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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 

一、依    據： 

     以全人教育為宗旨，透過多元課程及全方位學習啟發學生智性與心靈，並

開拓學生對自己及他人生命關懷的視野，達到協同中學 iLeast 教育理念，以僕人

的心志關懷弱勢的目標。 

 

 

 

二、目    的： 

   為落實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學校每週邀請來自各角落的生命鬥士或

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以戲劇、演講等模式分享人生經驗及生命智慧。 

      藉由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士生命經驗及生涯故事的分享，幫助學生對生命

有更多 

元的思考與反省，對生涯探索有更多的方向。 

        
三、實施日期主題(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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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上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A 

 
 

日期 主   題 講   員 備 註 

9/14 Yes！ I do 
趙守貞 

世界展望會牧師 

生命中每個“Yes! I do”都是如此珍貴，但你知道最重要的“Yes! I 

do”是什麼嗎？新學期新起點，讓我們透過趙守貞牧師的分享，明瞭

“Yes! I do”的真意義。 

9/21 傾聽 
陳威全 

樂壇創作才子 

『再絕望 傾訴就能被安慰 /深邃的夜 有傾聽的人 /陪我在歌聲裡頭

流眼淚…』 你也渴望經驗這股美好的力量嗎？生命中那份最真摯的

愛與陪伴也願與你同行。 

9/28 開到水深之處 

杜明翰 

前台灣微軟副總經理 

世界展望會會長 

你想破繭，卻苦無力量？想擺脫重擔壓心頭的困境，卻不知該從何處

獲取勇氣？當耶穌告訴門徒「把船開到水深之處」，門徒的生命經歷

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如今，你也可以，只要你聽……。 

10/5 雲上太陽 
巫靖茹 

協同校友 

你一定聽過的歌，但你一定沒聽過的動人故事。這回，靖茹學姊將回

首恩典之路，告訴你她如何遇見生命中那不變的「雲上太陽」。 

10/12 考  前  暫  停 

10/19 運  動  會  預  賽 

10/26 運  動  會  決  賽 

11/2 
成為卓越的 

前奏曲 

蕭惠香 

活水貴格會牧師 

傑出校友周道揚的媽咪 

有人說我們的一生就像由高高低低的音符串接而成的樂曲。不論在別

人心裡你是什麼調，當你經歷這位又真又活的天父上帝時，他就要使

你成為美妙卓越的前奏曲。 

11/9 沙頂的腳印 

鄭明堂 

紐約大學音樂創作碩士 

電台廣播主持人 

是什麼樣的愛激發出一首首感動人心的經典歌曲？已出版 16 張專

輯，且入圍金曲獎的音樂人如何從天上來的力量支取靈感的泉源？答

案就在「沙頂的腳印」！ 

11/16 第二里路 協同師生 

「願讓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協同中學投入緬甸扶貧助學事

工多年，每年暑假多位師生參與當地教學服務，帶回滿滿的震撼與感

動，甚願與你分享。 

11/23 考  前  暫  停 

11/30 
不再一樣的生命 

Part 2 

謝志謀 

國立體育大學教授 

冒險教育專家 

着有《與大山賽跑》 

為躲避家暴的他，4 歲逃家獨隱深山，40 年後上帝重用 

他的經歷在台大開設一門特別的課程就叫「獨處」。什麼樣的愛可以

讓流氓變教授？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讓生命不再一樣？上學期聽過小

謀老師故事的你不容錯過，沒聽過他的更要把握機會喔。 

12/7 無情荒地有晴天 

劉銘侮 

台灣十大聞名藝術家 

曾任教於師大 

台灣藝術家稱他「活的國寶」；阿根廷總統說他是「東方米開朗基羅」；

美國傳媒競相報導的「Mr. Formosa」。一位顛覆世界想像的藝術家，帶

來的故事絕對精采也超乎你的想像……。 

12/14 

重裝上陣 

〈特種部隊〉 

 

