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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體育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生死學

Life and Death Studies
 否

全英語授課

□是

課程類別

C 類一般課

課程領域

人文藝術

限修人數

50 人

特殊限制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否

學分數

2

上課起迄日
上課總週數

每週上課
時間及時數

106

學分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18 日

上課共 6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每週 一、三、五
10 ： 00 ～ 12 ： 00
每週上課時數共計 6 小時
(7/10、12、14、17、19、21、24、26、28、31、8/2、4、7、9、11、14、16、18)
共計 18 次，每次 2 節

上課地點

 國立體育大學

是否提供住宿

 否
1. 讓學生對於「生命」、「生活」、「死亡」的相關知識與議題有所認知。

課程目標

2. 協助學生由多元的面向思索省察生命的意義與目標。
3. 引導學生肯定、並提升對自我及他人生命的價值，並健全生命、生死教育與生命管理。

次別
1
教學內容
及進度

2
3
4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06/07/10(一)
10:00-12:00
106/07/12 (三)
10:00-12:00
106/07/14 (五)
10:00-12:00

課堂簡介與生命學、生死學基礎概述：
生命是什麼、中西生死哲學格言、人生的課題、學生死學的目的

106/07/17 (一)

生命故事相關影片欣賞與討論

宗教與哲學視野的生命緣起觀：
宗教的生命緣起觀、風俗禮儀與生育、信仰與崇拜
醫學的角度如何看待生命：
西醫之生命科學與優生、中醫優生學與養生、信息醫學與生命、環境衛生
與職業安全影響、優生與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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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透過迎接新生命的紀錄片，引導同學重新省思個人的家庭關係以及生命意
義

106/07/19 (三)
10:00-12:00
106/07/21 (五)
10:00-12:00

心理衛生、樂活人生：
心理需要與壓力、適應不良行為、異常行為及異常行為治療

7

106/07/24 (一)
10:00-12:00

生命健康與自我療癒工作坊(一)
透過活動探索個人的生命意義、人際互動與聯結，重新思索個人的生命價
值觀及人生態度

8

106/07/26 (三)
10:00-12:00

樂活相關影片欣賞與討論
面對未知的未來，我們是否失去生活的快樂與熱忱？透過影片，引導同學
重新思索生活的目的是什麼，找回初心的感動

9

106/07/28 (五)
10:00-12:00

生命健康與自我療癒工作坊(二)
邀請藝術治療老師帶領，透過活動探索真正的正向思考、正念的態度，了
解自己的心理運作，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命意義

10

106/07/31 (一)
10:00-12:00
106/08/02 (三)
10:00-12:00

死亡的概念：
死亡的概念、瀕死的意義、死亡的定義、死亡焦慮、理解死亡的各種角度

12

106/08/04 (五)
10:00-12:00

生死倫理與法律相關問題探討：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醫療與安樂死的區別、從倫理學觀點解讀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修正案、器官捐贈與移植

13

106/08/07 (一)
10:00-12:00

臨終關懷、悲傷處理與健康諮詢：
臨終與死亡、對死亡的恐懼、臨終關懷、與臨終瀕死病患的互動模式、悲
傷輔導的任務、台灣喪葬文化與悲傷治療

14

106/08/09 (三)
10:00-12:00
106/08/11 (五)
10:00-12:00

生死相關議題之社會趨勢探討：
少子化、高齡化衍生出的各項社會議題

106/08/14 (一)
10:00-12:00
106/08/16 (三)
10:00-12:00

台灣的生命禮俗介紹：
人生各階段的禮儀與意義、台灣喪葬禮俗的今昔面貌、東西方喪葬禮儀

106/08/18(五)
10:00-12:00

課程總結及同學創作成果分享
本課程各項議題複習，同學分享課程創作成果

5
6

11

15
16
17
18

生命的靈性需求：
樂活的概念、靈性的概念、生命的本質、信息的測量與檢測工具、正念的
課題

中西哲學生死觀、自殺防治：
生死態度、宗教生死觀介紹、自殺防治的概念與意義、自殺的原因、自殺
的初期警訊、自殺遺族的關懷與協助

生死相關影片欣賞與討論
透過影片，引導同學思索自己的年老的生活規劃藍圖，如何與家人及社會
互動，並讓自己持續保有生活熱忱

寵物死亡的悲傷關懷與動物生存權議題：
寵物死亡的悲傷關懷、飼主面對寵物死亡的悲傷問題、寵物殯葬、動物權
議題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教學助理規劃

申請 C 類一般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1

人

協助課程行政事項、學生課堂回饋紀錄以及相關聯繫工作
指定用書

教師自編教材
主要參考教材：
郭慧娟（2014）。生死學概論。台北：華都。
參考教材：

參考書籍

李秀娥(2006)。台灣的生命禮俗：漢人篇。台北：遠足文化。
吳秀碧等(2006)。生命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案。台北：心理。
吳庶深等(2002)。生死教育與輔導。台北：洪葉。
何福田等(2006)。生命教育。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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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平主編(2001)。全人理念與生命教育。台北：宇宙光。
林綺雲等(2011)。實用生死學（二版）。台中：華格納。
張嘉真等(2006)。作文教學與敘事治療。台北：五南。
黃有志等(2008)。生命慶典嘉年華：生命教育與傳統節日。高雄：復文。
辜琮瑜(2010)。生死學中學生死。台北：法鼓。
鈕則誠等(2005)。生死學（二版）。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劉若蘭等(2012)。心理衛生概要。台北：華都。
劉桂光等(2009)。繁華落盡，美到最後－生命的真相。台北：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Henri Dore 著，高洪興譯(2009)。中國民間崇拜（婚喪習俗篇、歲時習俗篇、命相占卜篇）。上海：上海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John P. Miller 著，張淑美等譯(2007)。生命教育－推動學校的靈性課程。台北：學富。

作業設計

授課教師提供自編作業本，內容包含：
1. 課堂筆記及反思
2. 工作坊參與心得與回饋
3. 生死藝術創作
4. 生命、生活與生死相關影片心得反思
1. 課堂表現（課堂點名、課堂筆記及反思，占 30%）
2. 工作坊參與心得與回饋（兩次，占 20%）
3. 生命、生活與生死相關影片心得反思（三次，占 30%）
4. 生死藝術創作，透過藝術的概念呈現，描述同學的生死觀念（兩次，占 20%）

成績評定方式
由於生命的樣貌非常多元，且著重同學自行內化之後，將全新的人生觀實踐於未來的生命旅程，故本課
程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同學對相關議題反思。作業要求看似大量，但大多可於課堂中透過教師引導
直接完成。教師亦會視班級氣氛與實際狀況衡酌調整評定方式，請修課同學放心享受學習歷程。

特殊創意規劃

舉辦 2 次「生命健康與自我療癒工作坊」，透過經驗學習，幫助同學回顧過往的生命經驗，重新建構全新
的生命態度及人生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