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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家政學科中心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材資源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南區、北區」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 106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推廣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科課程綱要，增進教師了解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

容，並透過教學分享增進教師教學能力。 
二、促使家政教師加速聯結新舊課綱，故透過研發各項教學資源，課程教學計畫、單

元教案、學習單等，以增進家政教師相關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家政學科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肆、參加對象與預計人數 
全國高中家政教師（優先錄取），或家政相關高中職教師。 
 10/31（二）南區：80 人，優先錄取中部以南、東部高中家政教師。 
 11/14（二）北區：90 人，優先錄取桃竹苗區以北、東部高中家政教師。 

 
※ 本研習提供以下教學資源予每位參與教師（以一次為限，不得重複支領）： 
1. 該次研習手冊乙本。 
2. 106 年研發成果─家政教學錦囊第十二袋乙本 

3. 錦囊示例一教具《鑰幸福》桌遊 2 套─當日繳交「家政選修全
學期(20 週)教學計劃表、學習單（擇一單元）」紙本各一份，
可再獲得４套，詳見最後第拾點。 

4. 錦囊示例二教具《家庭尋寶闖關 GO！─教師手冊（含學生活動本）》乙本 
★ 第 2~4 項於該日下午示例二教具展演與體驗課程結束後發送。 

 

伍、研習時間及場地 
 10 月 31 日 南區，9:00~16:40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圖書館 1 樓  椰風廳 
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 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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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日 北區 9:00~16: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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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習主題與流程 
※ 10/31 南區 

時間 主題/講師/主持 主題/講師/主持 

09:00-09:30（30） 
【報到】 

主持：家政學科中心 

09:30-09:40（10） 
【開幕式】 

主持：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鄭文儀校長 

09:40-10:30（50） 
【專題】十二年國教家政課程研討 

講師：臺師大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麗端副教授/主任 
助教：待聘 

10:30-11:20（50） 

【A 組】課程模組示例一 
《家庭幸福新四力》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高雄中學 翁鄀宜教師 
助教：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B 組】課程模組示例二 
《家庭尋寶闖關 GO！ 

護家有源，愛家更有韌》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屏東女中 謝宛庭教師 
助教：三重高中 林秋慧教師 

11:20-11:25（5） 茶敘休息 

11:25-12:15（50） 

【A 組】課程模組示例一 
《家庭幸福新四力─鑰幸福》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高雄中學 翁鄀宜教師 

助教 1：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助教 2：待聘 

【B 組】課程模組示例二 
《家庭尋寶闖關 GO！─教師手冊》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屏東女中 謝宛庭教師 

助教 1：三重高中 林秋慧教師 
助教 2：歸仁國中 陳淑媺教師 

12:15-13:15（60） 午餐饗宴 

13:15-14:05（50） 

【A 組】課程模組示例二 
《家庭尋寶闖關 GO！ 

護家有源，愛家更有韌》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歸仁國中 陳淑媺教師 
助教：屏東女中 謝宛庭教師 

【B 組】課程模組示例一 
《家庭幸福新四力》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助教：高雄中學 翁鄀宜教師 

14:05-14:10（5） 茶敘休息 

14:10-15:00（50） 

【A 組】課程模組示例二 
《家庭尋寶闖關 GO！─教師手冊》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歸仁國中 陳淑媺教師 

助教 1：屏東女中 謝宛庭教師 
助教 2：三重高中 林秋慧教師 

【B 組】課程模組示例一 
《家庭幸福新四力─鑰幸福》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助教 1：高雄中學 翁鄀宜教師 
助教 2：待聘 

15:00-15:15（15） 茶敘休息 

15:15-16:15（60） 
課程模組示例三《加溫家溫 Let's GO！》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景美女中 魏筱萍教師 
助教：松山高中 游子萱教師 

16:15-16:30（15） 
【討論與綜合座談】 
主持：家政學科中心 

※ 本單位保留活動相關異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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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北區 
時間 主題/講師/主持人 

09:00-09:30（30） 
【報到】 

主持：家政學科中心 

09:30-09:40（10） 
【開幕式】 

主持：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鄭文儀校長 

09:40-10:30（50） 
【專題】十二年國教家政課程研討 

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周麗端副教授/主任 
助教：待聘 

10:30-11:20（50） 

【一】課程模組示例一《家庭幸福新四力》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中山女高 郭筱璇教師 
助教：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11:20-11:25（5） 茶敘休息 

11:25-12:15（50） 

【二】課程模組示例一《家庭幸福新四力─鑰幸福》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中山女高 郭筱璇教師 
助教 1：慈大附中 楊尹榕教師 
助教 2：高雄中學 翁鄀宜教師 

12:15-13:15（60） 午餐饗宴 

13:15-14:05（50） 

【三】課程模組示例二《家庭尋寶闖關 GO！護家有源，愛家更有韌》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三重高中 林秋慧教師 
助教：歸仁國中 陳淑媺教師 

14:05-14:10（5） 茶敘休息 

14:10-15:00（50） 

【四】課程模組示例二《家庭尋寶闖關 GO！─教師手冊》 
教具展演與體驗 

講師：三重高中 林秋慧教師 
助教 1：歸仁國中 陳淑媺教師 
助教 2：屏東女中 謝宛庭教師 

15:00-15:15（15） 茶敘休息 

15:15-16:15（60） 

【五】課程模組示例三《加溫家溫 Let's GO！》 
學習評量演繹 

講師：松山高中 游子萱教師 
助教：景美女中 魏筱萍教師 

16:15-16:30（15） 
【討論與綜合座談】 
主持：家政學科中心 

※ 本單位保留活動相關異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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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與報名時間： 
一、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inservice.nknu.edu.tw/ 

