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    

「「「「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協助國民小學家庭教育法第 12 條第 1 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

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之推動，充實

家庭教育課程及教學之實質內容，特將獲選特優之家庭教育活動設計作品，以影帶觀摩、

分享、座談與討論等方式進行，以促進基層專業與經驗交流，提升國小家庭教育課程推

展成效。 

二二二二、、、、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三三三、、、、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台南縣家庭教育中心 

四四四四、、、、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4 年 12 月 21、22 日（星期三、四） 

五五五五、、、、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南縣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縣柳營鄉旭山村 60 號） 

六六六六、、、、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預計 100 人） 

（一）教育部長官。 

（二）參與國民小學實施家庭教育優良活動及主題設計徵選得獎人。 

（三）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專家學者及師生。 

（四）各縣市政府教育局長官及家庭教育中心承辦人員。 

（五）全國各國民小學教師（含實習教師）。 

（六）全國各縣市生活課程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團人員。 

（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 

七七七七、、、、會議方式與內容會議方式與內容會議方式與內容會議方式與內容：：：：如附件一 

八八八八、、、、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一）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二），電子檔 E-mail 至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tinp@mail.ncyu.edu.tw，連絡電話：05-2755604，傳真電話：05-2755594 

 （二）報名截止日期：94 年 12 月 12 日截止。 

九九九九、、、、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交通方式：：：：    

 （一）如需交通車接駁請於報名表勾選。交通車出發時間如下： 

       12 月 21 日（星期三）09:20 於台南縣新營火車站門口 

 （二）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交通導引示意圖（如附件三）。 

       網址：http://www.chiensan.com.tw/ ；電話：06-623-3888 

 

 



附件一 

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    

「「「「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 

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    

第一天：12 月 21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暨 

與 談 人 

09:00～09:20 車程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 

 

09:20～10:00 車程至江南渡假村報到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 

 

10:00～10:30 開幕式暨頒獎典禮 教育部長官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10:30～12:10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的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的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的融入九年一貫課程的

方式與策略方式與策略方式與策略方式與策略    

蔡秋雄主任 

（彰化縣潭墘國小） 

吳芝儀主任 

（嘉義大學家

庭教育研究中

心） 

12:10～13:30 美味的午餐 

13:30～14:30 家庭概念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作品—【【【【家庭大不同家庭大不同家庭大不同家庭大不同】】】】 

試教影片觀摩、分享、討論 

曾麗玲教師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

國小） 

陳鍵源校長 

（桃園縣富台

國小） 

14:30～14:50 休息一下，喝杯熱茶，聊聊天 

14:50～15:50 家庭互動與溝通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作品—【【【【親密的家人親密的家人親密的家人親密的家人】】】】 

試教影片觀摩、分享、討論 

蔡梅玉教師 

（高雄縣建山國小） 

黃振恭校長 

（台南市勝利

國小） 

15:50～16:10 休息一下，喝杯熱茶，聊聊天 

16:10～17:10 家庭互動與溝通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作品—【【【【愛的進行式愛的進行式愛的進行式愛的進行式】】】】 

試教影片觀摩、分享、討論 

黃淑燕教師 

（台南縣大社國小） 

高淑清副教授 

（嘉義大學家

庭教育研究所） 

17:10～18:00 自由活動時間  

18:00～19:30 美食饗宴  

19:30～22:00 自由活動時間  

22:00～ 星空夜語、睡覺覺囉  

 

 

 

 



第二天：12 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暨 

與 談 人 

06:30～07:30 晨間漫步  

07:30～08:30 美味的自助式早餐  

08:30～09:30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家庭教育課程設計家庭教育課程設計家庭教育課程設計    

————以繪本媒材為例以繪本媒材為例以繪本媒材為例以繪本媒材為例    

吳秋鋒主任 

（嘉義市僑平國小） 

何德顯校長 

（嘉義縣內埔

國小） 

09:30～09:45 休息一下，喝杯熱茶，聊聊天 

09:45～10:45 家庭概念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作品—【【【【寫作寫作寫作寫作「「「「家家家家」」」」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 

