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1場（北區） 

日期 108年 9月 19日(星期四) 

人數 50人 

地點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71號；近臺北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3號

出口，步行約 3分鐘內可達，開車請自理)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9月 11日上午 9時(星期三)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9月 12日(星期四)12時前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2:10 

【VR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應用】 

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詩淵教官 

助理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中學 

陳崇文老師 

1. 分組實作課程。 

2. 請自備手機（Android 與

iOS 皆可，需可上網)、筆

電、平板(無可)、行動電源

及延長線，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懶人包製作實務】 

講座：業師 康浚蒍老師 

1. 分組實作課程。 

2. 請自備筆電、行動電源及

延長線，不提供 wifi。 

3. 請於 108 年 9 月 16 日(星

期一)前傳送 15至 20頁之

自製教學簡報(不可為書商

版本，其他如藥物濫用防制、交

通安全等議題宣導檔案亦可)

至學科中心吳助理信箱

ad@go.pymhs.tyc.edu.tw。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2場（中區） 

日期 108年 9月 26日(星期四) 

人數 80人 

地點 

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地址：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高鐵烏日站與臺鐵新烏日站共

構，集思位於臺鐵新烏日站 3樓，開車請自理)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9月 11日上午 9時(星期三)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9月 12日(星期四)12時前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0:40 

【議題融入全民國防教育之理念與實務】 

講座：國家教育研究院 

   吳文龍助理研究員 

1. 分組實作課程。 

2. 可自備筆電(延長

線及行動電源請自

備，不提供 wifi)。 

10:40~12:10 

【人權教育議題融入全民國防教育教

案設計】 

講座：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 

   邱涵仕老師(國立家齊高中公民

與社會科) 

1. 分組實作課程。 

2. 可自備筆電(延長

線及行動電源請自

備，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聚焦新課綱】 

講座：淡江大學 戴政龍博士 

1. 分組實作課程。 

2. 可自備筆電(延長線

及行動電源請自備，

不提供 wifi)。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3場（南區） 

日期 108年 10月 17日(星期四) 

人數 80人 

地點 

高雄商務會議中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近高雄捷運紅線 R7獅甲站 4號出

口，步行約 5分鐘內可達，開車請自理)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7日上午 9時(星期一)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10月 8日(星期二)12時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0:40 

【議題融入全民國防教育之理念與實務】 

講座：國家教育研究院 

   吳文龍助理研究員 

1. 分組實作課程。 

2. 可自備筆電(延長

線及行動電源請自

備，不提供 wifi)。 

10:40~12:10 

【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全民國防教育教

案設計】 

講座：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 

   郭佳評老師(臺南市私立慈濟高

中體育科) 

1. 分組實作課程。 

2. 可自備筆電(延長

線及行動電源請自

備，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VR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應用】 

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詩淵教官 

助理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陳崇文老師 

1. 分組實作課程。 

2. 請 自 備 手 機

（Android與 iOS皆

可，需可上網)、筆

電、平板(無可)、行

動電源及延長線，

不提供 wifi。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4場（北區） 

日期 108年 10月 31日(星期四) 

人數 100人 

地點 

犇亞國際會議中心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 99號 15樓。近臺北捷運文湖線南京復興站 7號出

口，步行約 3分鐘內可達。)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7日上午 9時(星期一)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10月 8日(星期二)12時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2:10 

【媒體素養與媒體監督】 

講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炳宏教授 

1. 演講型課程。 

2. 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兩岸媒體現況比較】 

講座：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講座待聘) 

1. 演講型課程。 

2. 不提供 wifi。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5場（中區） 

日期 108年 11月 14日(星期四) 

人數 80人 

地點 

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地址：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高鐵烏日站與臺鐵新烏日站共

構，集思位於臺鐵新烏日站 3樓，開車請自理)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11月 4日上午 9時(星期一)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11月 5日(星期二)12時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1:10 

【由責任、榮譽、國家談全民國防】 

講座：元智大學國際長 

   陳勁甫教授 

1. 演講型課程。 

2. 不提供 wifi。 

11:10~12:10 

【直播實作技巧及應用分享】 

講座：教育部學特司全民國防教育科 

   王雪如教官 

1. 分組實作課程。 

2. 需自備手機(具上

網功能)、行動電

源。 

3. 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VR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應用】 

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詩淵教官 

助理講座：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陳崇文老師 

1. 分組實作課程。 

2. 請 自 備 手 機

（Android 與 iOS

皆可，需可上網)、

筆電、平板 (無

可)、行動電源及

延長線，不提供

wifi。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 108年「教學增能暨議題融入」研習課程表 

場次 第 6場（南區） 

日期 108年 11月 28日(星期四) 

人數 80人 

地點 

高雄商務會議中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近高雄捷運紅線 R7獅甲站 4號出

口，步行約 5分鐘內可達，開車請自理) 

報名

日期 

即日起至 108年 11月 4日上午 9時(星期一)止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電洽吳助理取消報名 03-3672706分機 312) 

錄取

名單

公告 

108年 11月 5日(星期二)12時於學科中心網頁公告 

(恕不候補，錄取者若未於研習前告知無法參加，取消下次報名)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講座/簡介 說明 

09:00~09:10 報到 

09:10~10:40 
【爺爺的戎裝-軍服說歷史】 

講座：業師 吳尚融先生 

1. 演講型課程。 

2. 不提供 wifi。 

10:40~12:10 

【印象派的西施安全網-跨領域課程分享】 

講座：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邱鴻明教官 

1. 分組實作課

程。 

2. 可自備筆電

(延長線及行

動電源請自

備，不提供

wifi)。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即時通訊軟體運用教學-LINE 貼圖的製作

與上架教學】 

講座：業師 莊子慧老師 

助理講座：業師 莊坤輝老師 

1. 分組實作課

程。 

2. 自備手機（已

載 LINE app，

需可上網)。 

3. 不提供 wifi 

備註 
報名請至學科中心網頁(http://ad.pymhs.tyc.edu.tw)「研習專區」

填寫表單，請注意區分【大專教官】及【高中職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