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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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涯有更多的探索方向。 

        

三、實施日期主題(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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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上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A 

週 序 日期 主 題        講 員 領 詩 備 註 

3 1 9/17 譜出恩典樂章 

葛兆昕 

〈祢愛永不變〉、〈若是有祢佇我 

生命中〉等多首膾炙人口詩歌作者 

溪水旁 

團契 

他的音樂成為許多人的祝福；他的牧養讓許多年輕人

生命改變。葛兆昕牧師與你分享他的音樂生命故事，

也在期初為我們帶來一整年的祝福。 

4 2 9/24 喜樂的秘訣 

俞繼光 

協同中學校長 

協同中學數學老師 

溪水旁 

團契 

在憂鬱症成為文明病的當下，無人能倖免於世界的轟

炸，要時時保有一顆喜樂的心是多麼難啊！相邀來聽

聽俞校長傳授的喜樂秘訣吧！ 

5 3 10/1 遇見。愛 

陳家霖 

曾任大成報影劇中心主任 

現任職於 GOOD  TV 雜誌 

溪水旁 

團契 

2010出版的《遇見。愛》記錄黑人、吳建豪、梁文音、

楊祐寧等七位藝人的生命故事。主編陳家霖特前來分

享這些故事動人的紀錄過程。 

6 4 10/8 「獅」口餘生 

陳中和 

「跳獅籠」社會事件主角 

現為藥商 

溪水旁 

團契 

2004年 11月 3 日一則新聞受到全國矚目：「46歲男

子跳進獅籠平安獲救，送到醫院情緒依舊激昂，醫

師發現他罹患好幾種精神疾病……」（摘自民視），

主角陳中和卻因此在信仰中遇見生命轉機，精神病

得著痊癒，驚奇見證，不容錯過。 
 

7  
10/1

5 
段考前暫停 

8  
10/2

2 
運動會預賽暫停 

9 5 
10/2

9 
第二哩路 

             協同師生 
溪水旁 

團契 

"願讓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  

協同中學投入緬甸聖光中學的扶貧助學事工多年，每

年暑假多位師生親臨當地，帶回滿滿的震撼與感動。 

10 6 11/5 曖昧偵查隊 

朱惠慈 

校園團契資深輔導 

前協同教師 

溪水旁 

團契 

男女之間有沒有純友誼？朋友的喜歡和男女間的喜愛

如何分辨？曖昧的滋味是苦是甜？朱惠慈老師為年輕

的你找出友誼與感情的界線。 

11 7 11/12 
鐵人的生命 

競賽 

何亞倫 

美籍宣教士 

抗癌鬥士 

溪水旁 

團契 

 

他罹患淋巴皮膚癌第三期。數度進出醫院,接受四次手

術和三個月的化學治療。但他勤練游泳、自行車和跑

步，不僅贏回了健康，還在鐵人三項奪下金牌。他說

要把生病的痛苦,當作一場生命蛻變,經歷後要更美麗。  

12 8 11/19 

河馬教授 

談剛強 

 

張文亮 

      着有《牽一隻蝸牛去散步》、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系列》 

   等暢銷書；曾當選台大優良導師 

溪水旁 

團契 

 

生活在世界高速轉動、人事不斷變幻的 21世紀，如何

跟上腳步卻不一味地跟著潮流走，已是我們的課題。

台大教授張文亮以他「河馬教授」的幽默，告訴我們

面對 21世紀當剛強壯膽。 

13  11/26 段考前暫停 

14  12/3 段考前暫停 

15 9 
12/1

0 
天堂密碼 SOS 

鄭美鳳 

協同中學數學老師 
溪水旁 

團契 

2010年暑假，帶領協同遊學團出國的鄭美鳳老師，身

處異國卻掙扎於生死一瞬間，讓你驚愕的死裡逃生傳

奇，只在本週協同崇拜！ 

16 10 
12/1

7 

不 bye(敗)的 

祝福 

闕戴淑媺 

          弱勢家庭關懷 

    水上地區免費陪讀班負責人 

溪水旁 

團契 

9 年前一場橫禍，歹徒闖家奪走闕牧師的生命，兩個

寶貝女兒也重殘。闕師母痛哭七天七夜後決定用愛化

解恨。闕師母要同你分享她倚靠神扭轉悲劇的故事。 

17  
12/2

4 
聖誕節 

18 11 
12/3

1 

Love is Here 

愛在這裡 
外籍老師 

溪水旁 

團契 

遠渡重洋來台的外籍老師，透過精彩戲劇，為你演繹

出人人都需要的生命元素—愛。 

19 
12 1/7 

新與舊 魯愛蓮 

    榮光堂傳道、協同學生家長 

溪水旁 

團契 

新年的初始，讓我們在神的話語中找到活潑的力量，

積蓄一整年的能量，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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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上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B 

