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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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天：103 年 4 月 11 日(五) 

地點：花師教育學院 院會議室 A308 

時  間 議  程 

0845-0915 報  到（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大門入口川堂） 

0920-0930 開幕式（花師教育學院 A308 院會議室） 

0930-1030 論文發表：「視覺化人格建構」探索：一個心靈繪畫社群 

經驗分享 

主持人：林逢祺教授 

發表人：方志華教授、郭淑玲老師 

評論人：張鍠焜教授 

1030-1200 博士生論壇 

論文一：音、象、詩─ 華德福學校十二年一貫語文課程與教學

之行動研究 

論文二：破與立兼容的教育美學：一個實用主義的觀點 

論文三：靈光消逝年代的美麗與哀愁-數位科技的教育問題想像

主持人：但昭偉教授 

發表人：謝易霖、徐永康、涂真瑜老師 

評論人：簡成熙教授 

1200-1310 午  餐 

1310-1410 論文發表：藝術教育與合一經驗：以馬里旦創作理論與中國繪

畫之「傳神」概念為例 

主持人：方永泉教授 

發表人：何佳瑞教授 

評論人：張鍠焜教授 

1410-1510 論文發表：從阿多諾論聽覺的退化談美感教育中的感覺提昇 

主持人：方志華教授 

發表人：王尚文教授 

評論人：方永泉教授 

1510-1530 茶  敘 



1530-1630 論文發表：梅朵論透過藝術的救贖 

主持人：洪仁進教授 

發表人：林雅萍教授 

評論人：何佳瑞教授 

1630-1730 論文發表：論杜威審美經驗的自我實現觀 

主持人：黃  藿教授 

發表人：陳柏年教授 

評論人：王俊斌教授 

 
 
 
 
 
 
 
 
 
 
 
 
 
 
 
 
 
 
 
 
 
 
 
 
 
 
 
 
 
 



 
第二天：103 年 4 月 12 日(六) 

地點：花師教育學院 院會議室 A308 

時  間 議  程 

0830-0900 報  到 

0900-1100 專題演講：論教學表現性—從杜威美學看教學幸福感 

主持人：但昭偉教授 

演講者：林逢祺教授 

110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10 論文發表：海德格論教學藝術 

主持人：蘇永明教授 

發表人：李  崗教授 

評論人：馮朝霖教授 

1210-1320 午  餐 

1320-1520 專題演講：蓋亞、靈性與美學—世界生態村運動的美學啟示 

主持人：歐陽教教授 

演講者：馮朝霖教授 

152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30 論文發表：論審美教育與人類自由：從席勒到班雅明 

主持人：簡成熙教授 

發表人：蔡偉鼎教授 

評論人：蘇永明教授 

1630-1650 綜合座談、閉幕式 

 
 
 
 
 
 
 
 
 
 
 
 
 
 
 



二、參與狀況： 

 

(一)活動概述 

 本次研討會為二天的議程，第一天（4 月 11 日）上午 9 點 20 分於國立東

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308 院會議室準時開始，開幕式中特別邀請本校白亦方

教務長、花師教育學院張德勝院長與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劉唯玉系主任致

詞。之後，隨即開始論文發表的活動。 

 上午 9 點 30 分進行論文發表，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林逢祺教授擔任主持

人、國立臺北市立大學張鍠焜教授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國立台北市立大學方志

華副教授以及郭淑玲藝術工作者。上午 10 點 30 分進行博士生論壇，由國立臺

北市立大學但昭偉教授擔任主持人、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簡成熙教授擔任評論人，

發表人為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徐永康博士生、慈心華德福謝易霖教師以及國立

政治大學哲學系涂真瑜博士生。 

 下午 1 點 10 分進行論文發表，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方永泉教授擔任主持

人、國立臺北市立大學張鍠焜教授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輔仁大學何佳瑞助理研

究員。下午 2 點 10 分進行論文發表，由國立台北市立大學方志華副教授擔任

主持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方永泉教授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輔仁大學王尚文博

士後研究員。 

 茶敘之後，下午 3 點 30 分進行論文發表，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洪仁進副

教授擔任主持人、輔仁大學何佳瑞助理研究員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長庚大學人

文及社會醫學科林雅萍助理教授。下午 4 點 30 分進行今日最後一場論文發

表，由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黃藿教授擔任主持人、國立中興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

究所王俊斌副教授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陳柏年助理

教授。第一天活動在下午 5 點 30 分結束。 

 第二天（4 月 12 日）上午 9 點整於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308 院會

議室準時開始，進行專題演講，主持人為國立臺北市立大學但昭偉教授，主講人

為林逢祺教授(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講題為「論教學表現性—從杜威美學看教學

幸福感」。上午 11 點 10 分進行論文發表，由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

技系蘇永明教授擔任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馮朝霖教授擔任評論人，發

表人為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李崗副教授。 

 下午 1 點 20 分進行專題演講，主持人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歐陽教名譽教

授，主講人為馮朝霖教授(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講題為「蓋亞、靈性與美學—

世界生態村運動的美學啟示」。下午 3 點 30 分進行今日最後一場論文發表，由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簡成熙教授擔任主持人、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蘇永明教授擔任評論人，發表人為東海大學哲學系蔡偉鼎助理教授。下午 4 點

30 分進行綜合座談會，並進行閉幕式。至此，活動圓滿結束。 

 



(二)參與人員 

 1.與會貴賓及學者專家 

    
 2.論文發表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1 方志華 台北市立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副教授 

