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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本所根據本校設置目的與方針、教育目標以及所隸屬之社會科學

學院教育目標，並結合校務發展計畫，20年來秉持培育「本土關懷、

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為目標，為

提升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等教育工作者之專業素

養，與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全人教師

而努力。 

本所教師教學方面，專兼任教師皆具教育領域專長，碩士班設置

「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及「樂齡與生命教育」學群；在職專

班包含「教育專業發展」與「行政與領導」學群。教師之教學與課程

設計以多元發展為前提，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透過回饋機制、學

習環境及優質教師團隊，落實對學生學習的輔導，使學生能依其興趣

及專長修課，而歷年同學對本所教師之教學回饋皆給予極高的肯定。 

強化學生學習輔導方面乃為本所一大亮點。自成立以來，本所致

力於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除設有專屬圖書室、師生交誼室及研究

生研討教室外，教師們更積極採用多元創新之教學方法，全面使用數

位教學平台，建構課程臉書，延伸學生學習與師生對話之空間與品

質。在教師們與學生間互動頻繁下，本所學生學習態度積極，在論文

撰寫與發表也有良好的表現。本所碩士班成立迄今計有畢業生超過

200位，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逾150餘位。在學術方面有畢業生進入國

內外大學攻讀博士班繼續研究深造；就職方面，畢業生多半擔任學校

教職、學校行政、政府部門等教育相關工作，具備豐富知能，足以因

應教學、行政及專案研究等各種專業挑戰，且有多位校友榮任校長、

主任、組長等行政職務，備受雇主之肯定，而其中修習師培課程之研

究生，絕大部份也都順利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本所在歷任所長全體同仁及學生努力下，受研究生與學校的肯

定，20年來辦學績效良好，培育出許多優秀的教育工作人才，為台灣

教育環境提供正向的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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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色 

本所之發展特色有三：一為全人關懷的素養與理念之培育；二為

教育學術研究能力與熱誠之培育；三為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之培

育，分述如下： 

1. 全人關懷的素養與理念之培育 

以全人關懷為核心，強化研究生對關懷生命的胸懷、人文素養的

充實，以及科技素養的涵育，無論將來從事的職場為學術研究、學校

或文教機構的教師或行政管理人才，都具有關懷生命的全人教育特

質。 

2. 教育學術研究能力與熱忱之培育 

強化學生對本土教育現場議題的思辨與結合理論的研究能力。設

計教育專題研究課程結合研究生的論文研究與寫作，讓教師與研究生

可以就雙方所長之學術理論專長，與教育現場實務經驗相結合，進而

培育從學術理論找尋解決教育現場議題的能力，並從教育經驗建構學

術理論的實踐人才。 

3. 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之培育 

除鼓勵以本土教育議題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素材外，持續強化推動

本所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包括開授跨國移地研究課程，邀請國外學

者至本所授課、演講、交換研究與教學，鼓勵研究生進行國際性的交

換與服務學習活動，並從活動的反思中思考推動本土多元文化教育的

可能契機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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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所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下列特質之教育人才，分述如下： 

1. 本土關懷：掌握國內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以為教育變革提供

助力； 

2. 國際視野：瞭解國際重要教育理論與趨勢，提升學術專業知識實

務工作知能； 

3. 學術研究：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以改善教育工作實務、發展後續

學術生涯； 

4. 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能力，從理論與實務

對話中不斷精進、追求卓越。 

本所學生之核心能力有五：（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2）關懷當

代教育議題；（3）具備批判思考能力；（4）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5）具備學術研究能力與素養。 

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培育以學術能力的養成為核

心，而學術研究目標的達成，必須同時對本土的現象與經驗有所體

認，以及了解全球化時代的跨域互動，才能有效地分享與建構教育知

識體系；而反思習慣的養成是建構學術研究的必要條件；作為一個教

育學術機構，師生對當代教育議題的關懷，與運用教育理論對教育現

象的批判反思與實踐乃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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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親愛的東海教研所所友們大家好： 

東海教育研究所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除了建築美學代表的路思

義教堂，優美的校園環境及促發思考的人文涵養都涵蓋其中，相信您

也一定會被東海獨特的氛圍所吸引！這裡同時也是教師或有志者再

進修、充電、成長的好地方，竭誠歡迎您能夠到東海教研所親自體驗，

與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人，也一同造就成人之美的推手。 

好的學習機會需要分享，才能一起創造更優質的社會教育環境。

誠摯地邀請您報考、推薦東海教研所，與我們一起共學與共創更美好

的教育園地。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江淑真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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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及設備  

