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21 雙語與 AI 數位教學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實施目的
(一)邀請雙語教學與 AI 數位學習專長學者進行觀念分享，了解各國我國雙語教學與 AI 數位學
習教育最新發展，藉以提升台灣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水準，因應教育最新發展的需求。
(二)針對目前中小學課程實施與教學現況，提出探討與建議。
(三)透過論文發表，經過學術的對話，分享與建議，期能對 12 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提出實質建
言。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五、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202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8:30～16:30。
(二)地點：採線上會議室方式進行（報名完成後，另行公告線上會議室連結）。
六、論壇議題：
(一)台灣與國際雙語與 AI 數位學習教學現況探討。
(二)建構臺灣理想中雙語與資訊融入教學的方法與策略。
七、論壇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專家學者，就本次論壇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論文發表：為增加本次論壇之學術性，進行論文徵稿審查後發表。
八、議程：如附件。
九、參加對象及人數：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各國高中及小學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總計約 150 人，參
加人員敬請准予公假並核發研習時數。
十、報名方式：
(一)論文發表
1.論文摘要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繳交：
投稿摘要電子檔(轉成 Word 檔)和投稿資料表請寄至 73422@cycu.org.tw。
摘要內容以 300-500 字為限，中英文皆可，請說明論文題目的重要性、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預期研
究成果或實際成果等、並請列出中文或英文關鍵詞(2~3個)。請於110年12月7日(二)17:00前繳
交。
2.摘要審查結果公布：摘要審查結果預計於 110年12月9日(四)以 E-mail 方式通知，並公佈於本
系網頁。
3.論文全文繳交：錄取論文請依下列論文寫作規定格式撰寫，稿件電子全文（轉成Word檔）請於
110年12月14日(二)17:00前寄至73422@cycu.org.tw，檔案標題和 E-mail 主旨請訂為「全文-投稿
作者姓名-文章篇名」。
4.錄取論文將於發表後發予發表證明。
5.論文寫作規定
(1)撰稿主題：雙語與AI數位學習教學、教育新興議題、學校創新領導、諮商與輔導或其他教育
相關議題。
(2)論文發表稿件規定：稿件內容請精簡，字數以一萬字為原則（不含參考文獻）
(二)研討會報名
請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17:00 以前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wpb.cycu.edu.tw/cfte/
https://reurl.cc/ARDMpp
洽詢電話： 03-2656804 蔡芷寧小姐；03-2656802 孫瀚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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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雙語與 AI 數位學習教學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08:30～16:30
會議進行方式：線上遠距方式參與，使用 Microsoft Teams 平台，https://reurl.cc/GbDWGy
時

間

08:30～08:50

流

分鐘
20

程
報

到

開幕式／來賓致詞
08:50～09:00

10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題演講(一)：我國雙語教育發展相關主題。

09:00～10:10

70

10:10～10:20

10

主持人：李 珀所長
與談人：武曉霞司長
與談人：蔡聖賢科長
與談人：林子斌教授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桃園市教育局國中教育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茶

敘

主題演講(二)：臺灣教育 AI 數位學習融入教學策略、應用與發展。
10:20～11:10

50

主持人：楊坤原教授
與談人：連育仁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

主題演講(三)：雙語與 AI 數位科技教學專題。
11:10～12:00

50

12:00～13:30

90

13:30～14:30

60

14:30～14:40

10

14:40～15:40

15:40～16:00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何信璋校長 桃園市光明國中、陳家祥校長 桃園市南崁高中
午

餐

論文發表 A1 (篇)

論文發表 B1(篇)

論文發表 C1(篇)

論文發表 D1(篇)

主持人：楊慶麟教授
與談人：李逢堅教授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吳昱鋒教授

主持人：杜淑芬教授
與談人：宋宥賢教授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與談人：林俊閎教授

茶

敘

論文發表 A2(篇)

論文發表 B2(篇)

論文發表 C2(篇)

論文發表 D1(篇)

主持人：楊慶麟教授
與談人：李逢堅教授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吳昱鋒教授

主持人：杜淑芬教授
與談人：宋宥賢教授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與談人：林俊閎教授

60

20

休 息 時 間
綜合座談

16:00～16:30

30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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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21雙語與AI數位教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題目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或學校

第一作者
共同作者1
共同作者2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本篇論文未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他人作品，若有侵犯他人版權，由作者自行負責。

備註
論文發表者親自簽名：

論文摘要

說明：如需本電子檔請至本校網站 https://wpb.cycu.edu.tw/cfte/下載。
論文資料表回傳 Fax：03-2656829 或 mail：73422@cycu.org.tw
聯絡電話：孫瀚辰先生 03-2656802；蔡芷寧小姐 03-2686804
聯絡信箱：73422@cyc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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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投稿須知與注意事項
一、 徵文對象：廣邀國內具備雙語教學、AI數位學習、CLIL整合、教育新興議題、學校創新領
導、諮商與輔導或其他教育相關議題域專家學者與研究生投稿。
二、論文題目：請依據徵文主題之範圍，自訂論文題目。
三、徵稿時間：請於 2021 年 12 月 7 日(二)17:00 前提交「中文或英文摘要」及「投稿者基本資料
表」。
請於 2021 年 12 月 14 日(二)17:00 前 提交「電子論文全文」。
寄至本會信箱：73422@cycu.org.tw
四、摘要字數以300-500字為原則(格式如附件)，稿件應包含：題目（中文或英文題目）作者、單位
與職稱、摘要文字（中文或英文摘要）、關鍵字，投稿請用 Word 軟體書寫。
五、論文全文格式依標準論文格式撰寫。(論文格式說明如附件)
六、論文摘要初審通過者於 2021年12月9日(四)以 e-mail 方式通知，投稿者之發表方式由主辦單位
決定。
七、如有任何問題，請依下述聯絡方式聯絡本單位
聯絡電話：孫瀚辰先生 03-2656802；蔡芷寧小姐 03-2686804
聯絡信箱：73422@cyc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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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格式（論文格式說明）
一、論文標題及作者
論文標題置中。論文字形採 16pt、標楷體、粗體。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 1 行、與後段
距離為 0.5 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
作者姓名排列於標題下方，並以註腳方式註明服務單位與職稱，聯絡作者應附上聯絡方
式與電子郵件。字體為標楷體，大小為 11pt，置欄位中央，而段落間距都是與前、後段距離
皆為 0 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12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作
者服務單位全名若過長，請適當摘要或簡稱。
二、摘要
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摘要標題格式與主標題相同，摘要內文格式與內文相同。
關鍵字勿超過五個，請列於摘要之後。除關鍵字勿縮排外，其他格式與內文相同。
三、內文
字體為 12pt，左右對齊，段落首行縮排 2 字元。字型內文為標楷體，標題為標楷體，段
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5 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
設定時，貼齊格線」。
四、章節標題、子標題與段落
主標題順序為壹、貳、參…，置中對齊，字型為標楷體；子標題順序為一、二、三…，
次子標題順序為(一)(二)(三)…，字型為標楷體。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5 行，行距：
最小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五、參考文獻
請採用 AP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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