日期 主 題   講 員 領 詩 備註 

9/16 穿越時空的情書   楊靜嫻 楊靜嫻 

你知道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尌藏在情書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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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誰最快？ 

（千種風情話上帝） 
  楊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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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有一天   俞繼光 楊靜嫻 

對於未來我們總有著許多想像，也常以「有一

天」來作為話語的開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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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為主來夢想 董維 楊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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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年年有魚 

（吳珮瑜） 
楊靜嫻 楊靜嫻 

怎樣的生命可以留下恆久而美好的印記？答案 

尌在小活石吳珮瑜學姊的感人見證中。 

10/28 God  is  Love 外籍老師 外籍老師 

他們的身影在協同校園的各個角落穿梭， 

想知道他們為何願意千里迢迢來到台灣？ 

聽聽他們怎麼說。 

11/4 愛，永不放棄 
汪媽媽 

鍾素明 
汪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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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生命的操作手冊 洪維民 楊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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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第二哩路 
  蔡慧娟 

 協同師生 

蔡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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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蟲蟲聖經歷險記   楊靜嫻 楊靜嫻 有趣又精采的動畫，讓你在歡笑中經歷真理。 

12/16 協同人的聖誕節  協同老師 楊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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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God  sent  His  Son 外籍老師 外籍老師 
外籍老師又來囉！豐富的內容，精采程度讓你

捨不得眨眼，絕對令你畢生難忘。YA！ 

1/6    詩歌響叮噹  楊靜嫻 楊靜嫻 
心靈晨會所學的詩歌你都能朗朗哼唱嗎？ 

本學期最後一次晨會，大家歡喜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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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下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A 

序 日期 主 題 講 員 領 詩 備 註 

1 3/4 愛的度量 
田春生醫師 
台南以琳之家 

創辦人 
溪水旁團契 

因為一個感動，田春生醫師創辦以琳之家，讓鄉
村的弱勢孩子不僅得到學習機會，也有一個可以
盡情歡笑的天地。新學期的第一週，讓我們透過
田醫師的分享，學習愛的度量。 

2 3/11 活出生命的驚嘆號 

東方比利 
新加坡知名藝人 
作家、畫家 
抗癌鬥士 

東方比利 

過往的放蕩不羈在信主後大大改變。他說：
這一路走來，點滴在心頭；並非不辛苦，只
是面對疾病，我不能怯懦。我要把我所得到
的愛與幫助，再次的傳遞出去，造福更多人。  

3 3/25 
i phone 
i pad 

i least 是啥米碗糕? 
俞繼光校長 溪水旁團契 

在這愛的大家庭怎能不聽聽大家長愛的叮嚀
呢？不是嚴肅的訓話，也不是艱深的數學難
題，聽校長愛的大聲公讓我們得到一整學期
的激勵吧！ 

4 4/1 
愛在地平線的 
另一端 

外籍教師 外籍教師 

寒假時外籍老師們前進澳洲短宣，要與你分
享他們所遇見的滿滿感動。讓你心目中的澳
洲，不再只有袋鼠和無尾熊，更有深刻的愛
的印記。 

5 4/8 人因夢想而偉大 
劉慧玉傳道 
協同校友 

溪水旁團契 

自小我們懷抱夢想，有些夢想成真、有些已
幻滅、有些甚至不復記憶。但奇妙的是當夢
想有了上帝的印記，尌有了永恆的價值，也
更能成尌自己因夢想而偉大。 

6 4/15 我在協同的日子 
詹玉綺傳道 
協同校友 

溪水旁團契 

現為全職傳道的詹玉綺畢業於協同，母親為
總務處蘇照汝小姐。在協同的日子她得到了
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使這一路走來恩典滿
滿，如今，她要回來將這份改變她的愛與你
分享。 

