDACIÓN EVOLUCIÓN (FE). FUNDACIÓN EVOLUCIÓN (FE) ES UNA 
 

阿根廷iEARN在阿根廷為㇐非營利教育組織，自1989年以來㇐直致力於促進教育環境中

網路資訊技術(ICT)融入教學的教師培訓，以支持教育工作者與教育機構對於網路資訊科

技融入正規或非制式教育有信心與興趣。同時，阿根廷iEARN 建立可供學習和合作的線

上虛擬學習社群，培訓青少年，發展其學習和工作能力。阿根廷iEARN 藉由製作、改編、

教材內容在地化，並研究有關利用網路資訊科技學習進行教學等資訊及發展背景等，提

供建議給教育機構和政府，以供未來以ICT融入課程的課程實施以及相關整合教學參考。 
 

iEARN-TAIWAN 

台灣 iEARN  ( iEARN -TAIWAN )  
 

自2014 年 開 始 ， 台 灣 iEARN 為 台 灣 中 、 小 學 教 師 開 設 每 年 兩 期 的 「 iEARN 線 上 初 階

課程 」。 為 期 五週 的課 程， 協 助 參與 教師 建立 將 專 案式 學習 及 iEARN 專 案 融 入班 級

課程 的堅 實 基 礎。 參與 的教 師 完 成所 有課 程要 求 後 ，將 會得 到 台 灣 iEARN 所 頒 發 的

研習證書，以及20小時的教師進修研習時數。本課程透過 i EARN  Taiwan教師專業發

展課程系統（http : / /t a iwaniearn .org /cou rse /）進行，課程語言為中文。  
 

台灣 iEARN面對面工作坊申請或演講邀約，請參閱：
www .ta iwan iearn .org / in dex .php / in vi te  
 

美國 iEARN  ( iEARN-USA)  

美國 i EARN 提 供 ㇐ 系列 線 上 與 面對 面的 教師 專 業 發展 的學 習 機 會， 包括 工作 坊 、 線

上 研 習 以 及 視 訊 會 議 等 。 美 國 iEARN 另 有 教 師 自 主 學 習 課 程 -- iEARN  101 與 102 課

程 — 讓 教 師 們 可 以 和 i EARN ㇐ 起 學 習 全 球 專 案 式 學 習 (globa l  project -based  

learning) ， 以 便 能 準 備 好 帶 著 學 生 參 與 線 上 交 流 專 案 ， 和 來 自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 國 家

的師生協同合作進行專案。  

此外，美國 iEARN  主持 多場的線上虛擬大會 活動以及視訊會議 以支持美國與國際 教

師們。 這些線上虛擬 大會活動提 供全球教師 們認識彼此， ㇐起學習特 定的主題的機

會， 包括專 案的選擇 與 如何 融入課 程，聯 合 國 永 續經營 目 標 (UN  SDGs) ，建 立跨 文

化關係，還有更多主題。。如果需要了解更  

多 美 國 iEARN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的 資 訊 ， 請 詳 見  h ttp s : / /u s . iearn .org /p rofessional-

develo pmen t。   

iEARN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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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tober 1, 20201 -June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Contact: Chris Baer, USA 

Maria Soledad Gomez Saa, Argentin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March 26, 2022 - June 26, 2022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Carolina Salazar, Guatemala 

Domingo Borba Uruguay, 

ABC Cultural 
Creación de un libro de 
ABC Cultural mediante la 
interacción de compañeros 
locales y globales. 

 
 

 
Cada profesor debe organizarse con sus 
estudiantes sobre la forma de trabajar el libro ABC 
Cultural. Se sugiere que se trabajen dos libros 
ABC Cultural, (uno físico y uno digital para 
compartir con sus compañeros globales). 

 
Fase 1: Presentación de los grupos 
Fase 2: Acción (Elaboración del libro ABC Cultural) 
Fase 3: Reflexión final 

 
 
 
 
 
 
 

世界各國的字母文化 
學生收集各國的字母與語

文歷史的相關資訊。 
在各組教師的帶領之下，本專案將集結各國學生

針對字母的起源研究，接著與不同國家的專案伙

伴們交換資訊。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Dates: September 15, 2021 - June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Alfia Sibagatulina, Russia 

 
 
 
 

虛擬異鄉生活 

本專案是讓學生創作並交換

數位排版照片，虛擬想像他

們若住在夥伴學校學生們的

社區裡，他們的生活是何種

情景。 

 
 
 

如果我們的學生不能親身體會在他校的狀況，何

不讓他們藉由Photoshop軟體置身他校? 每㇐班級

分享㇐些自願學生的相片，在單純的背景下擺出

做日常活動姿勢的照片，附上姓名及簡述其興趣。

夥伴學校學生們以說明性標題，實際的數位排版，

將照片傳送到本校及社區，告知㇐些關於他們若

住在夥伴學校學生們的社區裡，他們生活上的點

點滴滴。這專案很好玩，有趣，深入，有時還有

㇐點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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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Dates: August 15, 2021 - May 15, 2022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Carmenteresa Pujols, Puerto Rico 

Kristin Brown, USA 
Enid Figueroa, USA, Puerto Rico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Dates: July 1, 2021 - July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Vaneet Kunar, India 

Amigos Alrededor del Mundo 
Estudiantes leerán el libro 
“Amigos” y participarán en 
actividades sobre los temas 
de la amistad, la diversidad 
y la inclusión. 

 
 
 
 
 
 
 
 
 
 
 

藝術連結你和我 

在國家與文化之間建立

跨文化的連結，藉著藝

術，音樂，與舞蹈的結

合創造出多元文化的萬

花筒。 

Amigos es un texto literario en el cual las figuras 
geométricas, aisladas por sus diferencias, descubren 
lo maravilloso de jugar y colaborar juntas. En este 
texto, la autora Alma Flor Ada, enlaza los temas de 
la amistad, la diversidad y la inclusión a través 
de las figuras geométricas que cobran vida en 
esta 
comunidad que se transforma de un aislamiento 
entre los personajes hasta un descubrimiento 
maravilloso de cooperación y amistad. Con este 
texto, las clases participantes entrarán en el proceso 
de la lectura y el diálogo creativo para trabajar 
algunos de los temas que proponemos: 
1. Diversidad e inclusión, 2. Integración matemáticas 
y lenguaje, 3. Pensamiento crítico, 4. El rol del juego, 
5. Integración de las tecnologías, 6. Valores (amistad) 
y 7.Creatividad (poesía, canciones, arte u otros). 

 

 

學生將研究與學習該國特定㇐種型式的傳統文化藝

術，並瞭解其在傳統文化中傳承的風貌。學生們將

合力創造㇐個數位分享作品、舞蹈或歌曲，以展示

他們在專案交流活動中跨國瞭解的內容。 

 

 
 
 

野獸之美 

該專案讓師生敏銳感受到瀕危

與絕跡的動物品種，對於野獸

能培養出責任感及責任意識。 

透過世界不同國家學生的眼光來融入大自然的慶

典。「野獸之美」專案是個全球專案，邀請學生

透過創作的藝術作品和詩歌來捕捉他們國家原生

動物的威嚴及壯麗。 

所有的藝術作品和詩歌必須是學生原創的，學生

本身對這些特別動物的美和獨特性所作的詮釋。

本專案接受所有形式的藝術作品和詩歌，學生可

以參與其中㇐種藝術作品或詩歌作品創作，或者

兩種都參加也可。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March 26, 2022 - June 26,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Malini Calimootoo Jeewon, Mauritius 

Kalyani Voleti, India 
Mishek Mutuzana, 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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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2020 - August 2021 
Language(s): English, Arabic 
Contact: Jaafari Mohamed, Morocco 

Steve Weissburg, USA 
Ahmed Touhami, Morocco 
Abdelhalim Ezzaim, Morocco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August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Imran Khan, Pakistan 

Ciutats Lectores 
Un projecte literari web 
2.0 que té com a objectiu 
principal fomentar la lectura 
entre els joves a través del 
joc i l’ús dels dispositius 
mòbils 

 
 

El projecte Ciutats Lectores es desenvolupa 
amb l’objectiu de donar a conèixer la riquesa 
literària del nostre país a través d’una 
proposta d’aprenentatge dinàmica en la que 
l’alumne és el protagonista d’aquest procés a 
partir de la gamificació i l’ús de la tecnologia i 
dispositius mòbils. 

 
Conèixer autors propers als alumnes, la seva obra, 
els seus personatges i escenaris seran els 
elements clau de treball a partir dels que girarà la 
proposta. A partir de la creació i resolució 
d’enigmes i creació de rutes literàries 
geolocalitzades que l’alumne anirà descobrint 
diferents autors i la seva obra. 

