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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實驗教育國際研討會計畫 

「兼懷萬物，成人之美—亞洲另類教育的師資培育」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2021 

Teacher training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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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活動為第六屆研討會，過去已舉辦五屆，分別於 2017 年

以「亞洲的聲音」，2018 年「混齡教學之經驗與策略」，2019 年「實

驗教育的實施成效與影響」，2020「公私協力、跨域聯盟共創實驗教

育」，以及去年 2021 年以「疫情挑戰下的實驗教育與鄉村教育」為主

題。研討會每年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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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懷萬物，成人之美—亞洲另

類教育的師資培育」，期望深入探討亞洲另類教育的師資培育，尤其

是新南向國家中另類教育辦學單位與臺灣實驗教育單位的師資培育

學術與實務經驗。 

一、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三） 聯絡方式：02-2938-7674 李嘉年先生。 

（四） 電子信箱：icee@teec.nccu.edu.tw。 

二、 研討會資訊 

（一） 主題：兼懷萬物，成人之美—亞洲另類教育的師資培育（Teacher 

training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sia）。 

（二） 日期：1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至 12 月 11 日（星期日）。 

（三）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四）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KuCBAxscTDcdKdz7 

（五） 官方網站：https://teec.nccu.edu.tw/tw/index.php 

https://forms.gle/gKuCBAxscTDcdKd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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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xperimentalEducationCenter/ 

（七） 活動流程請參照後附議程附件。 

三、 參加對象 

（一） 專題講者 

姓名 國籍 服務機關 職稱 

Prof. Graham 

Hingangaroa Smith 
紐西蘭 紐西蘭梅西大學 教授 

林崇熙 臺灣 國家教育研究院 院長 

G. Gautama 印度 印度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 執行長 

Dr. Pham Ngoc 

Dinh 
越南 

越南教育部前小學務務長兼

新學校模式（VNEN）計畫 
學務長 

Prof. Deepti Priya 

Mehrotra 
印度 印度達耶爾巴格教育學院 副教授 

（二） 各場主持人 

場次 姓名 單位 職稱 

專題講座(1) 陳張培倫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專題講座(2) 陳榮政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講座(3) 謝小芩 國立清華大學 教授 

論文發表/實

務報告(1A)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兼系主任 

實務報告(1B) 黃永和 國北教大教育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發表(1C) 林逢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論文發表/實

務報告(2A) 
葉川榮 原住民族課發西區中心 主任 

論文發表(2B) 丘愛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授兼系主任 

論文發表(2C) 許宏儒 中央大學 副教授 

專題講座(4) 李崗 國立東華大學 教授 

專題講座(5) 王慧蘭 國立屏東大學 教授 

論文發表(3A) 張淑媚 國立嘉義大學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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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報告(3B) 賴志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 

論文發表(3C) 陳延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兼系主任 

（三） 報名對象 

1. 國際實驗教育組織、單位代表。 

2. 臺灣實驗教育學校、機構、單位代表。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教師、研究生。 

4. 國內外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或實驗教育工作者。 

5. 一般大眾對實驗教育有興趣者。 

四、 徵稿主題 

徵稿主題 主題說明 

兼懷萬物，成人之美

—亞洲另類教育的

師資培育 

公辦民營、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獨立學校（independent school）、自由/自主

學校（free school）、蒙特梭利學校、華德福教育、耶拿

學校 、新學校（new school）、自主學校、自主學校、另

類學校、實驗教育學校、個人自學、團體共學、機構等的

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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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10 星期六 Saturday (Taiwan local time GMT +8) 

時間 Time  活動、講者、題目 Event, speaker, title 

08:3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儀式 Opening Ceremony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Venue: Shunwen Lecture Hall 

09:00-09:40 
Prof. Graham 

Hingangaroa Smith  

專題講座(1) Keynote Speech 1 

The Development of Maori Immersion Schooling in Aotearoa/New Zeala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09:40-10:0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東華大學陳張培倫副教授 

10:00-10:10 休息 Break 

10:10-10:50 
林崇熙院長  

Prof. Chung-hsi Lin 

專題講座(2) Keynote Speech 2: 