陳志偉 

龍遠工程公司副執行長 

校園福音團契引導員訓練講師 

在生命的場場挑戰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贏家，但勝利的關鍵是什

麼呢？聖經上說「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年

輕的你，讓上帝作為你得勝的力量吧！ 

12/21 聖  誕  節 

12/28 數算主恩 協同師生 
聖經詩篇 65-11：「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歲

末讓我們共同數算主恩，歡喜迎新年。 

1/4 

天上的國 

與 

地上的國 

陳國文 

前最高法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陳國文下個月提早退休，要擔任終身職的傳教士。逾

百位同事問陳國文，為什麼不等著當庭長？他笑說：『總不能在上帝

呼喚我的時候，我說還要趕判決。』」（2011.07.23 聯合報）傳奇法官

的精彩分享，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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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上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B 

 

日期 主 題 主領 備註 

9/13 穿越時空的情書 楊靜嫻 
你知道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就藏在情書裡嗎？成為協同人的第一

次心靈晨會，我們要一起穿越時空「寄」「讀」情書喔！ 

9/20 牧師的開麥拉 

林慶台 

教會牧師 

木雕工藝家 

素人演員 

飾演莫那魯道的林慶台說：「如果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 

那 我 就 帶 你 們 看 見 野 蠻 的 驕 傲 。 」 令 人 熱 血 沸 騰 吧 ！                         

當牧師的林慶台則說：「願主能繼續引領我，傳福音影響更多的

人。」令人欽佩感動吧！ 

9/27 
誰最快？ 

（千種風情話上帝） 
楊靜嫻 

透過千種風情的動物百態，有趣的翻閱聖經競賽，可以 

更多認識創造天地及你我，慈愛、誠實又公義的上帝。 

10/4 為主來夢想 
董維 

嘉大教授 

人因夢想而偉大，但你敢放膽築夢、積極逐夢，並充滿 

信心來圓夢嗎？讓機智幽默的董維教授，帶你進入他夢想成真的

歷程。 

10/11 段考前暫停 

10/18 有一天 俞繼光 

對於未來我們總有著許多藍圖；也常想：有一天，……。然而，

面對許多的不確定，你可曾憂慮、徬徨？讓協同 

的大家長俞繼光校長告訴你「有一天……」的故事。 

10/25 快手翻聖經 楊靜嫻 
上帝造萬物何等奇妙，讓我們透過多采多姿的圖像及有趣的翻閱

聖經競賽，看見在神裡面的豐富吧！ 

11/1 生命的操作手冊 洪維民 

汽車故障我們會送回車廠維修；難解的三角函數我知道 

數學老師會幫忙解答；那，人心出了問題又該找誰呢？ 

一起和維民主任翻閱生命的操作手冊，尋找解答吧！ 

11/8 愛，永不放棄 
汪蕙欣 

鍾素明 

人生中的缺憾，究竟該如何填補？多重障礙患者汪蕙欣的母親與

蕙欣本人，將與你分享如何倚靠上帝的愛及恩典來活出美好。 

11/15 第二里路 協同師生 

"願讓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 

協同投入緬甸扶貧助學事工多年，每年暑假多位師生會 

親臨當地，帶回滿滿的震撼與感動。 

11/22 段考前暫停 

11/29 段考暫停 

12/6 
蟲蟲聖經歷險記 

（約瑟的故事） 
楊靜嫻 有趣又精采的動畫，讓你在歡笑中經歷真理。 

12/13 協同人的聖誕節 協同老師 
在協同的第一個聖誕節，老師們粉墨豋場帶給你值得珍藏 

一生的美好記憶。 

12/20 聖歌及聖誕樹佈置比賽 

12/27 詩歌響叮噹 楊靜嫻 
心靈晨會所學的詩歌你都能朗朗哼唱嗎？ 

歲末年終的晨會，大家歡喜來歌唱！ 

1/3 數算主恩 楊靜嫻 
聖經詩篇六十五 11：「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 學年末讓我們共同數算主恩，再歡喜向前行。 

1/10 期末考前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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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下學期  生命教育講座 A 

