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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理論與實踐 
—第十九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紀實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第十九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於 2017
年 10月 20至 22日假本校篤行樓 Y601會議室
舉行。本屆研討會之主題為「如何培養具有素養

的人─核心素養的理論與實踐」，係由本校課程

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課

程與教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共同主辦，席間

邀請在課程理論領域學有專精之兩岸三地專家學

者前來與會，期盼透過課程理論、政策與實踐之

交流分享，讓所有參與者激盪出新的眼光和想

法，期待未來對於課程改革啟導有更具前瞻的識

見。

10月 20日會前研討暨觀課係屬內部會議，
當日上午來自台灣、中國、香港等兩岸三地共

47位學者齊聚於行政大樓 402教室，由本校歐
用生榮譽教授以「從基本能力到核心素養—學

科煉金術？」為題做主題引言，接下來則是以

「素養導向教育」為題進行三地學者之論辯，並

由林佩璇所長報告本次大會論文大要。當日下午

安排觀課行程，與會者一行人前往新北市桃子腳

國中小參訪，一方面藉由實際訪視來了解目前台

灣教育現場之實況，同時也做為思考課程理論與

實踐之依據。

10月 21日之公開研討會假本校篤行樓 601
會議室舉行。當天早上在本校張新仁校長致詞

後，為本屆研討

會正式揭開序

幕。全天研討會包含上、下午共四個場次之論

文發表，第一場次先以核心素養的理論、概念

及內涵起頭，講者引領與會者先從核心素養的

制定過程和內容，一同思考學習的方向，以及

社會變遷時核心素養應如何調整；接著以核心

素養與課程革新、課程政策中的核心素養、核

心素養與教師專業為主軸，就兩岸三地在課程

改革、政策轉變、教師專業能力等議題進行意

見交流與分享。第二場次接續以核心素養與學

科素養的關係，進一步地討論其如何實踐應用

於學科教學中，以及如何檢視其教學成效。第

三場次則以核心素養在教材研發、教師專業、

學生學習等主題之討論，先從各地不同的教材

中蘊含之核心素養談起，接著討論核心素養如

何具體提升教師專業及能力，最後運用至學生

的課堂學習中。第四場次則先談核心素養的理

念，並以此進一步討論如何運用至教師培育，

以及教學與評量當中。各場次皆兼具理論與實

務，讓所有參與者滿載而歸。

10月 22日會後研討會議，為兩岸三地之特
邀嘉賓針對各場次討論重點進行摘要報告與心

 
▲

課程所林佩璇所長於

10月 20日會前研討
致詞歡迎參與本屆研

討會之兩岸三地專家

學者。

 ▲張新仁校長於 10月 21日研討會致詞。

 ▲第 19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合影特邀嘉賓合影
（最前排由左至右：人民教育出版社秘書長任長松、

田家炳基金會總幹事戴大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黃顯華、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所長林

佩璇、本校名譽教授歐用生、法鼓文理學院講座教授

陳伯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尹弘颷）。

 ▲特邀嘉賓於

10 月 20 日會
前研討進行

「素養導向教

育」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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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享，並商議下屆會議主題與會議主辦單位。在此特別感

謝本所師生於研討會期間的傾力協助，讓本屆研討會得以順

利進行；也期待 2018年的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能為
課程理論帶來新的想法、思維，進而在教學實務中，培育莘

莘學子成為學識與素養兼備之研究人才。

 ▲桃子腳國中小觀課訪視 1。  ▲桃子腳國中小觀課訪視 2。  ▲老師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聆聽

研討會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後之討論與回饋。

 ▲擔任研討會工作人員之本所研究生於會後合影。

 ▲研討會論文發表（由左至右：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

授周淑卿、華東師範大學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教授胡惠閔、國

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教授林

永豐、人民教育出版社秘書長

任長松、香港教育大學副教授

霍秉坤）。

 ▲論壇開幕致詞

—張新仁校長。

 ▲論壇開幕致詞— 
歐用生名譽教授。

 ▲論壇開幕致詞— 
張芬芬理事長

發表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變革」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變革」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紀實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紀實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於 2017年 12
月 2日假本校篤行樓 Y601會議室舉行。本屆論
壇主題為「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