行政組織 

本所設置委員會如下，每學期、每個月定期召開會議，出席成員

包括本所全體專任教師、本所行政人員、在校生代表。 

 

行政人力方面和師資培育中心分工合作，除所長為本所專任教師

兼任外，本所共有三位行政人員協助處理所內教學事務、學生事務、

總務及人事等相關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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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本所專任老師皆擁有博士學位，且均具有中小學教學經驗或與中

小學教學相關之研究經驗。兼任教師依據課程專長的需要而聘任之，

亦具有博士學位，並在教育界擁有豐富的教學研究經驗。 

本所專（兼）任教師人數比例適當、教學時數負擔合理；且學經

歷、專長及任教科目相符；教師的素質、研究專長皆與本所之教育專

業課程相關；在教學、研究計畫、論文發表、專業服務和參與教學專

業成長活動等之專業表現良好。此外，專任教師由不同世代的教師所

組成，有資深教授豐富經驗的傳承，也有年輕教師的衝勁與投入，其

教學及行政經驗得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足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有助本所的發展。 

   

江淑真副教授兼主任

CHIANG, SHU-CHEN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人力資源與教育博士 

教育行政、教育哲

學、政策分析、方案

評鑑、師資培育 

陳世佳 副教授 

CHEN, SHR-JA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育

行政研究所博士 

教育行政、師資培

育、教師專業發展、

生命教育、質性研究 

林啟超  副教授 

LIN, CHI-CHAU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教

育心理學博士 

教育心理學、心理測

驗與評量、成就動機

與學習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102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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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美 副教授 

CHEN, SHWU-MEEI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教學所統整教學博士 

電子檔案評量、科技

與教學運用、多元文

化教育、師資培育 

鄧佳恩 助理教授

TENG, CHIA-EN 

美國華盛頓大學課程

與教學所博士 

教育科技、數位學

習、科技輔助語言學

習 

陳鶴元 助理教授

CHEN, HO-YUAN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學

習效能所博士 

教學科技與媒體、教

育統計、生命教育 

   

陳黛芬 助理教授

CHEN, TAI-FEN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

繼續教育研究所博士 

高齡教育、師資培

育、輔導與班級經

營、代間教育 

巫博瀚助理教授 

WU, PO-HAN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 

教育心理學、青少年

發展與輔導、研究方

法、計量方法、大數

據分析 

呂依蓉助理教授 

LU, I-JUNG GRACE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

育博士 

虛擬學習社群網絡經

營、課程發展與設

計、社群網絡理論與

研究、融合教育、高

等教育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98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100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101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103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99
http://educator.thu.edu.tw/web/teacher/detail.php?cid=15&id=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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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設備更新 

 

 

A 研討室 PBL 教學設備更新： 

75"智慧電視牆、音響改善工程、投影布幕整合工程、磁吸白膜玻璃牆面更

新、線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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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教學 

課程、學分學程 

一、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概述(109 學年度) 

1. 碩士班課程課程架構 

核心課程包括教育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課程、與教育專題討論及

研究三大類，本所學生至少需修習教育基礎課程 3 學分、研究方法課

程 6 學分、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課程 4 學分等共 13 學分，以奠定日

後獨立研究與撰寫論文的基礎。此外，本所規劃三大學群選修課程，

分別為「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以及「樂齡與生命教育」

等學群，學生須選修 17 學分，用以加深專業領域的研究，也拓展研

究生相關領域的視野。在修畢核心課程 11 學分、學群課程 9 學分後，

學生可提出學位論文計畫，預備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學生修畢 36

學分（含學位論文 6 學分），始得畢業。 

碩士班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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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課程包括「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教育

研究法」、「教育專題研究」等三門課（9 學分）。考量在職學生工

作性質，學群選修課程分為「教育專業發展」、與「行政與領導」兩

個學群，以符應學生選課需求。學生修畢 36 學分課程（含碩士學位

論文 6 學分），始得畢業。 

碩專班課程規劃 

 
 

