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3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110035號文。 

  二、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EPO)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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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命教育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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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EPO)先導計畫。 

肆、參與對象 

  一、各縣市政府生命教育業務承辦人。 

  二、各縣市生命教育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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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教學與活動有興趣之教師。 

  四、全國各大學師資培育生。 

伍、研習資訊 

場次 時間 地點 課程代碼 

北區-台北 
108年 07月 03日-07月 04日 

(週三-四) 08:30-17:00(16: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 509國際會議廳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29號) 2653352 

中區-台中 
108年 07月 10日-07月 11日 

 (週三-四) 08:30-16:20 

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第二會議室 

(401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號) 
2653354 

南區-台南 
108年 07月 17日-07月 18日 

 (週三-四) 08:30-17:10(16:30) 

臺南市長榮大學第二教學大樓一樓 T20115階梯教室  

(71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26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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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位，額滿即止。 

  二、高級中學以上各級教育階段教師，請報名參加「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108年度生命教育教師專業增能：素養導向教學資源發表工作坊」。 

  三、如有疑義，請洽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許佩雯專任助理，電話：（03）954-0381。 

捌、經費 

  一、研習所需經費由 LEPO 先導計畫核定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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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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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北區) 

課程表 

【北區第一天】 
日期：108年 07月 03日 (週三) 08:3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 509國際會議廳(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29 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03 

日 

(三)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王榮麟副教授 

09:00-10:30 90 
十二年國教新課綱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王榮麟副教授 

10:30-10:4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40-12:0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融入綜合活動輔導科 

－生涯萬花筒(國中) 

 融入國文科 

－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談困境對於生命的意義(國中)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中正區古亭國民中學 王培玲老師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范毓麟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4:5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融入社會領域公民科 

－人性尊嚴與人權(國中) 

 融入綜合活動輔導科 

－勇氣與堅持(國中)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藍惠寧老師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黃羿璇老師 

14:50-15:00 10 休息片刻 LEPO 

15:00-17:00 120 

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 

 

 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教學實務與教案 

視障體驗、無塑親職日、懷孕體驗 

 教學示例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吳瑞玲老師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 曾慕嫻老師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蔡汶蓁老師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 李沐庭老師 

新北市樹林區育林國民小學 陳姵臻老師 

17:00-  賦歸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北區) 

課程表 

【北區第二天】 
日期：108年 07月 04日(週四) 08:30-16: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 509國際會議廳(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段 129 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04 

日 

(四)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協同研究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09:00-10:40 100 

生命教育潛在課程 

 

 國中小生命教育與潛在課程  

 《熊星人和地球人》 

第 10集 誕生與死亡 

主持：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 徐永康助理教授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蔡淑玲老師 

10:40-10:5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50-11:30 4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分鐘) 

 

 在地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 

－垃圾的旅行與變身(國小) 

主持：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講者：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 楊麗蓉老師 

11:30-12:00 30 回饋與綜合座談 
主持：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4:5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分鐘) 

 

 在地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 

－草莓要搬家(國小) 

 融入綜合活動輔導科 

－我的人生 Better Choice(國中)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曾蕙苓老師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吳宜寧老師 

14:50-15:00 10 休息片刻 LEPO 

15:00-16:30 90 
【專題演講】 

價值思辨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哲學新媒體 邱獻儀老師 

16:30-  賦歸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中區) 

課程表 

【中區第一天】 
日期：108年 07月 10日 (週三) 08:30-16:20 

地點：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第二會議室(401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10 

日 

(三)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協同研究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09:00-10:30 90 
十二年國教新課綱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吳瑞玲老師 

10:30-10:4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40-12:0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融入社會領域公民科 

－人性尊嚴與人權(國中) 

 融入生涯規劃小團體 

－幸福人生(高中)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藍惠寧老師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利晏瑋老師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李蔚欣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4:10 4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在地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 

－垃圾的旅行與變身(國小)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沈若葳老師 

14:10-14:20 10 休息片刻 LEPO 

14:20-16:20 120 

生命教育潛在課程 

 

