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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7 學術研討會 

一、目的 
本次研討會以「深耕教育：課程教學與評量」為題，探討面對新課綱

的教育環境下，身處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們，該以何種思維來面對未來

的挑戰。本研討會提供一個優質學術平台讓學者、專家及學生齊聚一堂，

共同進行腦力激盪。本次研討會設定九大主題:課程與教學、想像力和創造

力、科學教育(含弱勢學習族群的科學教育)、數學素養、語文與閱讀素養、

大數據在教育研究的應用、教育行政與經營管理、教育心理與評量、環境

教育。舉辦本研討會的目的與重要性為： 
（一）教師在新課綱的教育環境下，找到平衡教育理念與現實教學的方法。 
（二）在深耕教育的理念下，發展有助於弱勢學生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等相

關教學實務能力。 
（三）匯集對於深耕教育有益之因應策略，以落實至未來的教育場域。 

 
二、辨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二）主辦單位：台灣教育研究學會、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

中心 
（三）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三、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二）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社會科學院(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四、大會主題—「深耕教育：課程教學與評量」 
（一）課程與教學； 
（二）創造力與想像力； 
（三）科學教育(含弱勢學習族群的科學教育)； 
（四）數學素養； 
（五）語文與閱讀素養； 
（六）大數據在教育研究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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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行政與經營管理； 
（八）教育心理學與評量； 
（九）環境教育。 

 
五、徵稿辦法 
（一）論文形式：口頭論文(oral papers)與壁報論文(posters)。 
（二）投稿摘要格式： 

1.個別論文發表 
（1）口頭論文（oral papers）：中文摘要 500 至 1,000 字，或英文摘要

250~500 字。內容應包括論文主題、主要作者及共同作者(全名)、
作者所屬單位與職稱、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

關鍵字(以五個為上限)。 
（2）壁報論文（posters）：中文摘要 500 至 1,000 字，或英文摘要

300~500 字。內容應包括論文主題、主要作者及共同作者(全名)、
作者所屬單位與職稱、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

關鍵字(以五個為上限)。 
2. 團體論文發表 
（1）團體論文發表須包含四至五篇主題相關的論文，由召集人代表繳

交發表計畫。計畫提交必須包括召集人、所有發表人姓名與完整

的聯絡資料、整體發表計畫 (300 字以內)、以及個別成員發表摘要 
(各 300 字以內)。 

（2）發表計畫摘要須於 2017年 9月 24日前上傳本研討會網站之線上投

稿系統，發表計畫接受與否將於 10 月 6 日前通知。 
（3）內容應包括論文主題、主要作者及共同作者(全名)、作者所屬單位

與職稱、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關鍵字(以五個

為上限)。 
3. 所有內容之中文字體需為標楷體或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12，1.5 倍行高，使用英式英文或者美式英語的拚法及合適的專

業術語。以 APA格式進行撰寫。 
（三）最佳論文競賽： 

本次會議將由投稿論文中遴選出「大會最佳論文獎」，欲參加論文競

賽之論文請附上論文摘要及 2,000 字論文檔案供審查(中英文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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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稿方式： 
本研討會採線上投稿，欲投稿者請將論文摘要、科技部個人基本資料

表(如附件科技部表 C301)上傳至本研討會投稿系統；如欲參加最佳論文競

賽者，請將論文摘要、全文及科技部個人基本資料(如附件科技部表 C301)
表上傳至本研討會投稿系統，投稿網址如下：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7/Abstract.html 
 
六、參與對象 

全國相關教育領域之研究者、教育實務工作者等，參與研討會的教育實務

工作者可上網登入研習時數。 
 
七、大會主席 
（一）台灣教育研究學會理事長、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邱文彬教授 
（二）聯絡方式：(07)5252000 轉 5884 

 
八、大會聯絡人 
（一）姓名：黃馨瑩小姐、沈家禾小姐、郭淑婷小姐 
（二）聯絡方式：(07)5252000 轉 5882；E-mail: tera@mail.nsysu.edu.tw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7/Abstract.html
mailto:tera@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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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於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一、本會宗旨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宗旨在於致力提升教育新知，鼓勵學界探索教育議

題，促進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以改善教育品質並追求全民共善。 
 
二、本會任務 
（一）提升學術交流風氣，建立教育學術研討管道。 
（二）定期舉行國內或國際會議，分享與研討最新教育研究成果。 
（三）鼓勵研究成果的推廣與實際應用，以提升教育品質。 
（四）積極參與「世界課程與教學協會（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世界教育研究協會（World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WERA]」等組織，積極投入籌組與運作。 

（五）作為國際交流平台，與國際教育研究社群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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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第四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職稱 監事 職稱 

方德隆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兼

教育學院院長 
施慶麟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

教授兼教務處副教務長 

邱文彬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洪瑞兒 
中山大學教育所特聘教授

兼所長 

鄭英耀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教

授兼中山大學校長 
梁淑坤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

教授 
周珮儀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翁慶才 高雄市四維國小校長 

莊雪華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郭志文 
中山大學通訊研究所教授

兼國際處國際長 
林煥祥 中山大學通識中心講座教授   

李旻憲 
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

學位學程副教授 
  

王文中 香港教育學院協理副校長   
楊淑晴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學志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兼教育

學院院長 
  

顏慶祥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員/教育研究所兼任教

授 
  

謝臥龍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

任 
  

陳武雄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

動管理系助理教授 
  

陳利銘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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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7 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議程表 
 

