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

日期/時間

主講人（職稱）

講

教育學系
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97.08.29（五）14:00-16:00
97.09.11（四）14:00-16:00

泰國教育現況及教育改革介紹
從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至商品化

綜合教育大樓B510
綜合教育大樓B504

林政逸 04-22183342
李政軒 04-22183521

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97.11.13（四）14:00-17:00

Chitra Peechapat(泰國中學校長)
蔡熙文執行長(成功大學技術授權暨創新育成中心)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s Unit (ECSU)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Editor-in-chief,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Nikhil R. Pal

待訂

綜合教育大樓B504

李政軒 04-22183521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97.10.01（三）15:30-17:20

樓玟麟博士(美國肯特州立大學課程與教學系博士)

Reconceptualiz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Capacity for Reflective Practice

美術大樓4樓演講廳

江立琦 04-22183346

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97.10.22（三）14:00-16:00

陳淑英副教授(中正大學心理系)

電腦適性測驗試題曝光率控管
(Item Exposure Control i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綜合教育大樓B504

李政軒 04-22183521

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早期療育研究所
特殊教育中心
早期療育研究所
特殊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早期療育研究所
環境教育研究所
特殊教育學系
早期療育研究所
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97.10.23（四）14:00-17:00
97.10.30（四）09:00-12:00
97.11.03（一）18:30-20:30
97.11.06（四）10:00-12:00
97.11.10（一）18:30-20:30
97.11.12（三）13:30-16:30
97.11.20（四）14:00-17:00
97.11.28（五）13:30-15:30
97.12.04（四）10:00-12:00
97.12.04（四）15:10-17:00
97.12.11（四）15:30-17:30
97.12.18（四）18:30-20:30
97.12.23（二）15:30-17:30
97.12.29（一）13:30-16:30

柯志鴻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暨精神科主治醫師)
徐德森協理(音象文教事業)
祝旭東治療師(中山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黃宜君老師(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劉萌容助理教授(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胡道榮協理(音象文教事業)
王明鈺醫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陳淑瑜助理教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系)
莊瓊惠所長(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劉湘瑤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柯惠菁教授(國立台灣師大特教中心研究員)
游月菊主任(十方啟能中心)
張義雄總經理(精英國際教育集團)
吳幸如助理教授(台南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網路成癮的認識與治療
數位課程的美術設計
早期療育輔助科技的評估與介入
肢體障礙輔具之應用與探討
自閉症幼兒之教學與輔導
數位課程的製作與流程
認識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特殊兒童音樂治療
質的研究分享
生物多樣性議題及教學策略
輔助科技新視野
早期療育機構管理與經營
臺灣文教產業概況
音樂治療在學前教育的運用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館前樓2F演講廳
樂群樓I301教室
館前樓2F演講廳
樂群樓I301教室
館前樓2FM206研究室
求真樓一樓音樂廳
館前樓2F演講廳
樂群樓I301教室

張瑞雯 04-22183402
黃郁茗 04-22183393
滿光哲 04-22183382
黃郁茗 04-22183393
滿光哲 04-22183382
黃郁茗 04-22183393
張瑞雯04-22183402

地

題

點

承辦人及電話

易麗華老師 04-22183362
于曉平老師 04-22183950

自然環境館N209中區
生態展示及會議中心

滿光哲 04-22183382
陳品詩 04-22183542

館前樓2F演講廳
樂群樓I301教室
中正樓1F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滿光哲 04-22183382
趙佑軒 04-22183611
張瑞雯 04-22183402

易麗華老師 04-22183362
于曉平老師 04-22183950

人文社會與藝術
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

日期/時間

主講人（職稱）

講

環境教育研究所

97.09.25（四）15:10-17:00

趙英伶理事(台南市綠手指生態關懷協會)

雨露均霑 • 社區共享

美術學系
語文教育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英語學系
美術學系
音樂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英語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

