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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本校設置目的與方針、教育目標以及所隸屬之社會科學學院教育目標，並結合校務

發展計畫，本所成立目的在於「提升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等教育工作者

之專業素養，與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全人教師」，因而具體訂

定以培育具有「本土關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為本所

之教育目標。 

與其他同性質系所相較，本所在課程規劃與變革的因應、師生互動、學園完整度、師資

結構等方面具有其獨特性，為求更加精進，本所經由不間斷地透過教師間的溝通、師生對話、

以及校外專家學者的參考建議，依據「自我評鑑組織要點」實施定期自我評鑑，持續進行課

程改革以達成本所的教育目標。 

本所課程規劃以培育各類優秀教育人才，提升其專業水準與人文關懷為目標，碩士班具

備「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及「生命教育」等學群；在職專班包含「教育專業發展」

與「行政與領導」學群，生命教育課程則融入上述2學群中。整體之課程設計以多元發展為前

提，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期透過完善的機制、良好的學習環境及優質的教師團隊，積極

落實對學生學習的輔導，使學生能依其興趣及專長修課，在所提供學群中自由選讀，除提升

其教育專業素養，亦能強化其人文關懷與立足本土、放眼國際之視野。 

就學生學習輔導方面乃為本所一大亮點。自成立以來，本所致力於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

境，除了設有專屬圖書室、師生交誼室、以及研究生資源交流室外，並積極提供學生國際學

習經驗之機會。教師們不僅採用多元創新之教學方法，並全面使用電子教學平台，建構課程

臉書，延伸學生學習與師生對話之空間與品質。專任教師們與學生間互動頻繁，指導論文之

品質更受到學生極高之肯定。 

本所碩士班成立迄今計有13屆畢業生共153位，碩士在職專班成立迄今計有5屆畢業生共

70位。在學術方面，有多位畢業生進入國內外大學攻讀博士班繼續研究深造；就職方面，畢

業生們多擔任學校教職、學校行政、政府部門等教育相關工作，具備豐富知能，足以因應教

學、行政及專案研究等各種專業挑戰，且有多位校友榮任校長、主任、組長等行政職務。除

了選擇修讀博士及進行實習之外，所有畢業生多能順利就職。而其中修習師培課程之研究生，

絕大部份也都順利通過教師檢定考試。 

為能更具體地提出對現況的改善策略，並擬具未來的發展目標，本所教職同仁運用SWOT

分析模式進行統整，提出短期內強化招生策略、更有效的碩士論文輔導、與調整相關課程安

排，得以維繫本所教育目標之達成。總的來說，在中長期的發展上，嘗試思考以跨系所合作，

或現任教師發展新的研究教學領域，以調整開發或增加非學校教育機構的人資管理或銀髮教

育課程，培育非學校教育機構的講師人才，並與現行國民教育教師養成與教師增能進修之課

程雙軌並行，將可維繫本所的教學特色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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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設立於民國89年8月，隸屬於社會科學院，成立之目的符應本校之創

校精神，為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國民教育全人教師。 

本校於民國43年由「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後改名為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聯合董

事會，簡稱聯董會）所規劃設立，設校目的為創建一個能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秉持有

