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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會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2013 第九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議程表 

2013 年 10 月 4 日（週五） 

08:30 – 09:20 報  到 

09:20 – 09:40 
開幕式 

貴賓致詞：楊玉欣立法委員 

09:40 – 10:30  
專題演講：生命教育課程的想像－生存美學的觀點 

演講者：歐用生教授（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10:30 – 10:50 茶  敘 

10:50 – 11:40  
專題演講：十二年國教課綱系統圖像與全人教育理念 

演講者：馮朝霖教授（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11:40 – 12:10 

綜合座談 

 
主持人：陳伯璋教授（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與談人：歐用生、馮朝霖教授 

12:10 – 13:10 午  餐 

13:10 – 14:10  
專題演講：追求"愛"的生命歷程 

演講者：吳家鳳老師（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師） 

14:10 – 14:50  
特邀論文：「視人為目的」與生命教育 

發表人：但昭偉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4:50 – 15:10 茶  敘 

15:10 – 15:50  
特邀論文：靈性可教嗎？—生命教育中的靈性教學問題 

發表人：方永泉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5:50 – 16:30  
發表篇章：生命教育在教育人類學助力下的創新與豐富 

發表人：張志坤博士（首都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講師） 

16:30 – 17: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馮朝霖教授（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與談人：但昭偉、方永泉、張志坤、王榮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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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九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議程表 

2013 年 10 月 5 日（週六） 

08:30 – 09:00 報  到 

09:00 – 09:20                
貴賓致詞：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吳清山署長 

國立臺灣大學 楊泮池校長 

09:20 – 10:00 

 

發表篇章：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 

發表人：孫效智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持人：黎建球教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與談人：潘文忠副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10:00 – 10:30 

10:30 – 10:50 茶  敘 

10:50 – 11:30 

 

發表篇章：國中階段生命教育議題的探討 

發表人：王榮麟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黎建球教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與談人：潘文忠副院長、孫效智教授 
11:30 – 12:00 

12:00 – 13:40 午  餐 

13:40 – 14:20 

 

發表篇章：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小學階段生命教育內涵研究 

發表人：徐超聖教授（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王榮麟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潘文忠副院長、孫效智教授 

14:20 – 14:50 

14:50 – 15:10 茶  敘 

15:10 – 15:50  

發表篇章：2010 年前後大陸生命教育及師資培育狀況分析 

發表人：劉慧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兒童生命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15:50 – 16:30  

發表篇章：「為人」與「為師」：大學師資培育生命教育課程之規

劃與實踐 

發表人：王秀槐教授（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16:30 – 17: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王榮麟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劉慧、王秀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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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2013 年第九屆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由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

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及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主辦，國家

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10月 4日（週五）～10月

5日（週六）於臺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主題

為【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吸引了百餘位關心教育的老師、學生

與各界社會人士參與。 

整體而言，本研討會的參與來賓有貴賓、論文發表之專家學者以

及報名與會人士三類。在籌備階段，本次研討會特邀論文投稿 2篇，

發表篇章 6篇，發表論文共 8篇；一般論文投稿 13篇，發表 2篇，

全文審查階段共邀請 16位專家學者審查，總退稿率達 85％。而在研

討會進行階段，本次會議主動報名人數有 198人，單天出席人數分別

為 114人、143人，兩天出席總人次為 257人次。邀請出席專題演講、

論文發表、綜合座談之學者共計 14位，邀請出席貴賓 20位，參與情

況相當熱烈，以下分別描述之。 

10月 4日研討會第一天，議程預定於 9點 20分開始，但不到 9

點就已經有許多與會人員完成報到，並在會場內等候，令人感動。9

點 20 分的開幕式，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楊玉欣立法委員蒞臨致詞，楊

委員對於生命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她從自身的經歷與感受，談到臺

灣在軟、硬體設備上對於身障者的不友善，讓她備感歧視，因此更需

要推動生命教育，讓大家學習如何關心別人，如何愛人。懇切且精簡

的致詞，讓大會有了最好的開始。 

接下來由本中心主任以及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孫效智教授為與會人員揭示本次研討會主題在臺灣當前教育改革的

