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台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跨域、跨界的教育新契機」 

一、議程表 

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 

時 間 議 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 

09:20~10:20 

Keynote speech I: Dr. Wei-Chen Hung 
Topic: Metacognition and STEM Learning: A Glass Box View of Scaffolding 

Students in Learning from Their Failures and Successes 
後設認知和 STEM 學習:從學生的後設認知設計過渡支架來引導學習中的失

敗和成功 
【社科院小劇場(社 SS 1001)】 

10:20~10:40 大合照、休息 

10:40~12:10 

Invited Speech: Dr. Justin Adam Gelzhiser 
Topic: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critical 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school shooting public health crisis 
【社科院小劇場(社 SS 1001)】 

口頭發表 
T01 

【社 SS 
1003】 

口頭發表 
T02 

【社 SS 
1004】 

壁報發表
P1 

【社科院
中庭】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主題論壇 A 【社 SS 1004】 
臺灣未來國際教育的展望 
主持人：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級中學朱元隆校長 
與談人： 
新課綱與國際教育：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
學研究中心洪詠善主任； 
雙語教學與國際課程：臺中市明道中學汪大久
校長； 
民間機構與國際教育：品學堂創辦人黃國珍老
師 

口頭發表
T03 

【社 SS 
1003】 

口頭發
T04 

【社 SS 
1005】 

口頭發表
T05 

【社 SS 
1006】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15:10-17:00) 
主題論壇 B【社 SS 1004】 
創新的擴散－教育創新與社會創新 
主持人：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莊雪華所長 
與談人： 
鹿港囝仔：鹿港囝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張敬業
執行長； 
原住民科學教育：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謝
百淇副教授 

口頭發表 T06 
【社 SS 
1005】 

口頭發表 T07 
【社 SS 
1006】 

16:40~ 賦歸 

   



 

 

 

日期：2019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 

時間 議 程 

09:00~09:20 報到 

09:20~10:20 
Keynote speech II：劉孟奇教育部政務次長 

108 新課綱的推動與展望 
【社科院小劇場(社 SS 1001)】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口頭發表

T08 
【社 SS 
1003】 

口頭發表

T09 
【社 SS 
1005】 

口頭發表 
T10 

【社 SS 
1006】 

口頭發表 
T11 

【社 SS 
2005】 

口頭發表 
T12 

【社 SS 
2006】 

團體發表 
T13 

【社 SS 
2002-1】 

壁報發表

P2 
【社科院 
中庭】 

12:10~13:00 午餐暨會員大會【社 SS 2001】 

13:00~14:30 

主題論壇 C 
教育論壇：教育大調歌～敢動

的感動 
主持人： 
與談人： 
量身打造幸福溫馨學園＆未來

世界等待的人才：高雄市立四

維國民小學翁慶才校長； 
初等教育中的男性樣態：高雄

市立民族國民小學趙英先教

師； 
大學生行不行：國立高雄大學

吳苡菱講師 
【社 SS2001】 

口頭發表 
T14 
【SS 

2005】 

口頭發表 
T15 
【SS 

2006】 

口頭發表 
T16 

【SS 2002-
1】 

口頭發表 
T17 

【SS 2003-
2】 

14:30~15:00 閉幕暨頒發最佳論文獎【社 SS 2001】 

 
  



                  

 

二、注意事項 

（一）報到注意事項 

1. 報到時間 

日期 上午報到時間 下午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11 月 8 日(五) 8：30~9：00 12：10~13:00 中山大學社科院一樓 

11 月 9 日(六) 9：00~9：20 12：10~13:00 中山大學社科院一樓 

2. 報到時請簽到，本大會簽到表依姓氏之筆畫進行排序並領取名牌及資料

袋後即完成報到手續。 

3. 未完成繳費者，請另洽報到處。 

4. 本活動得採計「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研習時數。 

（二）論文發表注意事項 

1. 每篇論文至少需有一位作者親自到現場發表，本學會於發表場次結束後核

該場次之發論文發表證明。 

2. 口頭發表： 

每場次總時間為 90分鐘（含 12-15分鐘報告時間及共同討論時間）。會議

場地備有投影機和電腦供您使用，請提早 10 分鐘到發表教室測試檔案。

請每場次皆邀請一位老師擔任該場次之主持人，協助引導發表次序及共同

討論。  

3. 壁報發表： 

請發表者於研討會當天自行準備 90cm×120 cm (全開)大小的直式海報，並

自行張貼於海報區，發表時段請勿隨意離開發表場地。文章字數須至少需

1000 字以上、以 2000 字內為原則。內容應包括論文摘要、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結果及討論。僅進行摘要發表，未進行全文壁報發表者，不提供

