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界與連結：課程發展 / 
多元文化 / 科學科技的創

新與整合學術研討會暨「第

29屆課程與教學論壇」 
 
 
 
 
 
 
 
 
 
 
 
 
 
 
 
 
 

研討會日期：102 年 10 月 25-26 日 

研討會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申請人：周水珍教授 

申請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贊助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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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會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越界與連結：課程發展/多元文化/科學科技的創新與整合學術研討會

暨「第 29屆課程與教學論壇」議程 

第一天：102年 10 月 25（五） 

地點：教育學院 A109,B129,C108,C111,C113 
時間 活   動   內   容 

09:30-10:00 報   到（教育學院 A 樓 1 樓中庭） 

10:00-10:20 開 幕 式（教育學院 A109 演講廳） 

10:20-11:10 

專題演講一（教育學院 A109 演講廳） 
主持人：羅寶鳳（國立東華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講 題：REFLECTIONS ON AMERICAN ADULT EDUCATIO 
演講人：Prof. Alan Knox（ELP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11:10-11:20 休   息 

11:20-12:10 

主題演講一（教育學院 A109 演講廳） 
主持人：白亦方（國立東華大學教務長） 
講 題：變動中的課程設計與發展 
演講人：黃政傑（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12:10-13:00 午   餐（取餐地點：教 C108）（用餐地點：教 B129、教 C111、教 C113） 
13:00-14:20 
發表場次一 

主題：大學的教與學 
場地：教 B129 

主題：師資培育議題 
場地：教 C111 

主題：課程設計研究 
場地：教 C113 

主持人：高台茜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

卓越中心主任） 
評論人：毛國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

授） 

◆1A-1論文：來自學生潛在異

質差異對學生評鑑教

師教學的影響：多層

次混合模型分析/曾

明基、邱皓政、張德

勝（國立東華大學課

程設計與潛能開學

系） 
◆1A-2論文：臺灣大學生對教

學與學習觀點之研究

/張德勝、陳麒（國立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 
◆1A-3論文：教學卓越計畫對

大學教師教學自我效

主持人：高傳正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

教育學系主任) 

評論人：潘靖瑛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

所所長) 

◆1B-1論文：由 Paulo Freire

「批判意識」論教師

圖像/李珮瑜（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

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

班） 

◆1B-2論文：人員評鑑標準對

我國中小學教師評鑑

制度之啟示/曾美玲

（大華科技大學） 

◆1B-3論文：臺北市國小教師

之組織公民行為調查

研究/陳玉端、張芬芬

（臺北市立三玉國

小） 

◆1B-4論文：師資生的遠航：

主持人：古智雄 

(國立東華大學科教

育中心主任) 

評論人：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教授) 

◆1C-1論文：課程權限離中化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為例/曾祥榕（宜蘭縣

頭城國小） 

◆1C-2：論文良心的培養—一

個德育課程的個案研

究/李崗、楊淑雅（國

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學系） 

◆1C-3：論文童年記憶：課程

想像的創校遊戲/桂

景星（桃園縣大溪鎮

內柵國小） 

◆1C-4論文：國中國文多文本

閱讀推論策略教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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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響之研究/李承

傑、張德勝、羅寶鳳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

研究所） 

◆1A-4論文：核心素養融入高

等教育專業之融通課

程：以美學素養為例/

李雅婷（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教育學系） 

短期海外實習及其培

訓課程之探討/陳怡

青、高建民（國立東

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

能開發學系） 

研究/劉佩雲（ 國立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學系） 

 

14:20-15:40 
發表場次二 

課程與教學論壇：學校課

程改革的經驗分享 
場地：教 B129 

主題：地理、環境與生態

教育 
場地：教 C111 

主題：新移民與弱勢教育 
場地：教 C113 

主持人：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

究所講座教授） 
與談人： 
李 崗（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潘靖瑛（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顏佩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 