二、學分學程 

1.生命教育學分學程 

本學程以「尊重生命、愛護生命」，並以「實踐生命關懷」為本

學程的教學目標：本學程之理念為延續與發揚本校，「培養崇尚人生

價值尊嚴之專業人才」之教育方針，並以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及愛惜生

命的態度，願意探索生命的意義，展現生命的活力，增強社會適應能

力，使學生對自己有信心，並且更願意對別人付出關懷」為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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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為：1.瞭解生命教育的意義、目的與內涵、2.瞭解生命

過程與生命的意義、3.認識與理解提昇生命品質的方法與極限、4.內

化尊重自我與他人生命的多元價值觀、5.獲得實踐關懷生命的知識與

能力。 

2.樂齡規劃師學分學程 

為迎接台灣高齡社會的來臨，配合本校推動發展高齡關懷教育特

色的高等學園，提供學生有系統的探索、學習高齡議題的機會，以增

進年輕世代瞭解、接納與尊重高齡長者，並進一步儲備規劃與執行高

齡長者的教育、活動技能，強化畢業後進入高齡產業職場能力。 

 本學分學程之程課規劃，以教育研究所生命與樂齡教育學群

之核心課群作為核心，並整合社工、社會、企管、國貿、建築以及運

動休閒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班等系所課程，成為一跨領域之樂齡規劃

師學士班學分學程，期融合各系所樂齡相關專業課程，提供學生一個

多面向的學習機會，以利培育高齡教育、服務機構之教育活動專業人

才。 

本校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可申請本所開設之學分學程，修畢本學程

規定學分及本系畢業學分後，由學校發給本學程結業證書乙紙。學分

學程申請及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109 學年 年度報告 
 

12 
 

 

教學活動 

本所教學活動之規劃主要依據核心能力辦理教學活動，包括： 

1.專題演講： 

邀請專家學者或各領域卓越人士、國外學者至本所進行專題演

講，讓本所學生能依據課程地圖核心能力，吸取學術或實務最新的國

內外資訊，同時提供學生與國際接軌的機會，也深化研究生對於理論

與實務結合的認識與理解，107-109 學年度辦理場次如下： 

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107 107/09/28 
黃富順教授主講 

高齡者心理特性與學習 

107 107/11/01 
暨大賴宏基副教授 

學習科技在教育訓練的運用與發展 

107 108/10/05 

Lynn Fendle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為師之道大哉問：與真人 Phyllis 對談 

108 108/9/17 
鄭清海主任- EIET 生態遊戲解說營執行長 

海洋教育議題與實作 

108 108/11/19 
范情講師，台中市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講題：性平教育議題    

108 108/12/13 
饒媛莉老師 

高齡教育的實務：曉明樂齡學習中心的教與學 
 

108 108/12/20 
趙愛茵主任演講 （沐風關懷據點主任） 

長照站模式的高齡學習 

108 108/12/27 
補立達社會企業 林峻良顧問 

高齡長照個案、輔具媒合與高齡學習反思    

108 109/03/11 
張世忠教授 

TPACK 教學理論 

108 109/03/25 
吳聲毅教授 

電腦輔助協作學習 

108 109/04/15 
臺中市教育局楊振昇局長 

教育議題與政策 

108 109/04/29 劉益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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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研究 

108 109/04/25 
魏淑卿老師 

我的原住民教育之旅 

108 109/04/27 
苗栗縣成功國小黃俊杰校長 

講題：苗栗縣國小代間課程實例分享 

108 109/05/02 
林宗仁校長 

我的偏鄉教育之旅 

108 109/05/13 
孫之元教授 

腦波與眼動之即時回饋提升學習動機 

108 109/05/20 

東海大學外文系郭士行老師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淺談性別刻板印象：從西王文

學作品入手  

108 109/06/18 
University of Kansas 博士候選人 Grace Leu ，講

題：Classroom Discourse  

109 109/12/16 張瑀曦老師，主講「我在華德福的學思歷程」 

109 109/12/18 

嘉義大學師培處徐綺穗教授 

評鑑知能研習暨教師沙龍講座：師資培育的經驗與

交流 

109 109/12/30 
道禾實驗學校張如君老師 

講題: 我在道禾的教學與研究  

109 110/04/21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顏炘怡老師 

講題: 【實作工作坊】設計思考創新工作坊—發展

高齡趨勢的創新解決方案 

109 110/5/19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邱佳慧老師、王明旭老

師 

講題: 【實作工作坊】設計思考心思維：做一個教

學設計師 

109 110/5/26 

洪萱芳老師， 

講題: 【主題講座】地方本位教育與跨科素養導向

課程之整合與現場應用 

109 110/6/2 
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佳琪老師 

講題: 【主題講座】問題導向學習理論與實務 

2.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 

本所每年辦理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該項學術研討會在本所負責

教師帶領下，所有研究生均分工投入籌備工作，此外亦積極鼓勵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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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報名參與發表研究成果。107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辦理情形如