教無類之教育原則，以重質不重量為辦學方針；課程除通才教育的規劃之外，並推行勞作教

育以建立「完人」的博雅教育訓練。東海大學推動的基督博雅教育（Christian Liberal Arts 

Education）係立基在基督信仰的基礎，強調道德力量在教育過程的核心價值，導引學生願意

不斷的尋求知識與實踐真理，培育尊重生命尊嚴的人格，並養成主動參與服務社會的熱情與

能力特質。 

本校創設後為培育養成具有健全人格之教職員子女，在民國47年設立懷恩中學，並於91

年正式更名為「東海大學附屬中學」，成為國內第一所由幼兒園到博士班的一貫全學制學園，

並期待從一貫全學制學園的教育制度中逐次實現博雅教育的理想，進而從國民教育的領域培

育教育全人的師資，以擴大對國內教育的影響。隨著國內政治自由化與師資培育多元化政策

的推動，本校在85年成立教育學程培育中等學校師資，並在4年後配合教育部鼓勵教師在職進

修、終身教育及師資多元化政策，為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全

人教師，整合校內外教育資源，於民國89年8月設立教育研究所。為提供國民教育各級學校教

師進修研究機會，另一方面也使本校教育研究及師資培育進修相關工作更臻完善，民國98年8

月成立在職碩士專班。期間更由於本所辦學績效良好，深受研究生與學校的肯定，招收之研

究生名額逐年遞增，碩士班由成立時每年招收10名增加至22名研究生，在職專專班也由招收

14名逐年增加至20名研究生。 

教育研究所設立後的課程設計包括教育專業課程，與培育全人教育師資所需各項素養之

認識與涵養之潛在性課程，以期藉教育議題之研討以及多元、自由教學環境之陶冶，培養優

秀教師之教育人格以及專業素養，同時也促使研究生能提昇自我生命層次，對社會懷抱理想

與使命，為台灣教育環境提供正向的推動力量。為使此一理念能更深入的影響在職教師，民

國99年本所增加生命教育領域之教學人力與圖書資源，得以在教師培育的課程規劃上，增加

生命教育與人文素養的質素，讓本所研究生的培育朝向訓練全人教師的理想更往前邁進一步。 

二、自我評鑑過程 

為健全本所自我評鑑機制、落實自我評鑑功能，本所於96年6月12日所務會議通過「東海

大學教育研究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提供本所辦理自我評鑑各項工作之依據。本

所原則上每3年辦理1次自我評鑑工作（不含整體課程架構外審），並配合本校例行評鑑規劃，

辦理自評工作。本次自我評鑑工作係依據本校104年度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校內作業工作規劃時

程，自我評鑑準備由本所全體教師編組合作、共同參與，過程分成「準備與設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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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資料補充與彙整」4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103年4月學校自我評鑑辦公室舉辦系

所自辦外部評鑑說明會起，至103年6月本所舉辦第一次自辦外部評鑑會議止為「準備與設計」

階段，本階段乃針對系所評鑑之內涵進行深度探究，並著手草擬本所準備進行自辦外部評鑑

各項工作進度與時程規劃；第二階段從103年6月起至9月為「組織」階段，依據「東海大學教

育研究所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確定各工作小組人員名單、自我評鑑實施時間、評

鑑項目效標之確認，並由各小組分工教師進行評鑑資料蒐集之規劃；第三階段為「執行」階

段，從103年9月至104年2月各工作小組依據所定時程著手撰寫分組自我評鑑報告內容。104

年2月以後逐次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共同討論、修訂，於104年5月完成本所自我評鑑報告

初稿後送交學校評鑑辦公室進行初閱；5月25日接受學校舉辦之第一場次校內評鑑訪視；第四

階段從104年6月至8月為年度資料補充與校內初評資料彙整，參酌104年5月校內之評鑑訪視意

見，以及學校評鑑辦公室回饋之本所評鑑初稿審查意見，進行評鑑初稿資料的修正，並充實

年度活動資料後，於8月中旬由學校邀請教育領域資深學者進行書面審查並提出最後修正建

議。104年9月15日完成本所第二周期自辦外部評鑑資料之定稿工作，送請學校評鑑辦公室轉

送評鑑委員審閱，並等待評鑑委員現場訪評之指導，以及接受訪評委員改善事項建議後的執

行改進工作。 

[表 0-0-1]本所評鑑組織工作分配表 

組     別    教師  職  員 

一、教育目標   趙星光 

  陳世佳 

 
王岱苹 

二、課程設計   鄧佳恩  王岱苹 

三、師資教學   李信良 

  林啟超 

 
林雅麟 

四、學習資源   陳淑美 

 

 
林雅麟 

五、學習成效   陳鶴元  張秋雯/王岱苹 

六、生涯追蹤   陳世佳  張秋雯 

七、整體改善   趙星光 

  陳世佳 

 
王岱苹 

八、與他校同性質系所分析比較 （SWOT）分析   林啟超 

  趙星光 

 
王岱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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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 

概述 

本所自民國 89 年（2000）成立以來，即秉承本校設置目的與方針、教育目標以及社會科

學學院教育目標，結合本所設置目的「提升我國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之

專業素養，並培養對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全人教師」，參酌研究生之學術

發展需求，擬定並具體落實培育「本土關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

教育人才的教育目標，也同時透過正式與潛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培養學生從學習過程獲得