李雅婷（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 

王錦慧（自強國中教務處主

任） 

連安青（東華大學附小實習輔

導組組長） 

蘇 德（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

院院長） 
吳明海（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

院教授） 
楊眉眉（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

院碩士生） 

主持人：賴慶三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理學院院長） 
評論人：許銘津 

（慈濟大學通識中

心教授） 
◆2A-1論文：普通高中地理課

程核心素養之建構與

發展/郭俊呈、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

研究所） 

◆2A-2論文：我家就是你家-

「村落學習角」與非

學校型態教育/顧瑜

君、廖千惠、石佳儀、

吳明鴻（東華大學環

境學院） 

◆2A-3論文：觀念藝術下的環

境教育—以英語科教

學活動為例/柯良潔

（臺北市立成淵高

中） 

◆2A-4論文：探究生態創擬學

校的可能─兼論戶外

教學的未來發展/賴

婷妤（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

研究所） 

主持人：毛國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評論人：廉兮 

（東華大學多元文

化教育研究所教授） 

◆2B-1論文東南亞新移民婦

女教育之政策評估/

劉慧平（國立中正大

學課程研究所） 

◆2B-2論文：新移民家庭親子

依附關係、父母教養

方式與其子女之個人

目標導向、課業求助

行為、學業成就之關

係/毛國楠、戴汝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 

◆2B-3論文：跨越競爭力藩

籬—瑞濱國際志工營

對弱勢學童之學習影

響/鄭淑慧、葛傳宇、

陳湘媛（新北市生活

課程輔導團） 

◆2B-4論文：自弱勢教育觀點

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陳孟君（國立中正

大學課程所） 

15:40-16:10 
茶敘（取餐地點：教 C108）（用餐地點：教 B129、教 C111、教 C113） 
海報發表展示（地點：教育學院 B、C 棟 1 樓中廊） 

16:10-17:30 
發表場次三 

主題：藝術領域教學與設計 
場地：教 B129 

主題：教學設計與實踐 
場地：教 C111 

主題：媒體與科技的教育應用 
場地：教 C113 

主持人：林彥呈 
（東華大學藝術與

設計學系主任） 
評論人：朱景美 

（東華大學藝術創

意產業學系教授） 

◆3A-1論文：美感教育的詮釋

─一位國小藝術與人

主持人：陳添球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評論人：李雅婷 

（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教授） 

◆3B-1論文：創新金融教育課

程研發與實驗教學成

主持人：許銘津 
（慈濟大學通識中

心教授） 
評論人：潘文福 

（國立東華大學教

育行政學系教授） 
◆3C-1論文：運用報紙媒體資

源於國小六年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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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習領域教師建構

的課程美學/黃詮智、

曾榮華（臺中教育大

學） 

◆3A-2論文：表演藝術，不「異

數」：淺論表演藝術教

育聽覺機能障礙學生

入學限制/陳姿君（東

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

系） 

◆3A-3論文：一所科技大學通

識藝術領域課程視覺

影像與文化認同研究/

王采薇、黃秀雯（國立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 

◆3A-4論文：從「眼界開啓」

到「覺知喚醒」：兒童

影像創作的觀看層次/

林慧絢（東華大學課程

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效/：林正昌、毛國楠、

趙雅鈴、葉娟妤（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臺北市

立成淵高中） 

◆3B-2論文：以不同形成性發

問策略應用於數學補

救教學中產生之影響/

范含芸（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課程教學與傳播

科技研究所） 

◆3B-3論文：巴赫金之對話理

論及其於國小語文教

學上之應用/李崗、楊

琇惠（國立東華大學課

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

系） 

◆3B-4論文：國中補習班數學

教師教學行為之研究/

黃義龍、白亦方（私立

翰霖文理補習班主任） 

教育之研究/賴慶三、

王芸芾（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3C-2論文：臺北市國小教師

資訊專業學習社群之

運作與資訊融入教學

之現況調查研究/李幸

穎、張芬芬（臺北市立

百齡國小） 

◆3C-3論文：資訊融入各科教

學發展與學生學習成

效研究/湯梓辰（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

教學研究所） 

◆3C-4論文：在創作實踐中探

索：從藝術本位觀點論

視覺媒體創作的指導

與教學/鄧宗聖、徐偉

傑（美和科技大學文化

創意系） 

17:50-19:00 綜合座談／晚宴（地點：湖畔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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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2年 10 月 26（六） 

地點：教育學院 A109,B129,C108,C111,C113 
時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報   到（教育學院 A 樓 1 樓中庭） 

09:00-09:50 

主題演講二（教育學院 A109 演講廳） 
主持人：張德勝（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長） 
講 題：教育改革的另類思考 
演講人：陳伯璋（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09:50-10:00 休   息 

10:00-10:50 

專題演講二（教育學院 A109 演講廳） 
主持人：吳天泰（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院長） 
講 題：具有文化傳承性與多樣性的內蒙古雙語教學改革研究 

演講人：蘇德（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10:50-11:10 茶   敘（取餐地點：教 C108）（用餐地點：教 B129、教 C111、教 C113） 
11:10-12:30 
發表場次四 

