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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全國教師國際研習 

台灣教育 DNA：解碼公平進步在哪裡！國際研討會 

壹、計畫依據 

〈台灣教育 DNA：解碼公平進步在哪裡！〉國際研討會計畫 

 

貳、活動目標 

一、與教育推廣單位建立合作模式，針對議題融入及跨領域等主題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以擴展教學面向，並鼓勵教師發展跨領域教學。 

二、針對研討會內涵，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分享新知，進而鼓勵教師運用蒐集之資料，以

延伸課堂知識，激發及助長學生對學科專業知識的興趣。 

 

肆、辦理單位 
一、亞洲主辦單位：德國智庫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基金會 

二、台灣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NTUUSR:大學 Plus計畫、雜學校 

  

肆、實施內容 

一、時間：110年 10月 23日（星期六）中午 12:00至下午 18:30-110年 10 月 24日（星

期日）下午 13:00至下午 18:30 

二、形式：採用 ZOOM線上研習。 

三、參加對象：對教育領域發展分享有興趣教師，共計 100名。 

四、講座內容： 

 

Day 1: 

10/23 

（六） 

Opening開場 

12:00-

12:30 

Registration 

報到 

 

12:30-

13:00 

Opening Re-

marks 

開幕詞 

臺灣大學副教務長/ 教發中心主任 詹魁元教授(10 分

鐘) 

 

KASpace新加坡代表 Christian Echle(10 分鐘) 

 

雜學校創辦人與執行長 蘇仰志校長(5 分鐘) 

 

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副院長 張聖琳教授(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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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 12-Year Basic Education 12 年國教 

13:00-

14:30 

Featured 

Presentations 

研討會 

課題 1: How might the life cycle design of ma-

jor education policies be improved to become 

more democratic and inclusive? 

如何使重大教育政策的生命周期設計更加民主、兼

容？ 

 

案例: 2019 National Curriculum Guideline 108 課

綱 

主講人: 

• 洪詠善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 楊昀臻(課綱審議大會學生代表) 

 

課題 2: How might the design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open spaces for self-determined edu-

cation in public education? 

國教如何提供自我決定教育更多空間？ 

 

案例: Self-Determined Education in Public 

Schools 

自我決定教育如何透過 108課綱進入體制 

主講人: 

• 丁志仁 （振鐸學會理事長） 

14:30-

15:40 

World Cafes 

世界咖啡館 

與其他參與者深度交流 

場次 2: Rural/Indigenous Education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偏鄉/原住民教育與地方創生 

15:50-

17:20 

Featured 

Presentations 

研討會 

課題 1: How and what types of vocational educa-

tion transformations might facilitate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youth and indigenous fami-

lies in remote regions? 

技職教育變革如何帶動偏鄉青年與原住民發展？ 

 

案例: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young tal-

ents in Daxi District, Taoyuan 

技職教育 - 大溪至善高中與鄉鎮青年人才培養 

主講人:  

• 李宗俊（至善高中農產品行銷科 科主任） 

• 黃慧勤（健行科大室內設計與管理講師） 

課題 2: How might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re-

vitalize themselves via educational innova-

tions? How might universities and other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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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the equity gap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教育創新如何推動弱勢地區創生？大學與其他參與者

如何解決教育資源與機會的不公平？ 

 

案例: Transforming Pinglin tea town culture and 

nurturing rural youth 

坪林茶鄉的相褒歌文化轉型 

台大大學社會責任新芽社在地陪伴 

主講人: 

• 蔡佳芬（新北市前文化局長、台大創新設計學

院兼任助理教授） 

• 陳怡伃（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17:20-

18:30 

World Cafes 

世界咖啡館 

與其他參與者深度交流 

Day 2: 

10/24 

(日) 

場次 3: Experimental Education 實驗教育 

13:00 

14:30 

Featured  

Presentations 

研討會 

課題 1: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aiwan-based alternative education mod-

els? How should their tensions with the govern-

ment be addressed?  

另類教育如何本土化？如何面對與政府間的張力？ 

 

案例: Public charter schools with Taiwan-

originated alternative education models 

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灰色地帶 

主講人:  

• 黃瑋寧(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副校長) 

• 周樂生(人文國民中小學校長) 

 

課題 2: Who has access to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nd why? How might experimental education be-

come more inclusive to all? 

誰有條件接受實驗教育？實驗教育如何更兼容？ 

 

案例: regulatory and financial barriers to ex-

periential education 

實驗教育財政與法律層面的挑戰 

主講人:  

• 陳怡光（教育選擇權聯盟 召集人） 

• 蕭典義 (Only實驗教育創辦人)  

14:30-

15:40 

World Cafes 

世界咖啡館 

與其他參與者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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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 Social Change as Education, Education as Social Change 

社會變革與教育的雙向關係 

15:50-

17:20 

Featured 

Presentations 

研討會 

課題 1: What roles does education reform play 

in the overall social change, and vice versa? 

教改與社會變革的角色 

案例: Quality Education Forum and the Wellbe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Project 

均優論壇平台與福留子孫計畫 

主講人: 

• 任懷鳴 (振鐸學會理事、全國教師工會理事) 

• 謝國清（台北市北投社區大學校長） 

 

課題 2:  How might education innovation become 

a trend in the civic and youth culture? How 

might such civic/youth-led education innovation 

bring chemistry to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教育創新如何成為社會風潮？如何促進跨部門串連協

作？ 

 

案例: 2.1: ZA Share雜學校 

主講人: 

• 陳美伶(國發會前主委) 

• 張柏韋(美感教科書共同創辦人) 

17:20-

18:30 

World Cafes 

世界咖啡館 

與其他參與者深度交流 

 

伍、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月 10日(一)請至報名網址報名：https://reurl.cc/434rDL 

陸、注意事項 

一、完整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 12小時(上下場分開簽到)。 

二、進入 ZOOM會議室，請先關閉麥克風以維護聽講品質。 

三、未盡事宜，請洽詢研討會執行組長段沛琳，電話 0987212960， 

E-mail: contact@thesouledu.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