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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創作研討會 ◎語文與創作學系

由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語文教育系、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共同舉

辦之「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創作研討會」，

於 2019年 1月 16日（三）9點 30分至 16時 30
分，假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及篤行樓 601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次活動規劃為公開授課及論文發表二

部分進行，前半部特別邀請來自中國四川省成都

師範銀都紫藤小學的鍾敏老師，至本校附設實驗

小學進行五年級語文公開授課。此次授課以臺灣

翰林版第十課〈憨孫耶，好去睏啊！〉（蕭蕭作

品）作為授課文本，鍾老師將教學重點放在品讀

文章語句，讓學生從品讀中見畫面、聽聲音、感

受祖孫情意，進而體會親情之可貴。鍾老師於課

堂中與五年級學生齊讀課題，並向學生提問「祖

母在什麼時候、什麼場景對文中的『我』說出這

句話？」以及與學生共同梳理課文的時間脈絡。

公開授課結束後的綜合座談，計有本校語文與創

作學系許育健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

育學系楊裕貿主任、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蔡

玲婉教授及本校附設實驗小學祝勤捷校長共同參

與討論，同時也有現場參與的老師提出心得與疑

惑，都能經由鍾老師一一予以詳細說明，讓整場

公開授課充實圓滿，頗獲好評。

公開授課結束後，緊接著是後半部於本校

篤行樓 601國際會議廳登場的論文發表，共有
9位教授分別於三場次發表語文教學相關論文。
第一場次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劉

君𤥢助理教授發表論文〈故事圖畫書閱讀進程：

以安東尼．布朗《大猩猩》為例〉、本校語文

與創作學系陳佳君副教授發表論文〈焦點式課

文文本分析之理論與應用─以思維力為重心的

考察〉、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蔡玲婉教授

發表論文〈教師運用磨課師教學影片進行二年級

大意教學之研究〉。第二場次則由本校語文與創

作學系許育健主任發表論文〈CORE：數位閱讀
理解策略之探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陳

昭吟副教授發表論文〈論兒童文學在國小國語文

多元識讀之應用—以繪本和動畫為例〉、以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魏聰祺教授發表論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鍾敏老師。

 ▲鍾敏老師於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公開授課。

 ▲第一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劉君 、陳佳君、蔡玲婉、楊裕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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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辨」教學過程─以呂世浩〈他叫「秦始

皇」嗎？〉為例〉。第三場次由國立臺南大學國

語文學系陳光明副教授發表論文〈南一版社會科

教科書連接成分的研究─以複句為考察範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蘇伊文教授發表

論文〈從 107年學測及指考國文情境 &整合 &
跨域單選題談素養試題的迷思〉、與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蔡娉婷副教授發表論文〈應用深度討論於

ePUB3電子書翻轉學習之閱讀理解課程設計及
實務〉。最後綜合座談則由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

許育健主任主持，本次研討會也在所有與會師生

與發表論文的教授們彼此踴躍提問與交流下順利

圓滿結束。

許育健主任表示，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

創作研討會乃集結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及國

立臺南大學 3校語文教育相關學系的多位教授之
心血，以及各系之行政工作人員彼此協力合作下

順利舉行。內容安排上不僅將論文發表聚焦於語

文教學相關領域，更融入「公開授課」以呼應

十二年國教新課程之要求，期能提供在職教師及

師資生良好的教學觀摩示範。企盼未來語文教育

之發展不僅日新益新，同時朝向更精實與專業的

語文教學圖像前行。
 ▲第三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陳光明、蘇伊文、蔡娉婷、許育健老師）

 ▲與會師生於論文發表綜合座談後合影。

 ▲第二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許育健、陳昭吟、魏聰祺、蔡玲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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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澳洲華語教師研習班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獲教育部補助，於

2019年 1月 7日至 20日辦理為期兩週之「澳洲
華語教師研習班」。本次前來參與研習者共計

14人，目前分別在澳洲國內大專院校附屬之華
語中心、華語文學校、中小學等擔任華語文教

師。為期兩週的研習也特別針對澳洲華語教師們

設計、規劃課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內容豐

富而多元，其中包含了華語教學相關課程（如華

語語音、漢字結構、華語語法教學等）、文化體

驗課程（如中國結、捏麵人、茶藝等）以及文化

參訪行程（如糕餅博物館、三峽藍染、故宮博物

院等）。所有參與研習的華語教師們藉由課堂培

訓及實地參訪，更深入認識臺灣華語文教育之優

勢與特色以及臺灣文化精髓；他們也在這兩週的

研習課程裡展現活潑、熱情的一面，不僅在課堂

上積極參與，課餘也不斷地和本次參與的教師們

討論課程及文化體驗的歷程，十足展現出他們對

於華語教學的熱忱。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 1月 14日親自宴請澳洲
華語教師、相互交流華語教學實務經驗，並於 1
月 20日出席結訓儀式，此次研習也順利圓滿結
束。本中心感謝校長及學校的重視與肯定，相信