主題：跨區域交流與分享 
場地：教 B129 

主題：原住民族教學與設計 

場地：教 C111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場地：教 C113 

主持人：周水珍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

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主任） 
評論人：湯堯 

（國立成功大學教

育研究所教授） 

◆4A-1論文：古代中國政府多

民族教育政策文化模

式的歷史研究/吳明海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

學院） 
◆4A-2論文：公平與品質：海

峽兩岸少數民族大學

升學制度優惠政策之

比較與借鑒/楊眉眉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

學院） 
◆4A-3論文：中國大陸 2011

年「小學教師專業標準

（試行）」之研究/顏

佩如、黃書韻（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4A-4論文：香港課程改革下

的自主創新教學研

究：華語流行曲與中國

語文教學/吳善揮（香

港五育中學） 

主持人：張芬芬 
（國立臺北市立大

學教授） 
評論人：洪清一 

（國立東華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教授） 
◆4B-1論文原住民族議題教

案發展：多元文化教育

工作者的反思/王采

薇、范麗娟、楊懿如、

掃禡 拉頌、李沛恩（國

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學系） 

◆4B-2論文：原住民母語復振

教育在部落—草根工

作的可能與掙扎/林曼

丘、Botung Yudaw（美

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4B-3論文：如何閱讀夏曼．

藍波安的蘭嶼海洋與

文化世界？－將原住

民文學作為跨文化理

解媒介的一個嘗試/王

應棠（國立東華大學多

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4B-4論文：WOLF 原住民族

文化的學科教學模組

分享與製作系統研發

應用/傅麗玉（國立清

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持人：白亦方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

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授） 
評論人：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教

育學研究所所長） 
◆4C-1論文：應然與實然：學

齡前幼兒實施注音符

號教學之相關問題研

究/陳皓昀、林俊瑩（國

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

學系） 

◆4C-2論文：環境教育中呈現

的階級文化/曾子旂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 

◆4C-3論文：以系統化教學設

計發展技職體系餐旅

英文課程/柳瑜佳、呂

正雄、吳玉珍（臺灣觀

光學院觀光餐旅系/國

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學系） 

◆4C-4論文：高中動態幾何創

新教學模組研發與實

施成效/鄭章華、張景

媛（國家教育研究院） 

12:30-12:50 閉幕式 感恩、傳承與交接 
白亦方教務長、張芬芬秘書長、周水珍主任、林永豐所長 

12:5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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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由教育部與國科會指導、本校花師教育學院課程系主辦、國家教育研究院、中華民

國課程與教學學會、慈濟大學協助辦理的「越界與連結」學術研討會暨「第 29屆課程與

教學論壇」於 10月 25、26日在教育學院盛大進行，共有四場知名學者的專題演講、一

場由大學教授與中小學資深老師與談的論壇，以及四十四篇的論文口頭發表與二十篇的

海報發表，並同時穿插有小型書展，吸引了一百多位來自全國與海外地區(美國、大陸、

香港)的教育學者與教育工作者參加。 

第一天開幕活動由本校校長吳茂昆致歡迎詞，校長闡述對教育的熱情與期待之外，

並全程聽取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 Alan Knox 教授的演講。第二場演講由曾任台南大

學校長、教育部高教司長與技職司長的黃政傑教授擔綱。 

第二天的第三場演講是由前花師校長並擔任過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的陳伯璋

教授主講，第四場則是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的蘇德院長針對大陸的族群教育發

展進行分享，聽講人數眾多，互動過程熱烈。 

課程與教學論壇則由黃政傑教授主持，來自四個大學的教授以及二位本縣中小學教

師的與談與分享，激起大家對於課程與教學的熱情，讓論壇欲罷不能。另外的口頭發表

與海報發表是針對「大學的教與學」、「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跨區域交流」

等議題進行研究成果分享，每一場都精采而熱烈，尤其跨區域交流部分安排來自我國與

大陸、香港的論文同場發表，從古到今的議題與兩岸三地的人員交匯出教育深厚而綿延

不絕的時代性與重要性。 

最後的「感恩與傳承」閉幕活動更將整個活動推向高潮，大家對於此一活動能在東

部的花蓮召開，感到珍貴與珍惜，除表達對主辦單位的感謝之外，更冀盼下一個主辦單

位中正大學能傳承優良傳統，繼續為教育大業耕耘。為期二天的研討會至此劃下完美句

點，大家在互道珍重聲中相約明年阿里山下再見。 

 

（一）活動概述 

 

本次研討會為二天的議程，第一天（10月 25 日）上午 10點整於國立東華大學花

師教育學院文 A109會議室準時開始，開幕式中特別邀請本校吳茂昆校長、中央民族大

學教學院蘇德院長致詞。之後，隨即開始專題演講的活動。 

 

上午 10點 20分進行專題演講，由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羅寶鳳主任擔任主

持人，主講人為 Prof. Alan Knox（ELP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講題

