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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接受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補助辦理高等教育論壇報告 

活動名稱：2017 年「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壇 

活動日期：2017 年 11 月 5 日 

壹、論壇背景 

近年來，全球化發展、少子化及高齡化人口結構改變、加上網際網路普及、

科技快速創新，導致環境快速變遷、高等教育生存競爭壓力加劇。內外環境的艱

鉅，使師範院校在學校治理和轉型經營上面臨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戰。面對瞬息萬

變的知識經濟時代，唯有創新與速度能確保競爭優勢，高等教育機構無不將創新

與行銷視為重要興學策略。再者，具研發及創新能力的人才，將是最重要的社會

資產；培育跨領域創新型人才，強化知識與技術的流動，帶動組織成員共同演化

成長，儼然成為 21世紀高等師資培育最重要的人才戰略。 

本校在祝賀 50 週年校慶的同時，希望邀請大陸地區、馬來西亞、港、澳籍

等國際具代表性之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共同探討師資培育轉型及創新策略。 

貳、論壇內容 

一、主題：  

    1.師資培育的政策發展 

2.師資培育的課程改革 

3.師資培育的教學創新 

4.師資培育的全球視野 

二、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際事務處 

三、論壇日期：106年 11月 5日（星期日）  

四、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五、參加對象：臺灣、大陸地區及馬來西亞近 20餘所師範校院校長及代表、本

校教職員生。 

參、籌備狀況 

本屆論壇主題為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本校吳連賞校長希望透過

各界教育領導者的相互激盪與經驗分享，為人才培育開創新的願景，回應變遷快

速的社會對師資培育機構的期待。籌備範圍包括： 

(1) 於高師大網頁架設 50周年校慶論壇專區，提供報名、論壇活動資訊，

並隨時更新 

(2) 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各境外姊妹校 

(3) 發送電子郵件及公文通知各境內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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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後發送新聞稿週知媒體 

(5) 會後出版論文集 

肆、辦理情形 

(一)論壇議程 

 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壇議程 

日期：2017年 11月 5日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 10樓及 6樓 

時間 議程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 

致詞 

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吳連賞博士 

田家炳基金會 戴大為總幹事 

 

 

9:10-10:30 

主題一：師資培育的政策發展 (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博士 

發表人 

香港教育大學張仁良校長／香港教育大學對教師教育的使命與承擔 

華中師範大學夏立新副校長／本碩一體，開放共用，實踐導向，新時

期教師教育改革的趨向與實踐 

華南師範大學吳堅副校長／區域協同、資源整合–打造卓越教師培養體系 

南方大學教育與公益學院梁桂花副院長／Education for the 21th 

Century 

10:30-10:45 茶敘 

  

 

 

10:45-12:05 

主題二：師資培育的課程改革 (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高雄師範大學王政彥副校長 

發表人 

廣州大學吳開俊副校長／大陸研究生教育改革與發展 

東北師範大學研究生院鄔志輝院長／未定培養面向未知世界的優秀師資 

澳門城市大學李樹英教務長／大學的未來與未來的大學 

山東師範大學馬英紅教務處副處長／地方高師教師教育課程的問題與改進 

12:05-13:30 互贈校際友好紀念品、合照、午餐 

 

 

 

主題三：師資培育的教學創新 (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  

發表人 嶺南師範學院崔岐恩副教授／符号教育 第三次教育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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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50  拉曼大學研教中心饒玉明助理教授／師資培訓-靈活評估學習成效，可行嗎? 