14位教師們在研習結束返國後，能夠有效運用
所學至華語教學課堂活動，提升澳洲籍學生來本

校學習華語之動機，促進雙方在華語教學領域上

有更多的交流。

 ▲澳洲華語教師團學員造訪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

文化體驗課程

─捏麵人。

 ▲文化體驗課程─茶藝。

 ▲張新仁校長親自宴請澳洲華語教師團學員。

 ▲澳洲華語教師團於 1月 20日研習結束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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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鹿大附中師生來訪，開創臺日交流新頁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陳嘉煥助理教授

2019年 2月 15日本校姊妹校日本鹿兒島大

學教育學部附屬中學副校長二川美俊先生率領該

校山內誠、牧俊輔兩位英文老師，以及田上愛、

尾辻遙那兩名優秀學生至本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以下簡稱兒英系）及附設實驗小學進行年度拜

會活動。由於兒英系過去幾年在該校進行之全英

語授課實習頗受該校師生重視與肯定，使得該校

同學在英語科目的學習動機明顯增強，因此二川

副校長及兩位英語老師此行之目的，除了再度熱

情邀請兒英系師生前往該校進行海外移地實習，

同時提出新的合作提案，期盼更多兒英系同學能

夠前往鹿兒島擔任該校首度舉辦之短期英語梯隊

的輔導老師，以擴展該校各年級學生學習與實際

運用英語的機會。

當日上午二川副校長及兩位英語老師先與

兒英系黃淑鴻主任與陳湄涵老師，洽談規劃兒英

系英語師資培育生於 2019年 9月前往該校進行

海外全英語實習及英語梯隊的合作事宜。會談結

束後，兩位過去曾經接受本校師資培育生全英語

授課的田上愛、尾辻遙那同學，分別至兒英系與

附設實驗小學展現其英語寫作與會話能力。九年

級的田上愛同學透過投影片，佐以流暢的英語，

介紹明治維新時期鹿兒島的代表人物之一─西鄉

隆盛；而八年級的尾辻遙那同學則是以流利的英

語表演日本傳統單口相聲「落語」。這兩場英語

演示活動皆獲兒英系與附屬實驗小學師生們的熱

烈回應，為該校英語教學的具體成效做了最佳的

示範。

正式拜會行程結束後，兒英系陳淑惠、陳

嘉煥兩位老師帶領了二川副校長一行人前往永康

街，踏足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之日式建築群，以

及素有「天堂路」之稱的新生南路二、三段，欣

賞相互比鄰之清真寺、聖家堂等兩座具有特色的

建築，並品嘗當地巷弄間各種知名特色美食與點

心，為此次來訪行程劃下完美的句點。本校殷切

期盼透過姊妹校彼此之交流合作，兒英系同學們

在未來能有更多的學習機會，進而提升自我英語

教學專業能力以及擴大國際視野。

 ▲附設實驗小學祝勤捷校長（右一）、林孜蓰組長（左一）、李宜恩老師（左二）對田上愛、尾辻遙那同學的表現讚不絕口。
 ▲日本鹿兒島大學附屬中學一行人拜訪本校兒英系（左至

右：田上愛同學、尾辻遙那同學、山內誠老師、兒英系

黃淑鴻主任、二川美俊副校長、牧俊輔老師、陳嘉煥老

師、陳湄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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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
─展現文字之美　散播書法藝術精神 ◎人文藝術學院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於 108年 1月 23日假科
學館 101會議室舉辦「第 30屆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此次邀請來自