日期：2017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地點：中山大學社會國研大樓、社會科學院 
時 間 議 程 

08:30~09:20 報到【地點：國研大樓 1樓】 
09:20~09:30 開幕【地點：國研大樓華立廳】 

09:30~10:30 
Keynote speech：佘曉清講座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演講主題：PISA2015 的研究發現與啟示 
【地點：國研大樓華立廳】 

10:30~11:00 大合照、休息 

11:00~12:00 

主題論壇 A：想像力與創造力論壇 
 
主持人： 
鄭英耀校長/國立中山大學 
 
與談人： 
陳學志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 
蔡敦浩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何曉琪助理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地點：國研大樓華立廳】 

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

與轉化 
主持人： 
黃盟惠副局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洪瑞兒所長/國立中山大學教育所 
與談人： 
林賜郎教育長/大葉大學四肯書院 
郭啟東校長/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

高級中學 
林香吟校長/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王雪娥校長/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許文全副校長/台南市天主教聖功女

子高級中學 
蘇宗立主任/台南立市大灣高級中學 

【地點：國研大樓 1002室】 

TERA 理監事

會議開票 
11:00~11:50 
【地點：國研

大樓 1001
室】 

12:00~13:00 午餐&TERA 會員大會【地點：國研大樓 1002 室】 

13:00~14:20 
口頭發表 
社 SS1003 

A1 

口頭發表 
社 SS1004 

A2 

口頭發表 
社 SS1005 

B1 

口頭發表 
社 SS1006 

C1 

口頭發表 
社 SS2005 

D1 

口頭發表 
社 SS2006 

F1 

口頭發表 
社 SS203-2 

G1 

壁報論文發表Ⅰ 
【社科院中庭】 

14:20~14:40 休息 

14:40~16:00 
口頭發表 
社 SS1003 

B2 

口頭發表 
社 SS1004 

C2 

口頭發表 
社 SS1005 

A3 

口頭發表 
社 SS1006 

A4 

口頭發表 
社 SS2005 

G2 

口頭發表 
社 SS2006 

H1 

口頭發表 
社 SS2003-2 

E1 

壁報論文發表Ⅱ 
【社科院中庭】 

16:00~16:10 休息 

16:10~17:10 

圓桌討論 A：科學教育 
主持人：洪振方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

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社 SS2002-1】 

圓桌討論 B：教育測驗與評量 
主持人：陳學志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院 
【社 SS2006】 

17:10~ 閉幕&賦歸【社 SS3001】 
 雙語司儀 郭玫君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高雄市立中山高中英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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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內容簡介 

（一）大會主題演講 

時    間：106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上午 09:30-10:30 

地    點：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林煥祥講座教授 

 

【簡介】 
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科學教育博士 
主要經歷與榮譽  
1.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校長(2004.08-2008.01)。 
2.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2004.08-2008.01)。 
3. 國立高雄師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 
4. 國科會科教處學門召集人、諮議委員。 
5. 科學教育學刊（國科會優良學術期刊, TSSCI 期刊）總編輯。 
6. 國科會台澳跨國合作研究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 
7. 教育部科學教育學習網總計畫主持人。 
8. 教育部 APEC 教育部長籌備高峰會議我國代表。 
9. 中華民國化學奧林匹亞委員。 
10. PISA 2006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National Project Manager. 
11.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計畫主持人。 
12. 國家奈米科技人才培育推動計畫共同召集人。 
13.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0-2001)。 
14.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2-2004)。 
15. 美國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傑出校友獎。 
16. 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主持人(2008-2011)。 
17.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2008-2011)。 
18. 科教處學門計畫績效成果優良(2010)。 
19.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講座教授(2012.08-迄今)。 
20.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11-2013)。 
21. 2013 東亞科學教育學會(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傑出貢獻獎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22.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2012.02~2014.01) 
23.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識教育策略聯盟理事長(2013~2016) 
24.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2013~迄今) 
研究領域  

科學教育、科學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科學素養評量、科學探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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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主題演講 

時間：106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上午 09:30-10:30 

地點：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講者：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佘曉清講座教授 

 

【簡介】 
經歷  

2013 ~ 迄今 講座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2001 ~ 2013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1996 ~ 2001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獲獎  

2015                         科技部特約研究員 
2003、2009、2012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1                         傅爾布萊特客座教授獎助 
其他學術經驗  

1. 2012.09 ~ 2016.12 台灣參加 PISA 2015 國家共同計畫主持人(Co-National Project 
Manager) 

2. 2011.08 ~ 2012.01 傅爾布萊特客座教授獎助計畫至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訪問研究 
3. 2006.08 ~ 2008.12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教育二學門的學門召集人。 
4. 2001, 2002, 2003  Visiting Fellow，西澳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跨國合作研究

計劃。 
5. 國科會科教處與科技部相關工作 

 

 2017 ~ 迄今 科技部科國司「科教實作」學門複審委員。 
 2011 ~ 2013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教育」學門複審委員。 
 2006 ~ 2008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教學」學門的學門召集人。 
 2005 ~ 2006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學習」學門複審委員。 
 2002 ~ 2004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教學」學門複審委員。 
 2000 ~ 2001 國科會科教處「科學學習」學門複審委員。 

6. 科技部(國科會)整合型計畫主持人 

專長  

科學概念改變、科學推理與論證、認知多媒體與數位化科學學習、認知神經科學與科學

教育 

(1) 2012 ~ 2017 台灣參加 PISA2015 的執行與研究－PISA2015 施測、分析與推廣。 
(2) 2007 ~ 2010 情境式問題解決之數位學習：認知、情緒與問題解決能力單一整合型計