論文發表證明。發表結束後，請自行將海報攜回；未攜回者大會不負保管

之責，將統一回收處理。每場次邀請二位教授擔任該場次之評論人，於發

表期間給予回饋與建議。 

4. 大會手冊不彙編論文內容，請發表者自行準備簡報紙本資料 20 份供與會

者參考。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研討會當日會提供餐點及茶水，請於規定之場地內用餐；歡迎自備環保

餐具與環保杯。 

2. 研討會當日午餐皆於社科院一樓報到處發放，用餐地點統一於社科院二



                  

 

樓社 SS2001 教室用餐，請出示研討會名牌領餐。 

3. 停車收費說明：（請一律將車輛停至本校海堤停車場） 

(1)汽車：需自費新台幣 60 元整 

(2)機車：免費 

4. 無線網路之使用 

本研討會提供無線網路之使用，請使用者搜尋無線網路 NSYSU，帳號密

碼如下：帳號：tera2019、密碼：tera2019 

5. 研討會當天如有研討會相關問題，請洽報到處工作人員。 

6. 聯絡窗口：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9 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祕書處 

E-mail：tera@mail.nsysu.edu.tw 

7. 本研討會網站：https://tera2019.nsysu.edu.tw/ 
  



                  

 

三、如何到達中山大學 
公車 

學校隧道口至高雄火車站有 248 路公車可搭乘，車程約 20 分鐘，票價 12 元，

班距約 15~20 分鐘。 

學校隧道口至大立伊勢丹、新堀江及文化中心有 50 路公車可搭乘，票價 12

元，班距約 15~20 分鐘。 

若需自學校搭乘公車至機場，可搭乘 248 路公車至高雄車站轉乘機場幹線或

301 路公車； 亦可搭乘 50 路公車至中山路口轉乘機場幹線或 301 路公車至機

場。 

公車路線查詢：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高雄市公車語音查詢電話 749-7100） 

 

高雄捷運 

於西子灣站下車，請由 2 號出口(鼓山一路)出站，下車後： 

轉乘公車橘 1，至本校行政大樓下車。 (每 30 分鐘一班車, 橘 1 時刻表) 

 

台灣高鐵 

高鐵左營站位於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05 號，全台車站分別為台北、板橋、桃

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左營。 

高鐵相關資訊：http://www.thsrc.com.tw 

西城快線資訊：http://www.stbus.com.tw/cityrouteE05.htm 

註 : 高鐵左營站可連接高雄捷運，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美麗島站，轉橘線至西

子灣站，在 2 號出口站前搭乘接駁公車「橘 1」即可到達中山大學。 

 

鐵路 

高雄車站位於中山一路與建國二路之交叉點，地址為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

318 號，服務電話：07-2371507 ( 服務時間：06:00~24:00)。 

*火車時刻價查詢 

註 : 到達後可至火車站前的公車站搭乘 248 或 50 號公車即可到達中山大學隧道

口。 

 

大眾運輸 

高雄車站週邊有多家客運業者提供客運服務，路線遍及各縣市。 路線及票價查

詢： 



                  

 

國光客運（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屏東等） 

統聯客運（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屏東等） 

阿羅哈客運（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屏東等） 

和欣客運（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等） 

中南客運（墾丁、鵝鑾鼻） 

高雄客運（台中、大高雄地區、墾丁） 

註 : 客運之終點站往往在高雄火車站或其鄰近地區，到達後可至火車站前的公

車站搭乘 248 或 50 號公車即可到達學校隧道口。 

 