 
 

數位故事交換 
 

學生將以個人的生活經歷為

主題，創作2分鐘⾧的影片

故事，期待經由影片故事交

流建立跨國文化認識與包容。 

本專案要談的是，生命、經歷、實驗與發明都只

是㇐系列的動機剌激。這些關聯為觀眾帶出重要

的背景資訊。透過對話、敘事、角色想法與背景

細節，觀看者可以試著了解全貌。這些學生創作

的影片將包含起承轉合與結論。 

 

學生可使用手機或數位攝影機來捕捉照片與影片。

接著學生將會上傳影片到Youtube上，彼此分享

連結並留下心得。 
 
 
 
 

民間故事/說故事 

學生 在即時說故事 期間，

以數 位的形式分享 自己所

準備 有關民間故事 的圖片

與影片。  

民間故事是㇐個可以在所有文化及國家中發現

的古老傳統。隨著科技及通訊工具的發展，說

故事的方法也隨之改變。這個專案希望能透過

數位工具恢復說故事的傳統，並於專案論壇中

連繫世界各地的學生，分享他們的故事、經驗

和志向。學生可以選擇任何數位形式(影片、

聲音、文字、照片)分享他們的故事。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tober 25,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Catalan 
Contact: Albert Correa,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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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Registration from August 20 to October 31, 2021 

Project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February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Judy Barr, Australi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3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Hina Sadia, Pakist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6 - November 5, 2021 
Language(s): Spanish, Portuguese, English 
Contact: Almnerinda Garibaldi, Brazil 

全球藝術:關愛的圖像

本專案的目的是支持年輕人

交換以「關愛」為主題的數

位照片，藝術和寫作作品。 

 
 
 
 
 
 
 
 
 
 

和平推手 

「和平推手」專案的主要

目的是討論和平的價值及

相關的態度。本專案源於

㇐個心中的構想：談論和

平永遠是不夠的。 
 

學生表達自我，透過創作藝術作品來提升他們的思路、

關愛及學習。學生以“關愛”為題，創作藝術作品或寫㇐

些小詩來配合能改變他人生活的故事。學生也要設計班

級服務學習專案，來展示對他人的關心並採取行動服務

社區。 
 

學生以“關愛”為題，運用各種不同媒體來創作出藝術作

品。學生也可拍照來呈現出他們所關心的事物，學生間

如何彼此關心照顧，以及他們在學校，家庭，社區和世

界上，對所有生物的關愛。學生將使用這些影像配合文

字解說來發表或創作出電子故事與世界分享。 

 

「和平推手」是㇐個合作專案，旨在促進和平，容

忍和參與者相互理解的文化。其靈感來自於代表和

平的手勢、手語以及和平主義者的楷模。本專案是

透過多項活動和來自不同學科的各類資源開發而成。 

 

老師開始回答這些問題:”對你而言，何謂和平?” 

“談論和平為何很重要?” 然後，老師邀請學生搜尋

著名的和平使者，他們的生命，他們對和平文化的

主要貢獻， 

這些貢獻使他們成為令人刮目相看的人。接著，學

生被邀請來回答”要如何做他們也能對和平世界做

出貢獻。” 
 
 

節日賀卡交流 

班級學生解 釋他們 的卡片

傳統，並藉 以傳送 賀卡給

全球的夥伴們。 

在12月或1月期間，教師和學生們㇐起準備節日

賀卡裝入信封，寄給其他參與者。學生可以寄

出中國農曆新年卡，聖誕卡，光明節卡，寬扎

節卡或Eid節日賀卡。每所學校將與其他7所學

校合作，親手製作卡片或購買卡片(購買者可加

入自己的裝飾)，寄給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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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雜誌 

這是㇐個給學生表達

心聲的線上雜誌。 

這是㇐個雜誌創作的專案。這份雜誌會刊登學

生全方位的創意寫作作品，包含文章和新聞撰

寫、廣告和橫幅製作、訪談和照片、拼貼畫和

月曆製作等。學生可以透過日記或詩，或任何

創意形式來表達他們對於議題的想法和感受。

歡迎學生撰寫任何貼近他們內心感受的主題。

專案最終的成品是㇐份全球性的雜誌。學生能

藉此閱讀其他國家學生的心聲，進而更加認識

和瞭解他們。 
 

國際讀書俱樂部 
 

閱讀給我們知識；

知識給我們力量。

老師跟他國的㇐位

老師連結，組成讀

書俱樂部夥伴關係，

那將會激勵你的學

生去改善他們的生

活及世界。 

連結他國的㇐位老師或多位老師組成讀書俱樂

部，並選擇你們的書籍與活動。俱樂部內的班

級將共同合作閱讀，討論，並完成與他們所選

書籍或被推薦的特色書籍有關聯的專案。   

讀書俱樂部的成員獲益良多。討論理念及問問

題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我們的讀物。書本常會

確認各種意見並讓我們提出自己的問題。這專

案直接結合文學內容的標準與目標，這是老師

們共同努力追求的。例如:社會學科老師因為他

們歷史或地理的展望而想要選擇書籍；教國際

語文的老師也想用同㇐本書，並與社會學科老

師結合，給予學生運用他們正在學習的語文來

做練習。

 

國際電影俱樂部 

本專案使學生能

透過對電影或紀

錄片所描寫的重

要議題做反思來

做出改變。 

連結㇐位他國的夥伴，共同選擇影片，或利用

所選出之影片做為引導式電影學習。安排學生

觀看電影並進行㇐些合作的活動，以此活動增

進他們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及人權議題的

了解。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tober 1, 2021 - June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Katie Flynn, USA 

Khalid Fethi, Morocco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Geeta Raja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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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otber 2020 - May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Laura Nietzer, USA, lauranietzer@gmail.com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August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Georgian, Russian 
Contact: Pavle Tvaliashvili, Georgia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7, 2021 - October 12, 2021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Minerva Villa Valencia, Mexico 

我的英雄 開始行動 

學生們創造並分享原創故事、

短片、美術作品與音樂，來讚

揚這些英雄們在其社區或世界

上積極做出改變的努力。 

學生們創造並分享原創故事、短片、美術作品

及/或音樂，讓別人意識到他們所關心的在地或

國際議題，並與MY HERO網站成員彼此分享。

MY HERO是㇐個互動網站，透過短文、藝術作

品、音樂、戲劇與短片來讚賞人性。學生將會

透過iEARN專案合作平台，獲得在MY HERO國際

影展與歌唱比賽參與的機會。老師們將有機會

透過論壇與其它教育者合作，並參與學生間的

團隊合作。在專案過程中，MY HERO網站會提

供資源、導引和引導師來協助參與者順利進行

專案。 
 
 
 
 

我的名字專案 

學生研究並分享各自姓名

的資訊，並依照各自名字

形體創造不同的視覺效果。 

學生探索並研究以下議題:在各自國家或當地社

區中，命名的流程與慶祝儀式的歷史、參與其

中的人有誰、這命名的過程對學生/學生父母/

學生祖父母各自有何不同的意義。 學生調查，

發現，並傳送有關他們自己名字的訊息。學生

將回答這些問題：你來自何處? 你的名字是甚

麼? 你的名字在母語中及其他語言中有何意義? 

你為何會有此名字? 你的非官方版本的名字是

甚麼? 學生可以創造名字的不同視覺效果：海

報，手寫，繪圖。 
 

NO al Bullying, SÍ a una Cultura de Paz 
Espacio deconstrucción 
colaborativa para frenar 
el bullying mediante la 
promoción de una cultura 
de paz en las escuelas 

EL proyecto No al Bullying, Sí a una Cultura de Paz, 
busca adentrar a los estudiantes entre 12 y 16 años a 
una cultura de paz donde primen los valores 
de la empatía, la tolerancia, la solidaridad, la 
colaboración, el respeto y la armonía como la base para 
contribuir a frenar al bullying y al cyberbullying en los 
hogares y las escuelas. 
Los participantes vivirán la experiencia a lo largo de 12 
semanas, distribuidas en 4 etapas, en cada una de 
ellas realizarán una serie de actividades prácticas, 
creativas y sencillas que los llevarán 
a procesos de análisis, reflexión, construcción y 
comunicación para la solución de problemas y la 
toma de decisiones con relación a los temas eje: 
frenar el bullying y promover una cultura de p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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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rch 31,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Iram Sadiq, Pakistan 

Christine Hockert, USA 
Jessie Gorant, US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5, 2021 - May 15, 2022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Kristin Brown, Orillas 

Enid Figueroa, Orillas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2020 - August 2021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Contact: Yoshiko Fukui, Japan 

生活中的㇐天 

在普通的日子及在特殊的

場合裡，學生寫作、攝影

和討論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生活中的㇐天專案中，學生交流彼此生活的

照片或圖片，並進行跨文化的比較。 

學生可能會討論典型㇐天中的各種面向 (如去

市場或上學)，或者紀錄特殊的日子 (如假期、

生日、慶典或節日)。 

雖然寫作是㇐種重要的參與方式，但精通英語

或者西班牙語並非必要條件。歡迎參與者使用

自傳，紀錄性相片、影片和其他媒體(附加文

字說明)。 
 
 
 
 

摺紙活動 

㇐個以藝術治療和摺紙過程

連結學生的專案。 

 
 
 

這個專案，在兒童們看到㇐張簡單的紙變成三

維物體時，會提供他們娛樂。這個專案不需要

太多的空間，金錢和時間，需要的只是㇐張紙

和摺紙說明。這個專案同時也對他人和這個地

球產生貢獻。透過摺紙，兒童學習玩紙的新方

式。他們也學習專注和耐心，並能做出小禮物

使他人開心。他們學習摺出象徵世界和平的紙

鶴。
 
 
 

Orillas Clases Hermanas 
 

Cada pareja de clases 
hermanas tendrá su espacio 
para llevar a cabo su 
proyecto colaborativo. 

De Orilla a Orilla es un proyecto internacional para la 
investigación educativa, el cual se ha enfocado en 
documentar las mejores prácticas de la sala 
de clases para la integración del aprendizaje 
intercultural mediante las redes de aprendizaje 
global. Orillas no es un proyecto de estudiante a 
estudiante o “pen pal” sino conjuntos de 
colaboraciones de clase a clase diseñadas por 
dos o más maestros los cuales se han unido por 
intereses comunes o grado de sus estudiantes. 
Los maestros participantes planifican e implantan 
proyectos comparativos entre las clases distantes. 
Algunos de estos proyectos incluyen las encuestas 
en la comunidad, las investigaciones en ciencias 
y matemáticas, proyectos de geografía, la historia 
oral y la recopilación de folc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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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27, 2021 - December 2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Vinny Tsao, Taiwan 

Wu Sam, Taiw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6, 2021 - August 6, 2022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Contact: Pen Friend Clubs of Jap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pril 17 - 24, 2022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atalan 
Contact: Gelu Morales, Spain 

Josep Torrents, Spain 

我們的故事書 

本專案是要搜集多元文化和

國家的不同觀點來完成㇐個

精彩的故事。藉著與國際夥

伴們合作，學生可以在故事

中提供自己的想法，也同時

從他人的看法中得到學習。 

 
 
 

我們的故事書”專案是要搜集多元文化和國家

的不同觀點來完成㇐個精彩的故事。兩所學

校將配對㇐起合作，藉著寫作，彩繪，及畫

圖來創造出㇐則故事。㇐個學校完成故事的

第㇐部份，另㇐個學校則完成故事的剩餘部

分。在故事書完成後，我們建議兩校舉辦線

上網路研討會，分享彼此的感想與回匱。 
 

1.本專案每年㇐次，從2021年9月27日開始到

2022年12月20截止。 

2.本專案將由二個國家(或團體)協力完成㇐個

完整的故事。 

3.本專案有兩個主題；㇐個是故事書，另㇐

個是圖畫書。 
 
 
 

筆友 

透過書信連繫，

我們希望為世界

和平貢獻㇐份力

量，在社區內促

進友誼，並且分

享我們的文化。  

日本的筆友俱樂部是青年男女跟國內外的朋友

們交換信件的團體，透過友好的通信來彼此分

享各種活動。成員主要是中小學學生。50多年

來，日本的筆友俱樂部已經為日本以及全世界

的男孩女孩們找到了出色的筆友。 

 
 
 
 
 
 
 

QR Week 
Incorporar 
códigos QR 
realizados por los 
alumnos en un 
mural colectivo 
en linea, 
compartiendo 
mensajes con el 
tópico “Ideas 
para mejorar el 
mundo.” 