97.09.25（四）18:00-21:00
97.09.30（二）15:30-17:30
97.10.01（三）13:30-16:30
97.10.02（四）14:00-16:00
97.10.02（四）18:00-21:00
97.10.07（二）13:30-15:30
97.10.08（三）13:30-16:30
97.10.08（三）10:00-12:00
97.10.09（四）14:00-16:00
97.10.13（一）15:30-17:30

白適銘助理教授(台灣師大美術學系)
宋易勳先生、蔡依玲小姐(大開劇團)
王永福副總經理(柏克企管公司)
劉世閔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白適銘助理教授(台灣師大美術學系)

體育學系

97.10.14（二）15:30-17:20

劉照金教授(屏東科技大學)

台灣美術發展簡史1
劇場放大鏡
發掘你的天份－學習、探索、事業經營之歷程
與質性研究共舞的NVIVO8 （I）
台灣美術發展簡史2
鋼琴大師班講座
全球電子商務發展現況
台灣的永續發展：願景與實踐
與質性研究共舞的NVIVO8 （II）
文化創意產業4年的學習
體育科系畢業生另一條出路－運動觀光產業發展
與專業生涯

社會科教育學系

97.10.14（二）15:20-17:30

Dr. Willam Wayne Wilen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語文教育學系
臺灣語文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體育學系

97.10.15（三）10:00-12:00
97.10.21（二）15:30-17:30
97.10.21（二）15:30-17:30
97.10.21（二）15:20-17:45
97.10.22（三）13:30-16:30
97.10.22（三）15:30-17:20

林正松總經理(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郝廣才繪本畫家
陳國章教授(台灣師大名譽教授)

環境教育研究所

JERRY WONG(美國肯特大學音樂學系助理教授)
邱吉田總經理(大傳數位科技)
葉欣誠教授兼所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劉世閔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劉大和博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

地 點

承辦人及電話

自然環境館N209中區
生態展示及會議中心
美教大樓H402教室
求真樓音樂廳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台英系館3樓F304口譯教室
美教大樓H402教室
藝術大樓音樂廳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自然環境館N309教室
台英系館3樓F304口譯教室
美教大樓4樓國際演講廳

陳品詩 04-22183542
黃嘉勝主任 04-22183481
陳貞秀 04-22183433
簡思齊 04-22183358
簡嘉嬅 04-22183462
黃嘉勝主任 04-22183481
林琪莉 04-22183472
簡思齊 04-22183358
廖靜宜 04-22183552
簡嘉嬅 04-22183462
劉素鈴 04-22183319

求真樓一樓音樂廳

張碧峰老師 04-22183412

Best Practices in Social Studies: A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求真樓4樓K401

張繼元 04-22183422

蕭建華老師(周大觀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熊維舒總經理(環久國際機構台中市就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陳鴻雁教授(輔仁大學)

國際觀光旅館之永續經營策略
好繪本如何好？
語言佮地名
熱愛生命感恩巡迴講座
全球人力資源管理現況
運動產業人力資源未來發展之我見

自然環境館N309教室
中正樓
台語系館201教室
美教大樓4F國際演講廳
求真樓K606教室
中正樓G305教室

廖靜宜 04-22183552
陳貞秀 04-22183433
林麗華 04-22183443
劉宥均04-22183352
簡思齊 04-22183358
張碧峰老師 04-22183412

97.10.23（四）15:30-17:20

鐘丁茂副教授(靜宜大學環境生態學系)

從生態倫理觀點批判中科第三期開發案

自然環境館N209中區
生態展示及會議中心

陳品詩 04-22183542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社會科教育學系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美術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
音樂學系
音樂學系

97.10.29（三）10:00-12:00
97.11.04（二）15:30-17:30
97.11.05（三）10:00-12:00
97.11.05（三）14:00-16:00
97.11.12（三）10:00-12:00
97.11.12（三）18:30-20:30
97.11.14（五）10:00-12:00
97.11.18（二）15:30-17:30
97.11.19（三）10:10-12:10

