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兩岸教育行政論壇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計畫書

2018.4.25

一、辦理緣起與目的
當前教育快速發展，教育組織內外部環境複雜變化，許多前所未見的新課題、待解決的舊問
題和新問題都不斷湧現，教育行政與政策實務和研究如何永續和穩健發展成為重要課題，而了解
前瞻發展趨勢，掌握發展新契機，可視為可行的因應態度和策略。因此邀請兩岸關心教育行政與政
策發展的實務夥伴和學術研究者齊聚一堂，發表論文、分享看法和經驗，檢視當前值得重視的教育行
政與政策前瞻發展趨勢和成果，從中建立對未來發展的共識和遠景。
二、研討主題
(一)教育行政論壇
主題為「教育行政與政策前瞻發展」，聚焦於檢視當前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的前瞻思維、發展
趨勢和實踐成果，以掌握未來發展先機與遠景，藉由邀請教育行政與政策領域知名學者討論，為教
育行政與政策領域前瞻發展獻策，指出應有思維和可行作為。因此，本次研討會聚焦於探討教育行
政與政策前瞻發展的現況、闡述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課題、評析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的策略和作為，據此規劃出幾項具體的討論項目：
1.教育治理與管理前瞻發展。
2.教育領導與研究前瞻發展。
3.教育政策與決策前瞻發展。
4.教育制度與學校前瞻發展。
5.其他教育行政與政策前瞻發展相關議題（如教師教育、教育研究）。
(二)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以教育行政與政策、學校教育相關議題為主。
三、辦理時間和地點
2018年5月26日(六) 9:00~16:20，研討會地點為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四、辦理單位
1.指導：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2.主辦：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3.協辦：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所友會。
五、參加對象
1.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師生和所友。
2.關心教育行政與政策前瞻發展的學術界人士、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人員、研究生。
六、論文徵求
兩岸教育行政論壇學術研討會為邀稿和公開徵稿；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採取公開徵稿。
1.請針對研討會主題和探討項目、或研究論文發表會主題進行撰稿，中英文不拘，於3月31日(五)
前繳交論文摘要（格式見附件二）。若審查通過請於5月24日(四)前檢送簡報檔(以發表10~15分鐘
規劃內容)，格式不拘。
2.本次研討會論壇部分的發表人需要繳交論文摘要和簡報檔，不須繳交全文；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部分的發表人需要繳交論文全文（將送交評論人參閱）、論文摘要和簡報檔。
3.考量發表人尊重智財權和將來發表期刊論文需要，本次研討會手冊僅編印發表者資料和論文
摘要，發表者可自印發表論文全文若干份，於發表當日現場分送，與會者若需要論文全文或簡報檔
請聯繫各發表人。
4.論文摘要資料內容依次應說明中文題目、英文題目、發表者姓名、服務單位和職稱、E-mail、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抽樣、重要研究結果、研究建議、中文關鍵字、英文關鍵字等，
至多1500字，詳細格式見附件二。
5.發表人需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含發表者姓名、服務單位和職稱、E-mail、連絡電話、發表
題目），見附件一。
6.發表論文內容若涉及抄襲或研究倫理等爭議性情事，概由發表者自負相關責任。

七、議程
日期：2018 年 5 月 26 日(六)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時間
活動內容
08:50 報到
09:00 開幕式
09:05 主持人：吳煥烘(嘉義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09:10- 研討會場次一：教育治理與管理前瞻發 研討會場次二：教育領導與教師教育前瞻
10:30 展
發展
主持人：郭繼東(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管理 主持人：林明地(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
系教授)
授)
發表人：
發表人：
一帶一路:全球化的新衝擊及教育機
1.
1. 培育儒師：傳統文化融入教師教育的可
遇(彭新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
能及實踐探索(舒志定,湖州師範學院教
政策學系教授)
師教育學院教授兼院長)
2. 區域教育治理視域下集團化辦學成 2. 信任領導在學校的實踐(賴志峰,臺中教
效研究(張萬朋,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經
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3. 中小學教師職業吸引力及制度分析(郅
3. 混齡教學是進步還是回頭路?一所偏
庭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國家教育宏
觀政策研究院副院長)
鄉學校的實踐歷程探究?(陳聖謨,嘉
義大學教育系教授)
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學校偏鄉小校
課程領導的實踐(王瑞壎,嘉義大學教育
4. 教育領導與管理前瞻研究：概念與方
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教授)
法(葉連祺,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
發展研究所教授)
10:30- 茶敘
10:40
10:40- 研討會場次三：教育政策與決策前瞻發 研討會場次四：教育制度與學校教育前瞻
12:00 展
發展
主持人：李新鄉(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 主持人：張萬朋(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經濟研
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發表人：
1. 綜合性大學舉辦教師教育述論(胡耀 1. 學校組織變革研究(郭繼東,華東師範大
宗,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教授)
學教育管理系教授)

