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議程 

 時間：1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第一天》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五育樓一樓） 

0920-0950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長官貴賓：蔡清華 政務次長/ 教育部 

          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劉家楨 專門委員/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周佩君 科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古源光 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李雅婷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0950-1000 團體照 Group Photo 

1000-1030 

師資培育專題報告Teacher Education Special Topic 

一、領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專題 

    鄭淵全 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15mins） 

二、國外教育見習實習、教育史懷哲、國際史懷哲專題 

    有教無界未來無限∞愛無遠弗屆 

    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15mins） 

地點﹕五育樓 4 樓-國際會議廳 

1030-1040 中場休息 Break 

1040-1210 

師資培育論壇 Teacher Education Panel 

主持人Moderator：林曉雯 副校長/ 國立屏東大學 

引言人：陳明蕾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主題Topic：師資培育如何回應PISA和TALIS國際調查報告 

與談人 1：柯華葳 榮譽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與談人 2：林煥祥 講座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與談人 3：洪振方 院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10-1330 
午餐 Lunch 

海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 

1330-142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Ⅰ) 

主持人 Moderator： 

王慧蘭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 

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50min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Teacher Education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Rachel Buchanan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授）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成果經驗分享開幕式 
                         （地點：教學科技館 1F-視聽室） 

1330-1350 

一、 長官致詞（3mins） 

    鄭淵全司長/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古源光 校長/國立屏東大學 
    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國立屏東大學 
二、107年度計畫成果影片分享（10mins） 
三、成果經驗分享會啟動儀式(5mins) 
四、團體照（2mins） 

主題：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成果經驗分享 
主持人：蔡典謨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前校長 

1350-1410 

發表人：黃麗鳳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蔡宜雯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黃秋霞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預定講題內容： 
一、教育見習-美國、波蘭 
二、教育實習-德國 

1410-1430 

發表人：劉先翔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學系 
講題內容： 
實踐教育愛：清華大學師資生海外實習、見習、史懷哲計畫成果經驗分享 

1420-151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Ⅱ) 

主持人 Moderator： 

徐偉民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 

各國如何促進PISA之表現 (50mins) 

How can countries improve their PISA results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Nuno Crato（葡萄牙University of Lisbon教授）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430-1450 

發表人：周玉秀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內容： 
移地體驗 繞著地球跑 

1450-1510 

發表人：葉怡芬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預定講題內容： 
一、教育見習-新加坡、美國、加拿大 
二、國際史懷哲-泰國、大陸地區(北京) 



1510-1530 茶敘/交流 

1530-1710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I) 

PISA、TALIS等國際教育研究報告的挑戰與回應 

主持人：陳新豐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謝名娟 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題 目：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樣貌：來自TALIS 

2018 的數據分析 

發表人：孫志麟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題 目：從 2018PISA全球素養框架對十二年國教

閱讀教學內涵之探究 

發表人：吳孟芬 研究生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 

題 目：社經地位、數學自我效能與數學自我概念

對 15 歲學生數學素養的解釋力之探討 

發表人：李貞慧 校長(台南市七股區樹林小學)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

實施(I) 

主持人：李雅婷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黃祺惠 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題 目：那天下午，我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的一

場邂逅─國中學生浸淫藝術之美感寫作

課 

發表人：陳宜政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 

成果經驗分享 

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期末成果發表 

(1530-1730) 

1530-1550 

發表人： 

王金國教授/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內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7年度國

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計畫成

果經驗分享 

小學組 

主持人：黃玉枝 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徐綺穗 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師培中心 

語文領域﹕ 

計畫主持人 張瑞菊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外語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莎惠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領域﹕ 

計畫主持人 陳嘉皇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自然領域﹕ 

計畫主持人 周金城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領域﹕ 

計畫主持人 王淑芬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小玉 教授/臺北市立大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春源 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陳玉枝 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謝傳崇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曾文鑑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五會議室 

1550-1610 

發表人： 

董旭英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所長 

預定講題內容： 

一、教育見習-新加坡 

二、國際史懷哲-泰國 

1610-1650 

 

 

107 年度計畫成果海報發表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1530-1710 

題 目：美感教育的認知與教學實踐—以音樂教 

師為例 

發表人：郭杏珠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題 目：後疫情時代國中地理素養導向教學初探 

