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為增進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規劃推動品德教育課程相關知能，藉由
專業人員分享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提升品德教育教學知能。
（二）提升行政及教學單位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增進品德認知及核心價值的
建立，營造優質品德發展的學習環境，建立友善校園與溫韾關懷的社會。
二、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協辦單位：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北一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工作協調聯絡中心、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南區大
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四、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五、活動日期：109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至 14 日(星期二)舉行，為期 2 天。
六、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 210 展覽廳
七、參加對象及人數：約 195 人。
（一）受「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補助之 75 所大專校院負責推動品德教育之代表（行政單位主管、擔任導
師之教授、行政單位承辦同仁均可）每校推薦 1 名為原則。
（二）受「108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
學校計畫」補助之 98 所高級中等學校負責推動品德教育之代表（行政單
位主管、教師或承辦同仁均可）每校推薦 1 名為原則。
（三）教育部人員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 22 人。
八、活動內容：專題演講、品德教育實務研討、品德教育創新思考方案設計工作
坊、綜合座談（含提案討論）等。
九、 參加費用與差假事宜：
（一）參加費用：本活動不另收取報名費及住宿費，惟各校出席代表參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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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需交通費，請向服務學校申請。
（二）差假事宜：以上單位參加人員，請服務單位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
十、 報名須知：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17：00 截止。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至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網/活動訊息/
研習活動（https://ce.naer.edu.tw/index.php）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
全人教育中心之「品德教育工作坊」專區，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b17y7gu6kSCYC64m8）及下載實施計畫。完成報名程
序者，承辦學校將會 E-mail 通知，如有疑問請電洽承辦學校。
（三）活動通知：報到通知與活動訊息等，將 E-mail 予各參加人員，承辦學
校不再以紙本通知。
（四）各校報名人員若不克出席，請儘早通知承辦單位，以避免資源浪費。
十一、交通資訊：
（一）若為自行前往者(開車或搭乘公車)，請參考附件交通資訊或至報名網頁
查詢。請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首頁「交通資訊」
http://www.sa.ntnu.edu.tw/files/13-1000-669.php，活動前將另行通知。
（二）因本校停車位有限，敬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十二、攜帶物品：健保卡、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筆記用具、習慣用藥、個人名
片等。
十三、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吳振邦先生
（二）聯絡電話：(02)7734-6785
（三）E-mail 信箱：alexwjb@ntnu.edu.tw
十四、其他：
（一）綜合座談提案：空白綜合提案表將以 E-mail 寄送至參與人員信箱或至
報名專區下載，並請於 109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17：00 前以 E-mail 傳
送承辦人員，考量相關作業時效，逾期之提案恕不受理。
（二）若預定辦理活動期間遭遇颱風或天然災害，承辦學校於取得本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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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延辦或延期，確切補辦日期另以公文通知。
（三）全程參與本研習者，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核
發研習時數 8 小時。
十五、本實施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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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日程表
日期
時間

第一天
109 年 1 月 13 日（一）

07：00~09：00

出席人員交通時間

09：00~ 10：00

報到

10：00~ 10：20

【開幕式】綜 210
教育部長官及貴賓
【大合照】綜 210

10：20~ 10：30

10：30~12：00

12：00~13：00

13：00~14：00

【專題演講】綜 210
講題：從品德教育實踐培養學生就業力
主持人：教育部代表
主講人：（邀請中）
午餐饗宴與休息 綜 210
【專題演講】綜 210
講題：從國際反貪腐趨勢談品德教育
主持人：教育部代表
主講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葉一璋教授
【品德教育黃金講堂】綜 202/210/301/307
規則詳見備註

14：10~16：40
第一場
14：10~15：10
茶敘時間
15：10~15：40
第二場
15：40~16：40

議題一：品德教育於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及大 議題三：校園品德教育之創新
專校院課程之銜接與
與應用
推動
主講人：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主講人：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
濟大學 謝坤叡學務長
學 游文聰校長
議題四：學校推動服務學習與
議題二：網路世代公民素養之
社會責任
提升
主講人：修平科技大學行銷流
主講人：亞洲大學 曾憲雄副校
通管理學系 李文明副教
長
授

17：00~18：00

晚餐饗宴

18：00~19：00

討論與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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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第二天
109 年 1 月 14 日（二）

