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使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除了獲

取專業知識，更能注意培養關心父母尊長的良好品德，以促進家

庭和諧與社會安定，為協助本次戲劇創意競賽活動各書面入選之

各級學校，提升其藝術創作之潛能，針對戲劇演出中的導演、表

演、編劇、劇場實務及家庭教育課程做介紹及說明，特委請中國

文化大學辦理本次培訓研習活動。 

二、 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三） 協辦單位：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

縣家庭教育中心、本部中部辦公室 

三、 參與對象：本計畫全國書面審查通過之 216 個單位（學校），各

書面審查通過之單位務須派員出席分區（北、中、南三區，及高

中職與大專校院組）培訓研習活動，並須全程參與（若未出席或

未全程參與者，將提送競賽時評分參考）。 

四、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北區國中組、國小組：100 年 1 月 17 日（星期一）假桃園縣

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一號）辦理。 

（二） 中區國中組、國小組：100 年 1 月 18 日（星期二）假南投縣

光華國民小學（南投市光華四路 2號）辦理。 

（三） 南區國中組、國小組：100 年 1 月 19 日（星期三）假屏東縣

崇蘭國民小學 3樓研習教室（屏東縣屏東市廣東路 1259 號）

辦理。 

（四） 全國高中職、大專校院組：100 年 1 月 21 日（星期五）假桃

園縣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一號）辦理。 

五、報名方式： 請出席學校將報名表填妥後，以寄件或傳真方式送

達以下收件單位（紙本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傳真後請務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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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北區國中組、國小組、全國高中職、大專校院組： 

收件地址：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一號） 

收件人：張小姐 

傳真：03-3333063 

電話：03-3366885 

（二）中區國中組、國小組 

收件地址：南投縣光華國小（南投市光華四路 2 號） 

收件人：輔導處陳組長 

傳真：049-2339045 

電話：049-2332549 轉 815 

（三）南區國中組、國小組 

收件地址：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縣屏東市華正路 80 號） 

傳真：08-7381354 

電話：08-7378465 轉 14 

六、報名截止日期：100 年 1 月 12 日（星期三）下班前。 

七、全程出席者，本部核發 9 小時教師研習時數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時數。 

八、備註： 

（一）本活動備有午餐，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環保筷。 

（二）各組複賽及決賽之演出序號，將於培訓研習會場抽籤決定，如

有未出席之單位，將由本部於當場代為抽籤。 

（三）對培訓研習活動有任何問題，請與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劉于仙

專任助理連絡，電話：0910-569-143 或 02-2913-6443，電子

郵件：jesuisau11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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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講師簡介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周麗端老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黃惟馨老師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王婉容老師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理教授 

杜思慧老師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理教授 

曾更怡老師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講師 

劉仲倫老師 大開劇團團長，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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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流程表 

 
場次：（北區）國中小組 

日期：100 年 1 月 17 日（一） 
地點：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一號） 
 

時間/場次 講師 培訓內容 

08:00-8:15 報到 

08:15-8:35 致詞、教育部政策說明 

8:40-10:10 

導演 

1. 「導演」介紹。 
2. 「導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導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0:10-12:00 

劇場實務 

黃惟馨

老師 1. 「劇場實務」介紹。 
2. 「劇場實務」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劇場實務」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2:00-12:40 午餐時間 

12:40-14:20 

表演 

1. 「表演」介紹。 
2. 「表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表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4:20-16:00 

編劇 

杜思慧

老師 1. 「編劇」介紹。 
2. 「編劇」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編劇」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6:00-16:05                      休息 

16:05-17:40 

家庭教育課程 

周麗端 
老師 

家庭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17:40-18:00 綜合座談及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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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流程表 

場次：（中區）國中小組 

日期：100 年 1 月 18 日（二） 
地點：南投縣光華國小（南投市光華四路 2 號） 
 

時間/場次 講師 培訓內容 

08:00-8:15 報到 

08:15-8:20 致詞 

8:20-10:00 

導演 

1. 「導演」介紹。 
2. 「導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導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0:00-11:40 

