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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高中生的洞識營 
這個寒假，讓大學教授們陪你一起走過十七歲 

花樣的年華，夢樣的日子，美麗的十七歲，一個人的一生只有一次！ 

可是，當全世界十七歲的人都在努力探索自我，嘗試發現世界的時候，我們的高中生，卻從早到晚

被關在教室裡，徹底被升學主義綁架，還在擔心明天要考什麼，以及，會不會因為腳上的鞋襪而不

能順利走進校門！ 

十七歲的現在，就應該要有批判思考的視野、以洞察謊言與真實的分野、跨越知識與死背的界線。 

2020年寒假，人本教育基金會將邀請多位大學教授、專家學者，陪你一起走過十七歲，走過高中生

活與學習的種種，並窺見大學殿堂裡、學識的的興味、思考的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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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一、洞識的學習 

批判思考不是公民科的專利，而是能夠更深刻理解各項學識的敲門磚。「批判」譯自英文「critical」，意思

不是批評和指責，而是反省和剖析，提倡批判思考並非要鼓吹品頭論足、吹毛求疵，而是要提昇人們反省和

剖析議題的能力。這無論是在學習、大考，或是生活，都是現代學生最需要具備的能力。「洞識的學習」包

含三個主要學科、五門課程，務求讓學習更深刻、思考更有洞見。 

▪ 學習必備的批判思考力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集體的悲歡離合─歷史意味著什麼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看穿謊言的方法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從語文學習談批判思考  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 科學是建立在反駁之上   張明強/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二、自我的覺察 

覺察是人類之所以突出於萬物，建立文明，所仰賴的重要能力。然而隨者文明社會制度累積發展，我們卻容

易將軌道視為既定，而忽略覺察所帶來的訊息。尤其對追求自我意識的高中生來說，覺察自身內在需求的存

在與衝突；覺察文明與自然間的融合與差距；覺察小我、大我辨證式的存在，皆無比重要。唯有通過自身覺

察能力的增長，才能為自己決定合適的角色位置，並發揮影響力。 

▪ 從眾不從眾，快樂作自己   吳麗芬/人本數學想想國總監 

▪ 陪你走過十七歲  教授們的座談會   張明強、林佳和、金仕起與談 

▪ 【小組討論】學習的視野：高中的學習生活 

▪ 【小組討論】保有自我覺察的校園生活  

 

三、未來的公民 

「反智主義」正以人們無法察覺，但卻撲天蓋地的方式蔓延在這世界，反智主義者認為知識對人生有害而無

益、或對知識份子的懷疑與鄙視。身為世界的一份子，怎麼看待這個心態，以及心態造成的各種現象？當我

們說十八歲可以公投，意味著，進入十八歲，就能決定議題政策，也就「出社會」了，高中生作為準公民，

在高中階段要為自己準備怎樣的「出社會力」？勢必包含，追究事理、理解普世價值、判別是非、邏輯思

考、承擔抉擇、以及民主思維。舉凡種種這些，必然得從自身處境出發，才能真切累積。那麼校園裡的種

種，當然就是最好的預習與演練了。 

▪ 新校園運動─學校不能只是一個抱怨的對象   林佳和/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 反智主義與川普現象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媒體識讀─假新聞與它的產地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 

▪ 【小組討論】成為未來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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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資訊與流程： 

代號 活動地點 日期 對象 講師陣容 報名電話 

09EV01 

康寧大學 

（台北內湖） 

1/30(四)~2/2(日) 

四天三夜 

全國高中職

同學 80 人 

•前台大數學系副教授 史英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金仕起 

•台師大英語學系教授 黃涵榆 

•中興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張明強 

•政大法律學系副教授 林佳和 

•政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紀錄片導演 李惠仁 

•人本數學想想國總監 吳麗芬 

•人本教育中心主任 陳雅萍 

02-23670151  

#173 

費用／7,200 元（含食宿、上課講義），12/16 前完成報名可享早鳥優惠價 6800 元 

線上報名網址／https://hef.org.tw/09ev01 

  1 月 30 日（四） 1 月 31 日（五） 2 月 1 日（六） 2 月 2 日（日） 

8:00-

9:00 

8:50 交通車 

台北火車站集合 
早餐 

9:00- 9:20 康寧大學報到  

 

集體的悲歡離合 

─歷史意味著什麼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副教授 

 

 

學習必備的批判思考力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

長 

 

 

學校不能只是 

一個抱怨的對象    

林佳和/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9:40- 

10:00 

開展見識的見識 

小組相見歡 

10:00- 

12:00 

看穿謊言的方法  

史英/ 

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1:00- 

3:00 

從語文學習談批判思考 

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學系教授 

科學是建立在反駁之上   

張明強/國立中興大學物理

學系教授 

從眾不從眾， 

快樂作自己    

吳麗芬/數學想想國總監 

結業讚美時間 

3:30- 

5:30 

媒體識讀 

─假新聞與它的產地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 

教授們的座談會   

與談：張明強教授、林佳

和教授、金仕起教授 

主持：陳雅萍/人本教育基

金會教育中心主任 

反智主義與川普現象   

葉浩/政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3:30 活動結束 

交通車約 17:00 抵達北車 

7:00- 

9:00 

【小組討論】 

學習的視野 

高中的學習生活  

【小組討論】 

保有自我覺察的校園生活  

【小組討論】 

成為未來的公民  

 

