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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議程 

東海大學 2021第十三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素養導向教學的下一個里程碑」 

本次活動網站：https://eduresearch-thu.weebly.com/ 

        日期 

時間 
110年 5月 22日（星期六） 

08:50~09:00 

開幕式 ROOM A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陳文典院長致詞 

主持人：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所長 

09:00~10:20 

專題演講 ROOM B 

主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評量 

演講者：林永豐教授（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中國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主持人：林啟超所長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2:00 

焦點論壇 ROOM B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與談人（一）：詹明峰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與談人（二）：廖玉枝校長(台中市立至善國中)  

與談人（三）：林福裕校長（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與談人（四）：郭至和老師（台中市立建功國小、曾獲全國師鐸獎、Super教師獎） 

主持人：梁福鎮終身特聘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12:00~12:30 壁報論文發表 

12:30~13:30 午 餐 

13:30~14:50 

場次 A /ROOM AC  

主持人:楊忠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評論人：陳文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

場次 B /ROOM BD 

主持人:陳延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論人：龔心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https://eduresearch-thu.weebly.com/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fa2e8209e12a6a66905cc535fa5f4e02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fa2e8209e12a6a66905cc535fa5f4e02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3fb8c6ba292dbaaa7730ff7f59e6d9ed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3fb8c6ba292dbaaa7730ff7f59e6d9ed
https://thuedu.weebly.com/280232257730332349202356021312-poster-session.html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bcb54d68d1fea5dd0b4d593c2c7e1224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bbefd96f3a9ac12b375b878f835eef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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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兼主任) 

1. 題目：國小素養導向師培課程設計與實

踐—以文化體驗教學模式融入「注音符號

教學」課程為例 

發表者：張金蘭 

2. 題目：系統思考法策略融入曼陀羅思考法

應用於國中生國文學習成效之研究 

發表者：林淑雯 

3. 題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偏鄉公立小學

轉型公辦公營學校型態實驗小學之探究—

以臺中市東勢區一所小學為例 

發表者：沈秋宏 

 

1. 題目：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國中生生命意義之

初探 

發表者：王怡玫 

2. 題目：以齊克果的主體性思想論靈性教育 

發表者：鄭嘉齡 

3. 題目：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以第一階

段生活課程為例 

發表者：葉璿雯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場次 C /ROOM AC 

主持人:蔡金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胡憶蓓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1. 題目：國中跨域核心素養課程在 DBR 教學

模式之實踐 

發表者：呂宗杰 

2. 題目：培育兒童文學素養與創作實踐能

力—繪本編譯之課程設計與應用 

發表者：高萍穗 

3. 題目：培養職場軟實力之素養教育-以大學

生為對象 

發表者：劉亦欣 

場次 D /ROOM BD 

主持人:謝智玲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評論人：洪智倫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副教授兼

主任暨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所長) 

1. 題目：中小學數學領域素養導向評量設計指

標之建構 

發表者：方建良 

2. 題目：初探國中科學素養試卷之發展與效化 

顧展兆：高萍穗 

3. 題目：偏遠地區弱勢家庭親職教育之行動研

究 

發表者：黃碧霞 

16:30~16:50 
閉幕式 

主持人：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所長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bcb54d68d1fea5dd0b4d593c2c7e1224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bbefd96f3a9ac12b375b878f835eef8f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2969a99e0db6ef7db4d6e55042817d67
https://thueducation.webex.com/thueducation-tc/j.php?MTID=m2969a99e0db6ef7db4d6e55042817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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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會議人員資料 

本研討會因配合校園防疫政策，未邀請各校師生至現場參與會議，僅

為線上參與視訊會議。線上參與上午專題演講、焦點論壇共計 133位。下

午四場次的口頭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為發表人提供文件及解說影片放

置研討會網頁，採線上參與者自由觀看。 

1.各場次發表論文篇數 

場次/場地 發表論文篇數 

口頭論文發表 A場次/ROOM AC  3 

口頭論文發表 B場次/ROOM BD 3 

口頭論文發表 C場次/ROOM AC 3 

口頭論文發表 D場次/ROOM BD 3 

收到稿件計 62 件，全部均為國內作者。經審查後選出口頭論文發表 12 

件；壁報論文發表 34 件。 

2. 邀請學者出席會議名單(含姓名、單位職稱、國別、來台目的) 

序號 姓名 單位/職稱 國籍 目的 

1 林永豐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教授、中

國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理事長 

本國 專題演講 

2 梁福鎮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教授 

本國 焦點論壇 

3 詹明峰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副教授 

本國 焦點論壇 

4 廖玉枝 台中市立至善國中 校長 本國 焦點論壇 

5 林福裕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校長 本國 焦點論壇 

6 郭至和 台中市立建功國小 教師 本國 焦點論壇 



 

4 
 

三、會議活動簡述（附會議活動相關照片） 

(一)研討方式 

本次研討會以專題演講、焦點論壇、及論文發表等方式進行。 

1、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者，就研討會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2、焦點論壇：邀請專家學者，針對主題「素養導向教學的下一個里程碑」

以焦點論壇的方式分享觀點、經驗相互學習。 

3、論文發表：邀請研究者針對本次研討會主題相關議題，進行理論研討和

實務分享。 

4、壁報發表：邀請研究者針對本次研討會相關主題，進行研究心得分享。 

研討會採徵稿方式，審查通過後之論文，則區分以口頭或壁報論文方

式發表。稿件主題以本次研討會所擬之目的及討論子題為範圍，所有稿件

均交由論文審查小組審核，審查後擬劃分為口頭報告或壁報報告之形式，

通過審查之論文將於研討會中進行報告。 

（二）參與對象及人數 

研究該議題之現場學者、專家、現職教師、研究生及線上參與人員共

計約 133人。 

（三）活動照片：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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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主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評量 
演講者：林永豐教授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中國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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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論壇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主持人：梁福鎮終身特聘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焦點論壇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主題分享（一）：詹明峰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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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論壇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主題分享（二）：廖玉枝校長(台中市立至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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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論壇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主題分享（三）：林福裕校長（台中市立福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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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論壇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 

