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1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第一天》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110 年 10 月 15 日(第一天，Day one )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20 20 報到 Registration (五育樓一樓) 

0920-0940 20 

【開幕式】Opening Ceremony 

長官貴賓：蔡清華 政務次長/教育部 

          武曉霞 司長/教育部 

          古源光 校長/國立屏東大學 

          李雅婷 主任/國立屏東大師資培育中心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0940-0950 10 團體照 Group Photo 

0950-1020 30 

專題報告 Special Topic  

主持人 Moderator：古源光 校長/國立屏東大學  

主題 Topic：臺灣的國家雙語政策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蔡清華 政務次長/教育部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020-1030 10 中場休息 Break 

1030-1120 5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Ⅰ)  

主持人 Moderator：鍾鎮城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主題 Topic：Building A Case for Inculcating Language Awareness in Content Teachers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Seah Lay Hoon /新加坡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120-1220 60 

論壇 A 

主持人 Moderator：洪月女 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 

主題 Topic：雙語教學師資培育模式—以新加坡及臺灣為例 

 

與談人 1：Seah Seah Lay Hoon /新加坡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 

與談人 2：鄒文莉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 

與談人 3：鍾鎮城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20-1330 70 午餐 Lunch 

1220-1330  海報論文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1330-1420 5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Ⅱ)  

主持人 Moderator：鄒文莉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 

主題 Topic：On integration in CLIL: what kind of language awareness do content teachers need?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Tarja Nikula Professor /芬蘭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420-1440 20 茶敘/交流 Tea Break 

 

 

 



1440-1715 155 

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發表 

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小學雙語課程設計與推動論壇 

(與談時間為 13 分鐘) 

主持人：楊智穎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討論人：王前龍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藝術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小玉 教授/國立臺北市立大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春源 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陳玉枝 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謝傳崇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曾文鑑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發表 

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中學雙語課程設計與推動論壇  

(與談時間為 15 分鐘) 

主持人：簡成熙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討論人：林永豐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藝術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玫君 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健體領域 

計畫主持人： 

林靜萍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與生活領域 

計畫主持人： 

丘愛鈴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雙語教學研究中心研發成果發表 

 

 

 

主持人：黃政傑 終身榮譽教授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討論人：張淑英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英語學系 

雙語師資培育教學指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簡雅臻 助理教授 

 

雙語教學通用課室語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翠玉 教授 



外語領域  

計畫主持人： 

范莎惠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雅茵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休息 10 分鐘 休息 15 分鐘 



數學領域 

計畫主持人： 

陳嘉皇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自然領域 

計畫主持人： 

周金城 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何慧瑩 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領域 

計畫主持人： 

張瑞菊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  

 

社會領域 

計畫主持人： 

王淑芬 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交流討論時間 20 分鐘 

 

地點：五育樓 4F-第 3 會議室 

科技領域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外語領域 

計畫主持人： 

嚴愛群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數學領域 

計畫主持人： 

李錦鎣 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自然領域 

計畫主持人： 

賈至達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育霖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交流討論時間 20 分鐘 

 

地點：五育樓 4F-第 5 會議室 

雙語教學實習檢核指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程玉秀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簡雅臻 助理教授 

 

國小健康與體育課程教學教材及課

室用語之研究： 

文藻外語大學 

周宜佳 副教授 

劉於侖 助理教授 

 

 

雙語健體在地化特色教學課程： 

臺北市立大學 

劉述懿 教授 

 

 

 

 

地點：五育樓 4F-第 6 會議室 

1715-  賦歸 



 

第九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11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第二天》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110 年 10 月 16 日(第二天，Day two )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840-0900 2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0950 50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Ⅲ) 

主持人 Moderator：林曉雯 副校長/國立屏東大學 

主題 Topic：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 A glocalized design & practice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鄒文莉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0950-1000 10 中場休息 Break 

1000-1110 70 

論壇 B 

主持人 Moderator：廖宜虹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 EMI 發展中心 

主題 Topic：推動雙語教學經驗分享—行政端與教學端 

與談人 1：盧正川 校長/高雄市立路竹高中(行政端)                                 

與談人 2：匡秀蘭 校長/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小(行政端) 

與談人 3：呂翠鈴 校長/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小(教學端)  