 
 
 

Nos centraremos en las pequeñas cosas que 
están a nuestro alcance para mejorar nuestro 
entorno. Es por ello que, con el tópico “Ideas para 
mejorar el mundo”, proponemos a los alumnos 
que nos envíen su mensaje con aportaciones de 
mejora para su entorno más cercano. “Piensa 
globalmente, actúa localmente (Think Global, Act 
Local)”. Es importante que el contenido sea 
significativo para el alumno o grupo de alumnos, y 
aconsejamos que los autores sean ellos mi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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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hinese 
Contact: Margaret Chen, Taiwan 

Doris Tsuey-ling Wu, Taiw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August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Contact: Motoko Hirota, Japan 

Yoshie Naya, Japan 
Hideki Kaneko, Japan 

生命中的桃花源 

參與者以任何數位形式分享自己所珍

視的地方，促進跨文化交流並為更美

好的世界做出貢獻。 

 
 
 
 
 
 
 
 
 
 
 
 

日本琴藝專案 

本專案在探究傳統日本樂器”

大正琴”的諧調，以開啟它

的未來之路。 

 
參與者選出㇐個給予他們特殊感覺的在地場

所，寫㇐篇關於那地方的故事。利用影片、

數位照片或圖畫等的短篇故事，呈現你的”桃

花源”樣貌。你可以選擇任何文字體裁或寫㇐

首詩來描述你的”桃花源”，告訴讀者它對你

的特別之處。你喜歡在那地方獨處? 或是和其

他人㇐起? 創作㇐個文字圖像讓我們體驗你的

地方。 

決定你和他人可以運用什麼方式來保護這個

地方的獨特性。告訴我們你做了哪些， 是否

還有㇐些你要別人去做的。如果你感興趣，

你也可以尋找夥伴，彼此交換”桃花源”的明

信片。 

 
 
 

大正琴是由日本人所發明的。自它現聲以

來已有㇐百多年的歷史。設計大正琴目的

是要易於彈奏，好讓不擅⾧使用樂器的人

也能學會。本專案讓世界各地的師生學習

及分享音樂的樂趣。本專案自2009在加拿

大推出以來已超過十年。我們主動積極地

參與iEARN國際年會。本專案於2016及2018

年在Nigata舉辦”大正琴奧林匹克會2016”，

許多iEARN師生都來享受這場音樂盛會。現

在我們正在籌劃2022年七月24日在Nigata舉

辦”大正琴奧林匹克會2022”。 
 
 
 
 

全世界來討論風箏 
 

放風箏的傳統，滿載著我們每個人及團

體的夢中影像，跟隨著J. Korczak的腳步， 

飛向㇐個更美好的世界。 

以學生放飛風箏作為㇐種大貢品，致力於推

動文化及社會間對話，是㇐種消除隔閡和理

解”他人”的象徵。這已成為㇐個持續的傳統: 

滿載著我們每個人及團體的夢中影像，放飛

風箏飛向㇐個更美好的世界，㇐個共存，容

忍，接受他人與和平的世界。該專案包括學

習Janusz Korczak，閱讀Korczak的兒童權利宣

言，引用的Korczak話來製作、裝飾風箏及放

風箏。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January 10, 2022 - April 1, 2022 

Kites will be flown on and around March 2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Contact: English: Ruty Hotzen, Israel 

Spanish: Enid Figueroa, Or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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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2020 - September 2021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Contact: English: Maria Conte, USA 

Puppala Rasagnya, Japan 
Spanish: Maria Lucrecia Santiago 

 
Ages: 5-11 (Primary) 
Dates: October 3, 2021 - June 9, 2022 
Language(s): Catalan 
Contact: Margarita Guino Arias, Spain 

Te Cuento Un Cuento 
Alumnos y sus docentes 
producen y comparten 
cuentos a partir de imágenes 
y sonidos utilizando el 
lenguaje como medio 
creativo. 

El gran desafío de este proyecto es integrar el 
uso de las TIC en el desarrollo del proceso de 
alfabetización, realizando el intercambio entre 
escuelas de distintos lugares en un espacio 
virtual de trabajo. Los docentes pueden integrar 
el proyecto como actividad de iniciación a un 
tema particular, como desarrollo del trabajo en 
lectura y escritura, como cierre de una materia 
específica. 
Cada docente tiene la libertad de adaptar las 
actividades sugeridas de acuerdo a la edad y 
nivel de su grupo de alumnos. 

 
 
 
 
 
 
 

泰迪熊專案 

用 電 子 郵 件 和

郵 寄 方 式 交 換

國際泰迪熊。= 

本專案旨在促進容忍與不同文化間之理解。

班級老師在註冊之後，專案負責人會把你們

與夥伴班級配對。配對成功，班級就可以相

互以空中郵件交換泰迪熊或其他絨毛玩具。

泰迪熊要透過電子郵件或iEARN泰迪熊論壇傳

回日記訊息，至少每周㇐次。學生在寫日記，

宛如自己是來訪的泰迪熊，描述它在新文化

的經歷。註冊對於找到夥伴是很重要的，即

使在配對成功後你們的夥伴也必須跟你們聯

繫，尤其要包含正確的郵電住址，電話號碼，

郵件地址。打字聯繫可能會造成麻煩，它將

會讓焦急的老師花更多時間來啟動泰迪熊專

案。 
 

 
 
 

Us Ho 
Expliquem 
Project to work on 
text typologies. 

 
Groups can participate in two different itineraries. 
In one of them, the narrative, the descriptive and 
the interview texts. In the other, the argumentative 
text, the instructive text and the interview. In 
each of the text typologies they use a different ICT 
tool to publish their productions. Taip is the 
character tha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create their 
productions and share them with classmates. After 
each work session, the groups explain in a shared 
document how the session has been developed,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and how 
they have progressed in their work.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iembre 2020 a noviembre 2020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Gabriela Favarotto, 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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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專案 

利用有趣的提示來鼓勵學生表達

自己，發展他們的寫作技能。

 
 

該專案的重點聚焦在發展學生四種類型的寫作

技能：勸說，說明，敘述和描述。重點放在清

楚與細心寫作的重要性。本專案鼓勵參與者分

享他們閱讀文章或書籍的感想或評論，並邀請

他人討論這些作品。除此之外，學生可以使用

新聞文章或標題作為辯論的素材，並邀請他人

於空白的對話框中添加漫畫的對白。該專案的

連繫人及參加班級的老師，定期以其中㇐種類

型的文章作為重點發布提示，邀請世界各地的

學生做出回應。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6, 2021 - March 16,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Tubi Naz, Pakista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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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Dates: October 3, 2021 - June 9, 2022 
Language(s): Catalan 
Contact: Margarita Guinó Arias, Spain,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June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Kathy Bosiak, USA 

Jallal Hariri, Morocco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March 1, 2022 -April 15, 2022 
Language(s): Portuguese 
Contact: Patrícia Faustino, Brazil 

Almerinda Garibaldi, Brazil 

 
 
 

Alô Brasil/Hello Brazil 
Troca de experiências e 
interação entre falantes 
nativos e aprendizes de 
Português. 

Trata-se de um projeto de cinco semanas com 
momentos diferentes de interação on-line , como 
se segue: apresentação dos alunos/professores; 
apresentação das escolas; perguntas sobre suas 
comunidades ou cidades; respostas às perguntas 
formuladas; despedidas. 

 
 
 
 
 
 
 
 
 
 

仁慈點,不要丟下他們 

本專案讓學生㇐起合作，

來減少他們社區中弱勢

人們的痛苦。 

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人需要我們幫忙，包括

貧民、孤兒和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因此，培

養學生全球的價值，如慈愛、幫助和體貼，

那多多少少是我們教育者的責任。在本專案

中，學生可以選擇㇐個或更多他們想討論的

社會議題，接著㇐起合作來讓當地有正面的

改變，最後將結果與世界分享。 
 
 
 
 
 
 
 
 
 

邦加島遊記 

㇐種模擬遊戲，學生在

想像中的群島旅行。 

 
邦加群島的島嶼為邦加Bongoh字母的形狀，

參與者將進行下列活動 

活動㇐、參與隊伍先自我介紹。 

活動二、參與隊伍說明他們如何到達其中

㇐座島。 

活動三、參與隊伍描述自己目前所處的在

地情況。 

活動四、與其他參與者開會相見。 

活動五、他們決定是否要返家或繼續停留

在島嶼上。 

所有的作品都張貼在部落格，老師選擇㇐

種資訊傳播科技來輔助學生做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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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2, 2021 - June,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Asmaa Al Beriki, Om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Sarah Zubair, Pakistan 

公民 

以行動為基礎的合作專案，

學生將在社區中評估社會

問題，透過行動方案來回

應這些問題，以推廣服務

學習和社區領導能力。 

 
 

以本專案將作為青少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平

台，學生團隊在老師的指導下，為實現永續發

展目標而努力，著重於環境、消除貧困、婦女

教育、教育及掃除文盲等問題，學生將籌劃行

動專案，並透過反思，對話，和行動來回應這

些問題。 
 
 
 
 
 
 
 
 

文化包裹交換 
 

來自兩個不同國家的學校

交換充滿文化物品的包裹

箱，如傳統文化衣服，食

物及裝飾品。 

本專案依據年齡與國家將學校配對。他們首先

要透過iEARN的論壇做線上互動，在論壇上他

們彼此交換有關自己，學校，城市及國家的訊

息。然後他們將決定何時交換實際的包裹。第

二階段老師要求學生搜尋收集與文化有關的物

品---衣服，食物，點心，吉祥物，及㇐切他們

認為能代表國家的物品皆可。他們也將要寫上

物品的描述，裝箱並用郵件寄出。最後步驟是，

當他們收到包裹時，他們要在論壇上寫下他們

的回應，以及他們是否對包裹中的物品有其他

疑問。 
 
 

往生之日 

本專案以協作式的研究

方法，帶入不同文化間

的對話，期以分享與理

解世界上各式的傳統。 
. 

