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育達科技大學「品德教育 如影隨行 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9 日字第 1070196919 號函，「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
務工作計畫」辦理。
二、 計畫目的：
為使良好品德教育的觀念推展到學生生活中，各級機關學校重視以影片來推動品德教
育，學生透過腳本設計及影片拍攝的過程，更能深入了解品德的意函。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 主辦單位：育達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五、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高中職及國中小等學校學務業務承辦人員及教師，計 100 名。
六、 活動時間：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9：00 – 16：00
七、 活動地點：育達科技大學綜合大樓 317 會議室(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 號)
八、 研習內容：
品德教育是一個概括詞，是為培養良好的品性而加以教育訓練，這是無法以專業課程定
義，與我們教育息息相關的重點工作。由於品德的相關行為不斷在我們生活中發生，為使品
德的正確觀念推展到學生生活中，各級機關學校重視以影片來推動品德教育的成效，尤其學
生透過影片拍攝的過程，更能深入了解品德的意函。
本次活動邀集本區內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務工作人員、教師等品德教育推展相關工作人
員，透過專家學者就品德教育議題發表相關論述及建議，並邀請電影製作相關人員介紹影片
拍攝的方式，最後由學生進行拍攝影片的分享。
（一） 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品德相關主題進行專題講演。
（二） 電影分鏡腳本：邀請電影工作人分享如何以分鏡腳本展現品德教育影片的重點。
（三） 微電影分享：由微電影競賽獲獎者展示作品並分享拍攝經驗。
（四） 綜合座談：綜合性了解就學校推動品德及服務學習教育實施困難處，作經驗分享交

流，並提供多元宣導策略與方法，以期更有效推動校園品德教育。
九、 活動流程：如附件一
十、 預期成效：
(一) 強化學務輔導工作人員對品德教育精神，建立友善校園校園之氛圍
(二)經由品德教育微電影拍攝及實務分享，了解透過影片推廣品德教育的重點及成效，使
各校有所參考，以期透過多元管道深化品德教育的觀念。
(三)藉由此計畫之推動，以營造品德教育優質學習環境，並凝聚共識，達成校園優質文化
之目標。

1

十一、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時間：請於 108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前完成報名手續。
(二)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Ft42Rf2NkFzGigX9。
(三) 報名人員若因故不克出席，請於活動前 5 日告知主辦單位。
十二、 活動認證：全程參與研討會者，由本校發給研習時數 7 小時之證書。
十三、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育達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 范純菁組長
(二) 電話：(037)651188 分機 2200
(三) 傳真：(037)651618
(四) 電子信箱：act@ydu.edu.tw
十四、 交通資訊：如附件二
十五、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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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年度中區品德教育如影隨形研討會議程表
（108 年 6 月 21 日）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09:30~09:50

開幕式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

10:00~10:20

大合照及茶敘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地 點

引言人：
10:20~12:10

育達科技大學胡英麟學務長

品德教育與微電影

主講者：岳志中老師
飛岳影像創作學院
12:10~13:20

午餐時間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綜合大樓

13:20~15:10

電影分鏡腳本

引言人：
飛岳影像創作學院岳志中先生
主講者：江政道導演
橙穎鹿影像工作室編導

15:10~15:30

休息時間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引言人：

15:30~16:00

微電影分享

橙穎鹿影像工作室編導江政道先生
分享者：微電影拍攝學生 2 名

16:00~16:3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育達科技大學胡英麟學務長

16:30~

賦歸

育達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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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會議室

附件二：交通資訊
壹、搭乘高鐵者：
請搭至高鐵苗栗站後，轉搭乘苗栗客運(5807A 後龍－新竹線)直達校區或搭乘高鐵快捷公車(101A 高鐵苗栗
站－竹南科學園區線)於育達科技大學站下車步行入校。
貳、搭乘火車者：
1.（南下）請搭至竹南火車站，於火車站東站轉搭乘苗栗客運（5811 竹南－後龍線）直達校區或搭乘高鐵
快捷公車(101A 竹南科學園區－高鐵苗栗站線)於育達科技大學站下車步行入校。
2.（海線北上）搭至後龍火車站，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5807、5807A 後龍－新竹線或 5811 後龍－竹
南線）直達校區。
3.（山線北上）請搭至苗栗火車站，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或高鐵快捷公車(101B 雪霸管理處－高鐵苗
栗站線)至高鐵苗栗站後，再轉搭苗栗客運(5807A 後龍－新竹線)直達校區或搭乘高鐵快捷公車(101A 高鐵
苗栗站－竹南科學園區線)於育達科技大學站下車步行入校，亦可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 07:30 學生專車
至本校(上課期間星期一~五行駛，例假日及寒暑假停駛)。

本活動備有接駁專車：竹南火車站(東站)。
去程：竹南火車站─育達：發車時間為上午 9 時。
回程：育達─竹南火車站：發車時間為下午 16 時 40 分。
參、搭乘客運者：
1.台中至本校：請於大甲火車站搭乘苗栗客運（5808 大甲－高鐵苗栗站線）至高鐵苗栗站後，再轉搭苗栗客
運(5807A 後龍－新竹線)直達校區或搭乘高鐵快捷公車(101A 高鐵苗栗站－竹南科學園區線)於育達科技大學
站下車步行入校。
2.新竹至本校：請於新竹火車站搭乘苗栗客運（5807、5807A 新竹－後龍）直達校區。
3.竹南火車站：請於火車站東站搭乘苗栗客運（5811 竹南－後龍線）直達校區或搭乘高鐵快捷公車(101A 竹
南科學園區－高鐵苗栗站線)於育達科技大學站下車步行入校。
4.苗栗火車站：請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如 5803 苗栗-新竹、5816 苗栗-外埔)或高鐵快捷公車(101B 雪霸管
理處－高鐵苗栗站線)至高鐵苗栗站後，再轉搭苗栗客運(5807A 後龍－新竹線)直達校區或轉搭乘高鐵快捷公
車(101A 高鐵苗栗站－竹南科學園區線)於育達科技大學站下車步行入校，亦可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 07:30
學生專車至本校(上課期間星期一~五行駛，例假日及寒暑假停駛)。
肆、自行開車者：
1.經北二高者
（南下）請於 119 公里處下竹南交流道左轉台１己線往造橋方向，行駛至約 1.3 公里處右轉明勝路行經五
福大橋底左轉苗 9 線，接省道台１線右轉南下至 102.8 公里處即達。
（北上）請於 125 公里處下大山交流道出口右轉往造橋方向，接省道台 1 線左轉北上往頭份方向至 102.8
公里處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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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中山高者
（南下）中山高速公路→下頭份交流道→至中華路左轉→沿右側自強路（台 1 線）→至永貞路左轉（台 13
線）→經尖山大橋（台 1 線）→往後龍、通霄方向（台 1 線）→到達本校（台 1 線 102.8 公里處右轉）。
（北上）中山高速公路→下頭屋交流道右轉接台 13 線後直行→再右轉接台 72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西行往後
龍方向至新港交流道右轉接高鐵六路後直行→右轉台 1 線北上至 102.8 公里處直達本校。
3.經西部濱海公路
行駛省道台 61 線西部濱海公路者，請於 93 公里處造橋交流道出口往造橋方向行駛轉行經五福大橋左
轉接省道台 1 線右轉至 102.8 公里處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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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可由育達首頁

校園導覽

綜合大樓 317 會議室

綜合大樓 3 樓 317 會議室

第二停車場

引導路線說明：
為會場路線
(請自行開車的師長，將車子停至第二汽車停車場)
會場位置(綜合大樓 317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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