                      
日期 主   題 講   員 備 註 

3/8 築夢踏實 
涂妙吟牧師 

國際差傳協會 

人因夢想而偉大，但一些人卻讓夢想成了空想；又或者夢

想成真後，卻發現夢想竟如泡影稍縱即逝。那到底什麼夢

想才具有永恆的價值？又該如何一步一腳印讓美夢成真

呢？新學期新希望，恩典餐涂牧師要來與我們分享築（逐）

夢踏實的小撇步。 

3/22 苦難的省思 
田春生醫師 

台南以琳之家創辦人 

「神未應許天色常藍」是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的話，但除了

在逆境中要學習忍耐，你可知道每樣苦難中都隱藏著一份

寶貴的功課？長期關懷及服事弱勢的田醫師要來與我們

分享如何在苦難中發現化妝的祝福。 

 3/25~3/29     復活節體驗教育週   3/28~3/29      飢餓三十（3/29 復活崇拜） 

4/12 翻轉的人生 宋思權醫師 

你是否曾想過「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卻不知該如何活出這樣的生命？身為三位協同人的父

親，宋思權醫師將前來與我們分享從上帝而來的奇異恩典

如何翻轉他的生命。 

4/19 不熄滅的亮光 

王壽南教授 

(前國立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吳涵碧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系列作者) 

在人生路途上，你我都在找尋能指引方向的亮光。曾經歷

近乎失明的苦難，王壽南教授在太太吳涵碧的支持陪伴及

醫師的醫治下恢復視力，更讓耶穌這永恆的光成為一生的

指引。 

4/26 青年人的夢想 
黃天人牧師 

天人岩屋創辦人 

你是否有著跳脫他人期待只單單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夢

想？黃天人牧師從不愛讀書的小頑童，到如今成為帶領許

多特殊境遇孩子走出陰霾的「鐵人牧師」。別錯過他的精

彩故事，願你的夢想也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 

5/10 考  前  暫  停 

5/17 醜小鴨變天鵝 
楊怡潔(袋鼠媽媽) 

天人岩屋工作室輔導長 

什麼樣的力量能使人戰勝恐懼迎向光明，讓不起眼的醜小

鴨成為擁有美麗生命的天鵝？本週，出身暴力家庭卻在上

帝的愛中獲得新生命的袋鼠媽媽要與我們分享她的美麗

72 變。 

5/24 

天上的國 

與 

地上的國 

陳國文弟兄 

前最高法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陳國文下個月提早退休，要擔任終身職的

傳教士。逾百位同事問陳國文，為什麼不等著當庭長？他

笑說：『總不能在上帝呼喚我的時候，我說還要趕判決。』」

（2011.07.23 聯合報）快來見證傳奇法官不容錯過的精彩

分享吧。 

5/31 狗花傳奇 

馮同強 

雲林縣林內鄉林內教會牧師 

「狗花 Cafe」負責人 

聯合報於 2012.09.19 登出一篇名為〈咖啡屋隱身教會 牧師

泡出口碑〉的報導，正是「狗花 Cafe」的不平凡故事。想

聽聽什麼是「才德婦人」美式咖啡、「新婦戰士」拿鐵、「福

杯滿溢」焦糖瑪奇朵、「摩西過紅海」摩卡、「漫步在雲端」

卡布奇諾？讓我們一起來經歷馮同強牧師的狗花傳奇。 

6/7 
美麗心靈 

 

張德健教授 

美國喬治城大學數學系教授 

國科會國家數理中心訪問學者 

John Nash 為 1994 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也是張德健教

授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班時的老師，生命故事曾被拍成

電影“A Beautiful Mind”。本週，張教授將以淺顯易懂的

數學觀念，探討 John Nash 為何得獎，以及擁有美麗心靈

的可能。 

6/14 數算主恩 協同師生 
聖經詩篇 65-11：「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

下脂油」 期末讓我們共同數算主恩。 

 

 



6 
 

                 101 下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B 

 

 

 
 

 

 
 

序 日期 主 題 講 員 備註 

1 3/7 讓愛傳動 楊靜嫻 
德雷莎修女說「心懷大愛做小事」，透過生命體驗活動讓自己經歷他

人的缺乏，更能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2 3/21 
聖經圖像 

（快手翻聖經競賽） 
楊靜嫻 

你看過一些老師車子後邊貼的魚標誌，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看到五色手帶上αρετή字樣，卻一頭霧水？上帝造萬物何等奇

