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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105年教育新聞與節目推薦單 
 
 
 

Part 1-文教新聞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文教新聞 

週一至週五 
07:00~19:00 

(每個整點 5-10 分) 
週六至週日 
10:00~18:00 

(每個整點 5 分) 

總臺及各分臺記者 
整點即時文教新聞報導 
文教新聞於網頁露出(含圖片、文字、聲音) 
◎全國聯播。 

 

Part 2-教育議題節目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國際教育心動線 週一 

18:05-19:00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持群 每週挑出重要且值得學習的國際教育訊息，輔
以當前國際時事，邀訪該領域專家學者深入討
論分析，讓教育工作者，瞭解國際教育脈動。
◎全國聯播。 

*聽見在地教育 週一 

17:20-18:00 

新聞組及各分臺 以地方教育為核心，專訪各縣市的教育局(處)

長，暢談創新教育政策，並透過介紹有特色的
學校，發掘創新課程、翻轉教學、令人感動的
校園故事、教育人物等，呈現教育新活力。◎
全國聯播。 

教育新亮點 

 

週一至週五

07:10-07:20 

總臺及各分臺記者 配合行政院推動 V-Maker Fab Truck 計畫，及
教育部夏日樂學、數位學伴(大學伴小學伴)、
偏鄉教育、翻轉教育等。◎全國聯播。 

教育行動家 

 

週一至週五 

07: 20-08:45 
常玉慧、張慧心 

國內外時事、教育文化、國際觀、產業趨勢、
翻轉教育、國家政策及教養等議題，建立一個
全方位的成長學習網絡◎全國聯播。 

教育開講 

週一、二 
19:05~20:00 

李大華 

教育政策與執行面向探討及分析，做為政策與
執行者溝通橋樑◎全國聯播。 

教育 Talk Bar 

 

週二至週四
17:20-18:00 朱玉娟 

討論親職教育、職涯、人力資源及 MAKER 等
最夯教育話題。◎全國聯播。 

特別的愛 
週六、日 

16:05-17:00 
張曉瑩 

以特殊教育為主軸，提供相關資訊，關懷特教
環境。◎全國聯播。 



2 

 

校園健康筆記 

 

週六 

18:05-19:00 

王聰穎、陳心雨 宣導國家衛生保健政策、報導學校保健執行訊
息、提供豐富衛生保健常識，適時提醒各種疾
病之流行期及具體預防措施。◎全國聯播。 

體育發燒 

 

週日 

18:05-19:00 

王聰穎、Steven 宣導國家體育政策、報導學校體育活動訊息、
提供豐富體育常識、介紹傑出之體壇人士、藉
其奮鬥精神激勵在學青年。◎全國聯播。 

 

Part 3-地方教育節目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臺北新教育 

週六 
10:05~11:00 翁繩玉、陳幼君、陳蕙君、

高敏麗、蕭淑端 

介紹及分享臺北市教育概況。 
◎北部播出 

教育全方位 

週日 
10:05~11:00 岳志中 

介紹及分享新北市教育概況。 
◎北部播出。 

台中好棒 教育好

樣(彰化分臺) 

週六 10:05-11:00 

 

陳禾青、賴珮菁、陳桂芬、

廖雅彬、廖皓圭 

節目提供一公共互動平台，傳播分享最新教育
資訊，以期打造臺中市成為優質、精緻、卓越、
創新的教育環境。◎中部播出。 

教育大不同 

(高雄分臺) 

週一至週五

10:05-11:00 

蕭靜雯 透過節目製播和聽眾一起提升人文素養、掌握
當前社會脈動、體察生活世界所蘊蓄之意義，
並具備未來前瞻性之視野。◎南部調頻網播
出。 

教育.想像.新樂園 

(高雄分臺) 

週五 

15:05-16:00 

高雄女中黃秀霞校長 

四維國小翁慶才校長 

本節目由高雄教育界優秀校長、老師擔任製播
群，提供聽眾有關教育政策、「創造力與想像
力」、教學方法、教養方式、及名家論談等。 
◎南部調頻網播出。 

東海岸新聞網 

(花蓮分臺) 

週一至週五

12:30-13:00 

趙佳韻 介紹花蓮縣校園特色，分享校長辦學理念、教
師教學策略，並分享花蓮縣最新教育動向、理
念及重要政策內涵。◎ 花蓮播出。 

美麗臺東教育啟

動(臺東分臺） 

週一至週五 

07:00-07:30 

張月昭、郭惠珍、田大榮 

杜運輝、洪婉莉、雷昭英 

藉由教育界現職或退休後仍奉獻教育的主持
群觀點，關心偏鄉教育翻轉與校園發展，傳達
臺東教育現況與面臨困境。◎臺東播出。 

 

Part 4-兒少節目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兒童讀寫天地 

週一 

21:30-22:00 羅國盛 

邀請兒童文學作家專訪，分享閱讀的樂趣與寫

作的技巧，並以廣播劇呈現兒童文學作家代表

作品，輕鬆「聽閱讀」。◎全國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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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恩思遊樂園 