為「REFLECTIONS ON AMERICAN ADULT EDUCATION」，同時提供中文講稿。Prof. 
Alan Knox 於演講中表示很高興有此機會參與這次的研討會，分享對美國成人教育的

發展與演進的觀點，並提出在台灣有關成人教育的問題。例如：「範疇包含哪些重點？

分類與領域為何？成人與繼續教育經費來源的狀況與影響因素為何？在成人與繼續教

育領域的工作者有哪些培育的管道？有哪些方式可以促進提供成人學習的教育方

案？」，與大家一起討論，與會人員亦踴躍發言提問。 

 

專題演講之後為休息時間，在休息時間邀請與會貴賓及專家學者於花師教育學院

正門口階梯合影留念。 

 

上午 11點 30分進行主題演講，由國立東華大學白亦方教務長擔任主持人，主講

人為黃政傑教授（靜宜大學講座教授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講題為「變

動中的課程設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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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進行三場口頭發表，每場次分三個場地同時舉行，各場地安排四篇論文發表，

共計 32篇論文發表。於第二場發表場次中，特別安排一場論壇，與參加人員分享學校

課程改革的經驗。此外，海報發表展示，安排在第二場次與第三場次之茶敘時間，共

收錄 20篇論文（其中有 4篇發表人因故放棄）。 

 

1.第一場發表場次： 

（1）1A場次之主題為「大學的教與學」，主持人為高台茜教授、評論人為毛國楠教

授。四篇論文發表人，其中三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一篇發表人來自

國立屏東大學。 

（2）1B場次之主題為「師資培育議題」，主持人為高傳正教授、評論人為潘靖瑛教

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一篇發表人來自國小教師（當

天未出席）、一篇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 

（3）1C場之主題為「課程設計研究」，主持人為古智雄教授、評論人為顏佩如教授。

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國小校長、二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 

 

2.第二場發表場次： 

（1）課程與教學論壇：學校課程改革的經驗分享。主持人為黃政傑教授，與談人包

含大學教授、研究生、以及中小學教師。 

（2）2A場次之主題為「地理、環境與生態教育」，主持人為賴慶三教授、評論人為

許銘津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一篇發表人來自高

中教師（當天未出席）、一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 

（3）2C場次之主題為「新移民與弱勢教育」，主持人為毛國楠教授、評論人為廉兮

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團體。 

 

3.第三場發表場次： 

（1）3A場次之主題為「藝術領域教學與設計」，主持人為林彥呈教授、評論人為朱

景美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二篇發表人為國立東

華大學師生。 

（2）3B場次之主題為「教學設計與實踐」，主持人為陳添球教授、評論人為李雅婷

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一篇發表人為補習班主任、

一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 

（3）3C場次之主題為「媒體與科技的教育應用」，主持人為許銘津教授、評論人為

潘文福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三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其中有 1 人未出席）、

一篇發表人為國小教師（當天未出席）。 

 

第一天活動在下午 5點 30分結束，於 5點 50分在本校湖畔餐廳進行晚宴及交流

座談。 

 

第二天（10月 26日）上午 9點整於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文 A109會議室準

時開始，進行主題演講，主持人為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張德勝院長，主講人為

陳伯璋教授（國立臺南大學講座教授），講題為「教育改革的另類思考」。 

 

上午 10點整進行專題演講，主持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吳天泰院長，

主講人為蘇德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講題為「具有文化傳承性與多樣性

的內蒙古雙語教學改革」。 



7 

 

茶敘時間之後，上午 11點 10分進行一場口頭發表，分三個場地同時舉行，各場

地安排四篇論文發表，共計 12篇論文發表。 

 

4.第四場發表場次： 

（1）4A場次之主題為「跨區域交流與分享」，主持人為周水珍教授、評論人為湯堯

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來自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一篇來

自香港中學教師、一篇來自其他大學。 

（2）4B場次之主題為「原住民族教學與設計」，主持人為張芬芬教授、評論人為洪

清一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一篇發表人來

自美國或部落耆老、一篇發表人來自其他大學。 

（3）4C場次之主題為「教學設計與研究」，主持人為白亦方教授、評論人為林永豐

教授。四篇論文發表人，二篇發表人為國立東華大學師生、一篇發表人來自其

他大學、一篇發表人來自國家教育研究院。 

中午 12點 30分於花師教育學院 B129室進行閉幕式，是為感恩、傳承與交接的儀式，

溫馨感人。至此，活動圓滿結束。 

 

（二）參與人員 

 

