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E 時代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素養導向教育的理念與轉化：國際趨勢與在地實踐議程
201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 08：10-16：50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求真樓 1F 音樂廳、演講廳及 K401 會議室
時間

活動

08：1008：30

報到

地點

內容

求真樓
報到與領取會議手冊
1F 大廳
主持人：王如哲（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08：3008：40

開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08：4009：30

專題
演講一

求真樓
音樂廳

09：3010：30

專題
演講二

求真樓
音樂廳

佳

賓：陳竑濬（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淡江大學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陳寶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祕書長，中國文化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主持人：郭伯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演講人：侯傑泰 (香港中文大學卓敏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

講

題：大型國際素養教育監測：目的、方向及對教學的啟示

主持人：楊思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講座教授)
演講人：金井香里（日本武藏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講 題：日本的素養本位課程改革

10：3010：50

10：5012：20
（90 分
鐘）
論文發
表一

茶敘

口頭發
表A主
題：
十二年
國教課
綱的理
念與落
實（含
行政、
課程、
教學與
評量）

主持人：陳竑濬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淡江大學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討論人：游自達（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求真樓
音樂廳

討論人：劉世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從夏威夷兒童哲學團體探究歷程探討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素養
培育
李佳穗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所碩士生)
洪如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2.STEAM 教育對國小高年級學童創造力之研究—以 Micro Bit 互動紙雕
燈為例
盧詩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副教授)
許家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碩士生)
3.科技融入教學之設計與成果-以聲音為例
謝甫佩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教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陳韻安 (高雄市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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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彥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4.設計思考教學之課室觀察研究
李佳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5012：20
（90 分
鐘）
論文發
表一

口頭發
表B主
題：
學校行
政與課
程領導

口頭發
表C主
題：
其他類

求真樓
演講廳

求真樓
K4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寶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祕書長，中國文化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討論人：陳慧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林海清 (中台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講座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民小學師資培育學校行政課程規畫之分析
張馨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2.生命教育特色學校之特色課程之個案研究
莊惠涓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3.都會型小學面對少子女化衝擊採取變革領導策略之個案研究
陳粲中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科員)
賴志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4.校長多元型模領導、組織文化、組織承諾與組織效能之徑路探析
黃文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沈碩彬 (靜宜大學招生專責辦公室助理教授)
主持人：梁福鎮（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待聘教授）
討論人：黃志雄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討論人：林啟超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及教育研究所長)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繪本介入教學對幼兒數概念之影響
蔣姿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張羽辰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2.運用 PBL 教學策略提升偏鄉原住民學生英語學習動機之行動研究—以
賽德克國小為例
莊慧恩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3.運用摘要策略教學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生摘要表現之行動研究
麥瑋珉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教師)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4. The social statu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France. From the
analysis of Bourdieu’s theory to th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hemselves.
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生)

12：20-

午餐/休息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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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明地（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
究所教授）
討論人：鍾啟暘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口頭發
表D主
題：
十二年
國教課
綱的理
念與落
實（含
行政、
課程、
教學與
評量）

13：3015：00
（90 分
鐘）
論文發
表二

求真樓
音樂廳

討論人：胡憶蓓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及教育研究所長)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運用「六層次閱讀認知能力」設計提問教學改善國二學生閱讀理解表
現之研究
張慧琳 (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國文科教師)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2.國小英語教師於四年級實施任務型教學之行動研究
黃鈺瑋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3.摘要策略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行動研究
郭姵妤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4.運用第三代拼圖法合作學習模式改善國小五年級學生學習參與及合作
學習態度之研究
黃御家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教師)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求真樓
演講廳

主持人：楊思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討論人：楊銀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謝智玲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民小學輔導教師自我認同與教師信念之個案研究
洪歆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生)
2.教師專業投入之實證研究：身心靈整合觀點
沈碩彬 (靜宜大學招生專責辦公室助理教授)
3.素養導向的表演藝術師資培育—教育劇場促進參與.
范聖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與成果—以「國際教育社群」為例
謝甫佩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教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顏春嫣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教師)
張淑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教師)
陳韻安 (高雄市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口頭發
表F主
題：
求真樓
實驗教
K401
育與教
會議室
育革新&
十二年