河南省信陽學院藝術學院的特聘教授熊永生、本

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教授陳財發擔任研習講

師，兩人分別以「硬筆書法藝術與寫經」及「板

書」之主題講授課程，吸引來自全國各地於教學

現場服務的現職教師、推廣硬筆書法的志工人

員，以及不少對傳統中國文字之美有興趣的社會

人士參與。出身臺灣、長年投入書法研究的熊永

生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和學員們說明硬筆書法

的概念，也分享自己親身抄寫經文中獲得之益

處，並於現場展示許多經文抄寫之作品。陳財發

教授長期投入書法研究與教育，對於書寫板書的

技巧相當有心得，透過他的說明及示範，讓學員

們得以了解、熟悉書寫基本概念，以及書寫板書

時的技巧及相關注意事項，進而以正確的方式練

習，逐步養成、書寫出優美的文字。

本院長年與麋研齋合作舉辦硬筆書法相關

活動，除了在校園中逐步耕耘、推廣書法藝術精

神和人文關懷素養，更期盼能拓展至社會上廣邀

一般民眾參與。在今日硬筆取代了傳統毛筆、甚

至電腦及智慧型手機越來越普及的情況下，「提

筆寫字」並未因而消失，反倒成為臺灣社會中的

新浪潮，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學習硬筆書法之行列

中。本院期盼與麋研齋持續舉辦之硬筆書法相關

活動，能讓書法藝術之美得以繼續延續、傳遞書

法藝術精神及人文關懷素養之種子，持續創新與

發展書法藝術特色。

 ▲語文與創作學系兼華

語文中心主任盧欣

宜 教 授（ 左 ） 代 表

本校致贈熊永生教授

（右）感謝狀。

 ▲熊永生教授說明硬筆練習要訣，學員們認真記錄。

 ▲熊永生教授以影片說明硬筆書法的練習過程。

 ▲陳財發教授示範板書的書寫。

 ▲陳財發教授現場指導學員們書寫板書。

 ▲麋研齋創辦人楊淑凌

小姐（右）代表致贈

陳財發教授（左）感

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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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2019上半年度
規劃 107學年度之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係以教
育主題為基礎，廣邀各界專家老師前來與本校師

生們分享文化、學術研究、全球化、教學創新、

教育政策等議題，盼能帶給本校師生不同的視

野與觀點，開創教育領域的各種可能。截至上

半年度已舉辦 6場次之講座，分別為 2月 25日
由美國大西洋學院（College of Atlantic）戴豪蔮
（Bonnie Tai）教授主講《具有文化識能的教育
領導力：以生態恢復力為例》；3月 7日由本系
退休教師吳明清教授主講《問與答─研究論文的

構思與撰寫》；3月 14日由 LIMA臺灣原住民
青年團團長洪簡廷卉（Tuhi Martukaw）主講《有

意義的國際參與及在地串連經驗談》；3月 21
日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特聘教
育學教授 Prof. Carlos Alberto Torres主講《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以
及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退休校長陳新平主講

《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學卓越》；4月 18日由靜
宜大學教育研究所黃政傑榮譽教授主講《談實驗

教育政策》。場場精彩且頗受師生們一致好評。

感謝本校師生對於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的熱烈迴

響與肯定，本系將持續規劃教育相對論系列講

座，相關訊息請密切留意教經系首頁研討會／講

座訊息。

 ▲ 3月 14日洪簡廷卉（Tuhi Martukaw）主講《有意
義的國際參與及在地串連經驗談》。

 ▲ 3月 7日吳明清教授主講《問與答─研究論文的構
思與撰寫》。

 ▲ 3 月 21 日 Prof. Carlos Alberto Torres 主講《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

 ▲ 2月 25日戴豪蔮（Bonnie Tai）教授主講《具有文
化識能的教育領導力：以生態恢復力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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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熱烈登場！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
◎教育學院

有感於即將上路之 108新課綱將為我國教
育帶來重大轉變與革新，本校教育學院於 2018
年 4∼6及 10∼12月，分別舉辦 4場次及 6場次
之「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盼能透過主題性之

系列論壇講座，提供本校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上彼

此相互交流之平台，並獲得許多教師們的熱烈

迴響與肯定。2019年 3∼6月本院持續規劃辦理
6場次「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訂定主題「異
文化的視野」將邀請本校曾於國外留學／講學之

教師擔任主講人，每場次並安排 2位老師分別擔
任主持人及與談人，希望在主講人生動豐富的分

享、主持人的穿針引線和與談人的熱烈回饋下，

讓本校教師得以一窺各國文化下的教學經驗特色

並從中汲取優點；同時也能在異文化的刺激下，

以不同視野檢視臺灣當前教育的現況與處境，並

思考未來臺灣教育的方向與出路。

活動相關資訊請逕洽本校教育學院官網

https://ce.ntue.edu.tw/最新消息查詢。

 ▲ 3月 21日陳新平校長主講《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學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