在本專案中，學生將以口頭或文件調查記錄特

定國家或地區對於往生之日的傳統。 

透過專案中交流的活動，即使是相隔遠方的學

校也能共同合作，交換各式學習經驗，與增進

學習品質。學生們在專案活動裡，將有機會與

世界各地的學生們對談，討論文化議題。  
Ages: 9-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20, 2021 - November 30, 2021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Vianney Avila Esquivel, México, 

Paola Lizbeth Guzman, México, 
Ming-yu Hu,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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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otber 3,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atalan 
Contact: Margarita Guino, Spain 

Rosy Aguila, Argentina 

De la Mano de Mis Abuelos 
Se hermanan escuelas de distintos 
países y cuyas clases trabajarán 
distintas actividades con los abuelos 
para intercambiar y compartir diferentes 
informaciones de diferentes tiempos 
pasados. 

 
School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to exchange and share different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past times. 

La finalidad de este proyecto es alentar a los 
alumnos a compartir momentos diferentes con 
los abuelos escuchando con paciencia sus 
recuerdos de lugares y vivencias de sus tiempos. 
Registrar con ayuda de las TIC el desarrollo del 
proceso de intercambio entre las escuelas 
participantes y en la clase.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hare different moments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by listening patiently to their memories of places 
and their past lives. Record with the help of 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change process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and in the class. 

 
 
 
 
 
 
 
 
 
 

Diccionario Afectivo / Affective Dictionary 
Proyecto colaborativo en red 
para trabajar los objetivos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de 
Naciones Unidas.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to 
promot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El proyecto consiste en la construcción 
colaborativa de un diccionario con definiciones de 
palabras relacionadas con los 17 SDGs para 
erradicar 
la pobreza, proteger el planeta y asegurar la 
prosperidad para todos. Los estudiantes 
conectarán los temas curriculares a los objetivos, 
seleccionarán palabras a definir desde su propio 
punto de vista, elaborarán un muro utilizando 
Padlet e interactuarán con sus pares en el foro. 

 
The project consist of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a dictionary with definitions of words related to 
the 17 SDGs to eradicate poverty, protect the planet 
and ensure prosperity for all. Students will 
connect the curricular themes to the objectives, 
select words to define from their own point of view, 
draw up a wall using Padlet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peers in the forum.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March 17 2022 - June 10, 2022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Catherine Mabel Ramoa; 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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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Dates: septiembre de 2021 a noviembre de 2021 
Language(s): Español 
Contact: Rebeca Ortega Salas, Mexico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0 - June 15,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Danielle Pugh, US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5, 2021 - June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Christine Hockert, USA, 

Christine Kolstoe, USA 
Taabeen Baskota, Nepal 

早期人類的符號

本專案探索人類的符號

和他們的歷史文化。 

早期人類的符號專案目的是要探索早期人類

的符號以及他們的歷史文化。學生將探求早

期人類的文化元素，如衣服，珠寶，食物種

植或收集，藝術，工具，武器，家庭，神話

及傳說。學生將創造出早期人類的象徵性代

表器物，並創造出原始器物的藝術品。來自

全球的學生將推動此㇐專案，期望此專案將

有㇐個相當獨特美好的結果。學生也將要創

造出有關他們國家早期人類的PowerPoint發表

或影片。 
 
 
 
 

Expresa lo que sientes 
Brindar habilidades que 
ayuden a expresar y manejar 
emociones que puedan 
interferir en la convivencia 
diaria y en tiempos de 
pandemia. ODS 3 y 4. 

El proyecto consta de 8 semanas divididas en 4 
sesiones, donde se proponen entre los alumnos 
distantes, actividades en equipos de trabajo 
colaborativo. Se abordan temáticas de formación 
cívica y ética con la finalidad de educar en la 
identificación y manejo de las emociones propias 
y la de los demás. El cruce curricular entre las 
asignaturas de Arte y Español; motivo por el cual, 
se proponen actividades artísticas, de lectura, 
escritura y recreación de narraciones como ejes 
transversales de la educación y gestión emocional. 
transversales de la educación y gestión emocional. 

 
 
 
 
 

尋求解決饑餓之道 

本專案讓學生研究討論世

界上飢餓和貧窮的根源，

學習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來

創造㇐個更公平而且永續

的世界。 

 

「尋求解決饑餓之道」是㇐個專案，讓各

年齡層的學生開始了解世界上造成飢餓的根

源，以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來消除飢餓。本專

案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第2項目標，消除

飢餓和確保足夠的糧食，並改善營養和推廣

永續農業。學生不分年齡、年級、英文說寫

能力，要共同努力合作和集思廣益，找出解

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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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Dates: January 17, 2022 - May 31, 2022 
Language(s): Catalan, Spanish 
Contact: Albert Correa, Spai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tember,1 2021 - August 31, 2022 
Language(s): Spanish, Russian, Romanian, French, English 
Contact: Cornelia Platon, Romania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r 1, 2021 -August 31, 2022 
Language(s): Japanese 
Contact: Rasagnya Puppala, Japan 

Yoshiko Fukui, Japan 

民俗與文化專案 

學生們探索當地文化並傳

承給當地社會的下㇐世代。 

當企業與學術研究部門㇐

起支援這傳承時，這專案

將增強區域性社會的連結

關係。 

你知道你所在之地的文化嗎?你能向其他人解釋這

文化嗎?有些當地文化正逐漸被年輕㇐代所遺忘。 
 

我們需要教育兒童如何珍惜所擁有的文化，並讓

他們了解保留文化給後代子孫的需要性。在這世

界上㇐定有許多國家面臨同樣的狀況。 
 

兒童們應該意識到國內的文化價值並認知到傳承

文化給後代的重要性。我們鼓勵兒童在我們的網

站上傳相關紀錄以傳承民俗文化給下㇐世代。
 
 
 
 
 

全球民族服飾 

邀請學生提供他們國家的民

族服飾相片，描述這些服飾，

並用文字簡介人們穿那些服

飾的不同場合。 

此專案主旨在給予學生機會去分享他們的民族/

國家服飾，傳統及舞蹈，以便推廣他們的民間

藝術和傳統。學生將提供自己國家民族服裝的

照片，並加以簡短描述，說明人們現在/以前在

什麼場合會穿著那些服飾。學生也可以拍㇐些

短片，回顧他們國家的傳統及民俗舞蹈。圖片

及影片需上傳到學生互動的專案論壇。 
 
 
 
 
 

Geofestes 
Descubre el patrimonio 
cultural y el folklore de 
cada ciudad a través de 
la 
descripción de las tradiciones 
populares y sus fiestas. 

 
Geofestes pretende dar a conocer desde un 
perspectiva cercana y dinámica cuáles son los 
orígenes de las fiestas tradicionales populares 
de los municipios de los centros educativos 
haciendo una aproximación dinámica y 
divertida 
a través del juego y el intercambio de información. 
Es a partir de la integración de la tecnología y el 
uso de los dispositivos móviles desde donde se 
inicia esta propuesta en la que la descubierta 
de las tradiciones de la celebraciones de fiestas 
mayores, bailes tradicionales, elementos del 
folklore tradicional, su origen y función dentro 
de las celebraciones es la base de esta 
propuesta didác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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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Contact: Mari Sekine, Japan 

Ed Gragert, US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ne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Contact: Flore Morgand, France 

女孩站起來-全民教育 

女孩站起來專案是為女孩

爭取教育及權利的全球運

動。 

 “女孩站起來”專案環球之旅來見證以人性和

教育的力量去改變世界，學生能知道9位令人

印象深刻的女孩，她們都住在開發中的國家；

這些平凡的女孩，為了完成她們的夢想及獲

得平等的教育權，面對極大的挑戰和克服幾

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難。鼓勵參與的學生首先

觀看”女孩的崛起”影片(或由網路看章節摘要)，

當與其他班級討論時，鼓勵學生分享他們的

意見：他們能做些甚麼來提升自己國家和其

他國家女孩的地位。 
 
 
 

全球自主學習 

本 專 案 致 力 於 透 過 團

體 合 作 與 數 位 文 化 ，

以發展世界觀。 

專案目標為增強學童的團隊創造力與創新能力，

提升學生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意識/認知，以促進

地區與國際間的團結。同時，使用數位工具以鼓

勵學生新冠疫情時期積極從事於學業的進步與  

社會的福祉。GOLD專案將以虛擬學習方式鼓勵

全球學生在實質上以自主的方式學習，詢問與合

作。 
 
 
 
 
 
 
 
 

世界遺產 
 

本專 案讓學 生能分 享他 們

自己國家的遺產。 

參與的學生選擇㇐部份他們的遺產，如著名建築，

風景，烹調，動物，瀕臨消失的資源(水、森林、

海岸線、海洋保護區、珊瑚礁)，對其加以描述並

呈現給同儕看。參與的學生可製作短片，PPT簡報，

相片及其他來分享他們的遺產。㇐切作品都歡迎，

個人相片更佳。學校可將這些作品編製成㇐本小

書或㇐組文件作為合作的成果。

 
 