週二 

21:30-22:00 施賢琴 

尋找科學知識與兒童生活經驗的交集，設計遊

戲與說故事，輕鬆走入科學領域，培養兒童主

動學習及追求知識的能力。◎全國聯播。 

*我愛福爾摩莎 
週三 

21:30-22:00 
施賢琴 

劇化呈現臺灣在自然、醫學、人文及藝術等領

域表現傑出之經典人物，並帶動校園親師生收

聽，擴散更多節目感動力量。◎全國聯播。 

小偵探看媒體 

週四 

21:30-22:00 施賢琴 

期盼運用聲音魅力及趣味性的單元設計，引領

兒童認識媒體原貌並具備媒體素養，成為具獨

立判斷力的主動者。◎全國聯播。 

*我的世界好朋友 

 

週五 

21:30-22:00 施賢琴 

透過有趣的搭飛機旅遊構想，以趣味性、豐富

性及多元性的單元設計，帶領兒童建立世界的

概念，拓展看世界的眼光。◎全國聯播。 

*今天不補習 

週六 

20:00-20:30 林安瑜 

鼓勵高中、高職學生近用媒體。分享社團經驗

與交流。高中職校園社團及高中生相關競賽優

勝者介紹與經驗分享。◎全國聯播。 

麻吉同學會 

週一至週五 

中午 12:20-13:00 唐妮 

節目融入品德、生活教育，以個體發展、社會

文化及自然環境等三個面向，提供七大學習領

域，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全國聯播。 

晚安故事屋 

每週六、日

21:30-22:00 陳燕柔 

親子共同收聽的收音機床邊故事節目，將知識

性的科學、藝術性的美育、生活中的品德，在

故事中潛移默化傳達給小朋友。◎全國聯播。 

青春 line 一下 
(高雄分臺) 

週六 

15:05-16:00 
南區校園 DJ 群 

與南部五所大學大傳科系共同合作，由校園

DJ 製播青春洋溢的校園節目，發覺校園中的

人事物。◎南部調頻網播出。 

故事家族 
(臺東分臺) 

週六 
21:30-22:00 

盧彥芬 
賴秋燕 

以說故事方式介紹各類繪本，增加兒童閱讀興

趣，並報導臺東地區當週閱讀相關活動訊息，

增加閱讀活動的民眾參與度。◎臺東播出。 

哲學 Café 

週二 

10:05~11:00 葉浩等人 

提供一個貼近社會議題的哲思平台，期盼帶給

青少年更多元的思辨角度，從而建立解決問題

的能力。◎北區東區聯播。 

拍律遊樂園 

每週五六日

22:00-23:00 袁永興 

暢談流行音樂與音樂產業情報，訪問流行音樂

產業中各環節人員，藉由歌手的影響力，讓流

行音樂進入校園紮根。◎全國聯播。 

生活報報~「南方

好生活」單元 

週三 

09:05-10:00 王怡仁(王榮) 

結合家庭教育中心、張老師中心及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等單位，報導青年生涯發展、環境守護

教育等主題。◎南部調頻網播出。 

世界遊子在高雄 

週日 

14:05-15:00 吳慧琪 

訪問國內外籍學生接待家庭、交換學生，開拓

年輕聽眾國際觀，並了解國外的教育現況。 

◎南部調頻網播出。 

青春 Online 

週日 

17:20-18:00 
郭虹君 

以鼓勵親子及青少年從事戶外休閒及藝文休

閒新趨勢為主，搭配最新國內外教育新聞，以

貼近年輕人的生活，做生動的介紹與報導。◎

北區東區聯播。 

麻辣學堂 
週三、週四 

23:00~24:00 
季潔 

E 世代校園、社團、求職、兩性主題，邀請國

際交換生與海外留遊學青年分享，培養青年學

子國際視野，與國際接軌。◎全國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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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青年節目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創青宅急便 

週三 

18:05-19:00 詹益鑑等人 

分享參與青年創業、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領域

等獨到的觀察、發光的夢想與個人的經驗故

事，鼓勵青年成為夢想實踐者。◎全國聯播。 

*創設市集 on air 

週四 

18:05-19:00 
林廷宜等人 

深入淺出介紹台灣與國際工商設計趨勢、文

化、創意思考，專訪設計產業人士，掌握設計

人才培育方向，了解設計生活美學的脈動◎全

國聯播。 

青年轉動全球 

週五 
17:20-18:00 朱玉娟 

配合教育部提升青年學生國際移動力計畫。邀

請國際志工、交換學生、參加國際競賽師生

等，分享國際觀點與體驗。◎全國聯播。 

青年故事館 

週二 

23:00~24:00 
吳沂家 

以青年多元學習、志工服務、公共參與或創業

的真實故事為主題，專訪表現優異值得學習的

青年，分享其圓夢故事及提供自我展現的機

會。◎全國聯播。 

 

                  Part 6-外語學習節目     ◎臺北調幅網播出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早安日語 
週一至週五 

10:00-10:30 
孫寅華 

淡江大學日語系孫寅華老師主講，本課程共計
331 講。1-114 講適合初學者、115-205 講適合
具日語基礎之聽友。教材為早安日語進階
〈上〉、早安日語進階〈下〉。 