（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4）展現團隊合

作精神；（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尊重學術倫理等八項核心能力。 

本所透過迎新課程說明、網路系統、研究生手冊、師生座談、互動場合、電郵傳送、問

卷調查等途徑，讓師生了解與認同本所之宗旨與目標，進而反映在教學與學習活動中。 

本所依「自我評鑑組織要點」，分階段具體運作，採全體教職同仁分工，學生參與之合作

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歷經校內、外專家書面審查，據以檢討、修正自我評鑑報告，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表。 

一、現況描述 

1-1.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本所教育目標之擬定係以本校立校精神為綱領，並以學校及社會科學院之教育目標為架

構，結合本所設所目的、當前國內外教育研究所發展趨勢、以及學生學術發展需求訂定。根

據本校「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和方針」，本校辦學目的和方針為下列 7 項：  

 1、 創造一個能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 

 2、 秉持有教無類之教育原則。 

 3、 課程教育之外，推行勞作教育以建立「完人」的教育訓練。 

 4、 以重質不重量與集體生活為辦學方針。 

 5、 信仰上自由發展，以培養民主與自由的精神。 

6、 尊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並擔負溝通中西文化的任務。 

7、一切的教育理想必須能體現落實到台灣社會上，訓練青年為時代而服務，從台灣發韌，

直至世界每一角落。 

上述設校 7 項目的與方針，經落實為當前本校 5 項教育目標：（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2）

人文素養；（3）服務關懷熱誠；（4）國際視野；（5）創新能力。又本所隸屬社會科學院，其

依據社會科學教育特質訂定的教育目標分別為：（1）理論與實務並重、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2）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分析事理、解決問題能力的社會科學人才；（3）培養關懷社會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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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的精神。 

依據東海大學立校精神以及校與院之教育目標，並整合本所設立目的，分析歸納校、院、

所之核心精神包括：博雅全人教育、跨領域專業素養、國際與本土關懷視野、以及實踐與反

思能力。本所根據上述之核心精神理念，擬定本所（含在職專班）之 4 項教育目標，為培育

具有：（1）本土關懷：掌握國內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以為教育變革提供助力；（2）國際

視野：瞭解國際重要教育理論與趨勢，提升學術專業知識實務工作知能；（3）學術研究：具

備學術研究能力，以改善教育工作實務、發展後續學術生涯；（4）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具

備反思能力，從理論與實務對話中不斷精進、追求卓越之教育人才。本所 4 項教育目標擬訂

後並經本校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表 1-1-1 將校、院與本所教育目標分別列述，表

1-1-2、表 1-1-3 則進一步呈現本所教育目標與校、院之教育目標對應的情形。 

[表 1-1-1] 校、院、系級教育目標 

層級 教育目標 

校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熱誠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院 

1.理論與實務並重、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2.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分析事理、解決問題能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3.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服務的精神 

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 

 

1.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掌握國內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以為教育變革提供助力。 

2.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瞭解國際重要教育理論與趨勢，提升學術專業知識實務工作知能。 

3.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 

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以改善教育工作實務、發展後續學術生涯。 

4.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具備反思能力，從理論與實務對話中不斷精進、追求卓越。 

本所規劃課程不僅把握本校的核心精神，參酌國民教育師資要求趨勢，以及歷年來本所

研究生學習特質與學習需求，將正式課程與隱性課程整合規劃，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課程

設計與教學活動的安排，大致本諸如下的規劃方向： 

（一）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本土教育議題融入課程，師生之研究論文多以台灣教育實務現場問題為研究方向，在職

專班則鼓勵以行動研究做為研究方法，結合本土素材驗證教育理論，103 學年度入學之在職

專班研究生均需修習所有專任教師共同開授之行動計畫研究課程。 

（二）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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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相當強調英語能力的提升，於入學考試、課程閱讀教材等方面均融入英文文獻素材，