7 4/22 復活崇拜 

8 4/29 核爆人生 

張南驥教授 
馬偕醫學院教授 
幹細胞權威 
創辦信望愛 
臍帶血基金會 

溪水旁團契 

張南驥教授在〈核爆人生〉中曾寫道：核代
表了一個人，上帝給每個人２３對染色體，
雖然所有的生物都有ＤＮＡ，但因其中的密
碼不一樣，樣子尌完全不一樣，這奧妙是多
麼地深！張教授擅長將專業知識融入信仰當
中作分享與闡述，精彩分享豈容錯過？ 

9 5/13 公主遇見愛 
廖梨妃 

梨子咖啡館 
連鎖店老闆 

溪水旁團契 

當公主遇見愛，會有什麼樣的火花產生？廖
梨妃是前內政部長廖了以的掌上明珠，也是
知名連鎖咖啡館的老闆，此行來到協同，要
與我們分享自從遇見主愛後，所得到的滿滿
祝福和一路上的恩典軌跡。 

1
0 

5/20 God is Love 外籍教師 外籍教師 

愛是從神而來。但這看不見又摸不著的愛，
我們該如何確知它的存在？遠渡重洋來到台
灣的外籍老師，將透過精彩戲劇，傳遞這又
真又活、從天而來的愛。 

1
1 

5/27 行在恩典中 

儲寧瑋醫師 
齊慕博基金會 

會長 
聖馬爾定醫師 

溪水旁團契 

想到工作尌盡是煩心和疲憊？工作中能否享
受喜樂滿溢的可能？儘管做的是忙碌的醫療
工作，儲醫師仍在當中經歷數不盡的 
恩典，因此要來與你分享行在恩典中的美好。 

1
2 

6/3 談情說愛 林洽松牧師 溪水旁團契 

關於愛，這世上流傳著多種耐人尋味的詮
釋。但在這千百種愛戀中，你在找尋的愛是
何面貌？在上帝的眼中，真愛又該是何種樣
貌？本週，林洽松牧師要來與我們「談情說
愛」！ 

1
3 

6/10 數算主恩 協同師生 溪水旁團契 
經上記著：「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 
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六十五 11)學年 
末讓我們共同數算主恩，再歡喜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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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下學期生命教育講座 B 

日期 主 題 講 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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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當我們餓在一起 楊靜嫻 

德雷莎修女說「心懷大愛做小事」，透過飢餓體驗讓自己看見他人

的缺乏與需要——協同新鮮人，你準備好了嗎？ 

 

3/24 聖經圖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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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3/31 愛在地平線的另一端 
Foreign 

Teachers 

你心目中的澳洲，是袋鼠？無尾熊？還是淹大水？協同的外
籍老師們在寒假期間帶著愛的使命造訪澳洲，特別在晨會中與大

家分享他們的感動。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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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 

 

4/14 蟲蟲聖經歷險記 楊靜嫻 
透過有趣又精采的動畫，讓你在歡笑中經歷真理。 

 

4/21 3  Trees 
Foreign 

Teachers 

每個人都想成功，尌像故事中的三棵樹都想分別找到自己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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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22   復活節體驗教育週 

4/21~4/22       飢餓三十 

4/28 
年年有魚 

 
楊靜嫻 

怎樣的生命可以留下恆久而美好的印記？答案尌在小活石吳珮瑜

學姊的感人見證中。 

5/12 
Young 的鹹酸甜 

（放夏令營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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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God  is  love 

 

Foreign 

Teachers 

常見外籍老師的身影穿梭在協同校園的各個角落，想知道他們為

何願意千里迢迢來到台灣？想認識那呼召他們的偉大的愛？本週

外籍老師要帶給你不一樣的感動，期待你也能認識上帝的美好。 

5/26 聖經圖像（二） 楊靜嫻 
透過豐富的聖經圖像，讓你更認識上帝的奇妙！ 

 

6/2 詩歌響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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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週心靈晨會，詩歌一次

讓我們唱個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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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時空膠囊的時候

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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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亮 

說明：河馬教授談剛強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何亞倫 

說明：抗癌鬥士勇奪生命鐵人三項金牌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張南驥教授 

說明：核爆人生之幹細胞的奧秘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廖梨妃 

說明：咖啡館的老闆感性分享公主遇見愛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歌手汪蕙欣 

說明：多重障礙的天使「用愛彌補生命中的缺口」 

標題：生命教育講座－東方比利 

說明：活出生命的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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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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的篩檢頇十分謹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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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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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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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