2 郭淑玲 新人文藝術工作室/藝術工作者 

3 徐永康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4 謝易霖 慈心華德福/教師 

5 涂真瑜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哲學組/博士候選人 

6 何佳瑞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7 王尚文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8 林雅萍 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助理教授 

9 陳柏年 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助理教授 

10 蔡偉鼎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理教授 

 

 

編號 姓名 單位 

1 吳家瑩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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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德勝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花師教育學院

院長 

4 劉唯玉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系主任 

5 張威克 國立東華大學體育系/副教授 

6 高建民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7 古智雄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8 歐陽教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9 洪仁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10 林逢祺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11 但昭偉 國立台北市立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2 簡成熙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教育行政研究所/教務長 

13 張鍠焜 國立台北市立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4 方永泉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15 黃  藿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兼通識中心主任 

16 王俊斌 國立中興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7 蘇永明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教授 

18 馮朝霖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3.與會嘉賓 

編號 姓名 單位 

1 楊淑雅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博士候選

人 

2 蘇素珍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生 

3 邱凡芸 國立金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助理教授 

4 林世悠 國立東華大學音樂系/副教授 

5 徐美雲 花蓮宜昌國中/教師 

6 凃柏章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7 李明霓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助理教授 

8 林思慧 國立東華大學視覺藝術教育所/碩士生 

9 郭春松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10 徐若璦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11 李忠錫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12 劉家蓁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學生 

13 呂昕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14 蕭仲凱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15 毛乃恩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16 謝智如 台北市永安國小/教師 

17 徐鳴謙 法鼓佛教學院/研究助理 

18 林傳陽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19 沈奕君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20 羅毓蓮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21 陳瀅婷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學生 

22 柯玉潔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生 

23 林靜慈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生 

24 彭惠敏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生 

25 張秋蘭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生 

26 莊春紅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專生 

27 陳柔伃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士生 

28 吳靜芬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專生 

29 劉曉燕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專生 

30 張明麗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專生 

31 周姍嫻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生 

32 蔡尚峰 花蓮縣立國風國中/教師 

33 連安青 國立東華大學附小/教師 

34 蔡宇樺 花蓮海星中學/教師 



35 林郁偉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36 廖嘉琛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候選人 

37 陳怡靜 國立東華大學體育中心/專案教師 

38 謝明蓁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生 

39 蔡東麟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系/學生 

40 林育德 國立東華大學華文系/碩士生 

41 廖子涵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 

42 余辛倫 國立東華大學公行系/學生 

43 張依庭 國立東華大學應數系/碩士生 

44 林詩容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系/學生 

45 邱怡如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系/學生 

46 廖芮賢 國立東華大學應數系/學生 

47 陳韋緻 國立東華大學物理系/學生 

48 洪曼輗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系/學生 

49 廖懿琳 國立東華大學華文所/碩士生 

50 陳盈臻 國立東華大學應數系/學生 

51 劉虹谷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士生 

52 溫巧如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學生 

53 鄧惟仁 國立東華大學自資所/碩士生 

54 莊梓忻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系/學生 

55 曾執允 國立東華大學應數系/學生 

56 陳厚邦 國立東華大學自資系/學生 

57 謝佳霖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 

58 謝侑君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學生 

59 劉姿佑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中教師資生─教育哲學 

60 姜美絹 海星高中附設幼兒園/教師 

61 陳亞帆 國立東華大學英教所/碩士生 

62 林書毅 國立東華大學科教所/碩士生 

63 陳佩怡 國立東華大學科教所/碩士生 

64 顏郁人 遠東科技大學資管系/助理教授 

65 黃子軒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系/學生 

66 黃星翰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67 王俊評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68 傅浩祐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系/學生 

69 劉政廷 國立東華大學體育系/學生 

70 葉佳怡 國立東華大學藝術設計學系/學生 

71 吳文綺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4.工作人員 

李崗 李真文 蘇鈺楠 

王薇涵 張軒鳳 林謙謙 

孫子喬 林亞萱 鄧  汶 

莫德駿 唐惟芃 林苡涵 

王乙晴 黃宣雅 康以諾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本校白亦方教務長蒞臨指導                      課程系系主任蒞臨指導 

72 梁可憲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73 潘寳鳳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研究生 

74 林奕君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系/學生 

75 吳思嫻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 

76 吳柏寬 國立東華大學應數系/學生 

77 謝依庭 花蓮宜昌國中/專任教師 

78 黃俊賢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79 周于修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0 許趙瑩臻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1 林宜樺 國立東華大學藝創系/學生 

82 劉純嘉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3 許馨方 花蓮高農綜職科/專任教師 

84 黃悌准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5 田嘉暄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6 廖彩琴 東海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87 蘇佩淩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88 蔡岳霖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學生 



    

               開幕式                                      開幕式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劉唯玉主任致詞               本校白亦方教務長致詞 

    

               開幕式                                      開幕式 

     花師教育學院張德勝院長致詞                   研討會主辦人李崗教授致詞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主持人林逢祺教授                           發表人方志華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評論人張鍠焜教授                               提問與討論 

    

              博士生論壇                                  博士生論壇 

           主持人但昭偉教授                            評論人簡成熙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提問與討論                                   提問與討論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主持人方永泉教授                             評論人張鍠焜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發表人何佳瑞教授                             主持人方志華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評論人方永泉教授                            發表人王尚文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提問與討論                              主持人洪仁進教授 

    

               論文發表                                    論文發表 

           評論人何佳瑞教授                            發表人林雅萍教授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教育哲學代表                               主持人歐陽教教授 



 

閉幕式專家學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