妙，讓我們透過多采多姿的圖像看見在神裡面的豐富！ 

3 3/28 按照聖經孝順父母 蔡慧娟 

聖經教導我們：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19:19）；也

提醒我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歌羅西書 3:20）讓我們一起學習更多討上帝與父母的喜悅！ 

 
 3/25~3/29     復活節體驗教育週 

3/28~3/29      飢餓三十（3/29 復活崇拜） 

 4/11 我們來禱告 楊靜嫻 
什麼是禱告？怎麼禱告？我可以禱告些什麼？上帝又會怎樣『聽』

我的禱告？透過本週晨會你會發現禱告真的真的很簡單。 

 4/18 愛的度量 田春生 

創辦「以琳之家」的田春生醫師，讓鄉村的弱勢孩子不僅得到

學習機會，也讓缺乏的人有一個盡情歡笑的天地。讓我們透過

田醫師的分享，學習愛的度量。 

 4/25 Trees 
Foreign 

Teachers 

每個人都想成功，就像故事中的三棵樹都想找到自己的價值。透過

外籍老師們粉墨豋場的精彩戲劇，你也會看到自己的價值喔！ 

 5/16 
蟲蟲聖經歷險記 

（大衛與但以理的故事） 
楊靜嫻 

透過有趣又精采的動畫，讓你在歡笑中經歷真理。 

8 5/23 
Young 的鹹酸甜 

（飛颺夏令營影片） 
楊靜嫻 

你覺得生活只是一成不變的讀書和考試？你想要體驗不一樣的生

活？協同飛颺夏令營是你不可錯過的選擇，讓你青春不留白。 

 

9 5/30 年年有魚 楊靜嫻 
生命如何影響生命？怎樣的生命可以留下恆久而美好的印記？ 

答案就在小活石吳珮瑜學姊的感人見證中……。 

10 6/6 歡唱詩歌數主恩 楊靜嫻 

一整年的心靈晨會，我們學了許多好聽的詩歌，相信不論在開心或

者難過時都是大家的陪伴及安慰。 

本週心靈晨會，透過詩歌讓我們一起數算主恩！ 

11 6/13 穿越時空遇見 I 楊靜嫻 
你還記得剛進協同時寫給自己的那一封信嗎？這是開啟時空膠囊的

時刻，讓我們一起見證彼此的成長、感謝彼此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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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杜明翰 

說明：鼓勵學生勇敢嘗試突破生命經歷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劉銘侮 

說明：一位顛覆世界想像的藝術家，帶來超乎想像

的精采故事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鄭明堂 

說明：入圍金曲獎的音樂人分享創作靈感的泉源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田春生醫師 

說明：台南以琳之家創辦人田醫師分享在逆境中要

學習忍耐的功課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Dore 媽咪 

說明：分享 Dore 的生命禮物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楊怡潔 

說明：走出家暴陰影迎向光明見證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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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 
 
(1) 每學期安排近 30 場講座，開放全校師生參與。每場參與人數約有 100~500 人。 

(2) 講員的生命經驗及智慧，不僅激勵師生，對於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建立，及面對困境

的積極態度也大有助益。 

(3) 講員的篩檢須十分謹慎，儘可能了解充分相關資訊後，才進行邀約。以確保每一場

講座都能帶來最大助益。 

(4) 邀請他縣市生命教育講座講員時須協調交通接送及住宿接待。 

(5) 提醒講員適切掌握時間，不宜占用到第一堂課。 

(6) 學生進會堂要保持肅靜並盡速就座 

(7) 舉辦生命教育講座，其能助益於青少年價值觀的建立，自我認同、尊重他人態度之

培養。 

(8) 生命教育講座邀請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以戲劇、演講等模式分享人生經驗及生命，

帶給學生心中許多感觸，及深化思考，轉而應用於生活及生命態度的內化。 

(9) 講員分享對班級管理學生品格陶塑均有正面積極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