 
全教網首頁 

 
  二、報名截止日期： 

 10 月 31 日（二）南區：即日起至 10 月 27 日止 
課程名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材資源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南區 
課程代碼：2278677 

 11 月 14 日（二）北區：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 
課程名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材資源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北區 
課程代碼：2278686 
 

捌、交通資訊 

※ 10/31 南區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圖書館 1 樓 椰風廳 
地址：臺南市大埔街 97 號 

(一)本次研習提供台鐵臺南站、高鐵臺南站來回接駁專車： 
1. 台鐵 

於臺南後火車站遠東百貨廣場集合，8:55 準時發車（約 15 分鐘到達本校） 
       - 北上請搭乘自強 114 車次、區間 3128 車次以前之車次。 
   - 南下請搭乘自強 371 車次、莒光 751 車次以前之車次。 

2. 高鐵 
於高鐵臺南站一號出口 8:45 準時發車(約 35 分鐘到達)。 
- 南下建議搭乘 803、203、603 車次。 

★ 以上搭乘資訊提供參考，請各位老師再次自行確認班次，並
依台/高鐵公司最新公告為準。 

  (二)自行開車者由於本校今年有工程進行中，因此恕不提供校內停車位置；校外
大埔街、樹林街皆有路邊停車格與收費停車場，請多加利用並見諒。 

（三）地圖如下： 

http://inservice.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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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北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國際會議廳 2 樓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一、搭捷運： 

 捷運古亭站─中和新蘆線〈橘線〉、松山新店線〈綠線〉於『古亭站』五號出

口直行約八分鐘即可到達。 

 捷運台電大樓站─松山新店線〈綠線〉於『台電大樓站』三號出口，師大路直

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 

 捷運東門站─淡水信義線〈紅線〉、中和新蘆線〈橘線〉於『東門站』五號出
口，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二、搭公車： 

 15、18、74、235、237、254、278、295、662、663、672、907、0 南、和平
幹線在「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下車。 

 0 東、0 南、20、22、38、204、1503、信義幹線在「信義永康街口(捷運東門

站)」下車，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三、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於圓山交流道（建國北路）→建國高架→信義路匝道口下高架（沿
建國南路直行至和平東路右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國道 3 號：於木柵/深坑交流道下；接三甲台北聯絡道→辛亥路（至復興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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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右轉）→復興南路（直走至和平東路口左轉)）→和平東路一段→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部）。 

 
※ 停車資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下停車場（半小時 25 元）－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一段 162 號、129 號。＃ 
 

玖、補充說明： 
一、請參與教師自行攜帶環保杯與餐具。 
二、核實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網路報名時請仔細閱讀相關資訊並詳細填寫。 
三、聯繫方式：電話 06-214-6659，電郵 hometngs@tngs.tn.edu.tw 

 

拾、教具兌換說明： 
1. 欲多兌換家政教學錦囊第十二袋示例一教具《鑰幸福》桌遊 4

套者，請於研習當日繳交自己的─ 
(1) 「家政選修全學期（20 週）教學計劃」紙本一份 
(2) 「學習單（擇一單元）」紙本一份。 

2. 兌換流程： 
(1) 請提前自行下載檔案填寫，如下方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將檔案寄回自己信箱。 
(2) 列印出紙本，每頁皆附註學校、姓名，用迴紋針夾別上（勿

裝訂）。 
(3) 於研習當日發送教具時繳交紙本，可再獲得 4 套《鑰幸

福》。※請自行攜帶環保袋。 
3. 基於資源共享，本單位將掃描您的資料掛網，供予家政教師們

相互觀摩（若您繳交，視為同意掛網）。 
 

兌換教具_家政選修全學期（20 週）教學計劃 WORD 檔 
請至 https://goo.gl/HaarrT 下載  

或使用手機掃描下方 QR Code 將檔案寄到自己信箱 

 
學習單請您擇一單元提供，記得也要印出來喔 

填寫完畢，請提前列印紙本，用迴紋針夾別上（勿裝訂）， 
於研習當日發送教具時繳交即可再獲得 4 套《鑰幸福》。 

★不接受事後補繳★ 

mailto:hometngs@tng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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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選修全學期(20 週)教學計劃表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實施狀況： 

□確實實施過，已實施________學期        □尚未實施，預計實施年度________      □無法實施 

設計理念 

 

 

 

 

 

課程目標與架構 

 

 

 

 

 

實施對象 
 

 

學生能力分析 
 

 

課程實施時機建議 

 

 

 

評量方式概述 

 

 

 

課程分類 
□加深選修      □加廣選修（請勾選）：□預約幸福、□創意與行銷 

□多元選修      □跨科，科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大議題融入 

□01.性別平等教育 

□02.人權教育 

□03.環境教育 

□04.海洋教育 

□05.品德教育 

□06.生命教育 

□07.法治教育 

□08.科技教育  

□09.資訊教育 

□10.能源教育 

□11.安全教育 

□12.防災教育  

□13.家庭教育 

□14.生涯規劃教育 

□15.多元文化教育 

□16.閱讀素養教育 

□17.戶外教育 

□18.國際教育 

□19.原住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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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教學重點/活動 時間
（分） 

評量方法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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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其中一個單元，提供一份學習單 

 

單元名稱：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