畫總主持人。 
(3) 2004 ~ 2007 科學概念的建構與重建數位學習研究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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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2015 的研究發現與啟示 

摘要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為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所負責的計畫。 PISA 評量主要分為三個領域：閱讀素養、數學素養及科學素養。

在 PISA 裡所謂的素養包含知識（Knowledge）與能力（Competencies）。以 15 歲群(即國

中三年級生與高中一年級生)為調查對象，主要目的在評量學生們在完成義務教育時，是否

能夠掌握社會所需的知識與能力。PISA 2015 評量以科學素養為主，包含解釋科學現象、

評量及設計科學探究以及解讀科學數據及舉證科學證據三個能力，同時評量學科知識、程

序性和科學認識論知識。共有 72 個國家及經濟體參與，15 歲學生樣本超過五十三萬人。

我國應試樣本包含 214 所學校(包括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共計 7,708 名學生受測。 

我國學生在此次的 PISA 2015 國際評量中，「科學」的平均成績在國際的排名為第四

名。在能力向度的表現，分別為「解釋科學現象」排名第三，「評量及設計科學探究」排

名第七，「解讀科學數據及舉證科學證據」排名第四。在「科學學科知識」排名第三，

「科學程序性與認識論知識」排名第五。科學教師問卷中顯示約有七成的科學教師較少讓

學生自己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學生問卷則反應約有五成以上的科學教師從來沒有或幾乎不

曾允許學生自己進行科學實驗設計。同時我國學生在學生問卷的科學探究教學在課室中進

行的比例指標值，在全世界 72 個經濟體表現是倒數第三(-0.45)，只比日本、韓國高。除此

之外，我國低科學素養比例的學生約為 12.4%，是前五名國家中人數最多的國家。而台灣

學生的科學素養表現與學生社經背景為中高的關聯性，其中屬於低社經背景的學生有

46.3%是屬於逆境高成就生，相對逆境低成就生則為 53.7%。這些研究發現值得我們重視與

深思，期望能有助於突破現階段科學教學與學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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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A：想像力及創造力論壇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 

 

【簡介】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1992.06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1985.06 

台灣教育學院輔導系學士，1982.06 

行政經歷  

•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1985,08~迄今  

•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任行政副校長，2010,08~2013,07  

•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2009,08~2010,07  

•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2001,08~2003,01、2008,08~2009,07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借調)，2003,01~2004,07、2006,12~2008,04  

•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學務長，2004,08~2005,07  

•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教育所所長，1998,08~2001,07  

研究領域  

教育心理學、創意思考與教學、教育行政與組織管理、教育測驗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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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A：想像力及創造力論壇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與談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 

 

【簡介】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兼教育學

院院長，及教育科學研究期刊(TSSCI、SCOPUS、ESSCI 期刊)主編。研究興趣包含創造力的

測量與教學、正向與幽默心理學、認知與情緒機制與教育、漢字與華語文教學等方面。歷年

來共計發表超過170篇國內外期刊論文，並曾獲中華民國教育團體聯合會學術研究木鐸獎及科

技部傑出研究奬。 

多元取向的創造及想像力測量 

摘要 

過去的創造及想像力測量，多為心理計量取向，最常見且最重要的測量工具係為擴散思

考測驗。然而，擴散思考測驗普遍有計分困難、常模需與時俱進、無法衡量適切性、未區分

想像思考構念、難以測量特定領域的創造力、僅測量出創造力潛力而非真實的表現、缺乏認

知與腦神經的基礎等有待突破之處。本文介紹作者團隊及研究伙伴近年來針對這些問題所進

行的一些成果：(1)發展能夠解決適切性問題的「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及「筆劃增

減擴散測驗」。(2)編製適合測量數學領域的「數學創造力測驗」。(3)區分想像與創造能力並

編製「未來書包想像測驗」。(4)以 Mednick 的「聯結論」為基礎，發展出中文化的「中文部

件遠距聯想測驗」、「中文字彙遠距聯想測驗」以及「中文詞彙遠距聯想測驗」以解決計

分、適切性及常模的問題。(4)發展「創造力的動態實作評量」並將其實際應用於研究所的入

學考試中，以同時測量學生的創造潛能以及創造表現。(5)使用認知及腦神經取向，以「促發

實驗」測量內在概念聯結層級的陡峭程度，以眼動儀測量平均跳視長度，以及使用腦磁造影

的 DTI 來分析高低創造力者的差異，進而提供創造力最直接的測量方式。經由上述的取向，

期待能對創造力提供更為多元且有效的測量方式，能一窺創造與想像力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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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A：想像力及創造力論壇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與談人：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蔡敦浩教授 

 

【簡介】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 企管研究所 博士(1982/09-1985/06) 

國立政治大學 企管研究所 碩士(1977/09-1979/06)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工程學系 學士(1973/09-1977/08)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 企管系 專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 主任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 秘書室 主任秘書(2004/12-2006/07) 

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學術中心 主任(2004/08-2006/07) 

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院長(2000/08~2003/07) 

國立中山大學 傳播管理研究所 所長(2000/08-2001/07) 

國立中山大學 企管系所 所長(1992/08-1997/07) 

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 主任(1997/08-2001/01) 

國立中山大學 企管系 副教授(1985/08-1990/07) 

輔仁大學 企管系 講師(1984/08-1985/07) 

行政院研考會 資訊管理處 研究員(1981/08-1982/07) 

研究領域與專長  

競爭策略分析、策略管理、知識管理、複雜調適系統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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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培育需要創業實作教育? 