主題分享（四）： 
郭至和老師（台中市立建功國小、曾獲全國師鐸獎、Super 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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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https://thuedu.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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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https://thuedu.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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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五、論文摘要集或論文全文集 

發表目錄 

（一） 口頭論文發表 

序號 發表者 學校系所/職稱 發表題目 

1 張金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

創作學系副教授 

國小素養導向師培課程設計與

實踐—以文化體驗教學模式融

入「注音符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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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淑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與

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系統思考法策略融入曼陀羅思

考法應用於國中生國文學習成

效之研究 

3 沈秋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

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偏鄉公立

小學轉型公辦公營學校型態實

驗小學之探究—以臺中市東勢

區一所小學為例 

4 王怡玫 

陳鶴元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

教授 

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國中生生命

意義之初探 

5 鄭嘉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哲史組博士生 

以齊克果的主體性思想論靈性

教育 

6 葉璿雯 彰化縣埔心鄉鳳霞國民小

學主任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以第

一階段生活課程為例 

7 呂宗杰 淡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管

理博士班研究生 

國中跨域核心素養課程在 DBR教

學模式之實踐 

8 高萍穗 大同大學外語教育中心講師 培育兒童文學素養與創作實踐

能力—繪本編譯之課程設計與

應用 

9 劉亦欣 

陳木金 

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培養職場軟實力之素養教育-以

大學生為對象 

10 方建良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中小學數學領域素養導向評量

設計指標之建構 

11 顧展兆 

 

林淑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研究所教授  

初探國中科學素養試卷之發展

與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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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壁報論文發表 

12 黃碧霞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偏遠地區弱勢家庭親職教育之

行動研究發表者 

序號 發表者 學校系所/職稱 發表題目 

1 王燦金 

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5E 融入理化教學對八年級學

生自我決定動機之影響 

2 甘世旻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研究生 

淺談學生自主管理-以信賢種

籽實小為例，淺談實驗教育修

法對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契機

與意涵 

3 江志晟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生、國立竹南高級中學軍訓教

官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探討偏鄉地區防制藥物濫用諮

詢服務團施行經驗 

4 吳侑純 

 

陳黛芬 

東海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繪本成長團體對於情緒調整之

探討 

5 林于淨 

 

陳鶴元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音樂創新教學對國小學童美感

經驗之初探 

6 林佳諭 

 

江淑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生、桃園大同國小專任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國小非主修專長代理科任教師

之授課議題探究 



 

16 
 

7 林欣緣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生、五權國中教師 

臺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

與學習投入之相關研究 

8 林詠傑 

王冠縈 

林恩如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國小學童數學學習動機量表之

編制與相關研究 

9 林筱琲 

陳黛芬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代間學習策略與祖孫親密感之

探討 

10 林詩猛 台中市大明國小校長、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

政學系博士生 

國民小學英語教育實施現況探

討—以台中市一所國民小學為

例 

11 柯建安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校園中玫瑰少年的人際關係處

境探究 

12 范雅瑄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教中學,學中教-一位幼兒園教

師參與專業發展輔導的歷程 

13 徐采寧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師資生參與服務學習之經驗探

究 

14 徐敏峰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高中職校進用學務創新人力之

初探 

15 徐詩涵 

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苗栗縣國中生基本心理需求信

效度初探 

16 張以瑄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橘世代自我調節之初探 

17 張祥宜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行政與政

策學系博士生、臺中市大里

區光正國民中學校長 

臺中市「非山非市」學校推動

國際教育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以一所國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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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張循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

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童軍融入素養導向教師培育之

教學實踐研究—以國小綜合領

域「童軍」課程為例 

19 張琦鈺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

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生 

以內容分析架構,探討原民科

展作品突出的文化家科學特徵 

20 陳沛璇 

江淑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教師的生命經驗對教學生涯的

影響 

21 陳家瀚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位國中專任輔導教師成功輔

導中輟生復學之經驗探 

22 陳翊萍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所碩士生 

探討其面對新課綱教學調適與

因應之研究—以彰化地區某高

中國文科代理教師為例 

23 陳韻彤 

 

王順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 

探究國小學童繪本及戶外參訪

之飼主責任學習 

24 曾意婷 

 

陳鶴元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即時反饋系統輔助國小學童健

康教育學習成就之初探 

25 黃詩麗 

陳鶴元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探討運算思維對非資訊科系大

學生成就表現之影響 

26 黃碧霞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育兒津貼親職教育計畫之初探 

27 楊湘蘭 

 

陳世佳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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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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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萬淑民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國內基督教機構影響更生人社

會復歸探討 

29 潘美玲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

技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主題式情境設計融入國小三年

級客語教學之研究 

30 蔡盈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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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蔡璧徽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

系教授 

會計學教育落實於學生素養培

育之研究 

32 蕭安娣 

 

 

張馨云 

 

魏守群 

中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專

案經理、中臺科技大學文教

事業經營研究所 

中臺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助

理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推

廣行銷組組長、助理教授 

探討成人教育學員的體驗價

值、學習滿意度與生活行為意

圖之相關研究—以中部某社區

大學為例 

33 戴劭耘 

江淑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住宿主題村之學習社

群形塑初探 

34 魏俞姍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小學班級導師與越南媽媽親師

溝通目的之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