譚元凱副總經理(月眉育樂世界)
韋煙灶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林宗賢副教授(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暨景觀遊憩管理研究所)
林采霖博士(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專任教授)
歐聖榮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台灣主題遊樂園未來的發展與趨勢
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的區域發展
觀光永續發展中的遊憩資源分配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
社區參與生態旅遊發展之理念與實踐
國際攝影大賽作品簡介
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小提琴大師班講座（奧地利暑期遊學成果發表會）
小提琴大師班講座

自然環境館N309教室
藝術大樓音樂廳
自然環境館N309教室
美教大樓4樓國際演講廳
自然環境館N309教室
美教大樓H402教室
美教大樓4樓國際演講廳
藝術大樓音樂廳
藝術大樓音樂廳

廖靜宜 04-22183552
張繼元 04-22183422
廖靜宜 04-22183552
劉素鈴 04-22183319
廖靜宜 04-22183552
黃嘉勝主任 04-22183481
劉素鈴 04-22183319
林琪莉 04-22183472
林琪莉 04-22183472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97.11.25（二）15:20-17:45

心理學在企業組織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美教大樓4F國際演講廳

劉宥均04-22183352

音樂學系
臺灣語文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體育學系
英語學系
體育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
臺灣語文學系
社會科教育學系
音樂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

97.11.25（二）13:30-15:30
97.11.25（二）15:30-17:30
97.11.26（三）13:30-16:30
97.11.26（三）15:30-17:20
97.11.27（四）14:00-16:00
97.12.02（二）15:30-17:20
97.12.03（三）15:20-17:45
97.12.04（四）10:00-12:00
97.12.23（二）15:30-17:30
97.12.23（二）15:30-17:30
97.12.23（二）13:30-15:30
97.12.27（六）09:00-16:30
97.12.30（二）15:30-17:30
97.12.30（二）17:30-19:30

大提琴大師班講座
解嚴後臺灣个民主發展
國際彩券發展事業概況
最佳控制及人工智慧在運動健康器材研發上的運用
英語創新教學與評量
面對求職你準備好了嗎
諮商心理師的人力供需與未來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研發
臺灣原住民个社會文化
看三百年前郁永河臺灣西部探險之旅
淺談音樂在社會的教育功能
諮商專業實務工作者的自我觀照工作坊
中國岩彩十八年及其作品賞析
岩彩畫的材料與技法

藝術大樓音樂廳
台語系館201教室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求真樓一樓音樂廳
台英系館3樓F304口譯教室
求真樓一樓音樂廳
綜合教育大樓B1多功能教室
美教大樓4樓國際演講廳
台語系館201
求真樓一樓音樂廳K101
藝術大樓音樂廳
英才校區韻律教室
美教大樓H402教室
美教大樓H102教室

林琪莉 04-22183472
林麗華 04-22183443
簡思齊 04-22183358
張碧峰老師 04-22183412
簡嘉嬅 04-22183462
張碧峰老師 04-22183412
劉宥均 04-22183352
劉素鈴 04-22183319
林麗華 04-22183443
張繼元 04-22183422
林琪莉 04-22183472
劉宥均04-22183352
黃嘉勝主任 04-22183481
黃嘉勝主任 04-22183481

地

承辦人及電話

江村雄專業攝影家
孫華翔總監(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發展組)
奧地利格拉茲市國際音樂學院小提琴教授
奧地利格拉茲市國際音樂學院小提琴教授
王榮春協理(104人力銀行研究發展處協理，國立政治大學工商
心理學博士)
歐陽伶宜助理教授(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張炎憲館長(國史館前館長)
黃志宜總經理(台灣彩券)
邱靖華教授(中興大學)
陳玉美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
黃榮松教授(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王麗斐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黃世輝教授(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主任)
阮昌銳教授(台北藝術大學兼任教授)
何孟興副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陳茂萱講座教授(真理大學音樂學系)
梁翠梅助理教授(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學系)
王雄飛教授(大陸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高級研究班教授)
俞旅葵教授(大陸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高級研究班教授)