摘要 

創造力與想像力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與組織文化的轉型關鍵，想要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

脫穎而出，就需要打造一個富有創造力與想像力、積極創造與世界產生創新連結的文化與

環境。大學作為培育未來人才的搖籃，近年來亦致力於打造能夠激勵創造力的學習環境，

希望培育出同時具有專業知能與跨界創造力的 T 型人才。 
對於大學如何打造這樣的創造力教育環境，我們嘗以北歐創業教育做為借鏡。北歐學

者 Hjorth(2004)將創業譬喻為一個「嬉遊/創新空間的創造與使用」，他以兒童在遊戲場自然

生成創造的能力為例，認為創業教育最重要的，是提供讓學生可以創造與使用他們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的嬉遊空間。而大學要如何打造這樣的空間呢 ? 我們認為關鍵在於實作教育。 
Johannisson(2016)從創業的本質出發，認為創業教育真正要帶給學生的能力，是能具體

反應環境變動與隨時思考創造的「實踐智」與「敏智」，然而，這些學生最需要的核心能

力，都與過去以系統性知識為主的管理主義訓練相悖甚遠，極需要實作課程加以具體補

充。 
我們認為大學的專業與彈性，是形成具有深度的創造力教育的重要園地，也是培育具

有想像力與創造力的T型人才最好的環境。然而，在方法上，必須更仰賴創業實作教育，讓

學生可以在實作中開闢想像與創造的空間，經驗 Aha moment、在嬉遊中對環境脈絡產生新

的世界圖像，在實踐中讓想像與創意成為真實的創造。 
創造力與想像力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與組織文化的轉型關鍵，想要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

脫穎而出，就需要打造一個富有創造力與想像力、積極創造與世界產生創新連結的文化與

環境。大學作為培育未來人才的搖籃，近年來亦致力於打造能夠激勵創造力的學習環境，

希望培育出同時具有專業知能與跨界創造力的 T 型人才。 
對於大學如何打造這樣的創造力教育環境，我們嘗以北歐創業教育做為借鏡。北歐學

者 Hjorth(2004)將創業譬喻為一個「嬉遊/創新空間的創造與使用」，他以兒童在遊戲場自然

生成創造的能力為例，認為創業教育最重要的，是提供讓學生可以創造與使用他們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的嬉遊空間。而大學要如何打造這樣的空間呢 ? 我們認為關鍵在於實作教育。 
Johannisson(2016)從創業的本質出發，認為創業教育真正要帶給學生的能力，是能具體

反應環境變動與隨時思考創造的「實踐智」與「敏智」，然而，這些學生最需要的核心能

力，都與過去以系統性知識為主的管理主義訓練相悖甚遠，極需要實作課程加以具體補

充。 
我們認為大學的專業與彈性，是形成具有深度的創造力教育的重要園地，也是培育具

有想像力與創造力的T型人才最好的環境。然而，在方法上，必須更仰賴創業實作教育，讓

學生可以在實作中開闢想像與創造的空間，經驗 Aha moment、在嬉遊中對環境脈絡產生新

的世界圖像，在實踐中讓想像與創意成為真實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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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A：想像力及創造力論壇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華立廳 

與談人：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研究中心何曉琪助理研究員 

 

【簡介】 

何博士為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訪問博士後研究

員、全球華人創造力學會理事，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員，研究興趣為創造力與想像力、教育測驗與評量。何博士長期投入科學想像力相關研

究，與高雄市國小、國中合作發展出適用於教育現場的科學想像力課程模組、評量工具，

並舉辦教師研習與學生營隊活動。自 2009 年至今參與執行教育部、科技部研究計共畫 13

件，發表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 12 篇與研討會論文 28 篇。 

 

尋找科學想像力的聖杯 

摘要 

想像力與教育交織成了一個充滿樂趣、伴隨希望卻又神秘的領域，培養不同學習階段學

生的創新思維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價值。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未

來工作報告（Future of Jobs Report）更是將創新思維視為未來 2020 年 10 種最重要的工作技

能之一。然而何謂想像力？不同的專門領域有不同的看法，研究團隊多年來持續以國小教育

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為場域，針對不同的學生背景進行想像力的探究，已提出科學想像力理

論模式、課程模組並進行實務活動推廣等，然而關於想像力仍有許多的未知，如：想像力運

作時的認知處理歷程、認知成分、想像力與創造成品間的關係等。為能進一步探詢想像力的

真實面貌，目前研究團隊正透過網路學習平台 EdVisto 的使用，記錄學生放聲思考的過程，

試圖發掘想像力的多元面貌。上述研究成果都將透過此次論壇與各位教育先進分享，期盼與

您一同領略想像力的美麗與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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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主持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黃盟惠副局長 

 
【簡介】 

學歷  
私立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經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科員丶股長丶專員丶秘書丶督學丶科長丶專門委員(兼社會教育館代

理館長）、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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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教育所洪瑞兒特聘教

授兼所長 

 

【簡介】 

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博士 

榮譽  
榮獲中山大學 97 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獎。 

榮獲國立員林高級中學創校 70 週年傑出校友獎  

榮獲中山大學 100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傑出研究獎。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2007.02.01~迄今)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編審委員(台灣排名第一的 TSSCI第一級期刊)(2009.04~迄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IJSE) Editorial Board(2014~迄今) 