時間

活動內容
2. 韓國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之初探(黃 2. 型塑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校園文化：學
月純,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校治理的觀點(張慶勳,屏東大學教育行
政研究所教授)
研究所教授)
3. Teachers and the new curriculum: A
3. Does class attendance really matter?
perspectives from faculty members and
longitudinal study(方璽,湖州師範學院教
students in two universities (Jin-Jy
師教育學院副教授)
Shieh,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4. 台灣教育法制現況與展望(丁志權,嘉義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大學教育系教授)
Celeste Simões,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Human Kinetics, University
of Lisbon; Anabela Santos, Research
Assistant, Faculty of Human Kinetics,
University of Lisbon)
12:00- 與會人員合照、午餐
13:10
13:10- 兩岸教育行政與政策前瞻發展論壇一： 兩岸教育行政與政策前瞻發展論壇二：
14:30 主持人：黃宗顯(臺南大學校長)
主持人：秦夢群(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
與談人：
研究所教授)
1. 郅庭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國家教 與談人：
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副院長)
1. 舒志定(湖州師範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
授兼院長)
2. 黃月純(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
展研究所教授兼師範學院院長)
2. 陳竑濬(文化大學教育系教授)
3. 謝金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3. 彭新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
4. 張慶勳(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
學系教授)
授)
4. 丁志權(嘉義大學教育系教授)
5. 林明地(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5. 李新鄉(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
研究所教授)
14:30- 茶敘
14:40
14:40- 研究生論文發表場次一 研究生論文發表場次二
研究生論文發表場次三
16:10 學會優秀博碩士論文獎 主持人：王瑞壎(嘉義大學教 主持人：楊正誠(嘉義大學教
主持人：陳竑濬(文化大學
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
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
教育系教授)
所教授)
所副教授)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1. 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 1. 日本國民小學卓越校長 1. 國中女學生所知覺的性
導對學生自尊影響之
領導行為之研究(謝傳
別化校園運動空間(翁芳
研究―以家庭結構為
崇, 清華大學教育與學
怡,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
調節變項(馬郁婷,清
習科技學系教授;曾文
所博士班)
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
鑑,清華大學師培中心助 2.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小學
技學系碩士班)
理教授;孫雪萌,清華大
語文教學論研究的歷程
2.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
學博士生)
及趨勢—基於《課程·教
團體凝聚力、團體溝 2. 中國高等教育重點建設
材·教法》《教育研究》
《比較教育研究》刊發
通、教師專業發展與
政策分析—以「雙一流」
的小學語文教學論文章
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
建設為背景(盧櫻穎,廣
的分析(张雨睿,上海師
(林湘芸,屏東大學教
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班)
育行政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胡耀宗(華東師範大
範大學研究生)
3. 國小學生閱讀成就影
學教育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方璽(湖州師範學院
響因素之多層次模型 發表人：
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

時間
分析(林信言,台北教
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
理博士班)
4. 幼兒園知識管理之研
究―以班級經營為焦
點(賴志彬,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活動內容
3. 我國公辦公營實驗教育
迷思概念的探討(曾煥
淦, 苗栗縣林森國小校
長;謝傳崇,清華大學教
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4. 學校家長參與與教師士
氣之關係(江文政,嘉義
縣南新國小教師)
5. 桃園市三座英語村之比
較研究(張菁耘,嘉義大
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李銘義(屏東大學教
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

3. 學校家長委員對校長領
導特質之探析(王宗汶,台
南市官田國小教師)
4. 以學術樂觀視角理解一
位偏鄉國小校長進行素
養導向校訂課程領導之
研究：質性分析取徑(李建
彥,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
所博士班)
5. 國小特色學生制服評估
指標建構(張舒涵,台南市
瑞峰國小教師)[海報論
文]
評論人：黃靖文(屏東大學教
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

八、其他事項
1.5月1日(二)~5月19日(六)接受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三)，傳送到E-mail:
gieapd@mail.ncyu.edu.tw，以利編輯大會手冊，逾時請現場報名。
2.最遲於5月1日(二)公布議程。
3.研討會最新公告資訊請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網頁
http://www.ncyu.edu.tw/gieapd/
4.若有詢問請洽本所，電話:05-2263411#2421，E-mail: gieapd@mail.ncyu.edu.tw

附件一

報名表

2018 兩岸教育行政論壇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報名表
第一位

姓名

No.

職稱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連絡電話:
E-mail:
午餐(勾選):
第二位

□葷食

□素食

姓名

□不用餐
職稱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連絡電話:
E-mail:
午餐(勾選):
第三位

□葷食

□素食

姓名

□不用餐
職稱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連絡電話:
E-mail:
午餐(勾選):
第四位

□葷食

□素食

姓名

□不用餐
職稱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連絡電話:
E-mail:
午餐(勾選):
第五位

□葷食

□素食

姓名

□不用餐
職稱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連絡電話:
E-mail:
午餐(勾選):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備註：填妥本表，請盡速於 5 月 19 日(六)前，以 word 檔格式，回傳嘉大教政所 E-mail:
gieapd@mail.ncyu.edu.tw，電子郵件標題請設定為”報名 2018 兩岸教育行政論壇學術研討會(報名者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