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共五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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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研發成果： 

家政教學錦囊第 13 袋─國際數字遇見生活閱讀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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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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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

綜合活動領域(家政、生命、生涯)學科平臺（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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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二）南區：90 人，優先錄取中部以南、東部高中家政教師。 
 11/13（二）北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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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袋學生活動手冊本乙本 
3. 107 年研發成果─家政教學錦囊第十三袋乙本(本項將於研習結束簽退後憑「回饋

單」領取)。 
 

伍、研習時間及場地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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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區平面圖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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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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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推廣部大樓 1 樓演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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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流程 
※ 10/30 南區（臺南女中椰風廳）、11/13 北區（師大進修推部演講堂、視聽室）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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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南區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鄭文儀校長 

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周麗端系主任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代表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國教輔導團課程督學 

11/13 北區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鄭文儀校長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鄭雅芬校長 
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周麗端系主任 

09:40-11:40
（120） 

《國際數字遇見生活閱讀》 
講師：品學堂 黃國珍執行長 
助教：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鄭忍嬌教師 

11:40-12:30

（50） 

課程模組示例研討《服飾的蝴蝶效應》 
10/30 南區 
講師： 
臺師大人發系 107 級畢業生 黃子嘉教師 
助教：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陳昕岑教師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邱奕寬教師 

11/13 北區 
講師： 
臺師大人發系 107 級畢業生 黃子嘉教師 
助教：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陳昕岑教師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邱奕寬教師 

12:30-13:20
（50） 

午餐饗宴 

13:20-14:50
（90） 

【A】 課程模組示例研討《蔬果知多少？關
於吃蔬果的那些事》 

【B】 課程模組示例研討《蜜「糖」？還是毒
藥？》 

10/30 南區 
講師： 
臺中女中 陳怡伶 教師 
助教： 
臺師大人發系 105 級畢業生 
王信安教師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郭敏惠教師 

11/13 北區 
講師： 
臺師大人發系 105 級畢業生 
王信安教師 
助教： 
臺中女中 陳怡伶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郭敏惠教師 

10/30 南區 
講師：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蔡欣穎教師 
助教： 
桃園市立大崗國中 張詠怡教師 

11/13 北區 
講師： 
桃園市立大崗國中 張詠怡教師 
助教：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蔡欣穎教師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李靜慧教師 

14:50-15:00
（10） 

茶敘休息 

15:00-16:30

（90） 

【A】課程模組示例研討《永續生活‧減塑行
動》 

【B】課程模組示例研討《尋找婚姻理想國》 

10/30 南區 
講師： 
金門縣立金湖國中 陳宥蓁教師 
助教：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賴秀威教師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陳桂芬教師 

11/13 北區 
講師： 
金門縣立金湖國中 陳宥蓁教師 
助教：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賴秀威教師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陳桂芬教師 

10/30 南區 
講師： 
臺師大人發系碩班生 蔡季葦教師 
助教：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黃珮甄教師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玥妤教師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鄭忍嬌教師 

11/13 北區 
講師： 
臺師大人發系碩班生 蔡季葦教師 
助教： 
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黃珮甄教師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林玥妤教師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鄭忍嬌教師 

16:30-16: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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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二）南區：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22 日止 
課程名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材教法研發成果：家政教學錦囊第 13 袋─
國際數字遇見生活閱讀研習（南區） 
課程代碼：2483740 

 11 月 13 日（二）北區：10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5 日止 
課程名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材教法研發成果：家政教學錦囊第 13 袋─
國際數字遇見生活閱讀研習（北區） 
課程代碼：2483743 
 

捌、交通資訊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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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習提供臺鐵臺南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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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鐵 

於高鐵臺南站二號出口 8:45 準時發車(約 35 分鐘到達)。 
★ 若您趕不上本專車，亦可於二號出口搭乘免費高鐵快捷公車「臺南市

政府 ─ 高鐵臺南站 H31 路線」於延平郡王祠下車後步行約 3 分鐘即
可抵達本校（下頁有地圖）。 

★ 搭接駁車者，研習前一日會發送含有車牌、時間、地點到您登記於全
教網的電子郵件信箱，請確認信箱是否正確！ 

★ 搭車資訊（時間、地點）請以該簡訊資訊為準！ 
（二）自行開車者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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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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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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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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電郵 hometngs@tngs.tn.edu.tw   # 

mailto:hometngs@tngs.tn.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