表演 

曾更怡

老師 1. 「劇場實務」介紹。 
2. 「劇場實務」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劇場實務」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1:40-12:00 教育部政策說明 

12:00-12:40 午餐時間 

12:40-14:20 

表演 

1. 「表演」介紹。 
2. 「表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表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4:20-16:00 

編劇 

劉仲倫

老師 1. 「編劇」介紹。 
2. 「編劇」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3. 「編劇」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4. 討論時間。 

16:00-16:05                      休息 

16:05-17:40 

家庭教育課程 

周麗端 
老師 

家庭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17:40-18:00 綜合座談及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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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流程表 

場次：（南區）國中小組 

日期：100 年 1 月 19 日（三） 
地點：屏東縣崇蘭國小（屏東縣屏東市廣東路 1259 號） 
 

時間/場次 講師 培訓內容 

08:00-8:15 報到 

08:15-8:35 致詞、教育部政策說明 

8:40-10:10 

導演 

5. 「導演」介紹。 
6. 「導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7. 「導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8. 討論時間。 

10:10-12:00 

劇場實務 

黃惟馨

老師 5. 「劇場實務」介紹。 
6. 「劇場實務」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7. 「劇場實務」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8. 討論時間 

12:00-12:40 午餐時間 

12:40-14:20 

表演 

5. 「表演」介紹。 
6. 「表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7. 「表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8. 討論時間。 

14:20-16:00 

編劇 

王婉容 
老師 5. 「編劇」介紹。 

6. 「編劇」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7. 「編劇」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8. 討論時間。 

16:00-16:05                      休息 

16:05-17:40 

家庭教育課程 

周麗端 
老師 

家庭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17:40-18:00 綜合座談及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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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流程表 

場次：（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組 

日期：100 年 1 月 21 日（五） 
地點：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一號） 
 

時間/場次 講師 培訓內容 

08:00-8:15 報到 

08:15-8:35 致詞、教育部政策說明 

8:40-10:10 

導演 

9. 「導演」介紹。 
10. 「導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11. 「導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12. 討論時間。 

10:10-12:00 

劇場實務 

黃惟馨

老師 9. 「劇場實務」介紹。 
10. 「劇場實務」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11. 「劇場實務」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12. 討論時間 

12:00-12:40 午餐時間 

12:40-14:20 

表演 

9. 「表演」介紹。 
10. 「表演」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11. 「表演」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12. 討論時間。 

14:20-16:00 

編劇 

王婉容 
老師 9. 「編劇」介紹。 

10. 「編劇」會碰到的 10 大問題！ 
11. 「編劇」首要掌握 10 大項目。 
12. 討論時間。 

16:00-16:05                      休息 

16:05-17:40 

家庭教育課程 

周麗端 
老師 

家庭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17:40-18:00 綜合座談及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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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百年－教育部辦理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競

賽培訓研習活動報名表 

 個 人 資 料 表 

參加比賽組別

（請勾選） 

□大專院校組 
□高中職組 
□ 國中組 
□ 國小組 

縣市別（大專校院及高

中職組免填本欄位）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姓名  職稱  

身分（請勾選） 
□學校教師  □外聘社團教師   □社團學生幹部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辦公室(或行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需教師研習時數或終身學

習時數再填寫) 

 

e-mail  用餐習慣 □ 葷  □ 素 

參加場次 
□ 1 月 17 日(一)         □ 1 月 18 日(二) 
□ 1 月 19 日(三)         □ 1 月 21 日(五)  

需要加強訓練、協助的戲劇專業或其他建議事項： 
 
 
 
 
 
 
 
 
 

對培訓研習活動內容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中國文化大學劉于仙專任助理連絡  
聯絡方式：行動：0910-569-143，辦公室電話：02-2913-6443   
電子郵件：jesuisau11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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