與談人 4：孫慈徽 老師/美國洛杉磯 Charter School Global STEAM Academy 小學中英語雙語教學教師(教學端)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110-1220 70 

論壇 C 

主持人 Moderator：莊雪華 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主題 Topic：師資培育中心—雙語教師培育經驗分享 

 

與談人 1：簡雅臻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幼兒) 

與談人 2：張玉玲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兼語教中心主任 (國中) 

與談人 3：謝傳崇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副主任 (國小、幼兒) 

與談人 4：嚴愛群 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英美學系副教授兼語言中心主任 (國小)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1220-1320 60 午餐 Lunch 

1320-1500 100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英語學系 張淑英教授 

討論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張逸帆教授 

 

題目：微型教學在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職前雙語師資培育的應用 

發表人：范聖韜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題目：沉浸式英語教學運用於國小一年級生活課程音樂教學之研究 

發表人：陳玉婷 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幼教系、姚安慈 老師/獅湖國小、黃慧倫 老師/獅湖國小 

 



題目：在職進修教師訓練: 國民中小學藝術音樂領域素養導向之雙語教學 

發表人：鄭愷雯 專任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地點：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丘愛鈴教授 

討論人：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洪如玉教授 

 

題目：大學雙語教學成效探討 

發表人：謝麗雪 教授/國立臺南大學英語系 

 

題目：後結構主義的師資培育：論 G. J. J. Biesta 對學習化現象的批評與教學的期許 

發表人：簡成熙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地點：五育樓 4F-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所 劉鎮寧教授 

討論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張炳煌教授 

題目：教育政策過程分析－以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為例 

發表人：王宗汶 博士生/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題目：〈婉晴的失眠症〉篇章閱讀在一語及二語教學上的應用 

發表人：黃靖雅 碩士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題目：國小特殊兒童識字歷程之個案研究 

發表人：張雅惠 博士生/台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地點：五育樓 4F-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英語學系 余慧珠副教授 

討論人：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林青穎助理教授 

題目：雙語教學融入國民中學體育課程之教學過程初探 

發表人：吳珮瑜、杜嘉容 老師/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新北市私立達人女子中學   

 

題目：國民小學教師全英語教學認知、教師專業承諾、組織學習及學生英語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發表人：薛瑞君 博士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題目：沉浸式教學在國小執行的學習成效及反思 

發表人：梁玉鈴 老師/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 

地點：五育樓 4F-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徐偉民教授 

討論人：國立屏東大學師培中心 張育萍助理教授  

 

題目：邁向臺灣全球在地化的雙語教育之路：以 CLIL 教學模式落實於雙語數學課程之實證研究為例子 

發表人：蘇詩涵 老師/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題目：中籍與外籍英語教師之教學差異對幼兒的影響 

發表人：温惠文 碩士生/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題目：台灣近九年高中外語群就讀人數趨勢分析及其啟示 

發表人：廖旼珊、廖年淼 碩士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地點：五育樓 4F-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師培中心 楊志強助理教授 

討論人：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 楊桂瓊助理教授 

 

題目：營建廢棄物運用在高職工程類科課程之影響研究  

發表人：潘威佑 博士生/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題目：國小環境教育透過代間學習對家長環境素養與森林保育觀念之影響 

發表人：趙廣林 老師/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題目：從善終觀點探究死亡教育融入安寧照護素養導向教學實踐 

發表人：李美芳 博士生/高雄師範大學                                                                                             

地點：五育樓 4F-第六會議室 

  主持人、討論人：香港科技大學 唐世陶教授 

題目：大專院校科學全英語授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需求分析探究 

發表人：廖宜虹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 

 

題目：大專科學全英語授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線上討論之探究 

發表人：林曉雯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 

 

題目：高等教育全英語授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之探究：以科學專業領域為例 

發表人：林曉雯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 

廖宜虹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 



 

探究科學教師的全英語授課專業成長-高等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個案研究 

發表人：林曉雯 教授/屏東大學科學傳播系 

廖宜虹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 

許華書 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系 

陳皇州 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 

黃鐘慶 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 

劉岱泯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物理系 

鄭照翰 助理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 

地點：五育樓 4F-第一會議室 

15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