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E 時代的教育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的教育挑戰與創新
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08:30~
09:00

9:00~
9:20

活動內容
30

20’

線上報到
開幕及嘉賓致詞
主持人：陳延興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系主任）
本校校長致詞：王如哲 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貴 賓：魏麗敏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長）
李炳昭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
專題演講及討論（一）
主持人：梁忠銘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教務長）

9:20~
10:10

10:10~
10:25

50’

主題：A new vision for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後新冠病毒時代下道德教育的新展望)
講者：西野 真由美(NISHINO Mayumi)
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教育課程研究基礎部研究部 部門主管

15’

休息時間
（場次一）

10:25~
12:10

95’

主持人：李炳昭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
評論人 A：王淳瑩 助理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兼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評論人 B：顏佩如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 COVID-19 疫情下的香港遠距英語文教學：探討大學英語教師遠距教學之觀點
余懿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國民小學教師於英文課運用全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
李宜臻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黃寶園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3.國小英語教師選用英語教科書考量因素之個案研究
凃宜汝 (臺中市博屋瑪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4.我國大學總整課程實施之研究-兼論後疫情時代對總整課程之影響
劉卉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林政逸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場次二）
主持人：楊銀興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A：張淑芳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退休）
評論人 B：陳致澄 教 授 （國立臺南大學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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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活動內容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小教師進行班級課後輔導動機與教學策略之個案研究
黃偲涵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黃寶園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2.國小教師運用和諧溝通理論改善學生偏差行為之個案研究
蕭嘉賢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3. Teach for Taiwan 教師對偏遠社區環境之理解及其教學回應
卓麗月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4.國小教師參與數學奠基模組設計之個案研究
黃于庭 (彰化縣湖北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場次三）
主持人：游自達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A：連啟舜 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評論人 B：王金國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民小學教師參與和實踐教師增能方案之動機元素分析：ARCS 動機模式之初探
郭欣怡 (南投縣雙冬國小教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游自達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2.國民小學圖書教師推動閱讀活動之個案研究
王婉臻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楊銀興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3.國中音樂教師進行素養導向音樂教學之個案研究
温美玲 (臺中市立光明國中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楊銀興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4.中部一所偏鄉小學校訂課程發展之研究—以一年級「生命對話—蝌蚪的一生」為例
黃艷芬 (南投縣隆華國小教導主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場次四）
主持人：顏國樑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
評論人 A：陳榮政 教 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評論人 B：吳勁甫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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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活動內容
1.後疫情時代新加坡與台灣教學方式變革之比較
程子曦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國小雙語教學教師實施歷程與困境解決策略探究之個案研究
王寵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楊銀興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3.教師感恩特質與幫助行為之關聯：以知覺學校組織良善氣氛為中介變項
林佳靖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小教師)
丁學勤 教 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4.國小教師兼任教學組長恆毅力之個案研究
賴韻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賴志峰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12:10~
80’

午餐時間

13:30

13:30~
15:05

95’

（場次五）
主持人：林彩岫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A：林志成 教 授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評論人 B：李彥儀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小教師實施素養導向閩南語文教學活動提升低年級學生閩南語口語表達之個案研
究
林美蓉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2.大埔腔客語推廣之現況與困境分析-以一位國民小學客語薪傳師之觀點
劉泓育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3.透過自我調整學習模式提升學生品德層次
許碧蕙 (南投縣北梅國中教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4.國小師資生法律規則化傾向與道德發展之研究
鄭宇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陳盛賢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場次六）
主持人：王俊斌 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所長）
評論人 A：林啟超 副教授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評論人 B：黃寶園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大學導師輔導退學高風險學生之研究
蕭亦琮 (亞洲大學校務研究發展中心校務研究發展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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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合作學習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後設分析
馬嫚娸 (臺中市中區光復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黃寶園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3.疫情下之全面遠距教學實施模式及平台分析與探討-以實踐大學為例
李孟晃 教授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何璟汝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學生)
黃律純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學生)
4.國小教師實施品德教育融入國語文教學之個案研究
蘇玟瑄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場次七）
主持人：陳成宏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兼教育發展與研究中心主任）
評論人 A：陳文彥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評論人 B：謝金枝 助理教授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台中市國小行政人員社會情緒領導與集體效能之研究
蕭靜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陳盛賢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2.國小師資生法律意識之研究
詹茵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大學生)
陳盛賢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3.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之個案研究
余珮欣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教師兼學務主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4.臺中市一所國民小學校訂課程發展之個案研究—以低年級「國際五心」為例
陳律廷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13:30~
15:05

95’

青年論壇（場次八）
主持人、討論人 A：賴志峰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B：林佳慧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評論人 C：葉川榮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學校行政人員之社會情緒領導實踐
陳鍾仁 (南投縣水里鄉永興國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陳盛賢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2.臺中市學校行政人員社會情緒領導信念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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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張瓊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陳盛賢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3.國中學生課堂沉默現象之探究
蔡佩珊 (臺中市立立人國中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黃寶園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4.經典遊戲規則改寫設計應用在基礎布林邏輯學習之研究
黃顯淞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5.取代打罵教育--探討社會支持策略對於補救教學學習低成就個案之應用
林佳靖 (臺南市西區成功國小教師)
丁學勤 教 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青年論壇（場次九）
主持人、討論人 A：林仁傑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B：洪麗卿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評論人 C：阮孝齊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後疫情時代的悅趣化數位教材設計與研究
安靜怡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設計學傳播設計專業碩士)
蕭朋威 助理教授(澳門科技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數字媒體設計系)
2.後疫情時代下各國遠距教學應用於美術教育之比較
張妤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生)
3.偏鄉國小發展特色課程發展問題與解決策略之個案研究
何姿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顏佩如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4.一位國小教師運用提問進行閱讀理解教學之個案研究
游旻育 (臺中市大雅區汝鎏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黃寶園 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5.扭轉遙遠為咫尺：運用心智圖遠距教學提升國小三年級學生國語科閱讀理解表現之
行動研究
林怡君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6.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教師教學實施之個案研究
李云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15:05~
15:20

15’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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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16 日 (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專題演講及討論（二）
主持人：洪如玉 特聘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15:20~
50’
16:10

主題：The Covid-19 Educational Audit: UK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Pandemic
(新冠病毒衝擊下的教育審視：英國教育政策與疫情)
講者：Gary McCulloch (the Inaugural Brian Simon Professor,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

16:1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20’

16:30

主持人：陳延興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備註：
1. 95 分鐘 1.主持人開場 5 分。2.發表人 4 人：各 12 分。3.討論 2 人：各 12 分。
4.開放討論：18 分(主持人引導討論)。
2. 青年論壇，每場次 6 位發表者，備註：1.主持人開場 2 分。2.發表人：各 8 分。
3.討論人 3 人：各 10 分。4.開放討論：15 分(主持人引導討論)。
3. 報名成功者,將提供會議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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