Ages: 2-14 (Middle)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ly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German 
Contact: Ekaterina Bozdogan,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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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ne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Russian 
Contact: Maria Gorbul, Russia 

Alfia Sibagatulina, Russia 

 
 

Ages: 5-11 (Primary) 
Dates: September 2021 - November 2021, 

March 2022 - November 2022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Gabriela Favarotto, Argentina 

健康世代與傳統美食 

本專案鼓勵學生烹調，分享

傳統美食，並結交世界各地

的朋友。 

本專案目標在正面地影響兒童對食物的偏好、

態度、和行為。 參與的學生將能指出參加本專

案國家的傳統美食特色。參與者將了解他們對

食物的偏好，並展示他們國家的傳統美食，藉

此去認識他們美食中有益的特性及速食的危害。

在本案進行過程中，參與者將進行交換資訊，

做青少年的問卷調查，烹煮自己國家的傳統美

食以及交換影像和影片來分享並彼此做紀錄。 
 
 
 

當地歷史 

當地歷史是我們故鄉地

區的歷史，可涵蓋我們

家庭的歷史，對傳統的

描述，國家美食與風土

文化。 

當地歷史專案為㇐個合作專案，學生研究調查

當地社區的歷史，並將他們發現的結果與全球

夥伴分享。國內外學生合作，利用IC科技來提

升學習，並且在自己及全球社區做出改變。 

 

本專案的目的是：教導學生關心自己的居住地，

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環境，並能關懷和尊敬

⾧輩，進而能了解和欣賞當地過往和現今的歷

史遺產；創造自己的歷史背景並能更了解學生

目前居住地方歷史地重要性。 
 
 
 

Lugares y Costumbres de Mi Ciudad 
Un proyecto para ampliar el 
conocimiento del lugar donde 
viven los niños y enriquecer 
las competencias lingüísticas 
y comunicativas. 

Los alumnos junto a sus docentes conocen y 
recorren lugares de la localidad (para conocer 
su geografía, costumbres, paisajes, historia etc). 
Tambièn se da participaciòn activa a las 
familias de los niños quienes seleccionan 
lugares y/o 
costumbres para dar a conocer a otros y envían el 
material a la sala (fotos, comentarios, testimonios) 
donde son retomados con la participaciòn del 
grupo completo. Se recolectaràn testimonios de 
adultos mayores a fin de realizar una comparaciòn 
sobre cómo eran algunos lugares de la ciudad 
cuando ellos eran pequeños o què tipo de 
costumbres tenìan cuando niños y que ahora ya 
no estàn. 

Ages: 
Dat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February 1, 2021 - April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Tamar Lolishvili, Georgia 



34 iEARN Project Book    |  2021-22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Russian 
Contact: Natasha Belozorovich, Belarus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Japanese, English, Spanish. 

Other languages are welcome. 
Contact: Yoko Takagi, Japan (English and Japanese), 

Enid Figueroa, Orillas - Puerto Rico, 
Kristin Brown, Orillas - US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5, 2021 - May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Russian 
Contact: Olga Prokhorenko, Russia 

Olga Timofeeva, Russia 

廣島和平

廣島和⾧崎在75年

後的今日所代表的

意義。 

根據”Machinto”，”My Hiroshima”

和”Watashi no Yamete!”的圖畫書，參與者

得知到在廣島和⾧崎投擲核彈在今日帶給

我們的影響。學生做調查，聆聽存活者的

心聲，並邀請其他學生來學習，以便人們

永不忘記廣島和⾧崎，並在將來永不會重

蹈邪惡悲劇的覆策。 
 
 
 
 
 
 
 
 
 

金錢面面觀 

在本專案中，學生表達

看法並討論金錢的價值，

錢的有趣事情，甚至不

同 國 家 紙 幣 的 比 較 。

 
 
 

參與者依據年齡分配至2至4個班級的小組。透

過專案論壇，參與者表達他們的想法，並討論

金錢的價值，金錢的歷史，孩子的零用錢和關

於金錢的有趣事情，與錢有關的諺語並舉例說

明，比較最小和最大的鈔票(圖案、 顏色、 大

小)，並製作多媒體 (影片、海報 、簡報、幻燈

片)。建議學生去討論跟賺錢有關的問題及設計

紙鈔和其他有趣的東西。 
 
 
 
 
 
 
 

我的城市和我 

本專案是有關我們所居住城

市的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

的情形。 

 
 
 

參與本專案的學生選擇有關他們居住城市的

不同方面議題，並與全球夥伴分享。學生共

同想出哪些活動能讓居住在同㇐都市的我們

和他人生活的更好。學生可以分享都市的故

事、製作所在城市優缺點的問卷、製作海報

和簡報，並且來探究青年如何能改善他們的

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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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Said Belgra, Morocco 

Nicolle Boujaber-Diederichs, USA, 
Asmaa Alberiki, Oman, and Leila Taik, Morocco,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Persian 
Contact: Minoo Shamsnia, Iran 

Ages: 
Dates: 
Language(s): 
Contact: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September 1, 2021 - October 30, 2021 
English, Spanish 
Silvana Carnicero, 
Mariela Sirica, Argentina 

我的夢想世界 

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在這個溫

暖而開放的論壇分享他們對

理想世界的想法。 

 
 
 

本專案提供全世界學校的學生㇐個機會，讓學

生透過寫論文、散文、詩歌、短篇故事或畫圖

來分享他們各自所嚮往的世界。 

本專案透過學習分享資訊，獲知彼此的夢想世

界，及為我們的孩子創造更好的未來，其目的

是培養及提升學生的創造力，促進不同國家學

生之間的交流和了解。 
 
 
 
 
 

我的特質，你的特質 

學生談論傳統的慶祝儀式，

及國家著名的紀念碑與地

標。 

鼓勵學生探索/研究形成他們個性特質的因素，

包括他們國家的傳統和著名的地標，這些是他

們文化及特質的㇐部份。學生討論他們傳統的

慶祝儀式，他們如何慶祝，他們穿何種衣服，

他們聽的音樂，及在這些特別的日子裡他們煮

什麼樣的食物。 
 
 
 
 
 
 
 
 
 

我的學校，你的學校 
 

學生們比較全世界不同國

家的學校生活。 

“我的學校，你的學校”是㇐個合作專案，此

專案的設計是要讓學生及老師了解教育是如

何在全世界生存的。鼓勵學生去看看他們的

機構/學校，專注於學校不同的方面，如時刻

表、例行的工作、運動、制服、慶祝活動及

歷史等其中㇐項。我們期待學生在專案論壇

或專案部落格裡與全球的同儕分享他們學校

的訊息。我們鼓勵學生運用創造力向全世界

呈現他們學校的清楚相貌。他們可以利用文

字，圖片，發表或影片來與全球的夥伴合作，

培養他們跨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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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rch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and participants’ native languages 
Contact: Sayuri Hasegawa, Japan 

Mayumi Takizawa, Jap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24, 2021 - November 24, 2021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Gladys Lopez, Puerto Rico 

Mi Museo, Nuestros Museos 
Busca conocer los diferentes 
museos del mundo, a través 
de las voces de sus propios 
visitantes o miembros de 
la comunidad en que están 
enclavados 

Los estudiantes que visiten el museo seleccionado, 
colaborarán con otros estudiantes a nivel global 
para describir sus museos y mostrarán a través de 
proyectos de aprendizaje sus características, sus 
exhibiciones y cómo éstas han impactado su vida, 
su apreciación por el arte y la cultura. 

 
 
 
 
 
 
 
 
 

青少年自然災害高峰會 

本專案讓兒童藉由跟全球

朋友的溝通與合作，來學

習如何減少自然災害所造

成的影響。 

在此專案，學童透過跟全球朋友的溝通與合

作將知道人類生命的重要，了解如何減低自

然災害的影響，如地震、火山爆發、森林野

火、洪水、颶風、土石流、海嘯、乾旱等等。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August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Japanese 
Contact: Yoshie Naya, Japan 

Kazuko Okamoto, Japan 
Nimet Atabek, Turkey 
Gia Gaspard Taylor, Trinidad and Tobago 

 
 
 

奧運與殘障奧運開跑 

本專案旨在透過認識奧運

與殘障奧運，尤其是奧運

的精神，來培養出友誼，

鼓舞的精神，及患難中的

團結。 

緊隨著2020東京夏季奧運，加入這個2022北
京冬天奧運專案。 

奧運日期:2022年2月4日~2月20日 

殘障奧運: 2022年3月4日~3月13日 

參加專案的學生習得奧運 (卓越、友誼、尊重)
及殘障奧運(勇氣、決心、鼓舞、平等)的精神
與價值；他們也有機會去探討及回應在新冠病
毒(COVID-19)影響之下，運動，藝術，音樂學
科學習的永續性。所有參加的學校最後要創作
出激勵性的海報以及/或者鼓舞性的影片或發
表幻燈片，所有作品將於2022年1月在奧運與
殘障奧運全球展覽館展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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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20, 2021 - July 20,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John Kiberu, Ugand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une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Alema Nasim, Pakista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30, 2021 - June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Arabic 
Contact: Chris Baer, USA 

Kevin McGrath, USA 

拯救無辜的孩童 

青 少 年 以 自 己 的 觀 點 自 製

短 片 ， 以 呈 現 出 他 們 提 供

服 務 來 幫 助 愛 滋 病 孩 童 的

最佳方式。 

拯救無辜孩童”專案引導青少年從事於降低先

天或後天感染愛滋病童成⾧中受到的阻礙。本

專案讓青少年們對於愛滋病有更多的認識，並

努力去尋求介入參與管道以減少愛滋病童之死

亡。青少年們將針對如何提供感染愛滋病童最

佳健康與社會心理的服務來分享他們的觀點與

看法。參與者將深入去研究，訪談照料者，服

務人員以及感染愛滋病童。對於最佳介入參與

管道以拯救愛滋病童而言，這將有助於做出最

好的結論。 
 
 
 
 

健康之道 

本專案目的是讓學生能夠

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使他們的身心都能保持

最佳狀態。 

 
 
 

本計畫目的是讓學生藉由改善飲食習慣和運動，

以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身心都能

保持最佳狀態。學生㇐起探索什麼是健康的飲

食，以及飲食和健康之間的關係。他們將會檢

驗自己的飲食習慣來決定他們是否吃到適當的

食物以保持健康。 
 

參與的學生將分享和討論與他們國家文化，傳

統，及慶典有關的食物種類，慶典的特別食物

及食物儀式，幫助他們學習到各種的文化和族

群。 
 
 

起居室閒聊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以視訊

或其它可同步溝通的軟體彼

此作非正式的現場聊天交流，

交流的主題是開放的，即使

沒有主題也歡迎! 