下： 

學年度 辦理日期 主題 

107 108/5/26 
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有效學習與適性輔導 

108 109/5/25 
線上研討會-「AI 在教、學的運用經驗與未

來發展趨勢」 

109 110/5/22 
線上研討會-「素養導向教學的下一個里程

碑」 

3.移地研究課程 

本所 102 學年度起每年開設「移地研究」課程，利用暑假到其他

國家教育機構參訪，進行跨文化學習活動及教學與學術交流，從實地

的觀察與接觸中瞭解跨文化教育機構的教學與組織運作方式，增加不

同的實務經驗及多元視野，同時也反思在地教育產業及文化的發展。

107-109 學年度移地研究課程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主題 辦理日期 參與學生人數 

107 
2018 多元文化教育隴

上行移地研究 
2018/07/09～07/20 21 

108 
2019 多元文化教育隴

上行移地研究 
2018/07/08～07/17 23 

109 
2020 島內實驗教育的

現況移地研究 
2020/08/03～08/10 14 

4.業界現場實務參訪 

教師與外界機構、協會或學校聯繫安排至實務現場參觀，與其中

相關人物進行對話，進一步瞭解實務端的現況、面臨問題或未來發

展，修習課程的研究生藉此方面的實際體驗，對相關問題的覺察與思

考有較深刻的理解。107-109 學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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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授（實習） 

課程名稱 
年度 參訪單位 

教學科技理論研究 107

上 

忠明高中 

科技融入教學參訪 

生死教育研究 107

下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安寧病房 

高齡服務機構研究 

高齡教學設計研究 
108

下 

好好聚落文創園區參訪 

體驗社區關懷據點之機構經營與高齡課程安

排  

綜合 
109

上 

台中市道禾實驗學校參訪，由雷千慧校長

接待並主講「以人為本的道禾教育」 

（109/11/18） 

 

  

 

http://fsis.thu.edu.tw/wwwstud/frontend/CourseList.php
http://fsis.thu.edu.tw/wwwstud/frontend/Course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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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獲獎及研究成果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升等與教學表現 

本所 109學年度計有江淑真老師通過副教授升等、林啟超老師通

過教師評鑑，及陳黛芬老師榮獲教學優良獎。如下： 

教育所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升等 

類別 教師評鑑 教師升等 

姓名 林啟超老師 江淑真老師 

結果 通過 通過升等副教授 

本所教學意見回饋，107-109教師表現均高於全校平均值。如下： 

近三年教育所與全校研究所相較之教學意見平均 

  平均得分 

 

學年度 

本所平均得分 全校平均得分 

教育所平均相

較全校平均得

分 

107 上 97.9 94.9 +3.0 

107 下 95.6 95.7 -0.1 

108 上 99.4 96.4 +3.0 

108 下 98.0 96.1 +1.9 

109 上 99.2 96.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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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獲獎情形  

1. 陳黛芬老師，本校 109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2. 陳淑美老師，教育部 2019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獎勵（2021

年 8月獲獎）。  

3. 陳黛芬老師，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優良教育人員服務

獎（2020.11獲獎）。 

       

https://arms.thu.edu.tw/v1_c03_p01.php?no=1&emp_no=6464&year=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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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產學成果  

 計畫補助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1 巫博瀚 UCAN常模建置暨推廣手冊編製委託案 300,000 

2 林啟超 109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558,900 

3 陳淑美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 60,000 

4 陳淑美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大學 109 學年度上學期師

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80,000 

5 巫博瀚 

(109)台灣國小學生興趣與自尊發展之縱貫性研

究： 新舊課綱世代學童之發展趨勢與世代分析

(1/3) 

926,000 

6 巫博瀚 

(非本校)【109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擁抱幸福人

生的指南—正向心理學：以問題導向學習促進研

究生之學習興趣、合作問題解決能力及專業實踐

能力 

350,000 

7 林啟超 109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29,700 

8 江淑真 
型塑中的另類教師圖像：以道禾實驗學校與華德

福教育為例 
487,000 

9 林啟超 
高職學生知覺教師動機教學方式、心理需求受

挫、不適應學習行為與學業倦怠之關係 
552,000 

10 陳世佳 
110年「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衝擊補助-『防疫物資或防疫相關經費』」 
2,000,000 

11 林啟超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

神教育服務計畫 
118,000 

12 江淑真 110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484,500 

13 林啟超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大學 109 學年度下學期師

資培育獎學金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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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期刊論文  

1. Jiaqi Li* , Wei-Cheng Joseph Mau, Shr-Jya Chen(陳世

佳),Tzu-Chi Lin, and Ting-Yu Lin (2021.04).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STEM Career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48(2), 

120-134. 