08：30~09：30

報到與小組討論

09：30~ 10：40

【品德教育校園特色案例分享】
規則詳見備註

分享一

大學組 綜 210
高中組 綜 301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 主持人：國立新竹特殊學校 劉
玫君學務長
于菱校長
分享學校一：實踐大學
分享學校一：國立羅東高級商
分享學校二：輔英科技大學 業職業學校
分享學校二：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09：30~ 09：55
互動一
09：55~ 10：05
分享二
10：05~ 10：30
互動二
10：30~ 10：40

10：40~ 10：50

茶敘與交流時間

10：50~ 12：30

【品德教育的創新思考方案設計工作坊 1】 綜 210
主持人：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邱佳慧
主講人：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跨領域學習中心主任
王明旭

12：30~ 13：00

午餐饗宴與休息

13：00 ~ 15：30

【品德教育的創新思考方案設計工作坊 2】 綜 210
主持人：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邱佳慧
主講人：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跨領域學習中心主任
王明旭

15：30 ~ 15：40

茶敘與交流時間
【綜合座談】 綜 210

15：40~17：00

教育部代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劉若蘭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邱佳慧副教授
賦歸

17：00~

備註：
一、品德教育黃金講堂－分為 4 個品德教育重要議題，每個議題邀請講者進行 60 分鐘的分享與
討論。共分成 2 個梯次，學員在第一梯次可先選擇 1 個議題參與，中場休息 20 分鐘後，可
再參與下 1 個議題。
二、品德教育的優良方案案例分享－分為「高中組」與「大學組」
，分兩場地進行，設定討論分
享議題並以 EDU Talk 方式進行(即：內容需具備分享性與創見、具互動性、準時結束等)，
以達「改變想法」或「採取行動」的情境體驗目的。共計 70 分鐘(預定：各議題分享時間
25 分鐘，計 50 分鐘；互動時間為 10 分鐘，計 20 分鐘)。
三、品德教育的創新思考方案設計工作坊：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 100 分鐘，每組 8-10 人，共
計 18 組，分組時注意各組成員需同為高中或大學。透過創新思考、人物誌的方式進行工作
坊，引導參與者從「確認問題」、「原因分析」、「對策擬定」、「決策分析」、「執行對策」等
步驟，一步步思考品德教育的校園創新方案設計。第二階段每組約 8 分鐘，進行方案分享
與討論，共計 1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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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報名表
大專校院(北一區 北二區
高級中等學校

區域

中區 南區)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身分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

生理性別

公教人員
非公教人員
男 女

(辦公室)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報到通知寄發-必填)

飲食習慣
(請勾選)

住宿意願
(請勾選)

葷 素
為共同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杯子。
不需安排住宿。
需安排住宿，由主辦單位安排同房者。
需安排住宿，已協調同房者：
為________________學校；姓名_______________。
需安排住宿單人房(需自付差額)。
自行前往（建議搭乘捷運或公車）。

交通方式
(請勾選)

1/13(一) 自行開車，請將車輛停放於本校「圖書館校區」停車場，
去程
每小時收費 50 元。
註：本校校地較小，建議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1/14(四) 自行回程。
回程
搭乘接駁。
議題一

品德教育黃金講堂
報名志願
（請填入該議題之志願序）

品德教育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及大專校院課程之銜接與推動

志願序：

議題二 網路世代公民素養之提升

志願序：

議題三 校園品德教育之創新與應用

志願序：

議題四 學校推動服務學習與社會責任

志願序：

※請於 109 年 1 月 6 日（一）前完成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b17y7gu6kSCYC6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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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提案表
（如有提案者，請於 109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前以 E-mail 傳送至
alexwjb@ntnu.edu.tw，考量相關作業進行時效，逾期之提案恕不受理。）
一、提案內容：

案由

說明

建議辦理方式

備註
二、提案單位基本資料：
（一） 校

名 / 單

位：

（二） 職

稱 / 姓

名 ：

（三） 聯

繫

電

話：

（四）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7

日

交通資訊
學校地址：
本活動場地在和平校區對面之「圖書館校區」 綜合大樓，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
段 129 號。

搭乘捷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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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公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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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開車
⚫
⚫
⚫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校園地圖（本活動場地在本校「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二樓 綜 210 展覽廳）

本活動場地在和平校區對面之「圖書館校區」 綜合大樓，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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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場地在和平校區對面之「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二樓 綜 210 展
覽廳（如紅色箭頭所示），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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