華南師範大學網路教育學院許曉藝院長／利用新技術服務基礎教育

均衡發展的模式研究和實踐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黃文三教授／少子女化與全球化下談台灣新世

紀道德教育的走向-由日本道德課程"現代課題"出發 

14:50-15:10 茶敘 

 

 

 

15:10-16:10 

分組專題討論:：師資培育的全球視野(行政大樓 6樓會議室) 

座談一 (第三會議室) 座談二 (第四會議室) 座談三 (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 高雄師範大學 

廖本煌副校長 

與談學校: 

福建、山東、拉曼、西南、

福州、彰化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方德隆院長 

與談學校: 

華南、東北、浙江、南方、

香港、清華、南華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文學院林晉士院長 

與談學校:  

華中、嶺南、廣州、澳門、

東華、屏東 

16:10-17:30 綜合 

座談 

<10樓>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吳連賞博士 

與談人: 浙江師範大學王輝副校長、福建師範大學鄭家建副校長 

17:30-18:00 閉幕式 

18:30~ 晚宴(麗尊酒店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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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人員名單 

A. 境外參與人員名單如下： 

序 學校 參加名單 

1.  華南師範大學 吳堅 副校長 

2.  華南師範大學 許曉藝 網路教育學院院長 

3.  華南師範大學 盧建暉 技術總監 

4.  西南大學 靳玉樂 校長 

5.  西南大學 張家政 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 

6.  西南大學 譚飛雪 港澳台辦公室項目專員 

7.  福建師範大學 鄭家建 校長 

8.  福建師範大學 姜興山 港澳台主任  

9.  福建師範大學 應貴勇 招生主任 

10.  山東師範大學 張文新 副校長 

11.  山東師範大學 徐繼存 教育學部副部長 

12.  山東師範大學 馬英紅 教務處副處長 

13.  山東師範大學 李夢遙 青年聯合會部長 

14.  山東師範大學 許士國 研究生院副院長 

15.  山東師範大學 孫全志 國際交流與合作處副處長 

16.  東北師範大學 張景萍 港澳台事务辦公室主任 

17.  東北師範大學 邬志辉 研究生院院長 

18.  東北師範大學 褚鑫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科长 

19.  嶺南師範大學 崔岐恩 副教授 

20.  浙江師範大學 王輝 副校長 

21.  浙江師範大學 金偉民 研究生副院長 

22.  浙江師範大學 盧丹 港澳台辦職員 

23.  華中師範大學 夏立新 副校長 

24.  華中師範大學 邱寶國 教務處副處長 

25.  華中師範大學 彭韜 港澳台辦事處副主任 

26.  廣州大學 吳開俊 副校長 

27.  廣州大學 陳務生 港澳臺辦公室主任科員 

28.  拉曼大學(馬來西亞) 饒玉明 研教中心助理教授 

29.  南方大學(馬來西亞) 徐華雲 國際教育與交流中心 

30.  南方大學(馬來西亞) 梁桂花 教育與公益學院副院長 

31.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 張仁良 校長 

32.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 許聲浪 副校長 

33.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 李樹英 教務長 

34.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 李嵩義 澳門教育發展研究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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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田家炳基金會(香港) 戴大為 總幹事 

 

B.台灣參與人員名單如下： 

1.  教育部政務次長  蔡清華 博士 

2.  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 校長 

3.  清華大學 謝傳崇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4.  彰化師範 林建隆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5.  東華大學 蘇鈺楠 教育學院教授 

6.  屏東大學 楊智穎 教育學院院長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7.  屏東大學 劉育忠 國際事務處事務長 

8.  屏東大學 蔡桂芳 國際事務處大陸事務組組長 

9.  南華大學 王保進 教務長 

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連賞 校長 

1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政彥 副校長 

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廖本煌 副校長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方德隆 教育學院院長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晉士 文學院院長 

1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唐硯漁 總務長 

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余遠澤 圖書資訊處處長 

1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姚村雄 藝術學院院長 

1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文三 教育系教授 

1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羅柳墀 地理系教授 

2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劉世閔 教育系教授 

2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翠玉 國際處處長 

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朱雯娟 國際處組長 

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鄭臻貞 國際處組長 

2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楊文霜 國際處編審 

2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呂韻秋 國際處助教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李明華 國際處助理 

2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麗雲 國際處助理 

2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灃洋 國際處計畫助理 

2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劉幸宜 國際處計畫助理 

3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榆軒 國際處計畫助理 

3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朱芳儀 國際處計畫助理 

3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憶婷 國際處計畫助理 

3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卾見智 公關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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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校親善大使名單如下： 