協助學生提升接軌國際研究能力。此外，本所每年均邀請國外學者蒞臨講學，如：102 學年

度曾邀請外國學者 Prof. William Lan，104 學年度將邀請 Prof. Joseph Mau 以英語授課；同時

亦鼓勵本所學生至國外擔任交換生（美國、中國）、接受中國大陸著名大學研究生至本所交換、

招收外籍研究生（韓國、蒙古）；每年由專任教師帶隊開授海外移地研究課程（日本、中國）。 

（三）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具體作法如下— 

1、 除正常的課程開授，本所每年至少舉辦 2 次學術研討會，要求研究生參與規劃及執行，

其中一次與師資培育中心合作辦理探討比較教學實務性議題，提升教師與學生之學術

視野，並進一步探討學術研究成果與實務結合的可行性。此外，為落實本所教育目標，

每學期配合專題討論課程，舉辦「教育學術演講」，敦聘國內外學者專家蒞臨演講或本

所教授擔任講席（學術研討會及專題演講情形詳如表 4-3-1）。 

2、 研究生於論文口試前須依本所研究生畢業計分規定，參加學術研討會、完成研討會論

文發表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並參與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發表會和論文口試各兩場次以

上，並按積點計分，需累計 70 分以上，作為學生申請論文口試基本條件之一，以提升

學生學術研究水準（★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規定於實地訪評時提供查閱）。且學生

之論文題目和口試委員之聘請，須經本所修業指導委員會審查通過，確保學生研究能

力之提升。 

（四）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教學活動中強調對話、個案討論、反思札記等，以加深學生學習的廣度和深度，養成批

判思考與反思之習慣，專題討論課程中，各研究生必須就聽講或實地觀察的重點及心得撰寫

反思報告，交由負責各講次之教授評閱，隨時掌握學術研究的脈動。（★專題討論心得報告、

移地研究成果手冊實地訪評時提供查閱）。 

[表 1-1-2]本所與本校教育目標關聯表  

（碩）教育研究所教育目標  

  1.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2.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3.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  4.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所教育目標   

 學校教育目標  

1 2 3 4 

 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人文素養  
 

    
 

 服務關懷熱忱  
 

    
 

 國際視野    
  

  

 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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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本所與社會科學院教育目標關聯表  

（碩）教育研究所教育目標  

  1.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2.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3.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  4.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所教育目標   

 學院教育目標  

1 2 3 4 

 理論與實務並重、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分析事理、解決問題能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服務的精神  
 

    
 

 

秉持校、院教育目標所訂定之本所教育目標，並根據近年來社會與教育界對國民教育教

師的素養要求，以及本所學生特質，規劃兼具專業與整全學群課程，呈現符合本所培育具備

研究與教學專業教師之特色。本所學生核心能力之規劃係經過全所教師與學生代表，多次研

商後所訂定，獲得教職員生的高度瞭解與認同。本所學生之核心能力有 8：（1）理解重要教

育理論；（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5）具

備批判思考能力；（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8）尊重學術

倫理等 8 個核心能力。 

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的相關分析顯示，本所學生能力之培育以學術能力的養成為核

心，而學術研究目標的達成，必須同時對本土的現象與經驗有所體認，以及了解全球化時代

的跨域互動，才能有效地分享與建構教育知識體系；而反思習慣的養成是建構學術研究的必

要條件；作為一個教育學術機構，師生對當代教育議題的關懷，與運用教育理論對教育現象

的批判反思與實踐乃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下表顯示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素養間的關

聯性。 

[表 1-1-4]本所學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關聯表關聯表  

（碩）教育研究所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尊重學術倫理      

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學系教育目標  

1 2 3 4 5 6 7 8 

 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以上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之相關會議資訊如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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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本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表 

舉行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成員簡介 

101/12/21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五次所務會議 

B 研討室 本所教師、職員、學生

代表 3 人 

103/01.14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傳承與創新

retreat：高教產業發展的契機」 

清境娜噜灣民宿農

場 

本所教師、職員、講員 

103/06.20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一次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

（14：00）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五次所務會議（15：00） 

A 研討室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 

 

 

本所教師、職員、學生

代表 1 人 

104/02/03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研究所

SWOT 分析與改善策略討論 

彰化卦山月圓餐廳 本所教師、職員 

104/04/17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五次所務會議 

B 研討室 本所教師、職員、學生

代表 

本所根據所教育目標規劃必選修課程，以符合本所教育目標並有效培育學生之核心能

力。本所選修課程的規劃原以「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兩組選課，以培育學校行政與

教學專業人才，101 學年增加「生命教育」組，共分為「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生

命教育」3 組，以符應本校推動博雅教育，培育全人教育人才之發展。隨後因應台灣高等教

育的變革、碩士班學生學習需求的改變、以及落實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達成，103