變革」，係由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

學會聯合主辦，席間邀請來自全台各地 50多名
課程與教學的專家學者一同共襄盛舉，期能藉由

課程史研究、課程發展的理念析辨、素養導向課

程的發展實務、實驗教學與國際文憑課程等新興

課題，以及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評量等多元子題，

搭起多元對話平台以匯集課程教學研究與教育場

域專家教師之共同智慧。

此次論壇共有「校本課程發展：從特色課

程到校訂課程的演化」、「學科素養與核心素養

的聯繫」兩個主題論壇，每場次共有 3位學者專

家依序發言，再由主持人針對發言內容提出問題

進行深入討論；論文發表則以 (1)從校本課程、
特色課程到十二年國教的校訂課程；(2)「基本
能力」與「核心素養」的教學論述與實踐；(3)
體現適性學習的課程與教學；(4)朝向自發、互
動、共好的教師專業成長；（5）其他（課程與
教學相關）研究等 5個論壇子題進行，每個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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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牆說不：社會正義與教育」 
—熱血公民教師黃益中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持續辦理 9場次的「教育相對論／產官學協
作」系列講座，自 2017年 10月至 12月期間，
邀請教育界之專家學者、學校校長、教師和產業

界專業人士，分

別針對教育創新、社

會正義、全球化、實務業界服務流程及品質管

理等議題進行演講，期盼藉此帶給本校師生不

皆由 3位學者專家教師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並與
與會學者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此外亦安排 3場
次之研究生論壇，則由各校碩、博班研究生進行

論文發表，並於口頭報告後進行綜合座談。

在大家的熱情參與下，當天活動廣受好評

並獲得熱烈迴響。論壇最後則是由中華民國課程

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理事長主持交接儀式，將「第

三十八屆課程與教學論壇」之重任交接給主辦單

位國立臺南大學，並期許國立臺南大學能夠承接

過去二十多年來課程發展的沿革，在明年的課程

與教學論壇中，引領課程與教學相關學者激盪出

更多的火花，為臺灣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出新的篇

章。

 ▲主題論壇 A主持人（左一：歐用生名譽教
授）與引言人（左二至右：前國家教育研究

院范信賢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

副教授、本校課程所周淑卿教授）。

 ▲研究生論壇（左至右：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

究員楊俊鴻、國立東華大學副教授李崗、本校

課程所碩士生翁榮杉、國立中正大學博士生薛

夙芬、本校課程所博士生劉志峯）。

 ▲主題論壇 B引言人（左至右：國立中正大學
林永豐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劉漢初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單維彰副教授）。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閉幕式暨交接儀

式（左至右：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歐陽誾

院長、張芬芬理事長、林佩璇所長）。

分

新、社

 
▲

教經系孫志麟

主任代表本校

歡迎黃益中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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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視角，在教育理念、實務和行動上看見新的

可能性。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的第二場次於 11
月 14日假篤行樓 Y601國際會議廳舉行，本系
很榮幸邀請到大直高中熱血公民教師黃益中，

以「向高牆說不：社會正義與教育」為題蒞校

演講。黃益中老師在演講一開始即指出，在網

路社群媒體普遍使用的今日，有近半數的中

學生並不關心當前台灣社會時事，表現出

來的大多都是在網路上進行各種評論，然

而卻缺乏採取實際行動改變現況的「鍵盤

式關心」；若進一步探究此現象背後之成

因，不難察覺現代人普遍缺乏「同理心」，

鮮少設身處地去想「假如我自己就是他／她

（當事人）的話，我的感受如何？」。因此，

在網路世界中所充斥冷嘲熱諷、尖酸刻薄的回

應，以及未審先判、一面倒的評斷，也就不令

人感到意外了。身為一位公民老師，黃益中分

享自己時常於課堂中，援引基本人權、同性婚

姻、廢死刑、居住正義、勞動權益等議題，與

學生進行討論、激辯、對話，藉由這個過程讓

學生理解、意識到這些事情與我們每個人的生

活息息相關，從而培養對社會角落裡居處弱勢

邊緣人的同理心，並且思考自己的角色可以為

他人做些什麼。

黃益中老師指出，今日台灣社會享有著

過去所未有之民主化成果，人人享有著比過去

更大的自由；然而，民眾在表達自己對於社會

重要議題的看法時，卻常常陷入了民主社會中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理盲，因

此造成了多數決壓迫到社會邊緣弱勢的悲劇不

斷上演，例如：大埔土地徵收案即是一例。他

以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邀請
大家一起來思考：「是否可以犧牲一人來成全

眾人，以提升整體效益？其合理性為何？」。

接著援引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裡「無
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說明唯
有屏除階層、種族、偏好、利益等個人因素，

