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專業社群成果發表實施計畫 

一、依    據：臺北市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計畫。 

二、目    的：提升各級學校教師對性教育議題的新知，期透過專業導覽、實地參訪與專業

對話的方式進行研習活動，以達到增進教師知能的目標及推動的效益。 

三、活動場次： 

   (一)110年 04月 30日(星期五)      龍門國中 (下午)   對象：國高中有興趣教師 

                                                       主題：「兩代性福劇場」 

    (二)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      龍門國中 (下午)   對象：國高中有興趣教師 

                                                       主題：「兩代性福對談」 

(三)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      龍門國中 (下午)   對象：國高中小有興趣教師 

                                                       主題：「好用課程開箱文」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3:00~13:20 
報到（龍

門國中 B1

會議室） 

龍門國中團隊 

13:20~13:30 開場致詞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13:30~16:50 
好用課程

開箱文 

跑關 分享者 服務學校 分享單元名稱 分享方式 

A場 施萬彬 興雅國中 衛你‧為你 

採用世界咖啡

館 

小組跑關進行 

分 A~F關 

每關 30分鐘 

 

B場 李倍締 龍門國中 身體界線 

C場 鄭惠玲 永吉國中 
認識香菸真面

目 

D場 
羅雪莉護

理師 
平等國小 

心智圖教學在 

視力保健教學

之應用 

E場 
江美慧護

理師 
南港國小 

零食紅綠燈 

護牙又健康 

F場 曾恩柔 龍門國中 
好用課程網站

報給你知 

17:00~17:50 綜合座談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龍門國中林俊廷主任 

教育局長官代表 

17:50~ 賦歸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龍門國民中學。 

五、研習時間： 

    (一)110年 04月 30日(星期五) 13：00－17：20。 

    (二)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 13：00－17：50。 

    (三)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 13：00－17：50。 

六、研習地點：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B1演講廳。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2段 269號) 

              敬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本校，或使用本校 B1之付費停車場，本校恕不另提

供停車位。 

七、對    象： 

    1.本市對健康促進議題有興趣人員。 

    2.本市國小護理師、國小導師、衛生組長、輔導組長、健康教師、表藝教師、綜合

活動教師，優先錄取。 

    3.總名額 100名為限，優先錄取工作人員及第 2點所述人員，其餘依報名先後錄取。 

八、流 程 表： 

    (一)110年 04月 30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劇場」流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3:00~13:20 報到（龍門國中 B1會議室） 龍門國中團隊 

13:20~13:30 開場致詞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13:30~14:20 
教學卓越金質獎： 

愛在龍門心練情-兩代性福劇場 

主題課程說明 

龍門國中劉慧豐訓育組長 
李恆華健康促進召集人 
林怡君教師 

14:20~16:30 兩代性福劇場 龍門國中團隊 

16:30~17:20 綜合座談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龍門國中林俊廷主任 

教育局長官代表 



17:20~ 賦歸  

    

 (二)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對談」流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3:00~13:20 報到（龍門國中 B1會議室） 龍門國中團隊 

13:20~13:30 開場致詞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13:30~14:20 
教學卓越金質獎： 

愛在龍門心練情-兩代性福對談 

主題課程說明 

龍門國中劉慧豐訓育組長 
李恆華健康促進召集人 
林怡君教師 

14:20~17:00 龍門國中兩代性福對談 

呂嘉惠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執行長 邱雅沂 台灣性諮商學會 理事長 
龍門國中林俊廷主任 
李恆華健康促進召集人 

17:00~17:50 綜合座談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龍門國中林俊廷主任 

教育局長官代表 

17:50~ 賦歸  

    (三) 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好用課程開箱文」流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3:00~13:20 
報到 

（龍門 B1會議室） 
龍門國中團隊 

13:20~13:30 開場致詞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13:30~16:50 
好用課程開

箱文 

跑關 分享者 服務學校 分享單元名稱 分享方式 

A場 施萬彬 興雅國中 衛你‧為你 

採世界咖啡館 

小組跑關進行 

分 A~F關 

每關 30分鐘 

B場 李倍締 龍門國中 身體界線 

C場 鄭惠玲 永吉國中 認識香菸真面目 

D場 
羅雪莉

護理師 
平等國小 

心智圖教學在 

視力保健教學

之應用 

E場 
江美慧

護理師 
南港國小 

零食紅綠燈 

護牙又健康 

F場 曾恩柔 龍門國中 
好用課程網站

報給你知 

17:00~17:50 綜合座談 龍門國中鍾芷芬校長 



龍門國中林俊廷主任 

教育局長官代表 

17:50~ 賦歸  

九、各場次報名方式： 

(一)110年 04月 30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劇場」: 

    即日起至 110年 04月 26日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insc.tp.edu.tw)

線上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薦派始完成報名。  

(二)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對談」： 

   即日起至 110年 06月 07日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insc.tp.edu.tw)

線上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薦派始完成報名。 

(三) 報名與研習相關問題，請洽：龍門國中衛生組 2733-0299#1351、1353。 

(四) 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請務必參與研習，因事無法參與者請派人遞補，並請於研

習 3日前通知承辦單位，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十、參與人員請惠予公假派代，各場次全程參與者，核發以下研習時數。 

    (一)110年 04月 30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劇場」，全程參與者核發 4小時研習時數。 

    (二)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兩代性福對談」，全程參與者核發 4小時研習時數。 

    (三) 110年 06月 11日(星期五)「好用課程開箱文」，全程參與者核發 4 小時研習時數。 

十一、防疫期間，請務必全程戴上口罩。為響應環保，亦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十二、經費來源：本計畫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相關經費支應。 

十三、本計劃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校址：10662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69號 



乘車資訊 

捷運：木柵線科技大樓站下車，往和平東路二段走，約 5-10分鐘路程可。 

公車：3、15、18、52、72(有提供低地板公車)、74、207、211、235、237、278、284(有

提供低地板公車)、295、298、662、663、和平幹線。 

開車：臺北市停車管理處龍門國中地下公共停車場(要收費，入口在建國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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