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系列： 

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工作坊 (南、中、北區)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0 年 10 月 11 日臺中（三）字第 1000173922 號函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配套措施 

   方案 5-1「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自即日起實施。前揭方案報奉行政院 100 年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核定。 

 二、依據教育部 104年 2月 25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014268號函辦理。 

三、依據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6年度核定版計畫辦理。 

貳、宗旨 

 期望增進生命教育教師教學實務層面之討論交流；學科中心亦可檢核教學資源研發成果之實用性，

並蒐集與會教師的回饋意見，修正出更適用於各種教學現場之教材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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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亞洲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文藻外語學院－南部生命教育

資源中心 

肆、參與對象 

 一、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含縣立、完全中學）、國中之生命教育授課教師或已取得生命教育第二

專長加科登記之教師。 

  二、對於生命教育核心素養與教學議題融入有興趣之高中職、國中小教師。  

伍、研習時間、地點 

 一、南區：106年 07月 06日（四）至 07日（五），文藻外語大學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求真樓 B1階

梯教室。 

 二、中區：106年 07月 11日（二）至 12日（三），亞洲大學-資訊機械學院大階梯教室 I108。 

  三、北區：106年 07月 13日（四）至 14日 (五)，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依納爵二樓演講廰。 

陸、研習內容與課程規劃 

 【請詳見課程表內容】 

柒、報名方式 

 一、參加人員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南區場課程代碼：2215534；中區場課

程代碼：2215541、北區場課程代碼：2215539。 

 二、每場次名額限定 120 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即止。 

 三、如有疑義，請洽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張倩斐專任助理，電話：（03）954-0381。 

捌、經費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本學科中心 106年度工作計畫核定經費支應。 

  二、請 貴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差旅費依各校規定核支。 

玖、注意事項 

一、北區研習，不提供校內停車及接駁車，請老師踴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二、中區、南區提供接駁車，請老師們踴躍搭乘；抑或參加人員自行前往會場，提供校內停車服務，

請自行印製研習公文方能進校，倘若校內停車已滿，請自行於校外尋找停車位。 



 三、接駁車時間： 

      (南區)左營高鐵站(1號出口)8點 00分集合，8點 25分準時發車，行車時間約 10分鐘抵達，

逾時不候。 

(中區)台中火車站(舊前站)7點 45分集合，8點 10分準時發車，行車時間約 30分鐘抵達，逾

時不候。 

 四、為響應環保、節約能源，本研習不提供紙杯、免洗筷，請自行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五、請自行攜帶筆記本及文具。 

  六、請老師務必填寫正確之電子信箱，以免遺漏重要事項。 

拾、參加研習者每場次核發 12小時研習時數，當天請務必完成簽到及簽退程序。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系列： 

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工作坊 (南區)  課程表 

【南區第一天】 
日期：106 年 7 月 6 日（週四）至 7 日（週五）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 B1 階梯教室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7 

月 

6 

日 

(四)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10 2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10-10:10 60 
十二年國民教育精神與內涵 

綜合領域領綱導讀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0:10-12:00 110 

【專題演講】 

國中小議題融入暨 

加深課程/跨科加廣課程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20 80 哲學思考 種子教師 

14:20-14:30 10 休息片刻 

14:30-15:50 80 人學探索 種子教師 

15:50-16:10 20 休息/茶敘 

16:10-17:40 90 
【專題演講】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私立慈濟大學 

教育所 

張景媛 教授 

17:40-18:00 2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8:00  賦歸／明天見 



【南區第二天】 
日期：106 年 7 月 7 日（週五）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 B1 階梯教室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7 

月 

7 

日 

(五)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00 1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00-10:40 100 

【專題演講】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與學習重

點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傅浩政 副教授 

10:40-10:50 10 休息片刻 

10:50-12:10 80 終極關懷 種子教師 

12:10-13:10 60 午餐 

13:10-14:30 80 價值思辨 種子教師 

14:30-14:40 10 休息片刻 

14:40-16:00 80 靈性修養 種子教師 

16:00-16:30 3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系列： 

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工作坊 (中區)  課程表 

【中區第一天】 
日期：106 年 7 月 11 日（週二） 

地點：亞洲大學-資訊機械學院大階梯教室 I108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07 

月 

11 

日 

(二)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10 2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10-10:10 60 
十二年國民教育精神與內涵 