我們才能做出公平的決策；而同理心的養成，

則可以幫助我們排除這些個人因素所導致之偏

見，避免一再重複地上演民主社會中「多數暴

力」的憾事。最後，黃益中以「玫瑰少年」葉

永鋕的故事，談到《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催生

歷程，並且分享葉媽媽的訪談片段；他勉勵前

來聆聽演講的師生，每個人都有影響力，就像

葉媽媽一樣，能為台灣社會帶來前進的力量。

在網

／她

 ▲黃益中老師分享自己投身

社會運動的歷程。

 ▲本校同學踴躍提問討論。

 ▲教經系孫志麟主任（右）代表本校致贈

黃益中老師（左）感謝狀與紀念品。

 ▲黃益中老師於講座結束後與本校師生合影。

 ▲黃益中老師講

解說明正義論

「無知之幕」

以及其對台灣

社會之助益。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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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一卡行李箱改變社會？地板上的真人圖書館」 
—廖雲章老師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第一場

次於 11月 16日假篤行樓 Y601國際會
議廳舉行，邀請到目前於天下雜誌擔任

「獨立評論@天下」主編、世新大學
兼任講師的廖雲章老師，以「如何用一

卡行李箱改變社會？地板上的真人圖書

館」為題蒞校演講。廖老師分享自己過

去一路從擔任台灣立報記者、副總編輯

的經歷，以及在 2006年參與四方報創
刊之過程，直到目前擔任天下雜誌「獨

立評論@天下」主編一職，20多年來的文字媒
體工作生涯中，她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和力量，

進行一場名為「F24地板圖書館」的社會行動。
廖老師談到四方報的成立，是想要提供來

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新移民等在台

人士閱讀和交流；四方報以越南文、泰文、印尼

文等東南亞語言印製發行，成為他們發聲、傾吐

心事的媒介，陪伴他們在異鄉生活時不會感到非

常孤單。這同時她也和夫婿張正看見了東南亞外

籍朋友們對於閱讀的熱情和渴望，創辦了「燦爛

時光」書店，希望他們能在這裡沉浸享受閱讀

的快樂。之後他們更將書店進一步延伸發展出

「F24地板圖書館」，每週日下午兩點帶著一卡
行李箱的書籍，準時在台北火車站大廳開張，希

望藉此行動書店的型態，讓書店裡的書能傳遞到

更多東南亞外籍朋友們的手中。

自 2014 年起至 2017 年止，東南亞外籍

移工在台灣的人數從 53萬多成長至 66萬多，
在台灣社會中已越來越常見到他們的身影。廖

老師分享到，這一路走來認識了許多來自東南

亞國家朋友，透過閱讀、分享以及彼此互動交

流中，讓她有機會親眼見證閱讀是如何溫暖這

群異鄉人的心靈，並且讓他們再次獲得力量。

近年來她與張正更舉辦「移民工文學獎」，讓

他們得以更自由地發聲，並發起「帶一本自己

看不懂的書回台灣」募書活動，鼓勵前往東南

亞的台灣人，從東南亞帶回一本用陌生文字所

寫的書。最後廖老師引用印尼俗諺「每個人都

有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做為這場講座的結

束，鼓勵、邀請大家成為

一道火光，即使微小，也

能照亮黑暗，帶來光明。

 ▲本校洪福財教授（左）介紹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主編廖雲章老師

（右）。

 ▲廖老師與大家說明目前東

南亞移工在台灣的現況處

境，本校師生聚精會神地

聆聽。

 ▲廖老師以印尼俗諺「每個人都有

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作結，

鼓勵每一位師生成為照亮這個社

會的火光。

 ▲洪福財教授於講座最後作小結。  ▲洪福財教授（左）代表本校

致贈廖雲章老師（右）感謝

狀與紀念品。

 
▲

廖老師與大家分享

「F24地板圖書館」
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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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 
紀錄片全台首映暨討論會

 ◎進修推廣處／教育學系暨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本校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打

造「教育×文化＋創新→創業」

樞紐計畫於 106年 10月 16日晚間
19時至 21時，假創意館雨賢廳舉
辦「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紀錄片全台首映暨討
論會。此次活動總計約 150人參
與，其中包括本校師生以及其他學

校關心教育的師長、家長、學生

們，一方面藉由觀賞紀錄片而更具體看見專題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學習歷
程，另一方面也同時邀請到中國 Aha社會創新
學院創辦人顧遠老師和參與者進行映後座談，期

