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活動宗旨 

 本研討會主題為「2017年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生命教育與

校園文化」，分成三種層級學校－大學院校、高中職校、國中小學，

交流生命教育特色及對其校園文化之形塑經驗。 

 本研討會預計共舉辦二天，這兩天除了主題演講之外，會議安排

「校園典範」專題與「焦點論壇」之互動平臺，提供各地學者專家交

換各層級學校生命教育實務經驗或成果。探究的議題領域有:生死教

育融入校園生活之相關議題、教學空間規劃、課程設計、教材教法、

相關制度法規或新興議題研發等，並於現場展示各級學校生命教育色

資料或教學資源。 

二、主辦機關: 教育部 

三、承辦學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四、協辦單位(機構):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南華大學、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文藻外語大學、佛光大學、慈濟大學、社團法人台灣生

命教育學會、世界宗教博物館、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台

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五、辦理日期:106年 9月 29日(星期五)-9月 30日(星期六)  

   [會前會:106年 9月 28日(星期四)] 

六、辦理地點: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明倫館、親仁樓(臺北市北投區 

明德路 365號) 

七、聯絡信箱:lifeed2017@gmail.com 

八、網路報名:http://bit.ly/2sivwQJ (截止時間: 106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 

 

 

 



九、研討會議程 

第一天 106年 9月 29日(星期五) 

 上午時段 地點：明倫館 

08:30-09:10 報  到  

09:10–09:25 

開幕式 

致歡迎詞：教育部長官 

曹麗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校長） 

林聰明（南華大學校長） 

曾煥棠（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兼系主

任） 

主持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

命教育中心執行長）、 

吳庶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

授） 

 

09:25–09:40 
表演-有愛有夢有趣的快樂園地 

表演隊伍: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附設漢翔非營利幼兒園 

09:40-10:30 

主題演講(一)：生命教育校園文化推動模式 

發表人：孫效智（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主持人：林聰明（南華大學校長） 

10:30-10:50 拍團體照/休息/茶敘 

10:50-11:30 

主題演講(二)：終身的生命教育功課: 如何善生與善終的勇氣 

The Courage to Live Well and Die Well 

發表人：Paul T. P. Wong, Ph.D 

主持人：張淑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11:30-12:20 

主題演講(三)：社群媒介(social media) 在推廣死亡教育與諮商所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Dea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發表人：C. Sofka Ph.D  



主持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執行長）  

12:20–13:30 
午餐 地點: 親仁樓 B113、B114 

(13:00 B118門口集合: 參訪癒花園/校犬隊) 

 下午時段 

 大學組 地點：親仁樓 B118 中小學組 地點：親仁樓 B317 

13:30–14:00 

《Living Well · Dying Well · Grieving 

Well: Mapping the Singapore Story》 

《善生·善終·善別 

－新加坡故事》 

主持人：吳慧敏(佛光大學副教授) 

講座：李宜玲（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

授）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的推動

與實踐—有溫度的幸福學校》 

主持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命教

育中心執行長）   

講座：劉桂光（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

學協作中心主任） 

14:00-14:30 

《“生命與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建設與

實踐 

 —以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為例》 

主持人：李展華（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

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聯席總監） 

講座：朱小農（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副

教授） 

《開往未來的行知小火車 

—深圳市龍華區行知小學校園文化探索之

路》 

主持人：劉慧（中國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講座：滿曉螺（深圳行知小學校長） 

14:30-15:00 

《動物保護教育在大學校園的實踐 

—15年衝突、共榮、與蛻變之路》 

主持人：黃傳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助理教授） 

講座：葉明理（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助理教授） 

《讓生命教育發芽 

—生命教育融入商科教學之研究》 

     主持人：王秉豪（香港教育大學副教

授）  

講座：劉淑花（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一與

第四中學老師）  



15:00-15:30 

《師範大學生命教育校園文化建設模式

解析 

—以首都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為例》 

主持人：紀潔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

休教授） 

講座：劉慧（中國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校園設置與生命教育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屬下學校的故

事》 

主持人：劉桂光（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

教學協作中心主任） 

講座：陳錦輝（香港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校長） 

15:30-15:50 休息/茶敘 

15:50-16:20 

論文發表(一) 

《生命教育理念下心裡健康教育文化普

及工作的探索 

—以藝術類高校為例》 

發表人: 何仁富（浙江傳媒學院教授） 

《用生命教育生命：以慈濟大學慈懿父

母 

的意義與角色為例》 

發表人: 林曉君(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親愛的，我們老了。」 

—活動教案設計》 

發表人: 洪禾秣(文化大學副教授) 