本系於 101年 12月公告研討會訊息並發文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中小學校、

學會等機關團體，歡迎來稿並報名參加。本系除擔綱整個活動的聯繫與行政支

援之外，並鼓勵在職專班研究生、碩博生、大學生踴躍參加，經統計約略有 160

人次參加。 

 

總言之，〔越界與連結：課程發展/多元文化/科學科技的創新與整合學術研討會

暨「第 29屆課程與教學論壇」〕參加人數以實際簽到與報名人數計算。第一天（10月

25日）二場演講，估計約 270人次，包含與會來賓（主持人、講者、評論人、與談人、

學者）31人、發表人 44人、與會人員（公務人員、大專院校教師、中小學教師、東

華大學學生）178人、工作人員 17人。下午三場發表場次，參與人數估計約 180 人次。

第二天（10月 26日）活動參與人數估計 140人次，較第一天略少。 

 

1.與會貴賓及學者專家 
編號 姓名 單位 

1 吳茂昆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2 白亦方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3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4 
羅寶鳳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師培中心主

任 

5 Prof. Alan Knox Professor , Department: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Policy 
Analy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6 
高台茜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教學卓越中

心主任 

7 毛國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8 高傳正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9 潘靖瑛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10 
古智雄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兼科學教育

中心主任 

11 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花師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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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長 

12 陳伯璋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13 吳天泰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院長 

14 蘇 德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15 周水珍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主任 

16 湯 堯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17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18 洪清一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19 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所長 

20 劉明洲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主任 

21 林坤燦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主任 

22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主任 

 

2.論文發表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1 曾明基、邱皓政、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學系 

2 張德勝、陳麒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3 李承傑、張德勝、羅寶鳳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4 李雅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5 李珮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班 

6 曾美玲 大華科技大學 

7 陳玉端、張芬芬 臺北市立三玉國小 

8 陳怡青、高建民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9 曾祥榕 宜蘭縣頭城國小 

10 李崗、楊淑雅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11 桂景星 桃園縣大溪鎮內柵國小 

12 劉佩雲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13 郭俊呈、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 

14 
顧瑜君、廖千惠、石佳儀、

吳明鴻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5 柯良潔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6 賴婷妤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17 劉慧平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 

18 毛國楠、戴汝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9 鄭淑慧、葛傳宇、陳湘媛 新北市生活課程輔導團/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 陳孟君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所 

21 黃詮智、曾榮華 臺中教育大學 

22 陳姿君 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23 王采薇、黃秀雯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24 林慧絢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25 
林正昌、毛國楠、趙雅鈴、

葉娟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26 范含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教學與傳播科技研究所 

27 李崗、楊琇惠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28 黃義龍、白亦方 私立翰霖文理補習班主任 

29 賴慶三、王芸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0 李幸穎、張芬芬 臺北市立百齡國小 

31 湯梓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32 鄧宗聖、徐偉傑 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 

33 吳明海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 

34 楊眉眉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 

35 顏佩如、黃書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

程與教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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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吳善揮 香港五育中學 

37 
王采薇、范麗娟、楊懿如、

掃禡 拉頌、李沛恩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38 
林曼丘、湯愛玉、 

Botung Yudaw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39 王應棠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碩

博士班 

40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41 陳皓昀、林俊瑩 國立東華大學 

42 曾子旂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43 柳瑜佳、呂正雄、吳玉珍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臺灣觀光學院觀光

餐旅系 

44 鄭章華、張景媛 國家教育研究院 

45 林慧芊、白亦方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46 呂佳純、高傳正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47 廖滿麗、劉明洲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8 劉家維、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 

49 王佳琦、高建民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50 黃彥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教學與傳播科技研究所 

51 高國書 花蓮縣私立中華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52 樓昕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53 王聖元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54 許芳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所 

55 黃秀雯、王采薇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56 黃鑠崴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57 羅文伶 國立東華大學博士生 

58 李秀蘭、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附小教師 

59 林育慈 台北市十信商工 

60 王昆齡、周水珍 花蓮縣萬榮國中、國立東華大學 

61 連安青、白亦方 國立東華大學附小教師、國立東華大學 

62 
陳立宇、林華峰、陳宜彥、

楊宜珍、謝世婷 
國立東華大學附小教師 

63 史麗敏、陳添球 花蓮縣佳民國小 

64 張露芷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 

 