綜合領域領綱導讀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0:10-12:00 110 

【專題演講】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與學習重

點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王榮麟 副教授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20 80 哲學思考 種子教師 

14:20-14:30 10 休息片刻 

14:30-15:50 80 人學探索 種子教師 

15:50-16:10 20 休息/茶敘 

16:10-17:40 90 
【專題演講】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私立慈濟大學 

教育所 

張景媛 教授 

17:40-18:00 2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8:00  賦歸／明天見 



【中區第二天】 
日期：106 年 7 月 12 日（週三） 

地點：亞洲大學-資訊機械學院大階梯教室 I108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7 

月 

12 

日 

(三)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00 1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00-10:40 100 

【專題演講】 

國中小議題融入暨 

加深課程/跨科加廣課程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0:40-10:50 10 休息片刻 

10:50-12:10 80 終極關懷 種子教師 

12:10-13:10 60 午餐 

13:10-14:30 80 價值思辨 種子教師 

14:30-14:40 10 休息片刻 

14:40-16:00 80 靈性修養 種子教師 

16:00-16:30 3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6 年度全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系列： 

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工作坊 (北區)  課程表 

【北區第一天】 
日期：106 年 7 月 13 日（週四） 

地點：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依納爵二樓演講廰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7 

月 

13 

日 

(四)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10 2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10-10:10 60 
十二年國民教育精神與內涵 

綜合領域領綱導讀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0:10-12:00 110 

【專題演講】 

國中小議題融入暨 

加深課程/跨科加廣課程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執行秘書 

國立羅東高中 胡敏華老師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20 80 哲學思考 種子教師 

14:20-14:30 10 休息片刻 

14:30-15:50 80 人學探索 種子教師 

15:50-16:10 20 休息/茶敘 

16:10-17:40 90 
【專題演講】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私立慈濟大學 

教育所 

張景媛 教授 

17:40-18:00 2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8:00  賦歸／明天見 



【北區第二天】 
日期：106 年 7 月 14 日（週五） 

地點：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依納爵二樓演講廰 

報告進行方式：1.發表 50分鐘。2.現場教師討論提問 20分鐘。3.諮詢委員回饋 10分鐘。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分享者 

106 

年 

7 

月 

14 

日 

(五) 

08:30-08:50 MIN 報到 

08:50-09:00 10 開場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主任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校長 

09:00-10:40 100 

【專題演講】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與學習重

點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傅浩政 副教授 

10:40-10:50 10 休息片刻 

10:50-12:10 80 終極關懷 種子教師 

12:10-13:10 60 午餐 

13:10-14:30 80 價值思辨 種子教師 

14:30-14:40 10 休息片刻 

14:40-16:00 80 靈性修養 種子教師 

16:00-16:30 30 回饋及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附表二）教師名單 

一、106年度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名單 

 服務單位 姓名 

1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課綱委員 孫效智 

2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王榮麟 

3 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牛惠之 

4 私立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張景媛 

5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教授 張淑美 

6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校長 游文聰 

7 退休教師 *課綱委員 錢永鎮 

8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校長 陳海珊 

9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輔導教師 連監堯 

10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課綱委員 傅皓政 

11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吳豐維 

12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潘小慧 

 

二、106年度生命教育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名單 

編號 服務學校 姓  名 

1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 

2 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 陳柔瀅 

3 辭修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范毓麟 

4 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林采瑢 

5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北區諮商輔導中心) 錢雅婷 

6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王思懿 

7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薛文耀 

8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朱毓婷 

9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王正婷 

10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丁國翔 

11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周吟馨 

12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吳宜寧 

13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吳瑞玲 

http://www.bdjh.kl.edu.tw/school/
http://www.cssh.ntpc.edu.tw/
http://www.mhjh.tp.edu.tw/


14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王曼娜 

15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潘儀蓁 

16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鄭人文 

17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朱美妍 

18 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郭淑華 

19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陳俊宏 

20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                 張銘宗 

21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謝依樺 

22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高級中學 

(高雄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 
鍾佳玲 

23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萍吟 

24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林長青 

25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侯建州 

26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簡丞佐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C%8B%E7%AB%8B%E8%8A%B1%E8%93%AE%E9%AB%98%E7%B4%9A%E8%BE%B2%E6%A5%AD%E8%81%B7%E6%A5%AD%E5%AD%B8%E6%A0%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