盼藉此讓所有參與者能以更廣闊的視野，來探究

教育創新的理想與現實，進而思考如何由自身出

發而為教育出一份力。

「極有可能成功」紀錄片講述美國加州聖

地牙哥一所創新學校「High Tech High」的故
事。這所學校不依循一般學校以考試為目的、分

學科的教學體系，改採項目式、專案制跨學科的

學習模式，本片一方面清楚呈現了學生學習的歷

程，以及他們的改變與成長；同時也真實記錄了

家長在嘗試放手讓孩子進入這所創新學校時心裡

面的擔憂。High Tech High的學生們在學期間實
作執行一個大型專題，從中學習知識、與他人合

作及溝通能力；而學期末的學習呈現，學生可自

行選擇採戲劇或是機械模型等方式，讓家長與

附近民眾參觀。紀錄片

中也忠實呈現那些未能

在發表當天完成作品的

學生，在期末發表已經

結束之際，學校老師和

同學們如何與他討論、

一同找出無法完成學習

成果之問題原因；有些

未完成的學生則是主動

繼續研究好幾個月來完

成他的學習。High Tech High在沒有教科書、沒
有考試的情況下，卻能達到「98%的大學入學
率」的學習成果，不禁也讓每一位參與者再次重

新思考教育的本質：「高中階段的學習，究竟是

為了得高分而進入理想的大學？還是培養身而為

人所應有的態度與能力？而學生的學習動機應如

何由學習本身產生？」

映後座談中，大家普遍認為「學歷」在今

 ▲映後會談 1—政治大學蕭

瑞麟教授（左）與顧遠先生

（右）。

 ▲映後會談 2—前宜蘭

縣人文中小學楊文貴

校長（右）與顧遠先

生（左）。

 ▲映後會談 3—和平實

驗小學家長會長陶倢

提問與分享。

 ▲映後會談 4—本校教

育學系田耐青老師提

問與分享。

 ▲映後會談 5—本

校教育學系張郁雯

老師提問與分享。

 ▲「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紀錄片映後會談。

 ▲紀錄片映後會談與談人—

中國 Aha社會創新學院的創
辦人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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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比賽 
頒獎典禮

 ◎人文藝術學院

由本校與麋研齋合作舉辦之「第

十六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

硬筆書法比賽」延續過去經驗廣邀各界

人士踴躍報名參與，並依照不同年齡層

與級別，分為國小組三年級、國小組四

年級、國小組高年級、國中組（前述 4
組之競賽項目為楷書）、高中組、大專

組、社會組（前述 3組之競賽項目可選
擇楷書或行書）總計 10組進行。在歷經
三個月的收件期，最後由 10位專家評審
老師從數千件參賽作品中，擇優選出各

組前三名、優選五名及佳作十餘名不等之得獎

者。

本屆頒獎典禮於 106年 11月 25日假學生
活動中心 405演講廳舉辦。典禮當天有許多得

日社會中仍佔極大的影響力，顧遠老師以及在場

的教師、學生、家長們也紛紛表達看法。前宜蘭

縣人文國民中小學楊文貴校長分享了自己過去在

辦學上實際遇到的困境與挑戰；本校學生也提問

自己可以如何為教育努力；家長們也表示，大學

的招生方式與所看重的學習評比項目指標，都影

響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孩子們探索學習的試錯成本到底有

多少？

針對這些教育困境，顧遠老師

在分享時，提到教育創新可以用光譜

來看見程度上的不同，例如破壞式創

新、漸進式創新、一直到維持現狀的

差異；有些人認為在現況上努力，也

有些人認為應該完全改變，但是有時

候卻不能用體制「內」、「外」來定

義創新，而是回歸思索教育的本質。

他認為，無論我們在校園內或外、是

學生或老師，每個人都應該培養創業

家精神，學習如何活用身邊的資源，

進而為我們所認同的教育價值盡心盡

力。

本活動在討論與激盪下圓滿結束，也提供

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士一個共同交流的平台。感謝

所有參與者熱烈投入討論，衷心期盼藉由此次首

映會與映後座談，能夠幫助每一位參與者不僅思

考未來自己在教學創新或教育本質的探究，也能

真正地實踐在教育中。

 ▲顧遠先生（左一）、教育學系林偉文老師（右一）

與計畫團隊成員合影。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中立戴帽者）與社會組行書組得獎

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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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者出席與會，高中組以下的得獎學生更是由家