重要意涵：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總綱將在明年七月正式完成，透過總綱

的制定，定調未來幼兒園到高中（K-12）這一段期間孩子們學習的主

要方向與課程架構，因此總綱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核心理念如何落實

在各學習階段的領域、科群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令人寄予

厚望。在這次的研討會中，第一天有特邀論文與公開徵稿並經過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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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論文發表，針對生命教育中最核心的全人教育與靈性教育等理

念進行探討；第二天則聚焦在十二年國教中的生命教育，針對十二年

國教中生命教育核心素養的建構進行深入的探討，另有論文針對國中

跟國小階段的生命教育內涵提出討論，以下具體說明之。 

10 月 4 日上午以兩場專題演講揭開序幕：第一場專題演講由台

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歐用生教授以〈生命教育課程的想像

－生存美學的觀點〉進行演說。歐教授以傅柯的「生存美學」為起點

進行發想，帶領聽眾思考在全球化現象的種種問題中，如何追求轉型、

修養自身，進而在生命教育課程中發現人的豐富性與超越性，發展身、

心、靈合一的新價值體系。第二場專題演講由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馮朝

霖教授進行，演說主題為〈十二年國教課綱系統圖像與全人教育理念〉。

馮教授先從「全人教育」開始談起，進而指出未來國民教育課綱六大

願景中所隱含的全人教育理念，應以「生命的喜悅、生活的自信、學

習的渴望、創造的勇氣、共生的智慧、即興的美學」做為課程願景，

希冀如此的理念與課程願景於日後可以確實地在課綱中實踐。歐用生

教授和馮朝霖教授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帶領大家思考教育問題，討論生

命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中的可能性，並於兩場專題演講結束之後由臺南

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陳伯璋教授主持綜合座談，和與會人員進行熱

烈的討論。 

下午第一場由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師吳家鳳老師以

音樂穿插的方式演出，吳老師以音樂彈奏及歌聲述說「追求"愛"的生

命歷程」，獲得與會人員廣大的迴響。經歷上午關於生命教育與十二

年國教探討的洗禮後，溫情的音樂益加燃起現場與會者們的生命熱情

與專注力。而後，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但昭偉教授發表〈「視人為

目的」與生命教育〉一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方永泉教授發表〈靈

性可教嗎？—生命教育中的靈性教學問題〉一文，並有來自大陸北京

市首都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的張志坤博士發表〈生命教育在教育人

類學助力下的創新與豐富〉，三位學者分別從不同面向與觀點探討生

命教育，其後由馮朝霖教授主持綜合座談，與現場來賓與聽眾們進一

步地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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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上午邀請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吳清山署長以及國立臺灣

大學楊泮池校長蒞會致詞。吳清山署長表示，十二年國教預計在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高級中等教育法》也於今年六月在立法院三讀通

過，確立了十二年國教實施的法源依據，本次會議主題【生命教育與

十二年國教】符應了現今時代的潮流。孩子的身心發展與生命教育有

密切關係，未來十二年國教如何推動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生命教育的推動要紮根於家庭、落實於學校、生根在社會，如此一來

