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
107 年度種子教師增能研習暨 107 學年度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
課程主題：高齡照護、長照暨數位多媒體教學、領綱解讀應用
壹、計畫依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 107 年度工作計畫」
。
貳、工作目標
一、強化新課程、建構教學資源研發支援體系。
二、型塑知識社群，提供專業導向之進修規劃，精進教師教學能力，強化教學效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三、聯絡資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
電話：03-9333819 轉 227；E-Mail：lyt186@lygsh.ilc.edu.tw
肆、研習資訊
一、研習時間：107 年 8 月 9、10 日星期四、五。
二、研習地點：
（ㄧ）雙連安養中心參訪（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 22-17 號）。
（二）馬偕醫學院第二教研大樓 4 樓身心靈活化情境教室（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6 號）
（三）臺北市立成淵高中倫理樓 4 樓電腦教室（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235 號）
三、報名方式：請於 7 月 31 日前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課程代碼 2445413。
四、研習時數：請依規定簽到退，全程參與核發研習時數 14 小時。
五、研習對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 107 學年度研究教師與種子教師，共 32 位。
序號

服務學校

姓名

序號

服務學校

姓名

01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劉青雯老師

17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吳青眉老師

02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謝美慧老師

18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黃怡衡老師

03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李美芳老師

19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呂嘉偉老師

04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林秀惠老師

20 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羅雯琪老師

05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李海莉老師

21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玉雯老師

06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芬茹老師

22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莊若雯老師

07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葉美雲老師

2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徐薇鈞老師

08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楊育英老師

24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黃雅蕾老師

09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劉樹雯老師

25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張菀庭老師

10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黃玉蒨老師

26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吳逸如老師

11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李英品老師

27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宮美華老師

12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萬彝芬老師

28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吳瑞珠老師

13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許一玲老師

2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姚萍老師

14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陶惠如老師

30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吳穎臻老師

15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吳錦綢老師

31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林芸珊老師

16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蘇家蓁老師

32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劉恩瑜老師

第 1 頁，共 2 頁

六、研習主題：高齡照護、長照、數位多媒體教學、領綱解讀應用
七、日程表：
第一日：107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上午：雙連安養中心參訪 / 下午：馬偕醫學院身心靈活化情境教室
時間

課程 / 地點

9：00
9：00 - 9：50
9：50 - 10：00

50min
10min

10：00 - 12：00

120min

12：00 - 13：30
13：30 - 13：50

90min
20min

13：50 - 14：00

10min

14：00 - 15：30

90min

15：30 - 15：40

10min

15：40 - 17：10

90min

17：10 - 17：20

10min

17：20 - 18：20

60min

18：20 - 18：50

30min

講師

集合 / 臺北車站東三門
車程 / 臺北車站前往雙連安養中心
報到 / 雙連安養中心禮拜堂外
參訪雙連安養中心
午餐 / 雙連安養中心用膳
車程 / 雙連安養中心前往馬偕醫學院
抵達馬偕醫學院身心靈活化情境教室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
高齡照護、長照與問題解決
主講：葉淑惠所長
助理講師：王玉虹老師、蘇暄雯老師
休息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
長期照護無障礙環境之規劃
主講：黃耀榮教授
助理講師：王玉虹老師、蘇暄雯老師
休息
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
高齡照護、長照教學設計工作坊
所長葉淑惠教授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
綜合座談
執行祕書黃梅芬老師
第二日：106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倫理樓四樓電腦教室（ㄧ）

時間
9：20 - 9：30

課程 / 地點

90min

11：00 - 11：10

10min

11：10 - 12：00

50min

12：00 - 13：10

70min

13：10 - 14：00

50min

14：00 - 14：10

10min

14：10 - 15：00

50min

15：00 - 15：10

10min

15：10 - 16：00

50min

16：00 - 16：10

10min

16：10 - 17：00

50min

17：00

第二日報到

10min

9：30 - 11：00

講師

108 健體領綱
巧解讀，妙應用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劉青雯老師

休息
數位多媒體教學應用與實作Ⅰ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陳玉雯老師
-數位版權
午餐 & 交流
數位多媒體教學應用與實作Ⅱ
-多媒體簡報教學設計
休息
數位多媒體教學應用與實作Ⅲ
-教學影片製作與應用
休息
數位多媒體教學應用與實作Ⅳ
-教學檔案數位管理與應用
休息
數位多媒體教學應用與實作Ⅴ
-多媒體教學應用
賦歸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陳玉雯老師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陳玉雯老師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陳玉雯老師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陳玉雯老師

伍、注意事項
一、敬請服務單位惠允人員公（差）假與會，差旅費由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依規定支給。
二、研習期間提供午膳及茶水，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
三、活動首日主辦單位提供交通接駁車，自「臺北車站東三門」出發至當日研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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