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線上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2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6:00 (08:30 開始報到) 
會議方式：線上遠距會議，使用 Google Meet 平台，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時 間 分鐘 流          程 

08:30 
| 

09:00 
30 報    到 

09:00 
| 

09:10 
10 

開幕式／來賓致詞 

來賓致詞：高安邦副市長  桃園市政府 

主持人：李  珀所長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09:10 
| 

09:50 
40 

主題演講(一)：雙語課程融入教學經驗談 

主持人：楊坤原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演講人：李  珀所長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演講人：鍾雯豐主任  桃園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09:50 
| 

10:00 
10 休 息 時 間 

10:00 
| 

10:50 
50 

主題演講(二)：實驗教育與翻轉教學利弊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演講人：鄭同僚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計畫主持人 
10:50 
| 

11:00 
10 休 息 時 間 

11:00 
| 

12:00 
60 

主題演講(三)：雙語教學與實驗教育翻轉之應用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演講人：吳享鴻校長、胡梅貞主任  仁美華德福實驗國中小學 
演講人：翁志航主任  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 

12:00 
| 

13:20 
80 午  餐  時  間 

13:20 
| 

14:20 
60 

論文發表(A1)3篇 

教育行政與實驗教育 

論文發表(B1) 3篇 

科技創新與教學 

論文發表(C1)3篇 

雙語教學 

論文發表(D1)2篇 

輔導諮商與特教 

電子論文(E1) 

海報發表 6篇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李逢堅教授 

主持人:簡志峰教授 

與談人:吳昱鋒教授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與談人:宋正邦教授 

主持人:杜淑芬教授 

與談人:宋宥賢教授 

主持人: 

楊慶麟主任 

14:20 
| 

14:30 
10 休 息 時 間 

14:30 
| 

15:30 
60 

論文發表(A2) 3篇 

教育政策與行政 

論文發表(B2) 3篇 

雙語教學 

論文發表(C2) 3篇 

雙語教學 

論文發表(D2)2篇 

輔導與藝術教育 

電子論文(E2) 

海報發表 6篇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濮世緯教授 

主持人:吳昱鋒教授 

與談人:林慧茹教授 

主持人:林俊閎教授 

與談人:陳正婷教授 

主持人:杜淑芬教授 

與談人:宋宥賢教授 

主持人: 

楊慶麟主任 

15:30 
| 

16: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A) 

A1 場次 主題:教育行政與實驗教育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主持人：王保進 教授 / 與談人：李逢堅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13:20~13:30 

靜宜大學 

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沈碩彬 
大學編制內、外教師之工作經驗發展探究：

以中部某大學為例 

②13:30~13:40 

臺北市中山國小 校長 

嘉義大學 助理教授 

臺北市國語實驗小學教師 

陳冠英 

陳希宜 

王珮琪 

公立學校校長以家長身份參加實驗教育在家

自學之個案研究 

③13:40~13:50 
高雄師範大學 

課程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邱婕 

文化回應與素養導向教學融入原住民族實驗

小學之教學實踐--以石板屋英語課程為例 

13:50~14:20 回饋及開放提問 

休息時間(14:20~14:30) 

A2 場次 主題:教育政策與行政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主持人：王保進 教授 / 與談人：濮世緯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④14:30~14:40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研究生 
羅怡寧 誰才是「專」才？原住民專班政策之評析 

⑤14:40~14:50 

中原大學企管系 博士研究

生/龍岡國中生教組長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黃綱維 

楊慶麟 

桃園市公立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實施本土語

教學準備之個案研究 

⑥14:50~15:00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自立國小 教師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陳佳圻 

楊慶麟 

國民小學兼任行政教師其工作壓力、休閒活

動 

  參與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15:00~15:30 回饋及開放提問 

※備註1：每位發表10分鐘，結束前3分鐘第1次提醒音樂(短播)，時間到第2次提醒音樂(長播)。 

  備註2：所有發表人報告結束後，與談人再統一回饋及開放提問。 

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https://meet.google.com/bpp-vcun-uug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B) 

B1 場次 主題:科技與創新教學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yj-iwdq-sgw 

主持人：簡志峰 教授 / 與談人：吳昱鋒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13:20~13:30 

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研究生 

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教授 

邱詠茜 

胡豐榮 
整數乘除法文字題之教材內容分析 

②13:30~13:40 

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研究生 

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教授 

吳東諺 

袁媛 

低成就學生運用圖形表徵求解異分母分數加

法計算問題表現之研究 

③13:40~13:50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陳盈霓 

楊慶麟 

4F提問反思法對閱讀理解與創造力影響之研

究－以國小六年級為例 

13:50~14:20 回饋及開放提問 

休息時間(14:20~14:30) 

B2 場次 主題:雙語教學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yj-iwdq-sgw 

主持人：吳昱鋒 教授 / 與談人：林慧茹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④14:30~14:40 

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博士生 

黃振豊 

李佳蓉 

Students’ EMI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their provide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⑤14:40~14:50 

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博士 

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

系 博士 

張菁芳 

林育沖 

公立學校推動雙語教育之省思-以桃園市雙

語學校為例 

⑥14:50~15:00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鄧雅之 
國小實施CLIL和EMI教學法對不同學習風格