清華教育學報副主編(2016.08~迄今) 

通識學刊總編輯(2017.01~迄今)  

永齡基金會希望小學中山分校專案負責人(2010.06.01~迄今)  

科技部國合司科教學門(含多元族群科學教育)複審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2012.08.01~2014.08.31) 

國立中山大學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主任(2007.08.01~2009.07.31) 

高雄市第一、第二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2008.01.24~2010.01.23) 

台南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副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2002.08.01~2007.01.31) 

屏東師範學院 初等教育學系兼任講師(2002.02.01~20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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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高中 國文老師、輔導老師兼主任輔導老師(1993.08.01~1999.07.31) 

行政院青輔會 助理研究員(1992.08.01~1993.07.31) 

國立員林農工 國文科教師兼導師(1976.08.01~1988.03.31) 

學術專長與研究興趣  

教育心理學研究、科學教育相關研究、性別教育研究、道德品格教育研究 

 
摘要 

世界經濟論壇預測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的主要能力在 2020 年需要的十項能力為: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people management, coordinating with 
oth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service orientation, negotiation, 
cognitive flexibility」。上述這些能力是過去「知識導向」年代裡，學校老師較少涉獵的。進

入 21 世紀以來，我們正面臨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工智慧正逐漸取代傳統的職業與工作的危

機，倘若制式或非制式老師們無法很迅速改變自己的觀念和作為，將無法培育出有能力去適

應未來的世界公民，因此「素養導向的教與學」是新課綱最主要的精神所在。未來我們將如

何培育台灣下一代的主人提升他(她)們主動參與、永續的學習興趣、分析統整、面對複雜問

題能設法解決、批判思考、探究思辨、情緒智慧、多向度思考以做出明智抉擇，這些「帶著

走的能力」就是今後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的主體。 
 
關鍵字: 知識導向、素養導向的教與學、107 課綱、帶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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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大葉大學四肯書院林賜郎教育長 

 

【簡介】 

經歷  
曾任竹山高中、溪湖高中校長 

專長  
教育行政 

 
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前導學校的具體工作項目 

摘要 

一、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將成立前導學校推動小組。 

二、前導學校具體工作項目。 

三、辦理全國例會和增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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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郭啟東校長 

 

【簡介】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學士 

美國奧瑞崗大學物理系博士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加速器光源及中子束應用博士學位學程籌備主任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物理教育委員會委員及公共事務委員會委員 

(第五十屆:2012 年 1 月–2014 年 1 月; 第五十一屆: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科技部自然司物理研究推動中心審議委員會委員(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 

榮譽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99、100、101、102 學年度) 

國立中山大學優良教學教師(96 學年度) 

國立中山大學優良導師(96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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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在中山大學附中的實踐 

摘要 
中山大學附中基本資料：國中部 18 班、高中部 18 班 
新課綱的實施正在撼動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現場！從過去「每所學校都一樣，每個學

生都上相同的課」，將調整成「每個學校都不一樣，學生可視興趣及需求來選課」，是顛覆

家長及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想像。 
新課綱強調將能力更豐富深化為「素養」，不論是課程內容、教材教法及學習任務(評

量)都需朝向「素養」邁進，期待透過教師專業的引導，學生能將所學知識應用與遷移，對

未來社會生活的各種情境具備自信面對應變。 
新課綱把課程分為兩種類型：「（教育）部定課程」和「（學）校訂課程」，除了既

有的部定課程，各校還可發展適合自己學校的多元課程。降低必修，增加選修，顧及學生興

趣差異。 
以中山大學附中為例，在 104學年度即成立課程核心小組，核心小組除了教師，還適時

的邀請學生代表參與，每個月定期會議，重新檢視學校發展願景、學生學習圖像到學生升大

學分析，據以開設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還有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

時間、國中部的「彈性學習課程」。高中部的校訂必修與國中部的彈性學習時間，共同規劃

六年一貫的課程；突破傳統的第一二三類組三年學分表，調整為「對應升大學十八學群的三

年修課學分表」；多元選修在高一開設 9 門課程供學生試探，在高三則開設大學預修課程；

引導學生利用彈性學習時間充實/增廣知識、自主學習、學校特色活動等等都以學生學習中

心。 
第一線教師經常性的聚會討論、成立社群討論課程、製作教材、共同備課，到正式實施

課程，真是辛苦！但是，相對地教師的專業再度被激發出來，革命情感再現，看到課程被產

出激動地歡呼，在校長室旁邊的會議室、各教師辦公室這一個月更是經常聽到，因為 11 月

份，中山大學附中透過教師說課，進行各類校訂課程的課程審查。新課綱不僅轉化為課程模

組，更促發教師團體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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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林香吟校長 

 

【簡介】 

學歷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畢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93-95 學年前鎮高中總務主任 

96-99 學年前鎮高中教務主任 

100 學年瑞祥高中校長 

榮譽  

106 年度英國文化協會(ISA)「國際學校獎」認證 

105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104 年度教育部教專特優典範學校 

103 年度科技部高瞻計畫特優學校獎 

102 年度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 

101 年度教育部學校評鑑一等 

雁行共好，迎向新課綱 
摘要 

一、 轉化十二年國教課綱成為校本教育理念 

二、 從激勵教師動能出發的新課綱經營策略 

三、 重視組織和諧發展，教育初衷真誠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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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王雪娥校長 

 