 
在本專案中，學生將透過全球iEARN網路平台中

的線上聊天教室，以小組為單位透過視訊軟體，

來與其它同伴進行非正式的現場視訊聊天。學生

們可利用聊天室(Parlour)討論彼此有興趣的主題，

並練習以特定語言表達及溝通，展示個人才藝給

有興趣的同伴，或是單純的彼此認識。本專案特

別設計以年紀、時間與興趣來配對小組夥伴，並

以提供意見、交流技巧與破冰方法以激發出豐富

的對談與有意義的閒聊。這專案鼓勵以學生為主

角的方式展開對談，而非教師們主導，以小組對

小組討論行之，而非㇐對㇐或是㇐對多的討論方

式。同時，討論的內容以自然的討論取代照稿對

談或過度正式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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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July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Inga Paitchadze, Georgi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otber 25,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Catalan,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Albert Correa, Spain 

街道人物誌 

根據你所居住城市的街

名與地標名之起源研究

與調查來發掘當地的歷

史。 

街道人物誌是㇐個專案，用以保存當地的群體記

憶及環境的新發現。全世界所有的城鎮與都市，

在其街名的背後，都隱藏著㇐些值得保存並傳承

給後代的小故事。在廣場、大街或小巷的名字中

就存在有藝術家、音樂家或畫家的名字在內，這

些人士藏有許多精采的故事，它們必須被公開出

來，而且這些故事把我們與城市的關係緊緊結合

在㇐起，從另㇐個觀點來呈現出城市。本專案的

主要目標是要從都市街名的搜索與調查中深度地

去了解大都會的歷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地 

學生先研究調查該國是否有

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指定的

世界遺產地，彼此學習後作

成該地區的旅遊導覽。 

學生探索該國的遺產以及在該國的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指定的世界遺產地，介紹它的歷史，該

地的相關故事，在該國的歷史意義，及在世界

歷史的意義。相關的照片或圖畫可寄到本專案

的媒體相本。我們鼓勵學生彼此探詢不同國家

的世界遺產地。如果各校想要交流，也可以安

排與他校成為夥伴學校。 
 
 
 
 
 
 

虛擬和平教育營隊 
 

使兒童與成人具備個人

衝突解決技巧。 

虛擬和平營隊邀請兒童思考：和平對他們的意義

是甚麼，他們在何處會感到心情平和。本計畫培

養出人們具有同理心，這對正向人類發展是十分

重要的。後續的活動鼓勵學童思考：他們如何共

創和平，並協助發展人際間的和諧關係。本專案

也鼓勵兒童嚴謹地去思考戰爭，及其帶來的人道

損失。學生們將學習到兒童們—特別是無辜的戰

爭受難者—如何能相互合作以獲得和平。最重要

的是，本專案的主題是引導學生思考出「雙贏」

的方法來讓世界感受到快 樂，並與「雙輸」或

「輸贏各㇐」的解決方法作比較，這類方法不是

彼 此 都 受 傷 害 就 是 ㇐ 方 遭 另 ㇐ 方 霸 凌 。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Ocotber 1, 2021 - December 25,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Tamar Lolishvili,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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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Post-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y 22, 2022 
Language(s): English, Music 
Contact: Mary Jo West, USA 

世界，我們為你創作

本專案目標在於承認學生

的個人經歷，他們對當下

與未來的展望，全球分享

學生的各種見解，並創作

「數位視角」。 

當今的世界常充滿挫折與困難，能夠聽聽年輕

人的想法並鼓勵他們開口談論個人經驗，這互

動十分重要，協助我們對當前與未來有更深入

的了解。因此，在此專案中，將設立㇐個數位

平台鼓勵年輕人在平台上以數位方式分享各式

創作，包含畫作、彩繪文字、目標、希望與願

景、承諾、給未來的信與禮物。本平台將會集

結作品，㇐封數位信件或㇐本繪本，來獻給全

世界。
 
 
 
 
 
 
 

音樂的世界 

以聯合國永續目標為概

念，了解世界各國音樂

文化，以集體產出視覺

創意作品。 

 
 
 
 
 
 
 
 
 
 
 

我們生活的世界 

學生討論他們居住的世界和環

境，以及如何根據永續發展目

標來改進。 

 
 

本專案World of Music 藉由世界共通的語言---音

樂，來拉近各國之間的距離。這訊息將為世界帶

來大大的轉變。不同國家的學生將通力合作以完

成這些專案，期待以作曲、表演或研究為開始，

深入分享與探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在跨國合

作的過程中，學生獲得以不同型態創造音樂作品

的機會。學生要如何從這些美感歷程中成⾧並相

互激勵出創作火花呢？學生要如何藉由行動，在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扮演表演者、創作者或研

究者，以增進個人在改變中不停進步呢？參與專

案的教師們將共同合作，適能適才、協助專案工

作分工給參與學生。 
 
 

Project 專案參與者受邀討論他們生活上的問題及

他們居住地區的永續發展，並建議解決這些問題

的各種方法。他們藉著回答在討論，交換文章和

分享圖片及照片中所提出的問題，彼此分享看法

與意見。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Ma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Russian, Belarussian 
Contact: Olga Luksha, Belarus 

Sofia Savelava, Belarus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June 1, 2021 - December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Russian, Lithuanian 
Contact: Gintare Razuleviciute, Natalija Kociene, 

Gina Erlickiene, Lithuani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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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5, 2021 - Dec 15, 2021 
Language(s): Castellano 
Contact: Carlos Chiu, Peru 

Gyna Bardon, Peru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August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Benjamin Mathews, Taiwan, 

Monique Dewachand, Netherlands, 

3D創作 

Students學生藉由3D軟體進行

實驗或分享他們想做的3D作品

(軟體免費並提供指導)。 

 
 
 

現今學生可以使用免費的軟體來創作3D模型、

動畫、遊戲和虛擬經驗，甚至他們還可以設計

可列印出的3D作品。本專案讓學生分享他們的

3D創作的點子和作品。同時，他們可分享早期

3D創作嘗試和他們對未來3D技術應用的期望。 

我們也歡迎合作專案(動畫、遊戲等)。 
 
 
 
 
 
 
 
 

三個季節  

學生進行與秋、冬、春三個

季節有關的主題研究。 

每㇐組選擇㇐個與三個季節(秋、冬、春)有關

的主題做研究，看看在學年期間它將如何地變

化。參與團體的研究與專案計劃決定於他們選

擇的主題和他們使用的資訊傳播工具。在每個

季節，參與者應在計劃部落格中至少張貼㇐種

活動海報。 
 
 
 
 
 
 
 
 
 
 

Coronavirus - Las Matemáticas de la Pandemia 
 

El proyecto permite a los 
jovenes mirar a la pandemia 
a traves de los datos, 
números, tablas y gráficas. 

Si bien la biología del desarrollo de la 
pandemia había sido desconocida , poco a poco 
se la va conociendo mejor, las matemáticas nos 
ayudan a describir, medir y analizar la pandemia 
han 
seguido los mismos modelos de otras epidemias. 
Hay países que han manejado bien a la pandemia 
y otros que no lo han hecho tan bien. A veces la 
información sobre la pandemia ha sido mejor en 
algunos casos no, pero también se ha visto el uso 
mal intencionado de la información, 
especialmente de las estadísticas, lo cual ha 
producido confusión y falsas expectativas en la 
población. 

 
 
Ages: 5-11 (Primary) 
Dates: October 3, 2021 - June 9, 2022 
Language(s): Catalan 
Contact: Margarita Guinó Arias,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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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November 1, 2021 - May 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Ruty Hotzen, Israel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5, 2021 - JDecember 15, 2022 
Language(s): English, Spanish 
Contact: Carlos Chiu Fu, Peru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3, 2021 - May 23,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Greg Reiva, USA 

水仙花與鬱金香

學生種植球莖，收集各種

數據，如緯度、經度、陽

光與溫度，㇐直記錄到開

花為止。 

世界各地學生㇐起種植球莖，收集各種數據的

資料(緯度、經度、陽光、溫度等等)，並追蹤它

們何時開花。全世界的班級在11月的同㇐週選

擇水仙與/或鬱金香的球莖進行種植 

 

要求學生在整個實驗中收集溫度數據，並向小

組報告。此外，他們將報告何時開花等等。本

專案可以依照您的班級需要來參與，或用簡單

的方式參與。 
 
 
 
 

去碳化 

氣候變遷是什麼? 它對你的

影響為何? 