試教影片觀摩、分享、討論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嘉義大學家庭

教育研究中心教師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鄭玟玟教師

（彰化市民生國小） 

楊玉盆校長 

（台南縣延平

國小） 

10:45～11:00 休息一下，喝杯熱茶，聊聊天 

11:00～12:00 家庭互動與溝通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作品—【【【【親情交流站親情交流站親情交流站親情交流站】】】】 

試教影片觀摩、分享、討論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嘉義大學家庭

教育研究中心教師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魏心怡教師

（嘉義縣義竹國小） 

陳振男校長 

（台南縣楠西

國小） 

12:00～13:30 美味的午餐 

13:30～14:30 分組座談 

（教案設計與執行之經驗回饋

與反思）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呂瑞芬校長 

（高雄縣福誠

國小） 

14:30～14:40 休息一下，喝杯熱茶，聊聊天 

14:40～15: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長官 

台南縣政府家

庭教育中心主

任 

15:30～16:00 至新營火車站 新營火車站 

16:00～ 賦歸  

 

 

 

 

 

 

 

 



附件二 

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教育部委託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    

「「「「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國民小學家庭教育課程活動教案觀摩會」」」」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服務單位  服務年資 已服務     年      月 

姓 名  職 稱  

通訊資料 

地址：□□□                                                         

電話：(O)                 (H)               行動電話：               

E-mail：                                                             

基本資料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用 餐 

（請打ˇ） 

□ 葷食 

□ 素食 
參加方式 

（請打ˇ） 

□ 參與第一天（12/21） 

□ 參與第一、二天（12/21、12/22） 

□ 不住宿 

抵達會場

的方式（請

打 ˇ ） 

□ 自行前往 

□ 搭乘交通車（新營火車站前）（僅有 12/21 AM9:20 之交通車哦！） 

其 他  

備註： 

1. 請填妥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tinp@mail.ncyu.edu.tw，

或以傳真方式報名，傳真電話：05-2755594 

2. 以上報名資料請詳細填寫，以便辦理保險及相關連絡事宜。 

3. 本活動全程參與者將發予研習證明。 

4. 報名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5. 如有未盡事宜，請洽本中心工作人員，聯絡電話：05-2743111 轉 3732、3737 

楊雅琪小姐、朱貞惠小姐 

 

＊＊溫馨小叮嚀：江南渡假村備有免費之游泳池、SPA設施，若有興趣之學員請記得自備泳衣哦！＊＊ 

 

 



附件三 

 
 

☆開車…… 

1、走國道一號，在新營交流道下，行復興路 (172 縣道)，遇延平路右轉進台 1 線省道，過急水溪橋左轉義士路 

約 10 里可見尖山埤之標示牌，依指引前往即可到達。   

2、從嘉義市接 165 號縣道，行經白河、東山、依往六甲之指標，到山仔腳村莊時，即可見尖山埤之標示牌， 

 依指甲前往即可到達。   

3、從台南市接台 1 線省道，轉 165 號縣道，經六甲，到山仔腳村莊時，可見尖山埤之標示牌，依指引前往即可 

到達。  

4、走南二高南下車輛，在白河交流道下，往東了 165 縣道方向行駛；走南二高北上車輛，在烏山頭交流道下  

，往六甲 165 縣道方向行駛，約 15 分鐘車程即可到達。  

 

☆火車…… 

可搭火車至新營站下車，轉乘往二重溪之新營客運，至尖山埤站下車；或搭火車至台南站下車，轉乘往六甲、白河之新營客

運，至山仔腳站下車。 

 

☆飛機…… 

可搭飛機至嘉義水上機場，轉乘計程車，至尖山埤下車(車程約 40 分鐘)。 

 

江南渡假村：台南縣柳營鄉旭山村 60 號 

電話：06-623-3888  傳真：06-623-3666  

http://www.chiensa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