自行開車 

本校位置位於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由於本校為著名景點西子灣，因此

指標相當明顯，在高雄市區只需跟隨西子灣、鼓山渡輪站或是英國領事館的路

標即可至本校。 

若由外縣市而來，可由中山高速公路中正路交流道下，沿中正路接五福路直行

到底→左轉鼓山路→右轉臨海二路直行到底→左轉哨船街之後直行，即可到達

本校。 

 

航空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位於中山四路，有國內航線可至台北、台中、花蓮、澎湖、

金馬等地，國際航線可至日本、港澳等地。 

相關資訊： 

高雄國際航空站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華信航空 

立榮航空 

 

註 : 至機場後可搭乘 301 號公車至火車站前，轉換 248 及 50 號公車至中山大

學。 

 
※參考資料：國立中山大學 http://www.nsysu.edu.tw/p/412‐1000‐4132.php?Lang=zh‐tw 

 
  



                  

 

 

四、場地平面圖 
(一)國立中山大學平面圖 
 
 
 
 

 



                  

 

 

(二)社科院平面圖(一、二樓) 

 
  



                  

 

 

五、高雄市旅遊資訊 
　 蓮池潭風景區 

 

 
 

高雄市左營區東側，有一泓碧澄的潭水，因 

池畔遍植蓮花，用以點綴湖畔風景，故名「蓮池 

潭」，北臨半屏山，南銜龜山。風光明媚、水域廣 

闊的蓮池潭是高雄市名 聞遐邇的風景區。蓮池潭 

原名連花潭，為康熙四十四年鳳山知縣宋永清所 

濬修。位於高雄市左營區的東側，潭長１．４公 

里，寬約４００公尺，潭面原有７５公頃，現今 

僅餘４２公頃。 景點共 88  公頃，西岸廟宇林 

立，共計二十餘座寺廟。往昔潭中遍植綠荷，每 

逢盛開，花香四溢，清領時期鳳山八景中的「泮水荷香」即指此地。 

電話：07-5883242#21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 1435 號 服務時

間：08:00-12:00 , 13:30-17:30 

交通： 

1.《公車》 

(A)301 直達、6、17、29、218、219→左營北站下→左營大路向北走→勝利路右轉後直行 

可達。 

(B)美國學校 - 38 南、紅 51 

2.《捷運》紅線→生態園區站 2 號出口〈接駁公車→紅 51〉→蓮潭站或勝利路站下車 

3.《鐵路》台鐵、高鐵→左營站→西側出口步行至翠華路口→過馬路後約 2 分鐘可達。 
 

　 西子灣 

西子灣位於高雄市西側，壽山西南端山麓

下，北瀕萬壽山，南臨旗津半島，為一黃澄碧

藍的海水浴場，是一處以夕陽美景及天然礁石

聞名的灣澳。距市中心車程約 20 分鐘，依山臨

海，風景宜人，每當夜幕低垂，將大海點綴的

瑰麗可人，漁船燈火閃爍其間；西子灣的夕陽

是高雄八景之一，海天一色的美景，美不勝

收，黃昏時分，常可見一對對情侶在此互道情

愫，更有詩情畫意的情境。 

 
位置： 從哨船街底右轉進入中山大學前 交

通： 《捷運》橘線→西子灣→橘 1 接駁車 



                  

 

　 旗津 
 

 
 

交通： 

自行開車：國道 3 號-燕巢系統交流道-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國道 1 號-高雄端交

流道下-漁港路-新生路-中興路-過港隧道-旗

津一路至三路-廟前路-海岸路。 

大眾運輸：1.搭高鐵至左營站下或搭臺鐵至

高雄站下-轉搭高雄捷運至草衙站下-轉搭高

雄市公車(紅 9A 路、紅 9B 路)至旗津輪渡站

下。 

2.搭高鐵至左營站下或搭臺鐵至高雄站下-轉

搭高雄捷運至西子灣站下-轉搭渡輪至旗津輪

渡站下。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旗津舊名旗後，為一個狹長形的島，

往旗津有兩種選擇，一是搭乘渡船，一是

驅車穿過過港隧道。旗津雖小，卻有多樣

吸引人的去處，在廟前路的天后宮，有三

百年歷史；身著唐裝的三輪車伕，是島上

另一個觀光焦點，旗津老街上，綿延清一

色海產店，價廉味美的新鮮海產，露天下

大快朵頤，十分暢快。 

 