才會有成效。這涉及到三個層面：生命教育要教什麼？如何教生命教

育？誰來教生命教育？這三個問題和國教署及教育部師資培育司有

著密切的關聯。吳署長更指出，生命教育要讓孩子有興趣，用故事教

學與體驗學習的方式能提供相當大的助益，他更憶及自己高中時聽到

鄭豐喜老師的演講，深受感動，印象深刻至今，因此非常的希望大家

一起推動生命教育，讓孩子的未來更美好。 

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則提到，在華人的社會之中，所有家庭都很

關心子女的教育，但因為升學的壓力，學生重視的還是知識的傳授與

記憶。孩子進入大學後，有時候面臨挫折與挑戰，有些學生就適應不

良，雖然校方積極的輔導，但還是太慢，就算到了社會上，這個情形

還是存在，因此楊校長深感生命教育要往下紮根，讓學生更早知道生

命的意義與學習如何利他助人。他更指出，除了十二年國教，大學也

需要生命教育，希望在十二年國教實施生命教育後，生命教育的推動

能夠往後延伸到大學階段，讓生命關懷、社會關懷這些課程融入在體

驗學習的課程中，如此才能使大學生畢業後，真正成為一個能夠幫忙

社會的「社會人」，真正能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 

本研討會第二天的研討主題更加著重於「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

主題，由臺灣大學哲學系孫效智教授發表〈生命教育與十二年國教〉

一文、臺灣大學哲學系王榮麟副教授發表〈國中階段生命教育議題的

探討〉一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徐超聖副教授發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小學階段生命教育內涵研究〉一文、首都師範大學兒童

生命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劉慧教授發表〈2010 年前後大陸生命教育

及師資培育狀況分析〉一文、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發表

〈「為人」與「為師」：大學師資培育生命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實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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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藉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從各自專業角度、觀點出發，多元地

討論生命教育課程理念、方向及師資培育等不同層面的問題。 

與會學者在研討會中初步凝聚共識，目前大家多已理解到，教育

永遠不是萬能的，但它充滿各種可能，而生命是我們最熟悉，是人類

在經歷各種發展後，要回頭重新檢視的原點。當全球正面臨全球化所

帶來的種種問題，如何提昇國民的公民素養已是當務之急。十二年國

教是臺灣這一波走向新教育階段的重大決策，因此，如何結合生命教

育和十二年國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而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

育成中心主辦的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透過相關論文的發表以及各界

人士的參與所共同思考該如何建構十二年國教的「生命教育」核心素

養，在幫助學生立足現代社會，建構優質「人的教育」，追求幸福與

至善，是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理念與方向。 

本次大會收得與會人員所擲回的意見與回饋單共 107份，第一天

55份，第二天 52份，意見統計結果顯示，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4.2（五

分量表）。其中，對於論文發表內容的滿意度，第一天為 4.0、第二

天為 4.0。對於綜合座談之滿意度，第一天為 3.9，第二天為 3.9。

對於行政安排的滿意度，第一天為 4.6，第二天為 4.7，與會者亦提

供相當多的質性意見回饋，給予本中心十分正面的肯定與積極的建議。

許多與會人士並反應，期待未來能夠參與 2014 年第十屆生命教育學

術研討會，持續在生命教育相關的學術研討上有所收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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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歐用生教授演講 馮朝霖教授演講 

  

10月 4日上午綜合座談 10月 4日上午綜合座談 

  

陳伯璋教授主持 10/4上午綜合座談 茶敘時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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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吳家鳳老師-演說加歌曲演

唱的特別形式 
臺北市立大學但昭偉教授發表 

  

臺灣師範大學方永泉教授發表 臺灣師範大學方永泉教授發表 

  

首都師範大學張志坤博士發表 10月 4日下午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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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泮池校長、孫效智教授、吳清山署長

會前交流 
國教署吳清山署長致詞 

  

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致詞 臺大哲學系孫效智教授發表 

  

與會者用心聽講 1 10月 5日上午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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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黎建球主任 

主持綜合座談 
國教署潘文忠副院長與談 

  

臺大哲學系王榮麟副教授發表 與會者用心聽講 2 

  

台北教育大學徐超聖副教授發表 10月 5日下午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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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用心聽講 3 首都師範大學劉慧教授發表 

  

臺灣大學王秀槐教授發表 10月 5日下午綜合座談 

  

10月 5日下午綜合座談 10月 5日下午綜合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