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實驗教育國際研討會
大會主題: 疫情挑戰下的實驗教育與鄉村教育
計畫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2021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alternative education: global, local and rural perspectives
研討會簡介
實驗教育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為教
育部國教署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執行實驗教育推動中心計畫（Taiwa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Center）所辦理的學術活動，目的為匯集國內實驗創新教育的研究能量，透
過學術與實務交流，觀摩各國創新教育最新發展。
本屆活動為第五屆研討會，過去已舉辦四屆，分別於 2017 年以「亞洲的聲
音」，2018 年的「混齡教學之經驗與策略」，2019 年「實驗教育的實施成效與影響」
為大會主題，以及去年的｢公私協力、跨域聯盟共創實驗教育｣。研討會每年邀請三至
四位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專題演講，同時安排多場學術論文與實務報告發表，供國內
外教育相關領域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分享其研究成果與經驗。
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將聚焦在「疫情挑戰下的實驗教育與鄉村教育」，期望深入
探討目前疫情當中的實驗教育與鄉村教育，尤其是臺灣從今年五月開始身處與三級防
疫狀態下，實驗教育單位和鄉村學校所遇到的現況以及未來的方向。
專題講者：
美國賓州大學 Jonathan A. Supovitz 教授、加拿大阿卡迪亞大學 Michael Corbett 教授、美
國北達科塔州立大學 Hollie J. Mackey 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李崗教授
◎日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19 日（星期六、日）
◎大會主題：疫情挑戰下的實驗教育與鄉村教育
◎進行方式：線上視訊。大會在報名截止後，再行將會議連結寄給完成報名者。
◎語言：中文、英文（國外講者專題演講備有中英同步口譯）
◎參與對象：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學者、研究生
實驗教育經驗辦學單位相關人士
國內外公私立中小學或對實驗教育興趣教育工作者
及一般大眾對實驗教育有興趣者
◎報名費用：免費
◎網站：https://teec.nccu.edu.tw/activities/10_67/1.htm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xperimentalEducationCenter/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EdiktRRgTc34hv76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聯絡方式：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一樓
電話/傳真：02-29387674
email：icee@teec.nccu.edu.tw
聯絡人：李嘉年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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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8 星期六 線上平台
時間

活動、講者、題目

08.30-08:50

線上報到

08:50-09:00
09:00-09:40

Prof. Jonathan A.
Supovitz

09:40-10:00
10:00-10:20
10:20-11:00

休息

李崗教授

11:00-11:20
11:20-12:05

開幕儀式
專題講座(1) Keynote Speech 1
A Stress Test for American Education: School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陳榮政副院長

陳榮政教授

專題講座(2) Keynote Speech 2
後疫情時代的懸缺課程：教育美學的省思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楊巧玲院長
主題演講（1）Guest Speaker 1
幕前學校下的教育改變與因應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

12:05-13:00

13:00-14:40

休息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1A)：線上教學創新
主持人：屏東大學楊智穎教授
張瓊文、陳慶帆
GeoGebra 軟體融入幾何課程教學之實驗研
究-以生活中的立體圖形單元為例
周子鈺、祝令儒
專題式學習於疫情底下實施之可能性
尤四維、葉春妍、
蔡孟峰、周佳儀

14:40-15:10

15:10-16:50

16:50

當我們同在「疫」起-療癒「心」設計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1B）：鄉村教育另類因應
主持人：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陳延興主任
傅如馨、王素芸
論公眾協力的偏鄉教育創新及疫情影響 - 以「鹿
樂平台」為例
王素芸、丁毓珊、 疫情影響下暑期偏鄉營隊遠距服務之經驗分析
楊雨樵、高靖哲
—以某大學執行史懷哲計畫師資生為例
張清淵
在病毒環境中的領導轉型與教學創新的個案研究
休息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2A)：家是教育場域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2B)：高教與師培實驗
主持人：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王前龍教授
主持人：嘉義大學師範學院陳明聰院長
劉永健
Covid-19 疫情下的線上教學成效與家長配合度 林佩錡、彭心 體制內的先行者：高教機構的實驗教育
之相關研究
儀
鄧宗聖
疫情下學校轉銜在家自學的日常：十位母親代
簡榮輝
實驗教育學校新進教師面對疫情挑戰之適應
理老師之敘說
陳嫺霓、曲智
新冠病毒流行期間，臺灣不同教育型態特殊學
吳宇倫、陳廷 遠距而沒有距離──iSchool 教與學的線上樂園
鑛、鄭同僚
習需求學生，在家學習概況與適應情形之研究
瑜
第一天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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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9 星期日 全線上平台
時間

活動、講者、題目
報到

07:40-08:00
08:00-08:40

專題講座(3) Keynote Speech 3
Schooling in rural Canada: Some central problems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政治大學詹志禹教授

Prof. Michael Corbett

08:40-09:00
09:00-09:30

09:30-10:10

休息

Prof. Hollie J. Mackey

10:10-10:30

10:30-11:20

葉丙成教授
劉孟硯老師
林嘉怡老師

11:20-11:40
11:40-12:00

陳超明講座教授、鄭宗記教授

12:00-12:20

專題講座(4) Keynote Speech 4
TBC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謝小芩教授
主題演講（2）Guest Speakers 2
數位學習的挑戰與契機
線上線下皆可的自學課
線上教學的雙向互動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劉佩雲系主任
主題演講（3）Guest Speaker 3
竹苗偏鄉地區的英語教學模式：從教學到學習、從教完到教會的教學實驗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劉佩雲系主任

12:15-13:30

休息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 3A:實驗小學獨特經驗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學丁一顧院長
李叡涵
13:30-15:20

蔡美錦

高佩文、
柳曉瑜

15:20-16:30

16:30-

後疫情時代下的實驗小學之現
況與回應
疫情期間一段親師生共創的美
好工程課程化
疫情下的我們-解構重整再出發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 3B:鄉村教育田野調查
主持人：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李淑菁所
長
蔡易宸、許家 自主學習在疫情挑戰下的鄉
瑜、周暐倫
村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吳佩璇、劉可 疫情挑戰下，鄉村／實驗學
寧、洪嘉音、 校國中生的自我探索教育成
方璇玲瓏
效
陳馥瑄、范皓 疫情挑戰下，教師如何維持
媛
弱勢家庭學生的學習主權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 3C:疫情政策下的多元學習
與哲思
主持人：臺北教育大學陳宏彰助理教授
陳志豪
偏鄉居民的新冠肺炎健康識能
課程設計初探—以台東縣為例
陳俞含
COVID-19 疫情，學校將何去
何從?
鄭漢文、林幸 不可見的可見----停課不停學
慧、陳淑貞
下恥感情緒的轉化與賦能
王琇姿、辛明 那橋、那村、那故事
富、黃汝秀、
許毓恩

綜合座談暨閉幕儀式
主持人： 鄭同僚計畫主持人、各主持人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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