 

 

在抵達西子灣入口處右方的山坡，有 

一個白色「之」字型的階梯，在一片綠意 

中顯得特別鮮明，在這個山海交接處，好 

風景一網打盡。建議造訪打狗英國領事館 

官邸的最佳時間是下午到傍晚時分。往東 

望，整個高雄港區的壯麗景觀一覽無遺， 

高雄 85 大樓、夢時代摩天輪，形成一幅熱 

鬧繽紛的現代畫作；向南看，與旗津漁港 

遙望，漁船、渡輪往返，偶爾傳來汽笛聲，顯得平靜而悠閒。往西望，則是台灣八景之一 

的「西子夕照」。 

位置：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20 號(國立中山大學大門口右側山頂上)  

旗津地區公車接駁資訊：35 路 電話： 

07-5712549 

開放時間： 06:00～24:00 約 10 分鐘一班 

售票：每人 25 元 機車：25 元 學生：20 

元；優待票：12 元 

 



                  

 

 

交通： 

《公車》 

1.哈瑪星文化公車：車上配有導覽解說員，於打狗英國領事館站下車。 

2. 柴山觀光專車：於西子灣站下車。3.市公車 99 路：於西子灣站下車。 

《捷運》橘線(西子灣站 1 號出口)可接駁橘 1 公車。  

電話：07-5250100 

開放時間：早上 09:00~晚上 21:00，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一休館。 
 
 
 

　       高雄港 
高雄港位於本市西南端，是臺灣最大的國際港埠，也是

世界第六大貨櫃港；港區遼闊、腹地廣、氣候溫暖，臨

海有狹長沙洲，地理條件優越，港灣形勢天成，現今港

內水域面積 26.66 平方公里，航道全長 18 公里，可供 10
萬噸級以下巨輪進出。 
 
本港為高雄產業觀光的重要主角，政府正在規劃高雄港

為亞太地區的海運轉運中心。遊客們可觀賞高雄港的水

都風情，為世界著名的港埠，港灣之美，不遜於世界著

名的港口，高雄港務分公司開放遊客觀光，走一趟高雄

港遊艇之旅，不論是極具規模的各項現代化設備，抑或

是都市景觀，都能夠一覽無遺、盡收眼底。 
 
 
 
交通：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高雄交流道下-中正一路至中正四路-大公路-鼓山一路-臨海二路。 
 
大眾運輸： 
搭高鐵至左營站下或搭臺鐵至高雄站下-轉搭高雄捷運至西子灣站下。 



                  

 

　 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內，原為一般的港 口倉庫，2001 年一群熱心熱血的藝文界人士成立 

了駁二藝術發展協會，催生推動駁二藝術特區作 為南部人文藝術發展的基地，將駁二規劃成一個 獨特的

藝術開放空間，提供藝術家及學生一個創 作發表的環境，同時不定期的舉辦各類藝文活動 如高雄設計

節、好漢玩字節、鋼雕藝術節、貨櫃 藝術節等等，每一個充滿城市創意特質的展演，活力豐沛的在駁二

不斷呈現嶄新的概念與樣貌，構築海港城市的魅力文化與生活美學。 位置：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 號 

交通：《公車》214、219 至鹽埕埔站下車步行至大勇路底。 

《捷運》橘線→鹽埕埔站下(步行至大勇路

底)。 電話：07-521-4899、5214881 

開放時間：  

(一 )～ (四 )  0 :00~18:00pm 

(五 )～ (日 )  10 :00~20 :00  

備註：駁二藝術特區  內之勞工博物館為全臺

灣唯一一座展出與  勞工、勞動議題相關  的博

物館，免費入場。  

 

　 夜市小吃 

可以說是台灣最 獨特的

美食文化，許 多外來的旅人

都紛紛 愛上這便宜又好吃的 

美味，例如 Q 軟香甜 的珍珠

奶茶、鮮嫩多 汁的蚵仔煎、

香脆噴 汁的香雞排以及一吃 

成癮的臭豆腐…等皆是美味又

便宜的小吃。 

 
※參考資料：高雄旅遊網 
http://khh.travel/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