2. 陳世佳、蔡亞平（2021.02）。大學境外招生之挑戰與策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0（2），46-54。 

3. 林詩涵、林啓超（2020.10）。英語學習中心的心流體驗對

國中學生自我價值之研究。東海教育評論，（14），53-70。 

4. 林啓超、林啓賢、謝智玲（2021.06）。動作與健身運動意

象對老年人身體活動之效應。運動研究，30（1），27-47。 

5. 陳黛芬*（2020.08）。高齡社會脈絡下高等教育融入代間學
習策略之探討。新北市終身學習期刊，0（20），49-62。 

6. 陳黛芬*（2020.09）。代間學習對實踐終身學習之探討。台

灣教育研究期刊，1（5），39-59。 

7. Ayaka Noda, Sounghee Kima , Angela Yung Chi Hou, I-Jung 

Grace Lu and Hua Chi Chou (2020.1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and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s: challenges confronting universities in Japan and 

Taiwan.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6(3), 59-76. 

8. 呂依蓉*（2021.01）。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網絡之優
良實務準則認可審查：認可審查歷程與訪視反饋。評鑑雙

月刊，（89），40-43。 

 發表研討論論文  

1. 王怡玫、陳鶴元（2021.05）。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國中生生
命意義之初探。論文發表於東海大學 2021 第十三屆教育

專業發展學術線上研討會-素養導向教學的下一個里程

碑，Cisco Webex 視訊會議平台：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
師資培育中心。 

2. 陳黛芬*（2020.11）。高齡學習者日常靈性經驗之探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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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表於 2020 活躍樂齡與地方創生-創造代間學習與社區

共生的活力社會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

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3. 黃美珠、陳黛芬*（2020.11）。高齡者參與代間學習課程經

驗及其生命意義感之探究。論文發表於 2020 活躍樂齡與

地方創生-創造代間學習與社區共生的活力社會學術研討
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

區教育學會。 

 專書/專書論文 

1. I-Jung Grace Lu, Tung-liang Chiang, Angela Yung-Chi Hou 

(2020.12). Higher Education Massification in Taiwan: Equity 

for Whom?. In Angela Yung-Chi Hou, Tung-liang Chiang, 

Sheng-Ju Chan (Ed.),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 (pp. 

161-181). Singapore: Springer.(ISBN：978-981-15-4553-5) 

2. Angela Yung-Chi Hou, Tung-liang Chiang, Sheng-Ju Chan, 

I-Jung Grace Lu (2020.12).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Past to Present. In Angela 

Yung-Chi Hou, Tung-liang Chiang, Sheng-Ju Chan (Ed.),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Glob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 (pp. 3- 25). Singapore: 

Springer.(ISBN：978-981-15-4553-5) 

3. Angela Yung-Chi Hou, Jianxin Zhang, Dewin Justiniano, 

I-Jung Grace Lu, Guo Jun (2020.08). Internal and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Susanna Karakhanyan, Bjørn Stensaker (Ed.), 

Global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pp. 

168-224).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ISBN：
978-90-04-44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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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及學習活動  

現有學生數 

本所設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109學年度招收碩士生分別為 18

人及 25 人。招生方式則分成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兩種方式。近三年

學生註冊人數如下表。 

學年度 107 108 109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碩士班 40 38 40 40 40 44 

碩士在職專班 48 47 53 50 54 48 

校內獎學金得獎情形 

 109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獎勵對象：本校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及考試入學新生之一般生 

總計頒發金額：200,000 元整。 

學號 學生姓名 

G09570018 陳鼎閎 

G09570020 林翠鈴 

G09570011 楊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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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570012 林育萱 

