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LEPDC）
109 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成果嘉年華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109 年 01 月 2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00006 號文。
二、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109 年度工作計畫。
貳、宗旨
一、推廣十二年國教新課綱-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二、提升生命教育授課專業知能(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學科、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三、提供生命教育議題融入之教學示例與教學實務研討。
四、檢核教學資源研發成果之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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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DC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羅東高中）
肆、參與對象
一、各縣市政府生命教育業務承辦人。
二、各縣市生命教育中心學校承辦團隊教師。
三、全國高級中學以下各級教育階段對生命教育有興趣之教師。
四、全國各大學師資培育生。
伍、研習資訊
場次
南區
北區

時間

地點(交通說明如附件)

109 年 08 月 04 日(週二)
08：30 - 17：00
109 年 08 月 07 日(週五)
08：30 - 17：0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3 樓)
新北市三民高級中學 圖書館六樓會議室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6 號)

課程代碼
2887458
288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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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次名額限 100 位，額滿即止。
二、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必修課授課教師，可另行報名參加「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
科中心 109 年度素養導向教學資源發表工作坊」。
三、以上課程報名如有疑義，請洽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盧怡欣專任助理
電話：（03）957-6903。
捌、經費
一、研習所需經費由 LEPDC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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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習不提供停車及接駁車，請老師踴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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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餐具及文具。
三、請老師務必填寫正確電子信箱，以免遺漏重要事項。
四、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會議/研習防疫措施如下，敬請配合：

1. 近期由國外返台或轉機、旅遊、居住史，或是與曾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治療痊癒者、
與確定病例者密切接觸之伙伴，請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佈之「具感染風險民
眾追蹤管理機制」自我居家隔離 14 天或健康管理，不宜參與會議或研習。
2..近日若有發燒超過 38℃、呼吸道症狀（流鼻水、咳嗽、打噴嚏）請速就醫並自主隔離，勿
前來研習。
3.請自行準備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4.最新防疫措施及相關訊息，請密切注意本中心公告。
拾、參加研習者每場次核發 8 小時研習時數，當天請務必完成簽到及簽退程序。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LEPDC）
109 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成果嘉年華【南區】
課程表
日期：109 年 08 月 04 日(週二) 08:30-17:00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3 樓)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08:30-08:45

15

報到

LEPDC

08:45-09:00

15

始業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代表
LEPDC 計畫召集人 謝寶珠校長

09:00-10:30

90

十二年國教課綱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講座：
東吳大學哲學系 張峰賓助理教授

10:30-10:40

10

休息片刻

LEPDC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正式課程(教學模組)
各教案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09
年
08
月
04
日
(二)

10:40-12:10

90

12:10-13:30

80

✓ 融入國小綜合活動領域
人可以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 融入國小健體領域
小鱷魚怎麼了?
午餐時間
生命教育議題與班級經營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3:30-14:15
90

✓ 晨光時間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教學實務與教案模組

發表：
新北市雲海國小 趙曼寧
新北市中山國小 蔡汶蓁
LEPDC
發表：生命教育班級經營研發團隊
臺南市志開實小 蘇鳳珠
臺南市北門國中 趙中平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

-體驗學習活動

14:15-15:00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發表：體驗學習活動研發團隊

✓ 體驗學習活動
15:00-15:10

10

休息片刻

LEPDC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學生營隊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5:10-15:55

發表：學生營隊設計研發團隊

✓ 學生營隊-國小組
9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5:55-16:40

✓ 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 非正式課程教學模組
✓ 教學示例

發表：非正式教學模組研發團隊

16:40-17:00

20

綜合回饋與討論

LEPDC

17:00-

-

賦歸

-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LEPDC）
109 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成果嘉年華【北區】
課程表
日期：109 年 08 月 07 日(週五) 08:30-17:00
地點：新北市三民高級中學 圖書館六樓會議室(24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6 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08:30-08:45

15

報到

LEPDC

08:45-09:00

15

始業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代表
LEPDC 計畫召集人 謝寶珠校長

09:00-10:30

90

十二年國教課綱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講座：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王榮麟副教授

10:30-10:40

10

休息片刻

LEPDC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正式課程(教學模組)
各教案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0:40-12:10

12:10-13:30
109
年
08
月
07
日
(五)

90

80

✓ 融入國小綜合活動領域
人可以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 融入國中綜合活動領域
輔導科─生命 On Line
午餐時間
生命教育議題與班級經營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3:30-14:15
90

✓ 晨光時間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教學實務與教案

發表：
新北市雲海國小 趙曼寧
臺南市大橋國中 蔡幸君
LEPDC
發表：生命教育班級經營研發團隊
臺南市志開實小 蘇鳳珠
高雄市佛公國小 蘇家莉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

-體驗學習活動

14:15-15:00

分享 30 分鐘，回饋 15 分鐘

發表：體驗學習活動組研發團隊

✓ 體驗學習活動
15:00-15:10

10

休息片刻

LEPDC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學生營隊
分享 30 分鐘，回饋 20 分鐘

15:10-15:55

發表：新北市辭修高中 范毓麟

✓ 學生營隊-國中組
9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非正式課程
每組分 45 分鐘，回饋 15 分鐘

15:55-16:40

16:40-17:00
17:00-

✓ 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 教學實務與教案
✓ 教學示例
20

發表：非正式教學模組研發團隊

綜合回饋與討論

LEPDC

賦歸

-

(附件一)交通資訊

109 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成果嘉年華(南區)
日期：109 年 08 月 04 日(週二) 08:30-17:00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3 樓)

109 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成果嘉年華(北區)

日期：109 年 08 月 07 日(週五) 08:30-17:00
地點：新北市三民高級中學 圖書館六樓會議室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6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