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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E時代的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翻轉教室到教育翻轉」 

日期：2016年 10 月 7日（星期五） 8：10-16：50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求真樓 1F 音樂廳、演講廳及 K401 會議室 

                                                           1050909 版 

時間 活動 地點 內容 

08：10-08：30 報到 
求真樓
1F 大廳 

報到與領取會議手冊 

08：30-08：40 開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王如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佳  賓：陳木金教授（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南

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陳寶山教授（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秘書長、中
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08：40-09：40 
專題 
演講一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郭伯臣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演講人：侯傑泰教授（Professor Kit Tai Hau）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
長 
（Choh-Ming Li Professor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講  題：面授教學、翻轉教室、磨課師、遠距教學: 共同新趨
勢及分工 

09：40-10：40 
專題 
演講二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蔡清田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演講人：Dr. David Walker 
Research Fellow, Jubilee Centre for Character and Virtu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英國伯明翰大學品格與美德銀
禧中心研究員） 
講  題：Good Friendships among Childre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10：40-10：50 茶敘 

 
 
 
 
 

10：50-12：20 
（90分鐘） 
論文發表一 

 

口頭發表
A 

主題： 
翻轉教學
與學習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黃月純教授（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院長） 
討論人：林啟超副教授（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討論人：顏佩如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翻轉教室的學習輔助系統 
蕭年富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邱毓宸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吳榮彬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     副教授 
陳奕中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楊東麟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2.翻轉教室中之合作學習策略對高中生教育幸福感與人際關係
之影響 

 高慈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生 
 張曉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3.探討專科英語課實施翻轉教學的成效 
 郭筱晴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4.探討高中學生地理科地圖判讀的迷思概念形成原因之個案研

究 
 施欣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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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B 

主題： 
實驗教育
與教育翻

轉 

求真樓
演講廳 

主持人：梁福鎮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 
討論人：陳鏗任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討論人：張淑芳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退休）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翻轉教室評量模式之建構 
 張漢呈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班 研究生 

 2.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MOOCs的使用意願與動機 
 游昭鈞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 研究生 
3.兩種翻轉：批判教學論與學思達教學比較 
 許芳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兼任講師 
4.師資培育大學協助偏鄉國民小學進行創新課程之個案研究 
馬晶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口頭發表
C 主題： 
特色學校的
經營 

求真樓
K401 會
議室 

主持人：陳寶山教授（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秘書長、中
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討論人：陳慧芬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討論人：馮丰儀副教授（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少子化趨勢校長推動學校特色課程之策略分析 
 許瑞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博士生 
2.校長領導思維的翻轉與應用：學校集體智慧的策略 
 梁金都 彰化縣西勢國小校長 
3.Challenges for Student Enrollment for VET College in Can 

Tho Province 
 李平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博士生 
 翁福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教授 
 許瑞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博士生 
4.我國教育優先區計畫執行成效之研究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專題 
演講三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楊振昇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演講人：小川佳万教授（Professor Yoshikazu Ogawa） 
日本廣島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講  題：全球化時代的教師評鑑（Teacher Evaluation in the 

Global Era） 

14：30-15：00 
茶敘/ 

海報發表 
求真樓
1F 大廳 

茶敘 / 海報發表展示討論 
主持人：陳延興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李元萱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李彥儀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人： 
1.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知識之個案研究 
 周筠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生 
2.體驗學習融合於幼保系專業課程翻轉教學之研究：以嬰幼兒
餐點與營養課程為例 
賴佳菁  育達科技大學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 

3.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周宜儒 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教師 
 賴志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4.從創新傳佈觀點結合科技應用探討行動載具採用因素與歷程
－以新竹縣芎林國中為例 

 羅麗秋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5.翻轉教室語境下教學價值研究 
 吳豔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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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有效教學教案競賽－國中數學創新課程教
學成效之研究 

 廖哲毅 雲林縣二崙國民中學數學 專任教師 
7.基於 CDIO 教育模式之嵌入式系統教學 
 蔡明峰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沈揚庭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助理 教授 
楊東麟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許芳榮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竇其仁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8.臺中市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蔡琬伊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教師 
 賴志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鄒靜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生 
9.教師運用繪本教學提升偏鄉國小學生品德教育之行動研究 
 張為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

生 
10.臺中市國民小學學務主任推行品德教育之個案研究 
 曾竹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1.臺中市完全中學高中女生性別意識、教育期望之相關研究 
 吳茂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
生 

 
 
 
 
 

15：00-16：30 
（90分鐘） 
論文發表二 

 

口頭發表
D 

主題： 
教學與學習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謝寶梅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名譽教授、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討論人：任慶儀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討論人：王金國教授（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基於網絡教學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效之討論：以澳門中學初中
語文為例 

 陳淑婷 澳門培道中學 教師 
2.給網路世代幸福感的承諾--從一所國中數位創新教學課程設
計與應用談起 

 李文欽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教務主任 
 林斐旻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主任輔導教師 
3.運用英語電子繪本提升國小安親英語班學生英語閱讀興趣之
行動研究 

 陳思涵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
生 

4.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美塔學理論課程設計與創意教學模式
之分析研究 

 李偉俊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口頭發表
E 

主題： 
實驗教育與
學生學習 

求真樓
演講廳 

主持人：游自達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討論人：王為國副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

系） 
討論人：曾榮華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發展 CDIO創客育成法應用於專案導向工作坊 
 沈揚庭 逢甲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蔡明峰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戴沛吟 逢甲大學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生 
2.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實施翻轉教育歷程之研究 
 白惠嵐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3.調整學校行事曆能改善暑期學習失落？全年制學校研究之回
顧 

 葉明政  宜蘭縣員山鄉同樂國小 教師 
4.應用概念構圖於高一生物「人體的生理」教學之試探性研究 
 葉繕甄  臺中市慈明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張淑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退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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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F 主題： 
教師角色與
課程教學 

求真樓
K401 會
議室 

主持人：楊銀興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討論人：林國楨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陳盛賢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人： 
1.中部地區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性別角色態度之研究 
 蔣姿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廖麗嬌  臺中市太平國小附幼教保員 
2.偏鄉國小教師角色之個案研究 
 張維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研究生 
3.新移民子女家庭文化資本、母親教養態度與子女學習成就之
研究 

 劉胤男 新北市江翠國民小學 學務主任 
4.囤積式教育與提問式教育影響教師教學風格之個案研究 
 林怡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6：30-16：50 
綜合座談
及閉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林彩岫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主任） 

備註：1.各場次論文發表共計 90分鐘，其中，主持人開場 5分鐘，發表人各 15分鐘，討論人 16分鐘（第

一位討論人負責第 1-2篇討論，第二位討論人負責第 3-4篇討論，每位討論人 8分鐘），主持人引

導開放討論 9分鐘。 

2.各場次論文發表（依議程排定時間）及海報發表時間（14：30-15：00），發表人須親自出席發

表，才發給發表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