G09570013 劉吉娜 

G09570014 張以瑄 

G09570016 李子婷 

 109研究生獎助學金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姓名 蘇葵羚 

黃妘樺 

張以瑄 

楊耀婷 

蘇葵羚 

黃妘樺 

陳鼎閎 

總計 138000 138059 

 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系 級 姓 名 研究報告或成果名稱 

教育專班四 黃美珠 
高齡者參與代間學習課程經驗及其生命

意義感之探究 

教育專班二  林詩涵 
英語學習中的心流體驗對國中學生自我

價值之研究 

總計頒發金額：2240 元整。 

 外國學生獎學金 

2 人次計 1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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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表期刊論文 

序 班別 發表年月日 學號 姓名 論文題目 發表卷期 

1.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01 林欣緣 

臺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

生關係與學習投入之相

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02 柯建安 
校園中玫瑰少年的人際

關係處境探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3.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03 范雅瑄 

教中學,學中教-一位幼

兒園教師參與專業發展

輔導的歷程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4.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05 林詩涵 

英語學習中的的心留體

驗對國中學生自我價值

之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第十

四期 

5.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06 曾意婷 

即時反饋系統輔助國小

學童健康教育學習成就

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6.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1 吳侑純 
繪本成長團體對於情緒

調整之探討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7.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2 林筱琲 
代間學習策略與祖孫親

密感之探討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8.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3 陳家瀚 

一位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成功輔導中輟生復學之

經驗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9.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4 徐敏峰 
高中職校進用學務創新

人力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0.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6 林佳諭 
國小非主修專長代理科

任教師之授課議題探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109 學年 年度報告 
 

24 
 

 

11.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7 林于淨 
音樂創新教學對國小學

童美感經驗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2.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18 王燦金 

5E 融入理化教學對八年

級學生自我決定動機之

影響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3.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22 楊湘蘭 

國小英語老師對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之看法—以

酷英平台為例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4.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25 陳沛璇 
教師的生命經驗對教學

生涯的影響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5.  碩專班 2021/5/22 G08577026 江志晟 

探討偏鄉地區防制藥物

濫用諮詢服務團施行經

驗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6.  碩士班 2021/5/22 G04570025 徐詩涵 
苗栗縣國中生基本心理

需求量表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7.  碩士班 2021/5/22 G06570012 徐采寧 
師資生參與服務學習之

經驗探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8.  碩士班 2020/5/23 G07570016 李宣儒 

應用合作學習於改編讀

者劇場劇本對七年級學

生提升英語口說及寫作

能力之行動研究 

東海大學第 12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19.  碩士班 2021/5/22 G06570022 黃碧霞 
偏遠地區弱勢家庭親職

教育之行動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口頭發表） 

20.  碩士班 2021/5/22 G08570002 王怡玫 
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國中

生生命意義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口頭發表） 

21.  碩專班 2021/5/22 G09577010 林詠傑 
國小學童數學學習動機

量表之編制與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2.  碩專班 2021/5/22 G09577001 王冠縈 
國小學童數學學習動機

量表之編制與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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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碩專班 2021/5/22 G09577024 林恩如 
國小學童數學學習動機

量表之編制與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4.  碩士班 2021/5/22 G09570014 張以瑄 橘世代自我調節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5.  碩士班 2021/5/22 G07570602 黃詩麗 

探討運算思維對非資訊

科系大學生成就表現之

影響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6.  碩士班 2021/5/22 G06570022 黃碧霞 
育兒津貼親職教育計畫

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7.  碩士班 2021/5/22 G06570005 萬淑民 
國內基督教機構影響更

生人社會復歸探討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8.  碩專班 2021/5/22 G09577025 蔡盈梅 

臺中市海線地區某技術

型高中學生手機使用成

癮量表編製之信、效度及

其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29.  碩士班 2021/5/22 G06570025 戴劭耘 
東海大學住宿主題村之

學習社群形塑初探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30.  碩士班 2021/5/22 G07570020 魏俞姍 
小學班級導師與越南媽

媽親師溝通目的之探究 

東海大學第 13屆

教育專業學術研討

會（壁報發表） 

31.  碩士班 2021/3/1 G06570010 陳雅莉 
希望感理論用於癌症病

人臨床照護之初探 

彰化護理；28卷 1

期 (2021 / 03 / 

01)DOI：  10.664

7/CN.202103_28(1

).0003  

以上共計發表 3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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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9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近三年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證書名單： 