3.與會嘉賓 
編號 姓名 單位 

1 Bowtung Yudaw 加灣部落 

2 毛國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 

3 毛駿騰 中華工商 

4 王怡 富世國小 

5 王怡捷 明義國小 

6 王崇瑋 國立東華大學 

7 王淑玲 國立東華大學 

8 王逸馨 宜蘭市中山國小 

9 王聖元 國立東華大學 

10 王詩媛 國立東華大學 

11 王應棠 課程系 

12 史麗敏 花蓮縣佳民國小 

13 白芸禎 國立東華大學 

14 朱珮綺 國立東華大學 

15 江美芳 文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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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何青窈 國立東華大學 

17 吳依璇 國立東華大學 

18 吳佳樺 海星高中國中部 

19 吳念穎 國立東華大學 

20 吳彥樺 宜蘭縣四季國小 

21 吳政諼 國立東華大學 

22 吳約貝 國立東華大學 

23 吳善揮 香港五育中學 

24 吳靜芬 國立東華大學 

25 呂正雄 國立東華大學 

26 呂佳純 國立東華大學幼教所 

27 呂俊宏 國立東華大學 

28 巫佳蓉 國立東華大學 

29 李秀蘭 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30 李宜貞 新北勢三峽國小 

31 李怡靜 國立東華大學 

32 李承傑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33 李易倫 國立東華大學 

34 李欣蒨 國立東華大學 

35 李珮瑜 國立空中大學 

36 李真文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37 李軒 國立東華大學 

38 李崗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系 

39 李惠真 明義國小 

40 李雅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41 李暉 國立東華大學 

42 汪宜靜 國立東華大學 

43 汪冠宏 國立花蓮高工 

44 周姍嫻 國立東華大學 

45 周靜儀 國立東華大學 

46 林秀穎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47 林佳穎 新北市三峽國小 

48 林函潔 國立東華大學 

49 林芳薇 國立東華大學 

50 林思慧 國立東華大學 

51 林玳竹 國立東華大學 

52 林姵妤 國立東華大學 

53 林桂朱 國立東華大學 

54 林曼丘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55 林逸騏 國立東華大學 

56 林嗣龍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57 林煒哲 國立東華大學 

58 林靜慈 宜昌國中 

59 邱冠鈐 國立東華大學 

60 邱政強 新北市蘆洲國中 

61 邱鈺珺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所 

62 施彥州 大仁科技大學 

63 施靜純 國立東華大學 

64 柯玉潔 國立東華大學 

65 柯良潔 成淵高中 

66 柯孟瑜 國立東華大學 

67 柳瑜佳 臺灣觀光學院/國立東華大學 

68 胡美芳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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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范含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70 徐玉 國立東華大學 

71 徐俊斌 國立東華大學 

72 徐若璦 國立東華大學 

73 徐偉傑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74 徐新利 水璉國小 

75 桂景星 桃園內柵國小/臺灣師大公領系 

76 翁子涵 國立東華大學 

77 翁承新 國立東華大學 

78 高建民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79 高國書 花蓮中華工商 

80 高傳正 國立東華大學幼教系 

81 崔宏伊 宜昌國中 

82 張兆鑫 國立東華大學 

83 張攸如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84 張佩 國立東華大學 

85 張明麗 新城國小 

86 張露芷 國立東華大學 

87 莊春紅 慈大附中國小部 

88 許志豪 國立東華大學 

89 許芳慈 UCLA 

90 許詩瑋 國立東華大學 

91 連安青 
國立東華大學附小/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博士班 

92 郭佳旻 國立東華大學 

93 郭亭吟 港口國小 

94 郭俊呈 國立中正大學 

95 郭峻瑋 中正大學 

96 郭雄軍 新北市雲海國小 

97 陳孟君 國立中正大學 

98 陳宜君 國立東華大學 

99 陳怡青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100 陳怡靜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101 陳冠瑜 國立東華大學 

102 陳勇宏 花蓮縣教育處 

103 陳姿君 東方設計學院影視藝術系 

104 陳姿穎 國立東華大學 

105 陳禹廷 國立東華大學 

106 陳珈誼 瑞穗國中/國立東華大學 

107 陳根敏 國立東華大學 

108 陳皓昀 新北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109 陳慧華 國立東華大學幼教系 

110 陳臘嘉 國立東華大學 

111 陳麒 國立東華大學 

112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 

113 彭惠敏 國立東華大學 

114 彭智明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15 惠郁婷 國立東華大學 

116 曾子旂 國立中正大學 

117 曾明基 國立東華大學 

118 曾美玲 大華科技大學 

119 曾祥榕 宜蘭縣頭城國小 

120 曾鴻麒 蓬萊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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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湯梓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2 湯愛玉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語言與傳播學系 

123 程怡 國立東華大學 

124 筆述一˙莫耐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125 黃秀雯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126 黃品儒 國立東華大學 