因應教授們的時間，流程可能略有調整，請以行前通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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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繳費方式 

1. 線上報名繳費：https://hef.org.tw/09ev01  或掃上頁 QRcode  

2. 傳真報名 

(1) 電話預約報名後，名額保留三天，請於三天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   

   預約電話：02-23670151 #173，傳真：02-23625015 

(2) 傳真報名之繳費方式： 

⚫ 現金：親至本會教育中心繳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27 號 9 樓 

⚫ 信用卡：請填妥並傳真報名表後之信用卡繳費單 

⚫ 劃撥：劃撥帳號【13385805】、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請務必在通訊欄位填寫上 

「見識營 09EV01」與「學員姓名」，劃撥後請來電告知。 

⚫ ATM 轉帳：轉帳銀行【聯邦銀行(代碼 803)】；虛擬帳號：10021 學員的身份證字號 數字 9 碼。例

如：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9，則輸入 10021 123456789 

轉帳後請來電告知。 

 

 

營隊注意事項─行前通知與電話聯繫 

◼ 完成報名手續後，將在梯隊出發前一週收到行前通知，內附詳細活動內容流程、集合／解散之時間地

點、攜帶物品等。 

◼ 帶隊的助教將於出發前一週以電話聯絡學員，增加彼此的了解。 

 

您的權益 

1. 持有人本之友卡之家庭，可享九折優待（每梯隊限優待一名）。 

2.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取消營隊或延期，學員可選擇另擇期參加同性質不同梯次之

營隊，或選擇原全額之九折退費。 

3. 營隊於進行當中，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為確保學員之安全，得由主辦單位決定提

前結束，並於計算全部成本後，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必要之費用後，剩餘費用全數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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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姓名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辦保險、務必填寫） 

出生年月日 （辦保險、務必填寫） 血  型  學校及年級  

地  址 □□□ 
家裡電話  

傳真  

學員 Email  學員手機  

爸爸姓名  服務單位  電 話  手 機  

媽媽姓名  服務單位  電 話  手 機  

緊急聯絡人                            (父母除外之第三人) 緊急聯絡電話  

請說說你對學習與目前生活的看法 （請學員填寫，簡述即可）： 

 

繳費金額：7,200 元      繳費方式：  □ 劃撥  □ ATM 轉帳  □ 信用卡（請填寫下列信用卡繳費單）  □ 現金 

 劃撥：劃撥帳號【13385805】、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請務必在通訊欄位填寫上「見識營 09EV01」與「學員姓名」) 

 ATM 轉帳：轉帳銀行【聯邦銀行(代碼 803)】；虛擬帳號：10021+報名學員身份證字號 9 碼數字，共計 14 碼數字。 

填妥信用卡繳費單或完成劃撥／ATM 轉帳後，請將報名表連同信用卡繳費單／劃撥收據影本／ATM 轉帳明細一起寄達或傳真至

報名處，並請來電確認（聯絡電話：02-2370151 #173；傳真電話：02-23625015）              

退費辦法：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1.繳完費後，至梯隊出發日期前兩星期通知取消，九五折退費。         2.梯隊出發日期前一星期通知取消，九折退費。  

3.梯隊出發日期前三到七天內通知取消，六折退費。                   4.出發前兩天通知取消，三折退費。      

5.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6.信用卡繳費，以信用卡退費(之後帳單上會有負數金額，可抵其他消費刷卡費用)。信用卡以外方式繳費者本會以匯款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後約

一個月內收到。 

7.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營隊停課，將扣除已支出及必要支出的費用，退還餘款。。 

   □我已詳細閱讀簡章，瞭解並同意退費辦法。家長簽名：__________ 

   □本人已完整閱覽、理解並同意如連結內容所示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https://hef.org.tw/pipn/ 
注意事項：一、本報名表請連同劃撥收據正本或影本/ 信用卡繳費單，傳真或郵寄至報名處           

二、請勾選你是從哪裡得到見識營的訊息：□網站：          站  □學校：校名           

□以前參加過人本營隊：          營  □親友或同學介紹:       _     

□收到電子或實體 DM    □其它              
 

若您要使用信用卡付費，請填寫信用卡相關資料   人本 2020 寒假─洞識營信用卡繳費單         梯隊代號 09EV01 

信用卡別 
□聯合信用卡  □VISA CARD □MASTER  CARD          

□JCB CARD   □AE CARD 
有效期限 

 西元  20     年     月止 

信用卡號 

                                                          背面末 3 碼 

       -       -       -       -          

授權碼 （消費者本欄免填） 

發卡銀行  

商店代號   01-016-1339-0 

消費金額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學員姓名：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陪你走過十七歲─給青少年的【洞識營】 報名表  梯隊代號：09EV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