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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及學生輔導教師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 

 

二、宗旨 

積極建立教師的多元文化知能是台灣教育政策因應社會時代變遷，各級學校學

生文化背景多元，必須落實推動的重要環節。學校教師及學生諮商輔導工作者

應具有跨文化的覺察、態度和知能以了解協助異族通婚家庭的青少年子女面臨

身份認同上的挑戰，並藉由教學、個別或班級輔導和親師諮詢克服文化成見、

刻板印象及歧視，尋求多元問題解決策略，建構有包容價值觀差異，尊重不同

生活經驗，並以行動在校園及社區倡議社會平等。 

 

三、目的 

透過研習活動提供教師實務經驗分享與交流，增進教師多元文化認知與素養並

鼓勵教師發展多元文化議題融入教學課程，營造校園多元文化氛圍。 

 

四、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五、研習時間及地點 

     本研習辦理地點及時間如下表 

範圍 日期 地點 會議室 

南區 
108年 12月 3日 

(星期二)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B1 
國際宴會廳 
(國際二廳) 

北區 
108年 12月 10日 

(星期二)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三十號) 

14F 
貴賓廳 

中區 
108年 12月 17日 

(星期二) 
臺鐵新烏日站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 

3F 
301 及 302會議室 
(瓦特+希羅廳) 

 

六、辦理方式 

本研習以專題講座及綜合座談方式辦理，活動流程詳如附件一。 

 

七、參與單位及對象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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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國高中職校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導師或業務相關人員出席，每校 1-2

名 

(三)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處業務相關人員 1名(非行政專案助

理) 

(四)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處指派所轄國中、國小各 3校教師或

業務承辦人,每校 1名參加 

 

八、參加學校範圍： 

北區：包括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連江縣、金

門縣等地區。 

中區：包括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地區。 

南區：包括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等地

區。 

備註：部分跨區域縣市，請依實際交通便利方式，選擇適合之場次報名。 

 

九、報名方式 

(一) 南區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到 108年 11月 08 日(星期五)

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

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697924 

*因場地座位有限，此場地限制 130人為限，額滿為止，不再受理報名。 

(二) 北區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到 108年 11月 08 日(星期五)

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

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697900 

*因場地座位有限，此場地限制 100人為限，額滿為止，不再受理報名。 

(三) 中區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到 108年 11月 08 日(星期五)

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

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697906 

*因場地座位有限，此場地限制 110人為限，額滿為止，不再受理報名。 

 

(四) 本校承辦此計畫相關人員及聯絡方式為： 

教務主任黃俊達(電話：04-8360105分機：201)， 

均質化助理陳信旭(電話：04-8360105分機：250) 

(五)注意事項: 

A.如各校新住民學生總人數達 50人以上請加派一名業務相關輔導老師與 

  會。 

B.報名額滿為止，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俾利本計畫工作團隊彙整。 

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465517
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465517
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465523
http://www1.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以完成報名程序，報名代碼：246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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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全程參與人員，可獲得研習時數 5小時。 

(六)交通方式： 

A.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南區) 

交通方式：自行前往，交通位置圖，詳如附件二。 

B.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北區)  

交通方式：自行前往，交通位置圖，詳如附件二。 

C.臺鐵新烏日站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中區) 

交通方式：自行前往，交通位置圖，詳如附件二。 

  

十、經費 

(一) 本次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支應。 

(二) 請惠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參與本研習，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 

 

十一、獎勵 

本活動相關承辦人員，由學校依權責優予獎勵。 

 

十二、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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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108年度新住民多元文化及學生輔導教師知能研習活動流程 
 

日期:108年 12月 3日(星期二)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B1國際宴會廳-國際二廳)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講師 

09：30~10：00 報  到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0：00~10：2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0：20~11：50 

專題演講 

自我(SELF)、身分認同（IDENTITY)、文

化（CULTURE)：PROBLEMS AND PROMISES 

丹佛大學諮商心理研究所 
Dr.Mark Blagen 

 
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

習協會 
徐仲欣 創會理事長 

11：50~13：00 午     餐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3：00~14：30 
專題演講 

童年逆境與不良壓力反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創會理事長 

楊瑞珠 教授 

14：30~14：40 茶     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4：40~16：10 

專題演講 

體驗新聯結、能力、意義和勇氣: 

教師的角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曾貝露 教授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 

許修齊 親師諮詢師及生活教練 

16：10~17：10 綜合座談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7:10 圓  滿  賦  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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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108年度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及學生輔導教師知能研習時程表 

 

日期:108年 12月 10日(星期二)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4F貴賓廳)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講師 

09：30~10：00 報  到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0：00~10：2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0：20~11：50 

專題演講 

自我(SELF)、身分認同（IDENTITY)、文

化（CULTURE)：PROBLEMS AND PROMISES 

丹佛大學諮商心理研究所 
Dr.Mark Blagen 

 
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

習協會 
徐仲欣 創會理事長 

11：50~13：00 午     餐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3：00~14：30 
專題演講 