127 黃彥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教學與傳播科技研究所 

128 黃書韻 台中教育大學 

129 黃婉婷 花蓮縣西林國小 

130 黃超陽 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小 

131 黃詮智 台中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所 

132 黃暐婷 國立東華大學 

133 黃馨誼 國立東華大學 

134 黃鑠崴 國立東華大學 

135 楊美琍 國立東華附小 

136 楊家佳 國立東華大學 

137 楊淑雅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博士班 

138 楊琇惠 國立東華大學 

139 楊凱雯 國立東華大學 

140 楊馥瑄 國立東華大學 

141 楊馥嘉 ndhu 

142 溫駿璿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所 

143 葉苡欣 台北市立大學 

144 葉娟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45 葛傳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46 詹于瑱 國立東華大學 

147 鄒緯玲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研究所 

148 鄒靜芬 國立東華大學 

149 鄔雪惠 慈大附中國小部 

150 廖思婷 國立東華大學 

151 廖勗辰 國立東華大學 

152 劉育文 富世國小 

153 劉育瑞 國立東華大學 

154 劉佩雲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系 

155 劉芳 國立東華大學 

156 劉慧平 中正大學 

157 劉曉燕 太昌國小 

158 樓昕 國立東華大學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159 蔡伊婷 國立東華大學 

160 蔡宇樺 海星中學 

161 蔡博宇 國立東華大學 

162 鄭巧俞 國立東華大學 

163 鄭丞軒 國立東華大學 

164 鄭章華 國家教育研究院 

165 鄭靜茹 內城國民中小學 

166 鄧宗聖 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 

167 賴婷妤 台北市中正國小 

168 賴慶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69 薛依彣 國立東華大學 

170 謝運萱 國立東華大學 

171 謝麗紅 宜蘭縣立利澤國中 

172 鍾宛真 國立東華大學 

173 簡月美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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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簡玉玟 國立東華大學 

175 藍珮珊 花蓮縣立光復國小 

176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77 譚正苑 國立東華大學 

178 蘇素珍 國立東華大學 

179 鐵木洛帝 花崗國中 

 

4.工作人員 
李敏賢 連柏勛 陳明玉 陳柔伃 崔珮芸 蘇素珍 

蔡明樫 陳怡青 林姿伶 陳穎慧 李秀蘭 蔡尚峯 

溫素悠 張露芷 謝維之 林宜薇 羅文伶 陳怡靜 

陳 麒 林佳蓉 曾可嘉 鍾富佳 柳瑜佳 徐俊斌 

唐筱媛 莊蕙鞠 王澤強 伍文德 連安青 林煒哲 

康以諾 王聖元 蘇映陵 莊馥鞠 廖嘉琛 斐立安 

 

（三）總結成效 

 

本次研討會暨論壇之實際執行流程與內容，大體上符合原始計畫書精神與細節，

也得到指導與協辦單位、與會專家學者、參加人會一定程度的肯定，本系也對於研討

會暨論壇的順利完成感到欣慰。總體來說，研討會暨論壇之辦理還算成功，尚祈指導

單位不吝指教，也希望本系未來舉辦的研討會，能繼續獲得各指導單位的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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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本校吳茂昆校長蒞臨指導並與大陸中央民

族大學教育學院蘇德院長、吳明海教授合影 

 

 
本校白亦方教務長蒞臨指導 

 
本校吳茂昆校長、張德勝院長、周水珍主任

與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師生合影 

 

 
課程與教學學會黃政傑理事長蒞臨指導 

 
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吳天泰院長蒞臨指導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羅寶鳳主任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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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 

教育博士生工作人員 

 

 
與會人員 

領取專題演講(一)資料 

 
開幕式～活動剪影 

本校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周水珍主任 

 

 
開幕式～活動剪影 

 

 
開幕式 

本校吳昆茂校長致詞 

 

 
開幕式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蘇德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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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Prof. Alan Knox 

講題：REFLECTIONS ON AMERICAN 
ADULT EDUCATION 

 

 
專題演講(一)～主持人：羅寶鳳主任 

 

 
專題演講(一)～Prof. Alan Knox 

與會人員 

 

 
專題演講(一)～提問 

 
課程與教學學會黃政傑理事長 

致贈感謝牌給予本校課程系周水珍主任 

 

 
與會貴賓合照 

地點：本校教育學院正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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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一)～黃政傑教授 

講題：變動中的課程設計與發展 

 

 
主題演講(一)～主持人：白亦方教務長 

 
主題演講(二)～陳伯璋教授 

講題：教育改革的另類思考－美學向度的思考 

 