1.  朱姵儒 英語系 2 年級 

2.  陳映廷 英文系 3 年級 

3.  張又諳 教育所 2 年級 

4.  張寧軒 英語系 4 年級 

5.  許書綺 英語系 1 年級 

6.  游芯禔 英語系 1 年級 

7.  蔡宜靜 國文系 2 年級 

8.  顧品薰 英語系 1 年級 

9.  翁碧翎 英語系 2 年級 

10.  黃瑞琪 國文系 1 年級 

11.  鄭淇方 英語系 2 年級 

12.  洪苓綾 英語系 2 年級 

13.  徐孟均 英語系 4 年級 

14.  賴巧軒 國文系 1 年級 

15.  張宜珊 國文系 1 年級 

16.  高若蓁 國文系 3 年級 

17.  洪慧敏 國文系 3 年級 

18.  蕭宇汶 國文系 3 年級 

19.  王俐婷 國文系 1 年級 

20.  鄭婉婷 英語系 4 年級 

21.  葉柔含 教育系 3 年級 

22.  李禹萱 教育系 3 年級 

23.  陳郁茵 教育系 3 年級 

24.  黃恩妤 教育系 3 年級 

25.  鄭婷文 教育系 4 年級 

26.  何姿瑩 英文系 1 年級 

27.  曾莉評 國文系 1 年級 

28.  黃淑菁 經學研究所 3年級 

29.  林建宇 教育系 2 年級 

30.  洪呈禎 國文系 4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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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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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照片 

  

20171105論壇校長致詞 20171105論壇校長與工作人員合影 

  

20171105論壇嘉賓合影 1 20171105論壇嘉賓合影 2 

  

20171105論壇嘉賓合影 3 20171105論壇嘉賓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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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5晚宴照片 20171105晚宴照片 

  

20171106文教參訪合影 20171106 文教參訪吳連賞校長導覽高雄紅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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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報導：校慶論壇新聞 

1. 兩岸好報：高師大辦大中華區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壇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p=5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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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net 新聞：高師大辦大中華區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

壇研討 https://times.hinet.net/news/2095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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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全球新聞：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創新教學論壇 高師大圓滿落

幕 http://www.eewow.com/2017/11/07-27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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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鮮週報：高師大師培課程改革教學創新論壇 20 校 50 名師院校長

與會

https://ikh.tw/freshweekly/index.asp?pn=vw&id=mz8pqzrm0u

35#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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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華海峽新聞報；高師大「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壇

圓滿落幕

http://www.ccsn0405.com/2017/11/blog-post_7.html?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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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培課程改革暨創新教學論壇 高師大圓滿落幕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

003&n_id=1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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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雄新聞網：高師大「師資培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壇落幕

http://tnews.cc/07/newscon47375.htm   

 

  



20 
 

陸、結論與建議 

此論壇不僅提供各地師資培育校院落實學術合作交流與維繫友誼的平台，

師資培育領導者更藉此機會共同討論師培傳統與創新轉型等重要教育議題，為擘

畫教育願景而努力。主辦單位更安排文教機構參訪，使與會者有機會瞭解台灣風

土民情，及實地參觀教育機構，與當地教育領導、教師和學生展開實質交流。。 

論壇結束後所蒐集與會學校提供之資料與論壇發表文章、活動成果照片等

將集結成冊並發送給與會各校、各單位，供各校參考，齊為師資培育努力。 

建議下回論壇可以增置更多元主體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嘉賓發表相關演

說，希望各界教育領導者的相互激盪與經驗分享，為人才培育開創新的願景，回

應變遷快速的社會對師資培育機構的期待。除了兩岸、港澳、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教育領導主管共同關注的議題，亦可加入世界性關注議題，讓西方國家學術代表

加入探討發表，透過相互激盪與經驗分享，思考如何為國際人才培育開創新的願

景，回應變遷快速的社會對師資培育機構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