主持人：林彩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討論人：呂文惠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討論人：陳志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
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 實驗教育學校畢業生大學升學抉擇與就學適應之研究
詹鎔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國教課

2.跨國遠距華語文教學在口語教學的成效

口頭發
表E主
題：
師資培
育與教
師專業

3

綱的理
念與落
實（含

陳嘉怡 (開南大學應用華語學系助理教授)
潘彥瑾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助理教授)
3.學思達教學法與社會階級之行動研究—以高中國文課為例

行政、
課程、
教學與
評量

伍智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4. PaGamO 對高年級學生英語成就之影響─以新北市某國小高年級學生
為例
鄭舒馨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生)
沈俊毅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專任副教授)
茶敘 / 海報發表展示討論
主持人：顏佩如副教授、陳延興副教授、陳盛賢助理教授、賴志峰副教

15：0015：40

茶敘/
海報發
表

授、李彥儀助理教授、王金國教授、黃寶園副教授(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 多媒體主題短片輔助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童英語字彙學習之影響
莊家玲(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教師)
2. 臺中市國小學童世界觀之調查研究
劉育如(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教師)
3. 運用線圖表徵提升國小四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生之時間加減文字題解題
表現之行動研究
朱怡靜(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教師)
王金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4. 一所公辦公營實驗教育小學教師情緒勞務之個案研究
賓玉華(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教師)
5. 部落學校教師對文化融入數學繪本電子書之個案研究
求真樓
萬奕承(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衛生組長)
1F 大廳 6.綜合活動領域素養導向教學實踐─以「人際溝通與情緒」為例
林芳伃 (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教師)
7.組織文化對國民小學教師與行政人員衝突與解決策略之研究
龎旭志 (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事務組長)
8.影響臺中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行為意圖之調查研究
林怡蒨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導師)
9.國小實施數位學伴計畫之個案研究
王儷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10.本土教材重要性於素養導向教育之探討
蔡惠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哲史組碩士生)
林玉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1.偏鄉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與生涯發展之個案研究
陳美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生)
12.國小語文科低成就弱勢生的個別化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
張佾穎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教師)
13.國小教師以典範人物活動實施品德教育之個案研究
沈佳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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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銀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4.國小五年級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調查研究
鍾佳庭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導師)
15.年金改革與國民小學教師理財規劃之研究
張淑茹 (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幹事)
楊銀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6.運用說白節奏策略增進國小五年級學生六八拍節奏學習之行動研究
盧郁彣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教師)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7.高職生線上英文寫作成效之探討
施懿珊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18.國小教師進行補救教學實務經驗之探究
楊慧萍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國民小學導師)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9.萬花圖科學玩具之教學行動研究
楊麗親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教師)
許良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教授)
20.家長對於公立實驗學校的認識與選擇意願—以台中市大山國小為例
蘇綺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21.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特色課程之個案研究
林昌邦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國小教學組長)
賴志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專題論壇~素養導向教育之實務交流
15：4016：40

專題
演講三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賴清標（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名譽教授，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
經營研究所講座教授）
發表人：臺北市文山區博嘉實驗國民小學蔡美錦校長
發表人：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馮汝琪老師

16：4016：50

綜合座
談及閉
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任慶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備註：1.各場次論文發表共計 90 分鐘，其中，主持人開場 3 分鐘，發表人各 15 分鐘，討論人 20 分鐘（第
一位討論人負責第 1-2 篇討論，第二位討論人負責第 3-4 篇討論，每位討論人 10 分鐘）
，主持人引
導開放討論 7 分鐘。
2.各場次論文發表（依議程排定時間）及海報發表時間（15：00-15：40）
，發表人須親自出席發表，
才發給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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