學年度起本所重新規劃必選修課程，以學群規劃取代課程分組。碩士班除必選修課程的核心

學群外，將選修課程規劃為「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生命教育」等 3 個學群，學生

可以按自己學習興趣跨學群選課；碩士在職專班也將選修課整合規劃為「行政與領導」與「教

育專業發展」兩個學群。 

由於在職專班研究生大多數為現職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就讀本所在職專班之主要目的

為強化專業知識，並能與學校現場實務相結合，因此本所除了在課程內容的開授上儘量強調

與教學情境的結合之外，必修課程的規劃也與碩士班有所差異，如：將「行動計畫研究」與

「多元文化研究」訂為必修課程，其中「多元文化研究」必修課程，以及每年開設「生命教

育研究」、「移地研究」選修課程等，以特別凸顯本所在職專班課程規劃的特色。（★本所 101-103

學年度各學期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之對應於實地訪評時提供查閱） 

1-2.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立基於本所設置目的「以提升我國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之專業素養，

並培養對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全人教師」，且考量研究生之學術發展需

求，乃擬定並具體落實培育「本土關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教育

人才的教育目標，強調本所培育之教育人才具有三項特質：一為對教育學術研究具有探索熱

誠；二為對教育現場工作具有服務熱忱；三為具有全人關懷的素養與理念。依據上述教育目

標與人才培育願景，本所發展方向與特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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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方向 

1、 培育全人的教育人才： 

以生命教育為核心內涵，強化研究生對關懷生命的胸懷與人文素養的充實。無論將來從

事的職場為學術研究、學校或文教機構的教師或行政管理人才，都具有關懷生命的全人教育

特質。 

2、 培育具有學術理論結合實務的教育人才： 

強化學生對本土教育現場議題的思辨與結合理論的研究能力。設計行動計畫研究課程結

合研究生的論文研究與寫作，讓教師與研究生可以就雙方所長之學術理論專長，與教育現場

實務經驗相結合，進而培育從學術理論找尋解決教育現場議題的能力，並從教育經驗建構學

術理論的實踐人才。 

3、 培育具有關懷本土教育，並具國際宏觀視野與反思能力的教育人才： 

除鼓勵以本土教育議題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素材外，持續強化推動本所的國際學術交流活

動，包括開授跨國移地研究課程，邀請國外學者至本所授課、演講、交換研究與教學，鼓勵

研究生進行國際性的交換與服務學習活動，並從活動的反思中思考推動本土多元文化教育的

可能契機與模式。 

（二）發展特色 

1、 教育專業與全人教育互補的課程規劃： 

本所碩士班與在職專班都規劃有「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發展」等兩個教

育專業學群，目的在培育專業的教育行政管理，以及課程設計與教學人才。為培育全人教育

人才，碩士班另設有「生命教育」學群，在職專班則將生命教育課程分別融入「行政與領導」、

「教師專業發展」等兩個教育專業學群中，得以培育具有全人關懷的教學與行政領導人才。 

2、 具彈性的選修學群課程與科技融入教學活動： 

本所修課規定朝彈性化發展，從 103 學年起將強制課程分組更改為較具彈性的學群選修

方式，使研究生得以根據其學術興趣與生涯發展規劃選修課程，但對於專注於特定學群的研

究生，其於同一學群完成 4 門選修課程後，本所將另行製發專業學群修課證明，以證明其專

業研究能力。此外，為符應科技融入教學的發展趨勢，本所在碩士班與在職專班都開設教學

科技課程，並將 E 化教學方式融入課程中，培養研究生具有將科技融入教學的能力。 

3、 友善的學習環境與緊密的論文指導，提升研究生論文品質： 

立基於生命關懷的辦學理念，本所營造友善學習的軟硬體環境，提供舒適的學習空間、

先進的科技設備與充實的圖書典藏；此外，本所專任教師在校時間長，建立緊密的研究生論

文輔導制度，讓研究生的課業學習與論文寫作都能適時完成一定品質的碩士論文。 

4、 積極推動移地研究課程，拓展研究生國際視野： 

本所自在職專班成立後每年暑假都開授（跨國）移地研究課程，由資深教師帶隊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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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進行不同教育議題的觀察研究。從 102 年度暑假起，更將原有移地研究課程由在職班擴