童年逆境與不良壓力反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創會理事長 

楊瑞珠 教授 

14：30~14：40 茶     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4：40~16：10 

專題演講 

體驗新聯結、能力、意義和勇氣: 

教師的角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曾貝露 教授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 

廖偉志 親師諮詢師及生活教練 

16：10~17：10 綜合座談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7:10 圓  滿  賦  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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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108年度新住民多元文化及學生輔導教師知能研習活動流程 

 

日期:108年 12月 17日(星期二) 

地點:臺鐵新烏日站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3樓-301及 302會議室)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講師 

09：30~10：00 報  到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0：00~10：2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0：20~11：50 

專題演講 

自我(SELF)、身分認同（IDENTITY)、文

化（CULTURE)：PROBLEMS AND PROMISES 

丹佛大學諮商心理研究所 
Dr.Mark Blagen 

 
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

習協會 
徐仲欣 創會理事長 

11：50~13：00 午     餐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3：00~14：30 
專題演講 

童年逆境與不良壓力反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創會理事長 

楊瑞珠 教授 

14：30~14：40 茶     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團隊 

14：40~16：10 

專題演講 

體驗新聯結、能力、意義和勇氣: 

教師的角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曾貝露 教授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 

許修齊 親師諮詢師及生活教練 

16：10~17：10 綜合座談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林玉芬 校長 

17:10 圓  滿  賦  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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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南區場次)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電話: 07-3413333) 

交通方式:  

1.大眾運輸： 

A.【開車-高速公路】： 

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翠華路-左轉

崇德路約距 250公尺後，會館在您右邊。 

B.【開車-高雄市區】： 

(1)北上：博愛三路→ 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2)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C.【高鐵＆台鐵＆捷運】： 

台鐵新左營站│高鐵左營站│高捷 R16高鐵左營站 

(1)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 

(2)乘 301號公車，至蓮潭會館站 https://goo.gl/6j1XrT 

(3)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撘乘紅 51線接駁車至會館 https://goo.gl/VbBgql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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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開車：  

請前往政德路右轉至文智路(加油站)，再右轉進入本會館停車場，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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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北區場次)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三十號(電話: 02-77122323) 

交通方式:  
1.大眾運輸： 

A.【捷運】：由台北車站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至中正紀念堂站轉乘捷運(松山新

店線)至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出站後左轉，沿辛亥路步行約 10餘分即可到達。 臺

電大樓捷運站（2號出口）設有微笑單車場站沿辛亥路 1段騎乘約 5分鐘可抵達辛

亥新生路口場站。 

B.【捷運】：由臺北車站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至大安森林公園站，2 號出口出站

後，沿大安森林公園，步行約 15餘分即可到達。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微笑單車場站沿新生南路 2段騎乘約 5分鐘可抵達辛亥新生路口場站。 

C.【公車】：於臺北車站對面（新光三越站前店）搭乘 671公車至龍安國小(公務人

力發展學院)站下車即可到達；由本學院至臺北車站則在龍安國小(公務人力發展學

院)站搭乘 253公車。 

 

2.自行開車：因【免費停車券】數量有限，請多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附件二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85%AC%E5%8B%99%E4%BA%BA%E5%8A%9B%E7%99%BC%E5%B1%95%E5%AD%B8%E9%99%A2%E7%A6%8F%E8%8F%AF%E5%9C%8B%E9%9A%9B%E6%96%87%E6%95%99%E6%9C%83%E9%A4%A8&oq=%E5%85%AC%E5%8B%99%E4%BA%BA%E5%8A%9B%E7%99%BC%E5%B1%95%E5%AD%B8%E9%99%A2%E7%A6%8F%E8%8F%AF%E5%9C%8B%E9%9A%9B%E6%96%87%E6%95%99%E6%9C%83%E9%A4%A8&aqs=chrome..69i57j0.1500j0j8&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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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新烏日站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中區場次) 

 

地址: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電話：04-23383377) 

交通方式:  

1.大眾運輸： 

A.【台鐵新烏日站】：直走約 30秒抵達。 

B.【高鐵台中站】：請往出口 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廳，會議中心

即在左側。 

C.【台中市區公車(高鐵台中站)】：3、26、33、39、70、82、93、99、101、102、

133、151、153、153 區、155、155副、156、158、160、161、617、800、1657、A1、

56、74、281副、655 

D.【旅遊景點接駁線公車 (高鐵台中站)】6188、6188A、6268B、6333B、6670、6670A、

6670B、6670C、6670D、6670E、6670F、6670G、6737、6738、6882、6882A、6883、

6883A、6933、6933A、6936 

2.自行開車：  

A.【台 74線(中彰快速道路)】：台 74線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 

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