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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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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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五、活動日期：108年 1月 24日(星期四)至 25日(星期五)舉行，為期 2天。 

六、活動地點：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至善樓國璽會議廳(地址：高雄市

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蓮潭國際會館(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

路 801號)        

七、參加對象及人數：共 207人 

  (一)受「107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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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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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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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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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人。 

八、活動內容：專題演講、品德推行＂藻＂樂趣、品德教育特色活動海報展示與觀

摩、品德教育公民陶成館、品德教育實務經驗分享、人文生態主題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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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起至 10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止。 

(二) 報名方式與實施計畫下載：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至文藻外語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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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之「品德教育工作坊」專區(網址：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48714)報名及下載實施計畫；完成

報名程序者，承辦學校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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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方式：請於 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09:40-10:30，至文藻外

語大學至善樓十三樓國際會議中心報到。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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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報到當日將有接駁專車（需搭乘者，請事先告知），接駁專車資訊如下：  

發車地點 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發車時間 

高鐵-左營站 
高鐵 2F 3號出口 

(星巴克旁) 

09：20 09：40 

09：40 09：50 

十三、 攜帶物品：健保卡、換洗衣物、盥洗用具、雨具、筆記用具、習慣用藥、個

人名片等。 

十四、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生活輔導組 鍾佳妤小姐 

（二）聯絡電話：07-3426031轉 2211、2215 

（三）傳真電話：07-3474102 

（四）電子信箱：100086@mail.wzu.edu.tw 

十五、其他： 

（一）綜合座談提案： 

1. 空白綜合提案表可於活動專區網頁下載。 

2. 提案表填妥後請於 108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前送出，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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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特色活動海報展示與觀摩」之海報提供：出席之各校均需提

供 1 張特色活動海報，並於 108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前寄至承辦學校，

於封面註明「107 學年度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品德教育精進研習

工作坊－(寄送學校名稱)品德教育特色活動海報」(尺寸以 A1－60 公分

*90 公分為原則)。如因故無法提供，請提早告知承辦學校。 

（三）「教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請於活動當日繳交簽

名正本。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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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後，延辦或延期，確切補辦日期另以公文通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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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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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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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實施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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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日期 

時間 
第一天 

日期 

時間 
第二天 

07：00~09：40 出席人員交通時間 07：00~09：00 晨間運動暨早餐時間 

09：40~10：30 報到 

09：00~11：00 

【校園品德教育實務經驗分享】 

主持人：ooo 

1.議題一：學校推動服務學習與
社會責任 

分享人：ooo 

2.議題二：網路世代公民素養之
陶成 

分享人：ooo 

3.議題三：校園內品德教育推行
之課程設計與融入 

分享人：ooo 

10：30~10：40 品德問聲好 

10：40~11：00 【開幕式】 

11：00~11：10 大合照 

11：10~ 12：00 

【專題演講】 

品德教育與學校社會責任 

實踐 

(暫定) 

主講者：ooo 11：00~11：30 

【品德教育公民陶成館】 

心得分享 

(各組推選 1 位代表發言) 

11：30~12：30 提案討論暨綜合座談 

12：00~ 13：30 午餐時間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品德推行＂藻＂樂趣】 

主持人:ooo 

分享人一:ooo 

分享人二:ooo  

13：30~16：30 

【環境教育與品德】 

人文生態主題課程-蓮潭記趣 

(暫定) 

15：00~15：30 

茶敘 

暨品德教育特色活動 

海報展示與觀摩 

15：30~ 17：00 

【品德教育公民陶成館】 

主持人：ooo 

高中組*4 

館長 

1.ooo 
2.ooo 
3.ooo 
4.ooo 

大專組*3 

館長 

1.ooo 
2.ooo 

3.ooo 16：30~ 賦歸 

註： 
一、品德問聲好－由承辦學校設計團康活動，以增進與會人員認識彼此。 

二、品德教育公民陶成館－以校園品德實務議題進行分組，深化品德教育業務分享，透過互動討

論增進交流與合作，促進品德教育政策推動共識之效能。 

三、校園品德教育實務經驗分享－於同一場地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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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分享約 30 分鐘，以達「改

變想法」或「採取行動」的情境體驗目的。共計 120 分鐘(預定：各議題分享時間 30 分鐘，

計 90 分鐘；互動時間為 10 分鐘，計 30 分鐘)。 

四、環境教育與品德－以人文生態主題課程探索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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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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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 
大專校院(北一區  北二區  中區  南區) 

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公教人員 

非公教人員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生理性別 男 女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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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 素 

為共同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杯子。 

住宿意願 
(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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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 
(請勾選) 

1/24(四) 

去程 

自行前往。 

自行開車，車號為__________；並請將臨時通行證給本

校警衛，並將車輛依指示停放於來賓停車場。 

搭乘接駁車：(請勾選搭乘時段) 

 接駁車時段：□09:20 □09:40。 

 集合地點：於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星巴克旁)。 

註: 本校校地較小，建議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暨本校安排

之接泊車往返，謝謝配合。 

1/25(五) 

回程 

自行回程。 

搭乘接駁。 

※本報名表惠請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報名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48714)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4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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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一)本部因執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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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蒐集您的個

人資料。 

(二)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務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 

(三)本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0 日止，利

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一)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

益。 

(三)您可就本部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四)您可要求本部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本

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五)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時，

請參考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部聯繫。 

(六)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部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

取、洩漏、竄改、毀損、滅失者，本部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

辦理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一)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

您未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二)本部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部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

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 日內與本部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若無

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三)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

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

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當事人：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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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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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前以 E-mail 傳送至

100086@mail.wzu.edu.tw 或逕至活動報名網站填寫，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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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級   職 / 姓  名 ： 

（三） 聯 繫 電 話 ： 

（四） 填 表 日 期 10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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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一）利用國道一號高速公路者： 

        南下：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右線左營(362公里處)下高速公路。 

      行經大中路，於鼎中路口或民族路口左轉 (台 1線)直行約 1公里即達本校。 

北上：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線左營(362公里處)下高速公路。 

行經大中路，於鼎中路口或民族路口左轉 (台 1線)直行約 1公里即達本校。 

（二）利用國道 3 號高速公路者： 

       東西向 10 號快速道路往西之高雄方向於民族路出口下快速道路行經大中路，於民族路口

左轉進入民族一路(台 1 線)直行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三）高鐵左營站至本校者： 

公車：搭乘 224、3、90公車至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 

計程車：由高鐵站至本校約 2.2公里。 

捷運：左營(高鐵)站>>巨蛋站下車，轉紅 36接駁車至文藻外語大學。 

（四）小港機場至本校者： 
公車：機場楠梓專線至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 

計程車：比照高速公路北上，約 25-30分鐘。 

捷運：高雄國際機場站>>巨蛋站下車，轉紅 36接駁車至文藻外語大學。 

（五）臺鐵至本校者： 
       高雄火車站：前站出口轉搭高雄市公車 28號、或高雄客運往民族路方向。 

                   高雄車站>>巨蛋站下車，轉紅 36接駁車至文藻外語大學。 

       楠梓火車站：轉搭高雄市公車 28號或高雄客運往高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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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接駁車】 

 

高鐵-左營站 3 號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