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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 

「108 年度新課綱全國家政特色教學─ 

生活美學素養導向示例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北區、南區」 

實施計畫 

壹、依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 108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為使家政教師能在十二年一貫滾動式修正課綱課程轉換過程中，加速聯結新課程與

舊課程，本學科成立教學資源研發工作小組研發各項教學資源，教學資源如單元教案、

學習單、試題、課程教學計畫、學習素材等多元類型，包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示例，

建置於學科中心網站分享教材，並於年底舉辦成果發表，以增進家政教師相關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 

《3月 12 日北區》 

臺北市家政學科平臺（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新北市新課綱 行動協作平臺 

 

《3 月 19 日南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肆、參加對象與預計人數 

一、 對象：全國高中家政教師（優先錄取）、家政相關高中職教師。 

二、 人數：因場地限制，將限額錄取。 

1. 若經錄取卻無法出席老師，請務必於系統取消報名避免資源浪費、被系統記點。 

2. 課程豐富、緊湊，請確認可以「準時、全程參與」。 

 3/12 北區：限額 72 人。 

 3/19 南區：限額 60 人。 

註《如何取消全教網報名？》 

請利用[教師個人帳號]登入，點選頁面左側「個人報名記錄」，進入該門課程的「線上報

名專區」，請注意如果距離報名截止日前三日前，直接點選「取消報名」即可；若欲取消

報名時間為報名截止日的前三日內或報名狀態為[審核通過]，請點選「向開課單位報備取

消」按鈕，由開課單位同意後，方可取消該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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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時間及場地 

《北區》 

時間：108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9:00~16:3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六樓E廳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 

 

《南區》！請注意場地！ 

時間：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9:00~16:30 

上午場地：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自強樓 2樓大會議室 

地址：700 臺北市中西區大埔街 97 號。 

 

中午 12 點＆下午場地： U. I. H. 友愛街旅館 3樓你好沙龍 

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115 巷 5 號 

 

陸、研習主題與流程 

《3/12（二）北區、3/19（二）南區》 
時間 主題/流程 講師/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家政學科中心 

09:30-09:40 開幕式 

北區： 
國立臺南女中 鄭文儀校長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鄭雅芬校長 

新北市新課綱行動協作平臺 張純寧課程督學 

南區： 

國立臺南女中 鄭文儀校長 

臺南市、高雄市教育局代表 

09:40-10:30 

（50 分鐘） 
【一】衣之美專題 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安琍教師 

10:30-10:35 休息 -- 

10:35-12:05 

（90 分鐘） 
【二】衣之美觀察與實作 

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安琍教師 

助教：國立宜蘭高中 王屏教師 

      國立彰化女中 謝鳴綺教師 

12:05-13:00 午餐 -- 

13:00-14:30 

（90 分鐘） 
【三】食之美專題、觀察與實作 

講師：國立宜蘭高中 王屏教師 

助教：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安琍教師 

國立彰化女中 謝鳴綺教師 

14:30-14:40 休息 -- 

14:40-16:10 

（90 分鐘） 
【四】家之美專題、觀察與實作 

講師：國立彰化女中 謝鳴綺教師 

助教：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安琍教師 

國立宜蘭高中 王屏教師 

16:10-16:30 討論與綜合座談 家政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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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與報名時間： 

 
掃描上方 QR Code 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北區 3月 12 日》 

 研習名稱：全國家政特色教學─生活美學素養導向示例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北區 

 課程代碼：2558605 ／ 報名日期：即日起～3月 6日截止。 

 

《南區 3月 19 日》 
 研習名稱：全國家政特色教學─生活美學素養導向示例研發成果發表研習：南區 

 課程代碼：2558625 ／ 報名日期：即日起～3月 13 日截止。 

 

 

捌、其他說明 
一、 請參與教師自行攜帶環保餐具（杯子、筷子、湯匙…等）。 

二、 南區研習提供高鐵、臺鐵往返接駁專車，有需要者請於網路報名登記，詳細資

訊與自行前往之交通方式請參考下方第玖點說明。 

三、 核實核發 5.5 小時研習時數，請於報名時仔細閱讀網路相關資訊，若有任何疑

問，請一律來信：hometngs@tngs.tn.edu.tw 我們會盡快回覆您。 

四、 本單位保留活動相關異動權。 

 

 

mailto:hometngs@tng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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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交通資訊 
《北區 3月 12 日》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 6 樓 E 廳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捷運： 

• 國父紀念館站 5 號出口，自光復南路右轉菸廠路，步行約 500M 

• 市府捷運站 1號出口，步行約 400M 

 

公車： 

• 聯合報站：212、232、240、263、270、299、919、1800、1815、忠孝新幹

線 

•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204、254、266、282、288 

 

【停車】 

假日車輛多，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車輛請由「菸廠路」駛入(位於光復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忠孝東路 553 巷無

法通往菸廠路 

• 大樓設有地下收費停車場：汽車約 500 格；機車約 1000 格 

• 汽車位：平日 $20 元/半小時；假日$30 元/半小時 

• 機車位：每次$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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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3月 19 日》 

 

上午場地：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圖書館 1 樓 椰風廳    

地址：臺南市大埔街 97 號 

 
 

下午場地：U.I.J 友愛街旅館 3 樓你好沙龍 

地址：700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115 巷 5 號(友愛市場旁)→U.I.J 位於左手邊 
      （地圖見最後一頁） 
 
 

(一)搭接駁專車： 
《早上》 

1. 台鐵：於臺南後火車站遠東百貨廣場集合，8:55 準時發車（約 15 分鐘到達） 
2. 高鐵：於高鐵臺南站二號出口 8:45 準時發車(約 35 分鐘到達)。 

※ 研習前一日會 email 告知司機車牌，若時間地點有更動也依該封 email 為準。 
 
《中午》 

1. 搭乘專車（乙臺，43 人座）：從臺南女中出發→友愛街旅館 
2. 自行開車：可停至旅館樓下收費停車場、附近路邊公有收費停車格（課程結

束之接駁專車不會回臺南女中，建議開車老師們若要自行前往友愛街旅館可

以共乘）。 
 
《研習結束》 
 搭乘專車（乙臺，43 人座）：由友愛街旅館出發→臺南火車站→高鐵臺南站 

※ 時程有不確定性，若預訂車票請預留足夠時間，勿催司機，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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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開車者 

本校恕不提供校內停車位置；校外大埔街、樹林街皆有路邊停車格與收費停車場，

請多加利用並見諒。中午前往友愛街旅館亦無免費停車空間（可停至旅館樓下收費停車
場、附近路邊公有收費停車格），請斟酌。 
 

（三）臺南女中、友愛街旅館周邊地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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