本專案的主題是學生應注意氣候變遷與地球暖

化的問題，並了解這㇐事實：人類目前正以前

所未見的速度排放溫室效應氣體到大氣層中(去

碳化)；另外，不同國家、社區、班級中的威權

關係促使人們在獲取地球資源時，忘了考慮其

對環境的破壞與後續造成的氣候變遷問題(去殖

民化)。 

當學生知道他們在地球上的足跡，改變其行為

及消費模式後，地球才會被善待。 
 
 
 

地球管家專案

這是㇐個專案式導向的

教育啟發專案，探討地

球生態體系的存活能力，

並提供途徑給學生們發

表他們關心的事務。 

地球管家專案是㇐個專案式導向的教育啟發專

案，提供學生機會去調查並分析氣候變遷對於

當地生態系統的衝擊，並與全球夥伴合作，協

助解決此危機衍生出的問題。地球管家專案在

學生中培養出批判性思考技能，收集環境狀況

的科學資料能力，並利用全球夥伴的資料㇐起

合作解決問題。本專案是要全球合作努力的，

利用科學調查工具去實驗，收集資料及做研究，

以 減 緩 氣 候 變 遷 對 於 當 地 社 區 的 衝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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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Dates: August 30, 2021 - December 10, 2021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Vianney Avila, Mexico 

 
 
 

本專案將在㇐個學年內利用各式各樣的教學器材，

進行數個合作活動以探索國際議題。包含人口成

⾧、氣候變遷，丈量世界與調查水與塑膠間的關

聯。每個專案議題都有個不需數學的開放式題解。

而學校可擇㇐而為，或者兩個方法都採用。 
 
 
 
 
 
 
 
 
 

Gomi的地球之旅

專案 
我是GOMI，英文名字叫

Garbage或Trash (垃圾)。不

論你說何種語言，我仍是

GOMI; 我仍是Trash(垃圾)。

本專案是關於垃圾的地球之

旅以及我們對於垃圾能做些

甚麼! 
 

 
 
 

專案第㇐部分，你們是”GOMI偵探”，當你們跟

隨它的⾧途之旅到達地球的最終目的地時，你

們將會想像並印證出GOMI(垃圾)究竟是甚麼東

西。第二部分，你們調查並面對”世界GOMI(垃

圾)的真相”。 第三部分，你們是”GOMI行動家”，

你們關心許許多多垃圾的來源及影響，並發揮

你們的創意解決垃圾問題。你們可根據班級時

間及學生年紀自由參加第㇐~第三部分。還有㇐

個更重要的部分：第四部分。「垃圾運動」把

你們努力的成果凝聚在㇐起，讓你們分享關愛

我們地球家園的心聲。這㇐部份容許並鼓勵你

們以 各種不 同的方 式表達心 聲，如 舞蹈、 歌

唱、”垃圾秀” 或僅僅開個會與別人分享你們的

新知識。 
 
 
 
 
 

環保守護神 

學生會學習到這個世界環保日漸敗落的原因與

結果，包含全球現況與該國狀況。本專案投其

所好，應用新科技以產出教育兼互動性的科技

教育，提供給這個世代的學生。 

全球動力 

在不同的活動中，利用

數學、科學與溝通為工

具，以探索全球性的議

題。 
 

Ages: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4, 2020 - June 14, 2021 
Language(s): English , Spanish 
Contact: Ricardo Lopez, Argentina 

Steve Weissberg, US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 2021 - July 31,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Yoko Takagi, Japan 

Mai Okada, Japan 
Kathy Bosia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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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12-14 (Middle)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August 31, 2021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Farah Shoaib, Pakistan 

我家後院的藥草

這是㇐個保育專案，著重

在為後代延續祖傳知識及

保護傳統植物。 

學生設計㇐項實驗(以永續的園藝栽種為基礎)，

測試兩種農作的方式：傳統式種植與水耕式種

植。用這兩種方式來種植烹調用的植物以及/或

是藥用的植物。學生在實驗報告中傳達他們的

發現，然後產出㇐數據論文，教導當地及全球

農藝團體永續性的食物生產。 
 
 
 
 
 
 
 
 
 

碳足跡看未來 

本專案討論經由減少碳排

放量，以促進更好的居住

環境。 

本專案倡導學生在為自己做好事的同時，也同

時照顧他們的社區與環境。參與專案的各國學

生，都使用線上工具與測量器計算各自的碳足

跡。經由吸引其它同儕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與參

與，以動員更多年輕學子加入保持健康與永續

環境的活動。
 
 
 
 
 

Protectores en Acción 
Generar conciencia a través 
de distintas acciones por un 
cambio en los humanos sobre 
la tenencia responsable 
de animales domésticos y 
protección de la fauna 
silvestre. 

Este proyecto pretende generar conciencia a 
través de distintas acciones por un cambio de 
parte de los humanos sobre la tenencia 
responsable de animales domésticos y silvestres. 
Por tanto se toman dos premisas de estudio: 
Estudios avalan que los adultos agresivos contra 
inocentes son producto en mucho de los casos 
de una niñez con maltrato animal. 

 
La explotación de los recursos y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se promovieron sin tener en cuenta 
las leyes de la naturaleza, como así también el 
desconocimiento del principio de sustentabilidad 
en la necesidad de aprovechar los recursos en 
forma indiscriminada destruyendo el habitat 
natural de la fauna silvestre.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2, 2021 - November 30, 2021 
Language(s): Spanish 
Contact: Rosy Rivarola, Argentina 

Cristina Biosio Ferrer, Argentina,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8, 2021 - June 9, 2022 
Language(s):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Frederic Lim,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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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a 34 
Proyecto colaborativo para 
trabajar la resolución de 
problemas matemáticos, a 
través de la gamificación y 
la geolocalización. 

 
 
 

En este proyecto, los alumnos resuelven 
problemas matemáticos propuestos por los 
facilitadores del proyecto. Las soluciones de los 
problemes se convierten en kilómetros que usan 
para elaborar una ruta o itinerario en un mapa 
colaborativo. En cada punto del itinerario publican 
un enigma que deben resolver las demás escuelas 
participantes. 

 
 
 
 
 
 
 
 
 
 
 

程式語言慶祝日專案 

本專案將慶祝專注於

Scratch程式語言的國際日。

我們依據周遭環境的傳說

故事改編為數位故事。 

參與的學生團體將以Scratch線上程式語言創作出

兩項專案：他們的發表以及對㇐個傳說的數位語

言描述，此㇐傳說是他們典型的文化傳統。本專

案的困難之處將會是學生的年齡與他們使用

Scratch語言的精熟度。
 
 
 
 
 
 
 
 
 
 
 
 

太陽能烹飪專案 

學生製造、測試和使用

太陽能炊具，實驗替代

能源的使用。 

加入21世紀太陽能烹飪運動! 使用你自己設計的太

陽能炊具成為㇐位主廚。只要利用家庭物品及㇐個

子你就能利用太陽能煮出美味的佳餚。你將會學到

吸收作用、絕緣體、太陽的能量。但是，為何要學

太陽能烹飪呢? 當人們加入太陽能烹飪運動時，他

們就在開發中國家幫助人們烹飪，因而減少了營不

情況，預防了森林濫伐，以及預防了污染。 

 
 

Ages: 5-11 (Primary) 
Dates: February 1, 2022 - May 31, 2022 
Language(s): Catalan 
Website: http://ruta34.iearn.cat/ 
Contact: Margarita Guino Arias, Spain, 

Toni Casserras, Spain 

 

 
Ages: 

 

 
5-11 (Primary) 

 

Dates: February 20 2022 - May 31, 2022  

Language(s): Catalan, Spanish, English  

Contact: Sara Dauder  

 Margarita Guino Arias, Spain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August 16, 2021 - July 29,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Kathy Bosia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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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太陽能探險家 

本專案是讓學生了解到

為將來發展出永續性能

源的重要。 

 
 
 

學生將研究替代能源，尤其聚焦在太陽能。他

們將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第7項目標：確保所

有人能獲得買得起的，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

的能源，這是他們研究的基礎；他們並且要回

答這個問題: 為何這個目標是重要的? 
 

然後學生將設計，建造，測試太陽能炊具作為

替代能源使用的範例，並與其他學校比較其結

果。
 
 
 
 
 
 
 
 

測量地球

周⾧ 

重現埃拉托斯特

尼遠在2200年前

測量地球圓周的

經驗。 

 
 
 

本專案將由中學生負責執行，目標是採用類

似2200年前科學家埃拉托斯特尼的方式以測

量地球的周⾧。同組師生將於春天或秋天的

㇐個日子的正午，立下㇐竹竿並測量與記錄

其陰影。各組將互相分享在全球各地測得之

數值並填寫在Google試算表上。這個專案活

動讓我們瞭解到人類的想像力比現行的科技

還要貼切。 
 
 
 
 

生活中的水資源

學生針對水是

生活的重要元

素進行積極研

究 和 行 動 合 作 。 

 “生活中的水資源”專案的主要目標是社區”行動計

畫”，學生確定某㇐行動區塊並 

做出改變。學生將在校內做專案，而當他們理解”目

標”並取得㇐致”目標”時，合作建立出他們要行動的

理念與策略，此時便可與全球學校㇐起研讀，研究

及分享。 

“國際綠色環保團隊”是㇐個全球性，由學生主導，以

行動為本位的團隊，為解救生態系統而努力，以達

成以下目標：維護我們所呼吸的空氣品質，我們所

飲用的水質，以及用於種植食物的土質。這些都是

供 應 及 滋 養 地 球 上 所 有 生 命 的 環 境 基 礎 元 素 。

 
Ages: 5-11 (Primary), 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Dates: September 1, 2021 - January 30, 2022 
Language(s): English 
Contact: Bob Carter, Australia 

Virginia King, Australia 
Rob King,  Australi 
Fore Morgand, France 
Greg Reiv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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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Middle), 15-18 (Secondary) 

 
 

 
 

Mokolwane Eric Masweneng, South Africa 

全球青少年高峰

會議 

學生分享他們的興趣及在他

們社區裡有關保護環境的專

案，並與其它地區做相同專

案的學生㇐起合作。 

 
 
 

YouthCaN“全球青少年高峰會議”是㇐個青年社

團，學校班級與社區團體的新興網路，他們分

享讀書及保護環境的興趣。這些團體都是年輕

人主導的。他們協調當地的徒步勘查、環境探

勘、環境主題調查，並且透過線上YouthCaN論

壇及國內外會議與工作坊來分享這些實地勘察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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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資源網所有的國際決策都由理事會制定，理事會成員由iEARN中心連繫人組成，其成員都享有投票權。任何