發表人：邱婕歆 輔導員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社會領域) 

地點：五育樓 4F-第三會議室 

素養導向師資培育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的設計與

實施(II) 

主持人：陸怡琮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曾玉村 主任/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試析「閱讀素養」議題融入國語讀寫結合

教學之運用 

發表人：高敬堯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題 目：「共備、共觀、共議」模式融入師資培育

生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之探討 

發表人：方金雅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題 目：學思達教學在國小五年級台語故事寫作教

學的應用 

發表人：黃平萍 研究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四會議室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國際史懷哲 

成果經驗分享 

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期末成果發表會

(1530-1730) 

1610-1650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台東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銘傳大學 

中學組 

主持人：陳學志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與談人：(代聘) 

 

 

外語領域﹕計畫主持人 嚴愛群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數學領域﹕計畫主持人 李錦鎣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自然領域﹕計畫主持人  

    賈至達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育霖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領域﹕計畫主持人 林玫君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科技領域﹕ 

計畫主持人 程金保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玉山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靜萍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益進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丘愛鈴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絢質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六會議室 

1650-171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曾耀霆 國際事務長/

國立屏東大學 

與談人：鄭淵全 司長/教育部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活動議程 

 時間：109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第二天》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時間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20 報到 Registration （五育樓一樓） 

0920-1100 

課程與教學圓桌論壇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Round Table Panel 

主持人Moderator：簡成熙 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引言人：簡成熙 院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主題Topic：108 師資培育新課程之反思與前瞻 

 

與談人 1：楊智穎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2：張新仁 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與談人 3：林碧珍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100-1110 中場休息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Ⅲ) 

主持人 Moderator：劉育忠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講題 Topic：新課綱下師資教育之挑戰﹕馬來西亞觀點 

Curriculum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Teacher Education:  

Malaysian Perspective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Prof. Dr. Rohaida binti Mohd Saat 

                     （馬來西亞University of Malaya 教育學院院長） 

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10-1330 午餐 Lunch 

1330-1510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II)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I) 

主持人：(代聘)  

與談人：(代聘) 

題  目：數位科技及人文關懷軸線的交織與未來學校之想像的關連： 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 



發表人：林純雯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題  目：智慧教育時代職前教師在線教學能力體系的重構 

發表人：謝澤琛 研究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題  目：學科學習知識（LCK）意涵與研究發展在師資培育上之意涵 

發表人：胡瓊琪 博士生、林進材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330-1510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II) 

主持人：侯雅齡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張如慧 副教授/ 國立台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題  目：跨領域生命教育創意教學設計之實踐經驗與反思 

發表人：林宏錦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題  目：合作學習主題對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應用：以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為例 

發表人：汪明怡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呂坤岳 老師 (臺南市大光國小) 

題  目：國小教師課程意識及相關因素在師資培育上的啟示與意義 

發表人：章淑芬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地點：五育樓 4F-第三會議室 

 

師資培育課程的跨域課程與深度學習(III) 

主持人：林素微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黃繼仁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題  目：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模組初探 

發表人：曾文鑑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以「在地文化」作為國中閩南語教學教材之研究 

發表人：劉和純 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地點：五育樓 4F-第四會議室 



其他教育議題 

主持人：蔡明富 主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與談人：張萬烽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國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社會技巧課程數位教材設計開發與評鑑 

發表人：徐逸耘 研究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陳碧祺 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題  目：STEAM跨域同理體驗課程開發與教學成效研究─以「創意視障輔具設計」課程為例 

發表人：林俊賢 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題  目：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建構國小STEAM學習評量指標 

發表人：高芝蘭 助理教授 (國立勤益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五會議室 

 

其他教育議題 

主持人：張炳煌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王前龍 主任/ 國立台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批判思考與社會關懷－「教育議題專題」的何去何從？ 

發表人：李真文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題  目：師資生的跨域自主學習：國際史懷哲方案參與經驗研究 

發表人：何縕琪 教授、黃韻宇 研究生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 

題  目：高中文言文閱讀理解補救教學之實踐與反思 

發表人：李鍑倫 老師 (國立華僑高中) 

 

地點：五育樓 4F-第六會議室 

 賦歸 Fare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