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2020年災疫時代的教育省思學術研討會 
 
 

日期： 109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地點：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時間 會議內容 

08:30-09:00 報到                         (教育館一樓玄關) 
09:00-09:10 開幕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主 持 人:林明煌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籌備總召:洪如玉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09:10-10:20 教育論壇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主  題:「教學藝術:素養、創新、多元、議題」專書計畫作者論壇 
 
主持人/作者:洪如玉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與談人/作者:陳聖謨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黃繼仁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葉譯聯專案             
            助理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蔡明昌教授(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吳瓊洳教授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林仁傑副教授(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副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10:20-10:30 茶敘(tea time)               (教育館二樓中廊) 

10:30-12:00 論文發表 

場次 1A(B03-209) 場次 1B(B03-208) 場次 1C(B03-207) 場次 1D(B03-203) 

主持人/評論人 
王清思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張淑媚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黃秀文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姜得勝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黃鈺婷 教育學系碩士生 

 

兒童哲學繪本教材之探

討 

施淑媚 教育學系博士生 

 

『全民防疫』好好玩-運

用桌上遊戲進行防疫教

育之行動研究 

蘇耿輝 教育學系博士

生 

 

災疫時代數位學習新

思維初探-以國小教師

觀點 

 

詹嘉明 教育學系碩士生 

 

消失的自然音景─論動物

倫理議題 

何原 教育學系博士生 

 

以團體探究法提昇國小

五年級人際關係小團體

輔導效能之行動研究 

鄭美琪 教育學系碩士生 

 

遊戲式教學應用在國小

高年級英語學習扶助之

行動研究 

陳姿瑛 教育學系碩士

生 

 

教師因應防疫時期實

施遠距教學之初探-以

臺中市三位國小教師

為例 

 

 

陳友善 教育學系碩士生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與現

有校園符號之研究-以嘉

義縣某國小為例 

方婉真 教育學系博士生 

 

災疫時代下的媒體素養

教育 

蕭岑紜 教育學系碩士生 

 

運用桌遊提升偏鄉國小

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之教學分享 

呂一淳 教政所碩士生 

王宏寶 教育學系博士

生 

 

台南市國民中學教師

知覺行動學習實施現

況之研究 

吳念真 教育學系碩士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語

文領域課程綱要對 PISA閱

讀測驗的因應 

12:00-13:20 午餐(lunch)                  (教育館一樓中廊領餐) 



13:20-14:50 
論文發表 

場次 2A(B03-209) 場次 2B(B03-208) 場次 2C(B03-207) 場次 2D(B03-203)

主持/評論人 
陳佳慧 副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劉馨珺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許家驊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林明煌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范玉美 教育學系博士生 

托嬰中心嬰幼兒情緒事

件與托育人員因應策略

之研究 

蕭岑紜 教育學系碩士生 

MAPS教學法運用於繪本

教學提升國小中年級學

生閱讀理解之教學分享 

陳豐詣 數理所碩士生 

台灣和德國教材在國

中二次函數數學素養

內容之比較研究 

沈勻䕒 教育學系博士生 

防疫政策下的藝術課程：

以「靜默的石頭」與「叨

絮的煙花」教學單元為例 

范玉美 教育學系博士生 

林麗君 教育學系博士生 

施淑媚 教育學系博士生 

孿生手足─幼兒園全語

文教學與沉浸式語言教

學之探究 

陳姿瑛 教育學系碩士生 

臺灣國小推展混齡教育

之困境與反思 

林宗憲 教政所碩士生 

中年級兒童手機使用

態度對人際關係之影

響 

姜得勝教授 教育學系教

授 

杜建忠 教育學系博士生 

美感素養紓解疫情壓力之

自我省思探究-以篆書統

合繪畫的新思維創作為例 

陳友善 教育學系碩士生 

連續兩代選擇同幼兒園

關鍵因素之研究 

蔡秉宸 教育學系博士

生 

教學提升科學本質觀

之整合分析─以國內

博碩士論文為例 

黃鈺婷 教育學系碩士生 

關懷思考與十二年國教之

相關 

14:50-15:00 茶敘(tea time) (教育館二樓中廊) 
15:00-16:30 論文發表 

場次 3A(B03-209) 場次 3B(B03-208) 場次 3C(B03-207) 場次 3D(B03-203)

主持/評論人 
丁志權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黃芳銘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劉文英 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主持/評論人 
陳美瑩 副教授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何原 教育學系博士生 

國小教師心理資本、情緒

勞務與職家衝突徑路模

式之建構及驗證 

龔馬利莎 教育學系博士

生 

以成功老化為基礎的高

齡再學習:高齡運動課程

的探究 

陳嘉輝 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師培中心行政專員 

江宜霙 教育學系博士生 

愛與勇氣的歷程 ~ 一位

年輕男同志的敘事故事 

Unik Ambarwati 教育學

系博士生 

Hermanto 

Sisca Rahmadonna 

Pujaningsih  

SUPPOR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THROUGH 

UNIVERSITY TO 

UNIVERSITY (U 2 U) 

COLLABORATIVE COURSE 

林斐霜 教育學系博士生 

教師視角下的校長領導

行為及其對教師士氣的

影響 

朱思綺 教育學系博士生 

賴辰宇 教育學系博士生 

從兒童及青少年拒學成

因與型態現況探討線上

教學之契機 

施雅碧 教育學系博士生 

防疫知能於健康教育教

學領域之探討 

黃鴻鈞 教育學系博士生 

方婉真 教育學系博士生 

新型冠狀病毒對體育課

程的衝擊 

施亭亘 特教系大四生 

張淑媚教授 教育學系教

授 

小學中年級特教生實施

性別教育之行動研究 

劉佩榕 教育學系博士生 

小中銜接會議特殊兒童

轉換階段之意義探究 

姜得勝教授 教育學系教

授 

陳沛姍 教育學系博士生 

新住民對台灣文化與國

家認同內在思維之個案

分析─ 從奇特國小之新

住民「多元文化館」談起 

16:30-18:00 綜合座談及閉幕 (教育館 B03-209) 

主持人:林明煌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籌備總召:洪如玉教授(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