 國中小生命教育與潛在課程  

 《熊星人和地球人》 

第 4集 真話與假話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 徐永康助理教授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容雪老師 

16:20-  賦歸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中區) 

課程表 

【中區第二天】 
日期：108年 07月 11日(週四) 08:30-16:20 

地點：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第二會議室(401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50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11 

日 

(四)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王榮麟副教授 

09:00-10:2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融入綜合活動輔導科 

－勇氣與堅持(國中) 

 在地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 

－草莓要搬家(國小)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黃羿璇老師 

臺北市立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 曾蕙苓老師 

10:20-10:3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30-12:00 90 
【專題演講】 

價值思辨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哲學新媒體 邱獻儀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4:10 4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融入國文科 

－蠍子文化(國中)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中正區中正國民中學 江政嫻老師 

14:10-14:20 10 休息片刻 LEPO 

14:20-16:20 120 

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 

 

 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教學實務與教案 

視障體驗、無塑親職日、懷孕體驗 

 教學示例 

主持：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謝依樺老師 

講者：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吳瑞玲老師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蔡淑玲老師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蔡汶蓁老師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 李沐庭老師 

新北市樹林區育林國民小學 陳姵臻老師 

16:20-  賦歸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南區) 

課程表 

【南區第一天】 
日期：108年 07月 17日(週三) 08:30-17:10 

地點：臺南市長榮大學 第二教學大樓一樓 T20115 階梯教室(71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17 

日 

(三)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協同研究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09:00-10:30 90 
十二年國教新課綱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傅皓政教授 

10:30-10:4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40-12:0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 分鐘) 

 

 在地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 

－垃圾的旅行與變身(國小) 

 融入國文科 

－蠍子文化(國中)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高雄市立前鎮區興仁國民中學 陳韋伶老師 

臺北市立中正區中正國民中學 江政嫻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5:00 90 
【專題演講】 

兒童哲學探究團體提問教學法 

主持：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講者： 

輔仁大學哲學系 潘小慧教授 

15:00-15:10 10 休息片刻 LEPO 

15:10-17:10 120 

生命教育潛在課程 

 

 國中小生命教育與潛在課程  

 《熊星人和地球人》 

第 4集 真話與假話 

主持：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 徐永康助理教授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容雪老師 

17:10-  賦歸  

 



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 

108年度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成果嘉年華(南區) 

課程表 

【南區第二天】 
日期：108年 07月 18日(週四) 08:30-16:20 

地點：臺南市長榮大學 第二教學大樓一樓 T20115 階梯教室(71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時間 min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08 

年 

07 

月 

18 

日 

(四) 

08:30-08:45 15 報到 LEPO 

08:45-09:00 15 開場 

LEPO計畫協同研究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胡敏華老師 

09:00-10:20 8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分鐘) 

 

 融入國文科 

－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談困境對於生命的意義(國中) 

 融入生涯規劃小團體 

－幸福人生(高中)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范毓麟老師新

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利晏瑋老師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李蔚欣老師 

10:20-10:30 10 休息片刻 LEPO 

10:30-12:00 90 
【專題演講】 

價值思辨 

主持：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育玲老師 

講者： 

哲學新媒體 邱獻儀老師 

12:00-13:30 90 午餐時間 LEPO 

13:30-14:10 40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務與教學示例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每組分享 30分鐘，回饋 10分鐘) 

 

 融入綜合活動輔導科 

－生涯萬花筒(國中)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臺北市立中正區南門國民中學 陳嘉源老師 

14:10-14:20 10 休息片刻 LEPO 

14:20-16:20 120 

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 

 

 架構及討論歷程分享 

 教學實務與教案 

視障體驗、無塑親職日、懷孕體驗 

 教學示例 

主持：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 錢雅婷老師 

講者：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吳瑞玲老師 

高雄市立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張慧蘭老師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 蔡汶蓁老師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 李沐庭老師 

新北市樹林區育林國民小學 陳姵臻老師 

16:2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