TBC 

10:50-11:1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 政大教育學系陳榮政系主任 

11:20-12:00 G. Gautama 
專題講座(3) Keynote Speaker 3 

Teaching in a time of rapid changes 

12:00-12:2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清華大學謝小芩教授 

12:20-13:30 休息 Lunch 

13:30-15:10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 1A：幼兒與藝術教育 

主持人：臺師大教育學系方永泉系主任 

地點： 

實務報告 1B：中學實驗教育 

主持人：國北教大教育學系黃永和系主任 

地點： 

論文發表 1C: 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現場觀察 I  

主持人： 臺師大林逢祺教授 

地點： 

林美玲 
遊戲中的教師：幼兒園教師圖像的喚醒、觸

動與創造意義 
夏豪均 跨領域課程的教師培訓-以高中階段為例 施靜茹 蒙特梭利師資培育研究 

張妤甄 
教學上的風景—以繪畫創作帶領實驗教育工

作者窺探教學歷程 
尤四維 實驗教育中失落的拼圖-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 洪嘉音 

破繭：一般公立學校轉型蒙特梭利教

育的師資準備 

鄧偉廸 2022仲夏師陪之夢—幼兒教育美學在人之初 林彥宏 
學子遠去，又見歸來--談原來學苑國語文教師「覺

之師培」的實踐 
甘世旻 

在傳統與創新中求融合-以蒙特梭利師

資為例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論文發表/實務報告 2A：原住民族與實驗教育 

主持人：原住民族課發西區中心葉川榮主任 

地點：  

論文發表 2B: 教師專業發展  

主持人：高師大教育學系丘愛鈴系主任 

地點： 

論文發表 2C: 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現場觀察 II  

主持人：中央大學許宏儒副教授 

地點： 

康亞凡

索 
有身 有心 有靈：培育一位南島民族老師之

敘說 
張暒玟 

公立學校型態實驗小學教師因應轉型蒙特梭利理念

與教師專業發展歷程探究—以臺中市 Z國小為例 謝宛芹 
如何成為一位實驗中學的校長－以坪

林實驗國民中學為例 
陳世聰 符應特定教育理念之教師領導專業成長模式 王暐婷 三十而立：一個實驗教育工作者的自我探索之路 

林慧萍 
母親之河上的教育共創-以 KIST桃源國小為

例 
劉育忠 

(視訊) 
台灣實驗教育理想教師圖像之初探：以屏東縣實驗

學校的陪伴與共學經驗為線索 
陳俞均 

初任教師在公立學校型態實驗國中發

展敘說 

17:00 第一天活動結束 End of 1st day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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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1 星期日 Sunday  (Taiwan local time GMT +8) 

時間 Time  活動、講者、題目 Event, speaker, title 

09:00-09:40 報到 Registration, Venue: Shunwen Lecture Hall 

09:40-10:20 Dr. Pham Ngoc Dinh 
專題講座(4) Keynote Speech 4 

越南新學校模式（VNEN）的成效  

10:20-10:4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李崗教授 

10:40-11:00 休息 

11:00-11:40 Prof. Deepti Priya Mehrotra 
專題講座(5) Keynote Speech 5 

Alternative Schooling in India: Philosophy, Pedagogy and Relevance 

11:40-12:00 討論環節 Q & A  主持人：屏東教育大學王慧蘭教授 

12:00-13:00 休息 

13:00-14:40 

論文發表 3A: 教學創新與發展 

主持人: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張淑媚系主任 

地點： 

實務報告 3B：師資培育創新 

主持人：臺中教育大學賴志峰教授 

地點： 

論文發表 3C: 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現場觀察 III 

主持人：臺中教育大學陳延興教授 

地點： 

Yuchuan 

Shen 

Adapting Teach For America to 

Taiwan-A Case Stud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a Rural Educational 

Setting 

楊文貴 展賦二十年師資培育 郭沛衡 品格教育師資培育行動研究 

蘇達貞 
海洋探索教育對我國青少年自主教育

發展的影響評估 
周曉琳 

(視訊) 
大馬樂典苑遇見台灣展賦的師培協作 李睿恩 

公立實驗教育學校教師協同教學增能過程之

研究 

范皓媛 
公立學校轉型實驗教育學校教師教授

非專業科目之現況初探 
廖淑玟 

實驗教育師資培育之現況與展望---以人文

國中小為例 
張克淵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願景、教師圖

像與學生學習展望 

14:40-15:00  

15:00-16: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儀式  

主持人： 鄭同僚計畫主持人、各分場主持人 

16:30- 賦歸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