長陪同參與，讓現場氣氛熱鬧歡騰。在人文藝術

學院郭博州院長、新北市北港國小同時也是本屆

賽事的評審代表劉國華校長、麋研齋創辦人楊淑

凌女士致詞祝賀後，將獎項逐一頒獎給各組得獎

人。每一位得獎者除了獲頒獎狀及獎品以外，也

同時獲得歷屆麋研齋硬筆書法比賽得獎作品集；

期盼一方面頒獎給予肯定以外，也鼓勵得獎者繼

續精進硬筆書法造詣。

本屆評審老師表示今年參賽者水準較往年

來得高，因此有些獎次特別多錄取幾位得獎者，

一方面希望不讓傑出作品因未得獎而成為遺珠之

憾，進而讓更多人能夠欣賞獨具特色的硬筆書法

之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相當多的長青人士

報名參與本屆賽事，「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態度值得作為學習楷模。最後得獎人陸續與諸位

師長合影留念，也為這屆頒獎典禮劃下完美的句

點；得獎作品也持續於活動中心二樓展出，歡迎

大家蒞臨欣賞。

2017「北教大名師講座」圓滿落幕，大夥相約 2018見！
 ◎圖書館

2017下半年最後 3場北教大名師講座場場
依然精彩，生動有趣的內容也讓聽眾們報以熱烈

的掌聲，讓我們一起精采回顧這 3場講座精華。
10月 31日第一場講座是由人文藝術學院郭

博州院長以「藝術就像呼吸一樣自然」為題主

講。郭院長分享自己從小有幸深受藝術的教化與

薰陶，孕育、累積他在藝術創作上的內在趨策

力。三十餘年來，他一直秉持著真心、誠心、耐

心、恆心，不僅在面對藝術創作時總是心無旁

鶩，也珍惜把握當下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喜悅、

悲傷、痛苦、舒適等生活中的小細節轉化成創作

的能量，因而成就他多元的藝術創作表現，也讓

聆聽的同學們更深入認識他追尋、打造美的心路

歷程。

11月 27日第二場講座是由數位科技設計
學系許一珍老師以「AR、VR、MR到底是什麼

啊？！」為題，帶領大家探索當今最夯的擴增、

虛擬、混合實境。許老師在講座中分享她的指導

 ▲麋研齋齋主楊淑凌

女士（右）捐贈電

子琴一架予人文藝

術學院，由人文藝

術學院郭博州院長

代表全院師生致贈

感謝狀。

 ▲新北市北港國小劉國華校長（右一）

與高中組得獎者合影。

 ▲圖書館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主持 10/31
北教大名師講座，與郭博州院長及其著作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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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開發《Math Fruit》、《The Wanderers漫
遊者》等富有教育意義內涵的 APP，不僅深受
使用者喜愛亦獲獎受到肯定，同學們在講座中也

不斷發問、互動熱烈，也讓大家一窺未來科技之

主流趨勢。

12月 12日第三場、也是今年最後一場講
座，是由教育學系陳蕙芬老師以「改變×未

來：談大學生應具備之創新與創業精神」為題，

與同學們談談在今日變化迅速的全球化社會中，

如何思索並規劃自己的未來。陳老師徵引名人語

錄，並同時導入解讀未來、建構意義、辨識機

會、資源隨創、團隊運作等重要的課題，幫助同

學們思索自己應培養具備那些能力，以面對未來

可能遭遇的各種挑戰。在年終將至的時刻，同學

們也可趁此機會自我檢視，作為來年努力的新目

標。

感謝同學們熱情參與這 3場講座並給予熱
烈迴響。不僅顯現本校同學積極、不自我設限的

好學精神，也充分展現本校人文藝術、科學及教

育專業等多元學術特色。圖書館擬持續於學期間

舉辦「2018北教大名師講座」系列活動，盼能
帶給本校教職員生們更多的想法激盪，敬請大家

期待。

 ▲ 10/31北教大名師講座，聽眾爭賭郭博州院長的
藝術創作品。

 ▲ 11/27許一珍老師以「AR、VR、MR到底是什麼啊？！」為題，帶領大家探索最夯的擴增、虛擬、混合實境。

 ▲ 12/12陳蕙芬老師談「改變×未來：創新」。  ▲陳蕙芬老師於講座當天亦和大家分享圖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