自然科學與數學教育
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

日期/時間

主講人（職稱）

講

資訊科學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97.09.30（二）15:30-17:20
97.10.01（三）14:00–16:00

鄭有進教授(台北科技大學資工系暨軟體中心)
單維彰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從WiMAX整合型計畫軟體開發看軟體工程的必要
平均律與對數律

環境教育研究所

97.10.02（四）15:10-17:00

詹芳澤助理研究員(獸醫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

野生動物救援醫療及保育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97.10.08（三）13:30-15:30

高培偉先生(活意行銷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生活行銷∼創造無限教育商機

環境教育研究所

97.10.16（四）15:10-17:00

劉德祥主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

科博館環境教育展示之實務應用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資訊科學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資訊科學學系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資訊科學學系
數學教育學系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97.10.21（二）15:30-17:30
97.10.22（三）14:00-16:00
97.10.28（二）15:30-17:20
97.10.30（四）14:30-16:20
97.11.05（三）14:00-16:00
97.10.31（五）14:30-16:30
97.11.12（三）14:00-16:00
97.11.19（三）13:30-15:30
97.11.25（二）15:30-17:20
97.11.25（二）15:30-17:20
97.12.03（三）13:30-15:30
97.12.05（五）10:00-12:00
97.12.12（五）14:30-16:30
97.12.16（二）15:30-17:20
97.12.23（二）15:30-17:20

田居正執行長(104人力銀行)
游寶達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林榮泰教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張瑞雄教授(東華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袁 媛助理教授(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提高職場競爭力
電子白板的雙軌教學法
台灣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Recent Advances in Mobile IPv6
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
使用軟體工程技術以提昇商用軟體品質之經驗分享
數學建模能力
科學博物館展示規劃與設計
Make Yourself Competitive
智慧財產權基本概念-針對數位內容產業
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與學習系統
電信服務之驗證與測試
實務推理的思考過程
電子商務的實務與應用探討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

馬明仁企業主管
楊凱琳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劉德祥博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主任)
許嘉容副理(聯發科技公司)
廖和信所長(台灣科技專利商標事務所)
郭伯臣所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陳懷恩助理教授(宜蘭大學資工所)
馬秀蘭副教授(嶺東科技大學)
陳超堯站長(KMD電子商務網站)
鐘樹椽主任(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題

點

求真樓k401
數學教育系系館 C203
自然環境館N209中區生態
展示及會議中心

徐國勛老師 04-22183807
04-22183501
林原宏主任 04-22183515

自然科學館三樓D302教室

賴姬燕 04-22183532

自然環境館N209中區生態
展示及會議中心
特教系館二樓演講廳
數學教育系系館C301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求真樓k401
數學教育系系館C301
數學教育系系館 C203
數學教育系系館 C203
自然科學館三樓D302教室
求真樓k401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自然科學館三樓D302教室
求真樓k401
數學教育系系館 C203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求真樓一樓演講廳

陳品詩 04-22183542

中教育
學

．

．國

臺

大

敬請公佈，並歡迎踴躍參加！

立

備註：時間場次嗣後若有異動，將於本校電子佈告欄及各系所單位網站公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品詩 04-22183542

賴姬燕 04-22183532
楊晉民助教 04-22183504
陳淑滿 04-22183592
黃國展老師 04-22183813
施淑娟老師 04-22183509
04-22183511

吳德邦老師 04-22183181
林原宏主任 04-22183501
04-22183515
賴姬燕 04-22183532
李宜軒老師 04-22183808
陳淑滿 04-22183592
賴姬燕 04-22183532
張林煌老師04-22183812
易正明老師04-22183511
04-22183181
陳淑滿 04-22183592
陳淑滿 04-2218359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敬啟

台中市西區403民生路140號
TEL:04-22183680 FAX:04-22183670
http://www.ntcu.edu.t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九十七學年度
第一學期系列學術活動

教育理論與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