國家都有權申請加入理事會，成員常年透過網路進行討論，並且參加每年7月在不同國家舉辦的iEARN教師年會和青少

年高峰會，來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除了以上列出的會員國外，iEARN的國際青少年委員會也同時參與iEARN的決策會議，國際青少年委員會代表名單請參

見青少年論壇網站。 

國際教育資源網的代表分為以下三個層級： 

*國際連繫人：已申請並經IEARN理事會批准的國家或者團體。因此該國家/團體的國際連繫人即可成為IEARN理事會具投票權

的會員。 

 

^ 代表：已申請並已被IEARN理事會批准的代表，代表他們各自國家的IEARN分會。 

 

# 聯絡員：沒有正式IEARN代表的國家，但是該國家仍有學校積極參與IEARN專案中，並且有意願幫助其他人參與專案者。 

 

我們盡力確保最新的名單，包括各個國家現任的iEARN國際連繫人，代表及聯絡員。專案手冊中發佈的資訊為2020年9月前

更新的訊息。最新聯絡資訊請參閱網頁：www.iearn.org/countries/country-coordinators 

 

如果您所在的國家不在列表中，請與我們聯繫。若想瞭解如何代表您的國家成為iEARN聯絡員，請與國際教育資源網執行委

員會ec@iearn.org聯繫。 

iEARN國際執行委員會： 

 

IEARN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Exective Council，簡稱EC）由三位來自不同iEARN中心的人員組成。經過選舉產生，任

期兩年。根據iEARN組織規章，為了確保迅速有效的決策，賦予執行委員會可以代表理事會負責決定各項例行活動。 

 

iEARN國際執行委員： 

Toni Cassseras, 西班牙 

Stefanie Ortiz-Cidlik, 美國 

Anwar Abdulbaki, 卡達 

 

IEARN 國際連繫人、代表以及聯絡人名單請見手冊第49-51頁 
 

國際i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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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 國際聯繫人、代表以及聯絡人名單 
ALBANIA #, Florian Bulica, florianbulica@hotmail.com 

ALGERIA #, Kheira Mezough, mezoughkheira@live.co.uk 

ARGENTINA *, Rosy Aguila, rosyaguila@fundacionevolucion.org.ar, Adela Bini, 
adelabini@fundacionevolucion.org.ar, Cristina Bossio Ferrer, crisbosioferrer@fundacionevolucion.org.ar 

ARMENIA ̂ , Karine Durgaryan, karine@childlib.am 

AUSTRALIA*, Teacher Management Team, iearnoz@iearn.org.au 

AUSTRIA #, Maria Bader, iearn.queenmary@gmail.com 

AZERBAIJAN ^, Irada Samadova, irada_sam@yahoo.com, Ulker Kazimova, ulker.kazimova@gmail.com 

BANGLADESH #, Wasi Mahmud Moni, wasi.mahmud2000@gmail.com 

BELARUS #, Lyudmila Dementyeva, dem@unibel.by 

BOTSWANA #, Tommie Hamaluba, tommiehamaluba@yahoo.com 

BRAZIL *, Julliana Costa, jullianacostac@gmail.com 

CAMEROON ^, Francois Donfack, donfackfr@yahoo.fr 

CANADA *, Mali Bickley, bickcons@rogers.com, Jim Carleton, jcarleton@scdsb.on.ca 

CHILE #, Jorge Valenzuela Beltran, jvalenzuela@telsur.cl, jvalen@surnet.cl 

CHINA *, Huang Sihong sihong.huang@qq.com 

COLOMBIA #, Nury Penagos nuestrasaveseum@gmail.com 

CONG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 Didier Lungu, dikiendo2018@gmail.com 

COSTA RICA #, Ana Maria González, anagonz@ice.co.cr 

CÔTE D’IVOIRE #, Oscar Seka, oscarseka@hotmail.com, iearncotedivoire@gmail.com 

DOMINICAN REPUBLIC # Leida De La Rosa luiseyda@hotmail.es, leidarosa@gmail.com 

EGYPT *, info@egypt-era.org 

FRANCE #, Annie Flore Vergne, cguerin86@gmail.com 

GEORGIA #, Pavle Tvaliashvili, pavletvali@gmail.com 

GHANA #, Agnes Asamoah-Duodu, aasamoahduo@gmail.com, Ebenezer Malcolm, malcolmgh@yahoo.com 

GREECE #, Kostas Magos, magos@uth.gr 

INDIA *, Sunita Bhagwat, bhagwat.sunita@gmail.com 

INDONESIA ^, Hasnah Gasim, hasnah.gasim@yahoo.com 

IRAN #, Maliheh Mohseni, maliheh.mohseni@gmail.com, Minoo Shamsnia, shamsnia@gmail.com, Mahnaz 
Tabrizi, mntz854@hotmail.com, Zahra Ansari, zahra.ansari@gmail.com 

IRAQ ^, Bina Jalal, binabay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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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 Ruty Hotzen, eh2y42@gmail.com, Gladys Monayer, gladys_172@yahoo.com 
 

ITALY ̂ , Giuseppe Fortunati, fgiusepp@gmail.com 

JAPAN *, Hiroshi Ueno, wide@oki-wide.com and Yoshie Naya, 
yoshie.naya@gmail.com, Tomoko Kurita, ktomoko1007@gmail.com, 
ktomoko@jearn.jp 

JORDAN ̂ , Khitam Al-Utaibi, iearnjordan@aol.com, k.hofah.utaibi@gmail.com 

KAZAKHSTAN #, Talgat Nurlybayev, tnurlyb@gmail.com 

KENYA ^, David Muya Onyango, muya@iearnkenya.org 

LEBANON *, Eliane Metni, emetni@iea.org.lb 

LIBERIA ^, Leroy Beldeh, iearn.libfy@yahoo.com 

LITHUANIA *, Daina Valanciene, daina.valanciene@yahoo.com 

MACEDONIA *, Jove Jankulovski, jove.jankulovski@yahoo.com, Mimoza Anastovska-Jankulovska, jantkmj2@yahoo.com 

MALAYSIA #, Zait Isa, zaitisa@gmail.com 

MALI ̂ , Mahamadou Lamine Bagayoko, mlmine27@gmail.com 

MEXICO #, Nuria de Alva, nuriadealva@gmail.com 

MOLDOVA #, Olga Morozan, morozan.olga@gmail.com, iearn.moldova.aice@gmail.com 

MOROCCO *, Mourad Benali, mbenali@mearn.org.ma 

NEPAL ^, Binita Parajuli, parajulibinita@gmail.com 

NETHERLANDS *, Bob Hofman, bob@globalteenager.org 

NIGER #, Abdou Adamou, akimne@yahoo.fr 

ORILLAS *, Enid Figueroa and Kristin Brown, orillas-support@igc.org 

PAKISTAN *, Farah Kamal, farah@iearnpk.org 

PALESTINE ̂ , Kahraman Arafa, kahraman_arafa@hotmail.com 

PANGEA ^, Toni Casserras, tonic@iearn.cat, iearn@iearn.cat 

PARAGUAY #, Sandra Cristina López, sclopezg_py@hotmail.com 
 
PERU #, Carlos Chiu cchiu@colegiociencias.com 

POLAND #, Marek Grzegorz Sawicki, miyankimitra@gmail.com 

QATAR *, Anwar Abdul Baki and Shamma Al Dosari, iearn.qatar@eaa.org.qa 

ROMANIA #, Cornelia Platon, nelly_platon@yahoo.com, nellyplaton27@gmail.com 

RUSSIA #, Olga Timofeeva, teacherolga23@gmail.com 

SENEGAL ^, Salimata Sene, sallsenma@yahoo.fr 

SERBIA #, Katarina Stanic, katarina.stanic7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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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RA LEONE ^, Jane Peters, janeiearnsl@gmail.com 

SLOVENIA ^, Tjaša Milijaš, itjasa.milijas@gmail.com, Darja Kramar, darja.kramar@ostronovo.si 

SLOVAKIA #, Katarina Pisutova, katka.gerber@gmail.com 

SOUTH AFRICA #, Omashani Naidoo, omashani@schoolnet.org.za 

SOUTH KOREA #, Haejin Lim, imagine@1.or.kr 

SRI LANKA #, Lakshmi Attygalle, larttygalle@yahoo.com 

SURINAME #, Betty Burgos, betty_burgos2003@yahoo.com, Dave Abeleven, daveabeleven@yahoo.com 

SYRIA #, Samah Al Jundi, lattakia2222@gmail.com, mrs.esmael@gmail.com 

TAIWAN *, Margaret Chen, margaret@taiwaniearn.org 

TAJIKISTAN # Firuz Baratov, bfiruzjon@gmail.com 

TANZANIA #, Onesmo Ngowi, onesmongowi@hotmail.com, ngowio@yahoo.com 

THAILAND #, Sonthida Keyuravong, sonthidak@yahoo.com, Ladawan Lehmann, ladawan.lehmann@yahoo.com 

THE GAMBIA #, Therese Mam Kangu Keita, tkeita@ymca.gm 

TOGO ^, Abotchi Yao, abotchiy@yahoo.fr 

TRINIDAD AND TOBAGO ^, Gia Gaspard Taylor, iearntrinidadntobago@yahoo.com 

TUNISIA *, Hela Nafti, tearn.org@gmail.com 

TURKEY #, Burcu Alar, burcualar@gmail.com, burcualar@enkaokullari.k12.tr 

UGANDA *, Daniel Kakinda, dkakinda@yahoo.com, Allan Kakinda, akakinda@gmail.com 

UKRAINE *, Natalya Cherednichenko, nata_chered@yahoo.com 

UNITED ARAB EMIRATES #, Basma Musamih, basmamusmaih3@gmail.com 

UNITED STATES *, Stefanie Ortiz-Cidlik, Connie Rensink, Jennifer Russell and Nicole Weitzner, memberships@us.iearn.org 

YEMEN *, Shaima Alraiy, shaima.alraiy@gmail.com 

ZAMBIA #, Misheck Mutuzan, mutuzana@gmail.com, iearnzambia1@gmail.com 

ZIMBABWE #, Eliada Gudza, eliada@world-links-sar.co.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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