【簡介】 

經歷  

105 學年度起擔任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校長 

101-104 學年度服務於高雄市立路竹中學校長 

80-100 學年度服務於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導師、組長、教務主任 

105-106 年擔任科技部第三期程高瞻課程計畫主持人 

105 年榮獲高雄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組)  

104 年領導之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行動學習榮獲優良學校暨最佳人氣獎。 

103 學年度起申辦路竹高中部雙語實驗及科學實驗班。 

102-104 年擔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央群暨統籌新課綱特色選修課程。 

102 年領導之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101 年榮獲高雄市技職教育名人表揚 

專長  

機械設計、課程領導、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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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新課綱∞中山振昂揚 

摘要 

一、扣緊新課綱精神，發展校本課程，並培養學生基本生活能力。 

二、多次利用 OST 會議、核心小組會議與各科教學研究會進行系統思考凝聚校內共識。 

三、充分整合學校附近資源：後勁溪下游流域自然生態、楠梓加工區之科技業與國際移工族

群、中油石化產業之轉型與配套、高雄大學之高教資源等。 

四、發展多元選修課程：讓同學依興趣在人文、藝術、資訊、科技、口語表達、志工服務等

多元能力上，培養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之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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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台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許文全副校長 

 

【簡介】 

學歷  

高師大數學系碩士四十學分班結業 

成功大學數學系 

經歷  

曾任專任教師、註冊組長、教務主任 

現任副校長（92 年 8 月迄今） 
 

紮根 創新 邁向未來 

摘要 

配合 2011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宣佈實施，聖功女中幸於 2007 年即參與

「先導計畫」之一的「高中職優質化」計畫，歷十年高優計畫的沖刷、激盪，尤其是第二

期程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的推動、發展，及第

三期程中，特色課程的研發、開展，以為校訂必修課程及多元選修課程的設計施作準備。

另配合 108 課綱施作準備，積極參與前導學校的遴選及培力與服務操作，得以省思跟理

解，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帶來課程的變革，與教學轉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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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00-12:0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國研大樓 1002 室 

與談人：台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蘇宗立主任 

 
【簡介】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教務主任，目前為校內高中優質化計劃承辦人，並協助校長推

動新課綱如核心小組、課程小組、教師社群、專業增能等組織與協調工作。 
 

專長  

資訊系統、網際網路、網路安全 

 

新課綱的校園景緻轉化 

摘要 

大灣高中積極辦理優質化計劃、推動校內新課綱各項工作，並參與高優前導學校工作、

擔任南區前導學校臺南組的行政窗口。 

「耕深育才，領航未來」是灣中推動新課綱的核心價值，在過程中，執行團隊整合行政

與教師資源建立支持系統，轉化教師社群；社群老師亦發揮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參與

課程發展、創新教材教法、轉化教學方式，因此翻轉了校園景致。目前，我們的課綱發展與

轉化經驗正透過社群老師進行校外交流、及參與前導學校計畫的管道對外輸出，與伙伴學校

共同為推動新課綱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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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桌討論 A：科學教育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6:10-17:1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社科院社 2002-1 室 

主持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

教育研究所教授 

 

【簡介】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博士 

專長  

科學探究、科學論證、科學建模、科學創造力 

 
野人獻曝：講者的科學教育研究思維 

摘要 
以研究取向與研究主題的二個軸構成雙向細目表，說明講者的科學教育研究思維，以拋

磚引玉引出大家更好的意見。講者的研究取向包括「認知研究」、「學習研究」、「教學研

究」，研究主題包括「知識重建」、「高層次思考」、「科學認識觀」、「科學能力」，由

此建構講者的科學教育研究思維，如下表所示。其中，「認知研究」涉及科學學習的認知機

制，「學習研究」涉及學生如何學習，「教學研究」涉及教如何引起學。「知識重建」

（knowledge restructuring）涉及弱重建與根本重建，「高層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涉及科學思考、批判思考、創造思考，「科學認識觀」（epistemic knowledge）是

構造和定義在科學知識建構過程中所必需的特徵之知識，以及它們在辯護由科學產生的知識

中的作用。具有影響或規範人們認知合適觀點、合宜問題、合理方法與合法知識的力量。

「科學能力」（scientific competencies）涉及科學探究能力、建模能力、論證能力、問題解

決能力、科學創造力。將以下表簡要說明講者的後設思維，並以過去的研究舉例說明。期待

科學教育先進指正，並引出每一位參與者分享個人的科學教育研究思維，彼此交流共創研究

的新動力。 
 認知研究（C） 學習研究（L） 教學研究（T） 
知識重建    （R） CR  LR TR 
高層次思考  （T） CT LT TT 
科學認識觀  （E） CE LE TE 
科學能力    （C） CC LC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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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桌討論 B：教育測驗與評量 

 
時    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6:10-17:10 

地    點：國立中山大學社科院社 2006 室 

與談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陳學志

院長 

 
【簡介】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兼教育

學院院長，及教育科學研究期刊(TSSCI、SCOPUS、ESSCI 期刊)主編。研究興趣包含創造

力的測量與教學、正向與幽默心理學、認知與情緒機制與教育、漢字與華語文教學等方

面。歷年來共計發表超過 170 篇國內外期刊論文，並曾獲中華民國教育團體聯合會學術研

究木鐸獎及科技部傑出研究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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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一、參加人數：貴賓 24 人、與會者 183 人、學生 75 人（含本所研究生、師資

生、實習生），共計 282 人參加。 
 

二、論文發表篇數：口頭發表 94 篇、壁報發表 79 篇，共計 173 篇論文發表。 
 

三、最佳論文：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夏珮甄、陳香廷、黃于寧、洪瑞兒

*。 探究論證式教學提升國中學生語文學習態度及閱讀素養效

益。 
 
四、佳作論文： 
 （一）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Ying-Yan Lu, Hsiang-Ting Chen, Hsin-Hui Wang, 

*Zuway-R Hong,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Positive Thinking, and Their Science Teachers’ Leaderships. 