鐘岸真、陳華芬、邱仕涵、王慧雯、夏玉齡、 

郭素瑩、林品瑜、陳姵錦、黃雅桾、卓芮綺、 

林嘉稘、張伯峰、吳孝純、徐采寧、張翡庭、 

吳竹軒、林祐任、林子麒、陳怡文、葉連伯。 

 

 

 

（109學年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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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特色課程：多元文化移地研究 2020.05.29-08.22 

本年度移地研究，受疫情影響，改為島內移地教學，主題為實驗

教育，培育本所研究生在多元社會中了解不同類型的教育模式，協助

修課學生從觀察不同教育模式的優勢，以利整合自我的潛能提升自我

的教學能力，不僅可以更有效的進行適性教學，並能有效的結合生命

教育理念規劃不同群體的教學活動課程。 

本年度的移地研究規劃為不同類型實驗學校的實地參訪，計規劃

四所不同類型的實驗學校，包括：道禾實驗學校、伊甸家園、均一實

驗高級中學以及原住民和平實驗國民中學。本課程將透過行前的實驗

教育文獻閱讀與討論，個別參訪實驗學校的相關文獻與網絡資料搜

尋，進行參訪前的預備知識建構；並在參訪學校聽取相關人員的解

說、演講、對話與實際課程參與，來體驗實驗教育的內涵與活力；最

後在結束參訪後由授課教師帶領，回到課堂進行反思討論，以利對當

前台灣的實驗教育進行深度的瞭解。 

1.伊甸家園參訪：樂團練習與廚房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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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一實驗高級中學課室參訪及樹屋體驗 

 

 

 

3. 原住民和平實驗國民中學：泰雅織布實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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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甘肅蘭州移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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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活動-線上研討會 

本所於 2019 年首發完成本校第一次線上研討會-「AI 在教、學

的運用經驗與未來發展趨勢」線上研討會，以實體加遠距視訊的混成

方式進行不同類型研討(專題演講與討論、沙發論壇)、多場次同步論

文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該次研討會驗證了本校教育研究所與師資

培育中心多年來，以科技融入教學的研究與實作成果。 

2019線上研討會回顧  

經歷辦理該次線上研討會的經驗，2020 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本

所於緊迫的時程內，得以即時因應、調整轉換進行模式，而能如期於

原訂時間辦理完成。上午場的開幕式、專題演講及焦點論壇透過 Cisco 

Webex視訊會議平台以「線上同步」方式進行，下半場「壁報論文」

與「口頭發表論文」等場次，則改採「線上非同步」方式進行，與會

者可依照自己適合的時間、瀏覽/播放速度線上觀看發表論文，亦可

方便各位同時瀏覽原同時段兩場次的論文，擴大學術研究成果分享的

效益。另外，也將網站區分為「壁報論文區」及「口頭發表論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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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置論文評論與互動討論區則連結至研討會 FB粉絲團。 

以下總結本次研討會效益： 

1. 本次研討會提供 1場「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評量」演講、1場

由主持人與四位與談老師精彩的「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

果評量」焦點論壇，以及 4場學術論文口頭發表，是一場理論與實

務融合的研討會。  

2. 本次出席之專家學者及論文發表者共計 36人，線上參與會議並

填寫回饋單之參與人數共計 124人。據此，本研討以線上會議方

式進行，雖無法親臨與演講者及發表者實際互動，卻能克服線上

作業之困難，吸引百人以上之校外專家、研究生的參加並能踴躍

發表、提問，是一場具突破性而且具專業學術的研討會。  

3. 本次徵稿共收到 62篇論文。共邀 9位學者進行審查，每篇文章經

兩位學者審查後，挑選出 12篇列為口頭報告及 34篇壁報發表文

章。  

4. 滿意度調查結果，對於整體研討會的滿意度，在五點量表尺度中，

平均數皆達 4.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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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職涯輔導 

 設置職涯導師，提供學生職涯輔導機制 

 進行多元機構實地參訪，協助學生的職涯發展試探與輔導 

 辦理各項學程，提供職場競爭力 

 舉辦畢業所友師生聯誼活動分享職涯發展 

 提供網站職涯訊息公告 

 

職涯訊息 

機構參訪                                         

                     所友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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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流向 

 畢業後滿一年畢業生工作狀況 

 畢業後滿三年畢業生工作狀況 

 畢業後滿五年畢業生工作狀況 

資料來源：東海數據 2.0 

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 https://ithu.tw/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