 

主持人：紀潔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

教授） 

講座：顏弘洺（新竹誠正中學校長） 

 

16:20-16:50 

論文發表(二) 

《生當為人傑,死當為鬼雄 

—雷霆救兵,探問生死》 

     主持人：洪榮進（臺南市協進國小校

長） 

發表人:李漢泉(香港教育大學博士

生) 

 
主持人：黃傳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助理教授） 

 賦歸 



第二天  106年 9月 30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  到  

 大學組 地點：親仁樓 B118 中小學組 地點：親仁樓 B317 

09:00–09:30 

 

《以生命的自覺與連結規劃的生命教育》 

主持人：吳慧敏(佛光大學副教授) 

講座：羅耀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兼任講

師） 

《與生命教育的美麗邂逅— 

從心出發—生命影響生命》   

主持人：李展華（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

與心靈教育中心聯席總監） 

講座：林素琴（馬來西亞巴生中華國民型

華文中學輔導老師） 

09:30-10:00 

《生命文化育人與大學生命教育的實踐 

—浙江傳媒學院的探索》 

主持人：陳立言（文藻外語大學副校長）  

講座：何仁富（浙江傳媒學院教授） 

《建構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實例分享 

—【協進國小啟動 0.1的改變—從生命開

始】》 

主持人：陳錫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講座：洪榮進（臺南市協進國小校長） 

10:00-10:30 

《建構心靈關顧校園的生命教育方略：以

香港中文大學及崇基學院為例示》 

主持人：尤惠貞（南華大學副教授）  

講座：鄭漢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

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專業顧問） 

《從學科中心到資源中心 

—台灣高中階段推動生命教育機制經驗

談》 

主持人：李佩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授） 

講座：游文聰（國立陽明高中校長） 

10:30-11:00 

《以生命教育建構校園文化 

--以華梵大學覺之教育為例》 

主持人：郭瓈灔（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助理教授） 

《生命教育教材的創發:生命禮物卡》 

主持人：  王秉豪（香港教育大學副教授） 

講座：李佩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

授） 



講座：陳錫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11:00-11:20 
休息/茶敘/換場  

地點: 親仁樓 B118 

11:20-12:10 

主題演講(四)：家庭中的生命教育-如何建立健康和諧的婚姻與家庭 

Life Education in Family-What’s Makes a Healthy and Harmonious Marriage and Family 

發表人：Lilian Wong, Ph.D  

主持人：吳庶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 

12:10-13:10 
午餐 地點:親仁樓 B113、B114 

(12:45 B118門口集合: 參訪癒花園) 

 下午時段 地點: 親仁樓 B118 

13:10-13:25 
「與時間競賽的人—俊翰的奮鬥、成就與問候」 

發表人: 何軒盛(新竹縣東泰中學校長) 

13:25-14:10 

主題演講(五)：生命教育推動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 

發表人：紀潔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主持人：林思伶（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 

14:10-14:55 

主題演講(六): 生命教育的時代意義 

發表人：林思伶（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 

主持人：紀潔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14:55-15:15 休息/茶敘 

15:15-16:2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執行長）、 

吳庶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 

林思伶（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紀潔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與談人：大學、高中職、國中小各層級學校專家學者代表  

16:20-16:30 

閉幕式 

主持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執行長）、 

吳庶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 

 賦歸 

 

 

 

 

 

 

 

會前會 106年 9月 28日(星期四) 

09:00-10:00 搭車前往世界宗教博物館 

10:00-12:00 參訪世界宗教博物館 

12:00-13:30 午餐(宗博館用餐) 

13:30~14:00 搭車前往松山高中參訪 

14:00-17:00 
松山高中(教學工作坊) 

 

主持人：劉桂光（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協作中心主任）  

引言人：林綺雲（南華大學教育部生命教育中

心執行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園分布圖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本部地理位置圖 

捷運：淡水線石牌站（台北車站、中永和、新店）均可搭乘，出站後可轉乘任何往榮總公車只需兩站即可

到達（或往榮總方向步行約十分鐘）。       紅色標線為步行路線(圓點標線) 

公車：榮總站 216.223.224.266.267.277.285.288.508.601.603.606 均可搭乘。 

台汽客運：基隆至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淡水方向，過百齡橋後左轉承德路，行至石牌路右轉，

依上圖可至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藍色標線為汽機車行經路線(方點標線) 

親仁樓 

本校前門(振興醫院對面) 

本校後門(榮總醫院對面) 

 

http://ec1.ntcn.edu.tw/INTRO/highway.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