 （二）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林祺堂，學生於擴增實境英

語課程之自我效能、學習動機、自我調節與學習投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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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照片 

一、開幕 

  
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致詞 邱文彬理事長致詞 

  
貴賓大合照 貴賓大合照 

  
與會人員合照 與會人員合照 

  
大會議程 各場次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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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 報到處 

 
二、大會演講 

  

主持人：林煥祥講座教授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佘曉清講座教授

蒞校暢談國際學生評量計畫分享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佘曉清講座教授

蒞校暢談國際學生評量計畫分享 
與會人員專心聆聽 

  
與會者與佘曉清講座教授互動 與會者與佘曉清講座教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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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論壇 A：想像力與創造力 

 
 

右起本校鄭英耀校長、臺灣師範大學

陳學志院長、本校蔡敦浩教授及何曉

琪助理教授 

陳學志教授分享「多元取向的創造及

想像力測量」 

  
本校蔡敦浩教授分享「為什麼創造力

與想像力的培育需要創業實作教

育?」 

本校何曉琪助理研究員分享「尋找科

學想像力的聖杯」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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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左起大灣高中蘇宗立主任、中山高中王雪娥校長、瑞祥高中林香吟校長、高

雄市教育局黃盟惠副局長、本校教育所洪瑞兒所長、大葉大學四肯書院林賜

郎教育長、中山大學附中郭啟東校長、聖功女中許文全副校長 

 
 

主持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黃盟惠副

局長 
主持人：本校洪瑞兒教授 

  
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郭啟東校長分

享「二年國教新課綱在中山大學附中

的實踐」 

高雄市瑞祥高中林香吟校長分享「雁

行共好，迎向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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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論壇 B：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高雄市中山高中王雪娥校長分享「迎

向新課綱∞中山振昂揚」 
台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中許文全副

校長分享「紮根創新邁向未來」 

  
台南市大灣高中蘇宗立主任分享「新

課綱的校園景緻轉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與會貴賓合影 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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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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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壁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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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圓桌討論 

  
圓桌討論 A：科學教育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洪振方教授 
圓桌討論 B：教育測驗與評量 

主持人：臺灣師範大學陳學志教授 
 

八、閉幕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7 學術研討會-
最佳論文頒獎 
最佳論文：探究論證式教學提升國中學生語

文學習態度及閱讀素養效益。 
作者：夏珮甄(圖中)、陳香廷(圖右)、黃于

寧、洪瑞兒*(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7 學術研討會-
佳作論文頒獎 
佳作論文 1：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Positive 
Thinking, and Their Science Teachers’ 
Leaderships。 
佳作論文 1 作者：Ying-Yan Lu(圖中), Hsiang-
Ting Chen, Hsin-Hui Wang, *Zuway-R Hong(國
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佳作論文 2：學生於擴增實境英語課程之自

我效能、學習動機、自我調節與學習投入的

關係 
佳作論文 2 作者：林祺堂(圖右)(國立台灣科

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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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卷回饋 

5 點量表（5 為非常滿意、1 為非常不滿意） 
一、整體規劃滿意度 

1. 研討會會議網站內容：4.6 
2. 研討會報名方式及流程：4.6 
3. 會議資料及手冊內容：4.4 
4. 會場交通資訊：4.5 
5. 硬體設備之齊全度：4.5 
6. 服務人員之服務態度：4.8 
7. 茶水餐點：4.5 
8. 本次研討會的整體收穫：4.6 
9. 再次參加本研討會的意願：4.9 

 
二、課程內容滿意度 
【大會演講】 
題目：PISA2015 的研究發現與啟示 
講者：佘曉清講座教授 
（一）演講呈現：4.7 
（二）討論與回應：4.7 
（三）實際收穫：4.7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 

1. 有詳細的觀點幫助實務教學 
2. 當每個領域的學者都去分析 PISA 後，建議提升節數時，這樣教育現場就太

多分科分段教學需求，是否可朝整合性課程、認知，去討論如何調整教育

現場 
3. 頗有收穫 
4. 很有收穫、很多省思 

 
【主題論壇 A】 
題目：想像力與創造力論壇 
主持人：鄭英耀校長 
與談人：陳學志教授、蔡敦浩教授、何曉琪助理教授 



                  

39 

（一）論壇內容：4.8 
（二）交流回應：4.8 
（三）實際收穫：4.8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 

1. 創意思考引導思考力 
2. 想像力教育的潮流下，對一般生及新住民(多元文化)的學生有其影響力外，

對弱勢生、特教生的意義是否也相同呢?在我的教學現場會想嘗試看看 
3. 與談人十分幽默，且具收穫 
4. 對於管理學院的課程印象深刻 

 
【主題論壇 B】 

題目：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 
主持人：黃盟惠副局長、洪瑞兒所長 

與談人：林賜郎教育長、郭啟東校長、林香吟校長、王雪娥校長、許文全副校

長、蘇宗立主任 
（一）論壇內容：4.7 
（二）交流回應：4.7 
（三）實際收穫：4.7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無 
 

