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素養導向教育思潮的挑戰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議程(Agenda)
會議時間(Date)：2019/10/23(三)

會議地點(Location)：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時間(Time)

會議內容(Program)
(1F 川堂)

13:00-13:30

報到(Registration)，領取研討會手冊

13:30-13:50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13:50-14:50

專題演講 I(Keynote Speech I)
(B03-103)
主持人(Moderator)：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林明煌教授
演講者(Presenter)：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副校長
佐佐木幸壽教授
翻譯者(Translator)：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林明煌教授
演講主題 (Topic)： 日本教師教育的高度化：從教員養成到教師教育

14:50-15:10

茶敘(Tea Time)
關)

15:10-17:10

口頭論文發表場次 1st(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1)

( B03-103)

(2F 玄
( 2F 研討室)

素養導向教育下的多元評量觀點
1A
(B03-209)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陳俊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運用薩提爾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行動研究-以大學生課後輔導國小生
為例

蕭書鈺：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Chair

落實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教育變革

張淑媚

呂家丞：雲林縣西螺國中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教授

國小學生金融素養教學之初探

黃怡諼：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1B
(B03-208)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非山非市小校如何用素養導向教育理念實施彈性課程設計

高誼婷：南投縣永康國小教導主任、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博士生
從國小品德教育實施現況論述「道德實踐素養」重要性之研究

郭國成：台南市仁和國小校長

Chair

姜得勝：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黃繼仁

素養導向生涯自主行動課程對國小學童生涯自我效能感之研究

教授

李正雄：中華民國社區處遇協會秘書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1C

日本 2 1 世紀素養概念對台灣教育的啟示

(B03-207)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Chair

林怡瑩：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近十年台灣自我調整學習相關期刊論文之研究趨勢與理論分析

蔡秉宸：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劉文英
教授

由 108 課綱的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談起-自我調整學習導入設計

陳柏安：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數理教育所碩士生
1

蔡秉宸：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1D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領域教學之素養導向合作學習實施挑戰

(B03-204)

呂家丞：雲林縣西螺國中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Chair

通往探索式言談的高中國文共同備課言談分析

佘宥逵：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生

黃秀文

新住民子女國語文素養導向自主學習之探究-以彰化縣偏遠小學為例

教授

李正雄：中華民國社區處遇協會秘書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17:10-20:00 學術饗宴與交流(Academic Feast)
會議時間(Date)：2019/10/24(四)
會議地點(Location)：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時間(Time)

會議內容(Program)
(1F 川堂)

08:30-09:00

報到(Registration)

09:00-10:00

專題演講 II(Keynote Speech II)
(B03-103)
主持人(Moderator)：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洪如玉特聘教授
演講者(Presenter)： 印尼日惹大學
Dr. Suwarjo
翻譯者(Translator)：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洪如玉特聘教授
演講主題(Topic)： DEVELOPING OF SCHOOL COUNSELOR COMPETENCIES : A
CASE IN INDONESIA

10:00-10:20

茶敘(Tea Time)

10:20-11:50

口頭論文發表場次 2nd(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2)
2A
(B03-209)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2F 玄關)
(2F 研討室)

科學素養及探究式教學導向國中生物教科書之內容編輯芻議

呂家丞：雲林縣西螺國中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台灣 108 課綱之高中地球科學教材內容分析比較研究-從自我調整學習角
度分析

Chair

蔡秉宸：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許家驊

素養導向教育下<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教授

陳俊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2B

幼教師培教育實踐課程的教學實踐-幼教課綱理論與實務連結之初探

(B03-208)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張素貞：明新科技大學幼保系/師培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臺灣高等教育之現況與反思

楊于青：台中市和平區自由國小教師

Chair

黃鴻鈞：成功大學講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姜得勝

分組合作學習法對高職學生中英翻譯學習成效及態度之行動研究

教授

莊閔琪：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生

2C

以 A/r/tography 藝術型態呈現一位國小校長學校經營理念之微型研究

(B03-207)

洪千惠：雲林縣仁和國小校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2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Chair
王清思
教授

幼兒園教師運用校園符號進行主題教學之行動研究

張效美：台中市南區和平國小附幼主任、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室外靜態校園符號蘊含幼兒核心素養內涵之研究:以寶貝王國幼兒園為例

林麗君：中州科技大學講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姜得勝：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澳洲食物素養教育之發展

2D
(B03-204)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Chair
黃芳銘
教授

陳薇如：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陳文瑜：嘉義市興安國小校長
林明煌：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桌遊應用於高中生物科的探究學習-從自我調整學習角度分析

施淑媚：杜威幼兒園桌遊老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蔡秉宸：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國小學生社會學科思維發展之教學研究

陳聖謨：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邱麗香：退休國小校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11:50-13:00

午餐(Lunch)

( 1 樓 B03-104、B03-106)

13:00-14:30

教育論壇
主持人(Moderator)：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印尼日惹大學
(Keynote Speaker)
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嘉義大學教育系

( B03-103)
洪如玉特聘教授
Dr. Cepi
王金國教授
陳聖謨教授

14:30-14:40

小憩(Break Time)

14:40-16:40

口頭論文發表場次 3rd(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3)

(2F 研討室)

英國食物素養教育之發展

陳文瑜：嘉義市興安國小校長
3A
(B03-209)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陳薇如：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林明煌：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十二年國教之終身學習的啟示

蘇耿輝：台南市北勢國小教導主任、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Chair

女性性別角色與身體情慾敘說探究

劉馨珺

江宜霙：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副教授

我國新住民子女運動表現之探討

林宗翰：雲林縣建國國中教務主任、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黃鴻鈞：成功大學講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3B
(B03-208)
主持評論人

適應體育課程介入對智能障礙孩童體適能之影響

鄭逸翔：國立體育運動系大學碩士生
黃鴻鈞：成功大學講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Session
Chair

應用學習理論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章秉純：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兒童青少年身心科主治醫師、嘉義大學教育
3

陳佳慧

學系博士生

副教授

極重度身心障礙孩子家庭所面臨的生活問題

程恩蓓：南亞技術學院講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情意教學在十二年國教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實施初探

簡瑞良：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幼兒園教師實施家長資源融入幼兒園教學經驗之個案研究

張效美：台中市南區和平國小附幼主任、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托嬰中心運用繪本融入幼兒生活自理之行動研究
3C
(B03-207)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Chair
楊淑朱
教授

范玉美：嘉義市東區公共托嬰中心主任、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張念平：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公立幼兒園因應幼兒園評鑑歷程分析-以南部某幼兒園為例

林美杏：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顧翃睿：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陳采玲：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曾意雯：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蕭品怡：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黃奕蕙：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運用桌上遊戲活動增強幼兒社會能力之行動研究

施淑媚：杜威幼兒園桌遊老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DSM-5 簡版青少年人格評量衡鑑量表在學校教育、情意素養教學與學生
3D
(B03-204)
主持評論人
Session

心理輔導工作之啟示

許家驊：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從分析到探尋室外靜態符號的發展趨勢-以一所個案國小為例

洪千惠：雲林縣仁和國小校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Chair

姜得勝：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丁志權

藝術學習中的自我調整學習-紙黏土課程的個案研究

教授

蔡宛津：台灣麵包花與紙黏土推展協會秘書、種子講師
蔡秉宸：嘉義市私立嘉華中學教師、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16:40-17:00

閉幕(Closing Ceremony)

(B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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