 
主題演講(二)～主持人：張德勝院長 

 
專題演講(二)～蘇德院長 

講題：具有文化傳承性與多樣性的內蒙古雙

語教學改革研究 

 

 
專題演講(二)～主持人：吳天泰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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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一（1A） 

主題：大學的教與學 

 

 
發表場次一（主題：大學的教與學） 

主持人：高台茜教授 

評論人：毛國楠教授（站立者） 

 
發表場次一（1A）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一（1A） 

與會人員～本校課程系劉明洲副主任 

給予發表人建議 

 
發表場次一（1B） 

主題：師資培育議題 

主持人：高傳正教授（右 1） 

 

 
發表場次一（1B） 

主題：師資培育議題 

評論人：潘靖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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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一（1B）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一（1B） 

與會人員提問 

 
發表場次一（1C） 

主題：課程設計研究 

主持人：古智雄教授 

 

 
發表場次一（1C） 

主題：課程設計研究 

評論人：顏佩如教授 

 
發表場次一（1C）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一（1C） 

合照～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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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二～課程與教學論壇 

主持人：黃政傑教授 

 

 
發表場次二～課程與教學論壇 

合照～主持人、與談人 

 
發表場次二～課程與教學論壇 

與談人李崗教授 

 

 
發表場次二～課程與教學論壇 

與會人員專注聆聽剪影 

 
發表場次二（2A） 

主題：地理、環境與生態教育 

主持人：賴慶三教授（左站立者） 

 

 
發表場次二（2A） 

主題：地理、環境與生態教育 

評論人：許銘津教授（中站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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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二（2A）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二（2A）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二（2B） 

主題：新移民與弱勢教育 

主持人：毛國楠教授 

 

 
發表場次二（2B） 

主題：新移民與弱勢教育 

評論人：廉兮教授 

 
發表場次二（2B）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二（2B） 

發表人～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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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區 

工作人員協助張貼 

 

 
海報發表區 

工作人員協助張貼 

 
發表場次三（3A） 

主題：藝術領域教學與設計 

主持人：林彥呈教授（左） 

 

 
發表場次三（3A） 

主題：藝術領域教學與設計 

評論人：朱景美教授（右） 

 
發表場次三（3A） 

合照～發表人 

 

 
發表場次三（3A） 

發表人～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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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三（3B） 

主題：教學設計與實踐 

主持人：陳添球教授 

 

 
發表場次三（3B） 

主題：教學設計與實踐 

評論人：李雅婷教授（右） 

 
發表場次三（3B） 

相見歡～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 

 

 
發表場次三（3B）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三（3C） 

主題：媒體與科技的教育應用 

主持人：潘文福教授（右 1） 

 

 
發表場次三（3C） 

主題：媒體與科技的教育應用 

評論人：許銘津教授（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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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三（3C）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三（3C）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四（4A） 

主題：跨區域交流與分享 

主持人：周水珍教授（站立者） 

 

 
發表場次四（4A） 

主題：跨區域交流與分享 

評論人：湯堯教授（站立者） 

 
發表場次四（4A）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四（4A） 

與會人員（吳天泰院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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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四（4B） 

主題：原住民族教學與設計 

主持人：張芬芬教授 

 

 
發表場次四（4B） 

主題：原住民族教學與設計 

評論人：洪清一教授 

 
發表場次四（4B）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四（4B）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四（4B） 

會場剪影～發表人欣然接受 

 

 
發表場次四（4B） 

會場剪影～評論人幽默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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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會場剪影～倒數計時～開始 

 

 
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會場剪影～參與人員踴躍 

 
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主持人：白亦方教授 

 

 
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評論人：林永豐教授（右 2） 

 
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發表人～口頭發表 

 

 
發表場次四（4C） 

主題：教學設計研究 

會場剪影～參與人員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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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感恩、傳承與交接〕 

主持人：周水珍主任 

 

 
閉幕式 

〔感恩、傳承與交接〕 

主持人介紹相關人員 

 
閉幕式 

課程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秘書長 

感恩致詞 

 

 
閉幕式 

傳承與交接～本校周水珍主任 

交接至中正大學林永豐所長 

 
閉幕式 

課程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秘書長致贈感謝狀 

本校白亦方教務長 

 

 
閉幕式 

課程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秘書長致贈感謝狀 

本校課程系周水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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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課程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秘書長致贈感謝狀 

本校課程系劉明洲副主任 

 

 
閉幕式 

越界與連結學術研討會 

暨「第 29屆課程與教學論壇」圓滿結束 

 
會場剪影～美麗的司儀 

 

 
會場剪影 

午餐時間～吉他表演 

 
會場剪影～茶敘 

 

 
會場剪影～茶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