【整體口頭發表回饋】 
（一）論壇內容：4.3 
（二）交流回應：4.8 
（三）實際收穫：4.8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 

1. G2場次洪教授評論精彩，也能提多對樣本、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的建議，

收穫良多。只是主持人因為主持其他會議晚到，前三篇發表者沒有可替代

的教授幫助評論，甚為可惜，應有替補主持人的機制。 
 

【整體壁報發表回饋】 

（一）報告內容：4.6 
（二）交流回應：4.6 
（三）實際收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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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 
1. 主持郭旭展老師給予很高回饋，謝謝老師 
2. A. 建 議 手 冊 放 入 口 頭 發 表 者 文 章 摘 要 ( 至 少 ) ， 以 供 學 術 精 進  

B.建議時間提醒可以鈴聲取代紙牌，以利報告人掌握時間 
3. 壁報發表多元內容收穫良多，但有部份有興趣的主題，發表人沒在現場無

法詢問及討論 
 

【圓桌討論 A：科學教育】 

主持人：洪振方教授 

（一）報告內容：4.3 
（二）交流回應：4.3 
（三）實際收穫：4.3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 

1. 以實例帶出可做研究的面向所以收穫良多 
 

【圓桌討論 B：教育測驗與評量】 

主持人：陳學志院長 

（一）報告內容：4.5 
（二）交流回應：4 
（三）實際收穫：4.5 
（四）具體心得回饋與理由：無 
 

三、整體心得分享與其他建議事項： 
1. 希望再次舉辦。 
2. A.建議手冊，放入口頭發表者文章摘要(至少)，以供學術精進。B.建議時間

提醒，可以鈴聲取代紙牌，以利報告人掌握時間。 
3. A.內容精采，可激發許多教學現場的靈感及可研究面向的可能性 B.場地安

排適宜、舒適 C.與談人都有提出新見解，與時俱進，收穫良多。 
4. Very good! Excellent! 
5. 工作人員辛苦了。 
6. A.主辦單位事前準備周全，會議進行順暢 B.論壇內容符合現階段高中課綱

試辦之需求。 
7. 建議於取得作者同意情形下，於網站提供論文發表者之摘要或全文，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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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參考，也讓無法跨場次聽發表者能獲得其他學者智慧成果。 
8. 很有意義的演講。 

 

柒、結語 

  配合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全面啟動，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aiw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TERA）11 月 25 日舉辦「2017 深耕教育：課程

教學與評量」研討會，探討如何啟迪學子的多元展能，以培育國家未來需要的

人才。TERA 理事長邱文彬表示，台灣正逐步朝向多元、創新、想像、自主的方

向前進，此次的研討會除了能提供一個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更希望能夠號召

所有關心台灣教育的人，一同前來分享學術研究及實務參與的成果，進而凝聚

不同專長領域的能量，為深耕台灣教育做最大的努力。 
  本次研討會聚集近三百位大學及中小學師生蒞臨中山大學，進行深度對

談。雖然本年度為國內研討會，但仍吸引來自日本、香港及中國多位學者前來

參加，投稿總篇數達 210 篇，經由嚴格專家審查後共收錄 180 篇論文進行口頭

或海報發表。研討會大會演講邀請 PISA 2015 國家計畫主持人之一交通大學教

育研究所佘曉清講座教授蒞校暢談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2015 的研究發現。佘曉清指出，

台灣 15 歲學生在科學表現雖然優異，在 72 個參加評比國家中排名第 4 名，但

學生問卷分析結果發現學生對科學興趣排名第 41 名、成就導向學習動機排名

第 31 名、未來工作生涯導向科學學習動機排名第 44 名，科學焦慮感卻是在 72
個國家中排名為前 10 名，而在探究教學的實施則排名 70 名。佘曉清說明，提

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正向的科學態度與學習動機及落實科學探究教學是掌握

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的指標，因此建議教育部在擬訂新課綱時急需關注這些現

況並迅速調整與改善。 
  在「想像力與創造力」及「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主題論壇中，

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學志、中山大學企管系

教授蔡敦浩及師培中心助理教授何曉琪共同探討想像力與創造力是國家未來競

爭力的關鍵。另一場次主題論壇由高雄市教育局副局長黃盟惠及中山大學教育

所所長洪瑞兒主持，邀請中山大學附中校長郭啟東、瑞祥高中校長林香吟、中

山高中校長王雪娥、聖功女中副校長許文全、大灣高中主任蘇宗立及大葉大學

四肯書院教育長林賜郎，一同探討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與轉化，在面對新課

綱的教育環境下，身處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們，應該以何種思維來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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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兩場次主題論壇都吸引許多學者與師生暢談教育現況和可行的創新方

案。 
  下午兩場次圓桌討論由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洪振

方及臺師大學陳學志院長分別擔任「科學教育」或「教育測驗與評量」主持

人，所有參與本次研討會的嘉賓紛紛表示獲益良多。 
  研討會閉幕典禮頒發大會優秀論文獎，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師生夏珮甄、

陳香廷、黃于寧、洪瑞兒共同獲獎。洪瑞兒教授感謝來自各地的學者與教育工

作者共襄盛舉，更表示研討會已成功搭築一座極有價值的學術理論與教育實務

交流平台，希望在未來每年的研討會都能激盪出更多的學術火花，達到學術交

流之真意，並能夠落實本所培養跨領域、富創意教育人才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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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場地平面圖 
一、中山大學平面圖 

 



                  

44 

 
二、國際研究大樓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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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科學院平面圖(一、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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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科學院平面圖(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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