超級英語通 
週一至週五 

12:20-12:30 
齊斌 

本課程包含「英檢篇」、「辦公英語通」、「發音
英語通、「詞彙英語通」、「句型英語通」、「用
字英語通」及「聽力英語通」等系列課程，有
效提高聽眾學習的興趣，加強英語運用的能
力。 

開心學德語 
週一至週五 

14:00-14:30 
張南思 

以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及熱門話題作為主題，將
德文文法循序漸進的介紹給聽眾。學習者不僅
可掌握基本文法架構，亦可學得日常生活用語
及熱門議題~如媒體、環境與人類、金錢與經
濟、中西醫學等等相關的字彙。 

西班牙文酷 
週一至週五 

14:30-15:00 
李靜枝 

本節目的西班牙語言程度定位是介於初級與
中級之間，聽眾將可以在輕鬆愉悅的學習氣氛
中，除了更深入了解西班牙語的語法和字彙結
構之外，同時也可以了解西班牙和眾多拉丁美
洲國家蘊含的豐富文化。 

輕鬆學好韓語 
週一至週五 

17:30-18:00 
林明德 

本課程由文化大學林明德老師主講，使用教材
為「輕鬆學好韓語」1~6 冊由林老師精心編
製，課程特色文字淺顯易懂分析仔細詳盡~涵
括會話、文法等語文學習重點。 

生活俄語 週一至週五 羅勝雄 
透過學有所長及親歷俄國生活的俄羅斯語文
學博士羅勝雄老師傳遞實用生活的俄語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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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8:30 羅斯文化點滴，在學習俄語的同時介紹該國的
文化，例如世界有名的芭蕾舞、音樂、旅遊景
點與風俗民情等等，以增加節目的活潑性。 

空中阿拉伯語 
週一至週五 

18:30-19:00 
利傳田 

「阿拉伯語」教學節目使用教材為"空中阿拉
伯語第一~三冊"，邀請政治大學阿語系利傳田
老師主講，增益學習者阿拉伯語能力。教材：
空中阿拉伯語（一~三冊）適合對象：阿拉伯
語初學者。 

法語浪漫 
週一至週五 

21:00-21:30 
楊淑娟 

受歡迎的大學法文系教師傳遞浪漫的法語，同
時介紹該國的文學、電影、藝術作品、旅遊景
點與風俗民情；節目內容：分五部分。包括
1.發音練習 2.單字、課文與文法練習 3.口語
表達練習 4.認識法國文化 5. 法國歌曲欣賞。 

嗨義大利 
週一至週五 

21:30-22:00 
Dorina Alimonti 

以 (Nuovo Progetto italiano 新視線義大利語) 
為教材‚ 循序漸進介紹義大利語生活會話。分
為四大部分：（一）【字彙與發音】：字彙與發
音練習 （二）【實用會話句型】：實用會話句
型介紹與練習 （三）【課文解讀】 （四）【義
大利語采風】。 

生活印尼語會話 
週一至週五 

11:00-11:30 
陳淑文 

印尼語係源自馬來語，但是它已經比馬來語更
為複雜，變化也更為豐富，引用了不少外來
語：梵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華文，印度
淡米兒文，英文和荷蘭文，而它們在今天仍然
在現代馬來文中運用。一起來說印尼語吧！ 

標準泰國語會話 
週一至週五 

11:30-12:00 
李錫強 

泰語基本上是由單音節的詞組成，經過七百年
的歷史，今天的泰語有四十四個輔音、二十八
個元音字母組成。有五個聲調，並分成世俗用
語、王族用語和僧侶用語三種。本課程將帶您
走入泰語的世界！ 

生活越南語會話 
週一至週五 

15:00-15:30 
黃金枝 

越南語與中文一樣並無時態及動詞變化，亦同
為聲調語言。台灣在未來目標上也積極開拓越
南、泰國、菲律賓、印度和印尼五國的新興市
場商機，「生活越南語會話初.中級」課程能迅
速加強學生越南語會話能力。 

 

Part 7-新住民節目 

節 目 名 稱 播 出 時 間 主持人 內  容  說  明 

幸福聯合國 
週一至週五 

20:00-20:30 
賴素燕等人 

以新移民母國語言拉近與新移民聽友的距

離，期望能成為陪伴新移民朋友追求幸福生活

的好幫手。節目內容包括:幸福學堂主題時

間、故鄉的樂音、故鄉的智慧。◎全國調頻網

聯播。 

備註: 

一.節目名稱前加「*」號表示 105年新增節目 

二.教育電臺各地區收聽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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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桃園、高屏地區 FM101.7              基隆 FM100.1 

宜蘭、台中、彰化、雲林 FM103.5            花蓮 FM103.7 

新竹、苗栗 FM103.9       南投 FM98.1      玉里 FM100.3  

嘉南地區 FM107.7         台東 FM102.9     澎湖 FM99.1 

恆春 FM99.3              金門 FM88.9   馬祖 FM91.5 

三.本臺網址：www.ner.gov.tw  聯絡電話：(02)2388-0600分機 153 

e-mail:service@ner.gov.tw 

http://www.ner.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