學生學業成就之影響 

15:00~15:30 回饋及開放提問 

※備註1：每位發表10分鐘，結束前3分鐘第1次提醒音樂(短播)，時間到第2次提醒音樂(長播)。 

  備註2：所有發表人報告結束後，與談人再統一回饋及開放提問。 

https://meet.google.com/gyj-iwdq-sgw
https://meet.google.com/gyj-iwdq-sgw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C) 

C1 場次 主題:雙語教學 線上發表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jg-tgth-yaa 

主持人：張淑慧 教授 / 與談人：宋正邦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13:20~13:30 
文藻外語大學 

英文系 助理教授 
郭雅惠 運用遊戲教學法於國小雙語教學之成效研究 

②13:30~13:40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涂志彧 

「雙語」議題中的伏流—國中學生本土語言

態度質性研究：以高雄市一所前行學校為例 

③13:40~13:50 

泰國格樂大學國際學院 

研究生 導師 

高雄師範大學 教授 

蔡佩樺 

郭隆興 

臺灣不同英語學習經驗學生知覺英語焦慮與

英語學習策略相關之統合分析 

13:50~14:20 回饋及開放提問 

休息時間(14:20~14:30) 

C2 場次 主題:雙語教學  線上發表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jg-tgth-yaa 

主持人：林俊閎 教授 / 與談人：陳正婷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④14:30~14:40 

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  

副教授 

黃振豊 

邱世明 

Teachers’ Monolingual,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mpetency and Identity 

⑤14:40~14:50 
輔仁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柳薇芬 

以ASSURE系統化教學模式發展國小低年級體

育雙語混齡課程之教學實踐與研究 

⑥14:50~15:00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黎育如 

楊慶麟 

英語字母拼讀法融入學習策略對學習成效之

影響 

15:00~15:30 回饋及開放提問 

※備註1：每位發表10分鐘，結束前3分鐘第1次提醒音樂(短播)，時間到第2次提醒音樂(長播)。 

  備註2：所有發表人報告結束後，與談人再統一回饋及開放提問。 

https://meet.google.com/ojg-tgth-yaa
https://meet.google.com/ojg-tgth-yaa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D) 

D1 場次 主題：輔導諮商與特教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uad-xjvz-wme 

主持人：杜淑芬 教授 / 與談人：宋宥賢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13:20~13:35 

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諮商系 教授 

鄧博文 

李宜玫 

多元性別教育指標之國中輔導教師意見調查

研究 

②13:35~13:50 
銘傳大學 

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黃秋梅 

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學效

能 

之研究 

13:50~14:20 回饋及開放提問 

休息時間(14:20~14:30) 

D2 場次 主題:輔導與藝術教育   線上發表連結：https://meet.google.com/uad-xjvz-wme 

主持人：杜淑芬 教授 / 與談人：宋宥賢 教授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③14:30~14:45 

中原大學企管系博士研究生/

桃園市中山國小校長 

中山國小主任 

鄭友泰 

江荷諺 

巡迴輔導教育之現況與問題之探討—以桃園

市為例 

④14:45~15:00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龜山國中 教師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洪璽曜 

楊慶麟 

藝術教育治療對國中生情緒智力影響之研究：以

視覺藝術課程為例 

15:00~15:30 回饋及開放提問 

            
 ※備註1：每位發表15分鐘，結束前3分鐘第1次提醒音樂(短播)，時間到第2次提醒音樂(長播)。 

    備註2：所有發表人報告結束後，與談人再統一回饋及開放提問。 

 

 

https://meet.google.com/uad-xjvz-wme
https://meet.google.com/uad-xjvz-wme


2022年雙語與實驗教育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E) 

E1 場次           電子論文海報發表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qah-nrcz-xnt 

主持人：楊慶麟 教授 

篇名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 臺北教育大學 博士候選人 黃巧吟 國民小學校長的微觀政治策略指標建構之研究 

② 
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研究生 
黃凱螳 

俄羅斯贊科夫的教學理論對台灣雙語教學的啟

示 

③ 桃園市山豐國小 英文老師 吳美靜 
雙語教學之困境與因應策略-以桃園市某公立

國小為例 

④ 臺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林郁展 人工智慧實務技術教學研究 

⑤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研究生 
楊孟庭 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對於偏遠地區學校的影響 

⑥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研究生 
吳依潔 

實驗教育風潮之下的華德福─國內華德福教育

特色之探微 

休息時間(14:20~14:30) 

E2場次           電子論文海報發表 線上發表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qah-nrcz-xnt 

主持人：楊慶麟 教授 

篇名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①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所 研究生 
顏愷均 

以「羽化成蝶」的隱喻模式分析高中優質化輔

助方案政策 

②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研究生 
蔡博宇 

以ASSURE系統化教學模式發展國小低年級體

育雙語混齡課程之教學實踐與研究 

③ 
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研究生 
王品貴 

應用ASSURE系統化教學模式發展資訊科技融

入自然課程之教學設計與研究 

④ 

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博士生 

NGUYEN 

THI BICH 

TRAM 

English combines STEM education in Vietnam – 

Prospects and Drawbacks in teaching integrated 

bilingualism in STEM 

⑤ 
桃園市中埔國小 總務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楊萬教 

楊慶麟 
「鑽石領導」誠信取向在學校的價值與運用 

⑥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江志桓 

楊慶麟 
影響國中生國文科學習成效因素之個案研究 

 
 

https://meet.google.com/qah-nrcz-xnt
https://meet.google.com/qah-nrcz-x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