展到碩士班，並強化移地研究的學術性（進行大學課堂專題研討）與實用性（中學課堂實際

參與）之結合，展顯本所對推動國際化學習的特色。 

1-3.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立基於本校立校精神以及校、院之教育目標：博雅全人教育、跨領域專業素養、國際與

本土視野、以及實踐與反思能力等 4 項核心精神，本所之教育目標擬定為：培育具有本土關

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與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本校之博雅教育為傳承自基

督博雅教育（Christian Liberal Arts Education）之傳統，強調大學教育人才之養成不能僅偏重

在單一知識領域，且知識之發展必須以人為核心，並能將知識運用在增進人類的價值與福祉。

本所成立以提升我國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之專業素養，並培養對教育具

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全人教師為目的，因此，在教育理念上從關懷出發，養成

具有寬闊教育視野以及反思實踐能力的教育人才，以上為擬訂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核心能力的

基礎。 

落實在課程規劃上，本所除了教育研究的核心課程外，根據教師專業以及學生學習與研

究需求規劃選修學群，同時鼓勵學生根據其學習興趣跨課群選修學群，強化對不同教育領域

觀點的理解。生命教育學群（在職專班將生命教育課程融入在教育專業發展學群）的開授，

則在強化研究生深刻瞭解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以人的尊嚴與福祉為依歸。最後在碩士論文的研

究與寫作，則鼓勵學生選擇以本土相關的教育議題，做為觀察或資料蒐集分析的主題，更鼓

勵在職專班研究生採用行動研究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讓教育理論與教育現場議題相互

結合，研究過程不僅促進學生本身知識的成長，研究成果也可以協助教育現場議題或困境的

解決。 

本所上述的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不僅與本校的立校精神相互呼應，也與當前本校推動

博雅學習欲達成的 7 大核心能力密切結合，成為本所發展之重要特色。 

1-4.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本所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等基本資訊，在新生入學之迎新說明會上由本所所長師

給予解說，每位研究生均會收到一本年度研究生手冊，研究生手冊的前頁及載明本所的教育

目標與學生學習核心能力。每堂課堂上教師所發送的授課大綱（紙本、網頁與教學平台），以

及口頭的課程介紹也都會說明每門課程的學習與本所核心能力的關係。此外，本所的教育目

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培育，也放置在教育研究所網頁的「本所介紹、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專欄，學生同時可以透過社會科學院的網頁，了解本所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本所擬定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以及與教職員生互動討論形成共識認同的具體過程如下： 

（一）本所教育目標歷經所內專任教師參照創校宗旨與學校發展計畫、設所目標，並結合社

會變遷趨勢，反覆討論，凝聚共識而成，所以本所教師對本校發展方向與本所教育目

標訂定，均非常熟悉且為高度共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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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會議相關事項之議決，均以本所教育目標為依歸，凝聚全體教職員和學生間之共

識與認同。 

（三）本所教育目標公布於本所網站，有志報考者可於報考前透過網站了解認識之，以吸引

認同者報考。 

（四）本所每學年均舉辦新生座談會，告知學生本所概況，包括成立背景、教育目的、核心

能力的培育、教學與研究目標、發展方向、課程規劃、就業與進修等，並解答學生相

關的問題，因而強化新生對本所教育目標的認知與認同，而努力向學。 

（五）本所提供每位學生 1 本研究生手冊與 1 份學習護照，學生可透過該手冊和學習護照了

解本所教育目標，及其相對應之課程架構和教學內涵，以及研究生在修業期間須完成

之任務。 

（六）本所教師有一致共識和作法，每學期擬定與上傳教學大綱均載明課程欲培育核心能力，

在每門課開始時，提示該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本所教育目標之呼應關係，教師並將此目

標落實於教學、學習與活動，使學生有共同努力的方向。 

（七）本所所務行政人員經常透過電子郵件公布訊息，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均各設有專屬 Face 

book，各單科課程或特定專業領域（如生命教育）皆建立 Facebook 以緊密聯繫，本所

同仁與教師都加入群組（或擔任管理員）傳遞各項與教育目標相關之訊息予全所師生。 

[表 1-4-1] 系所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或活動清單 

舉行日期 會議或活動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成員簡介 

 導生聚會時間  導師、學生 

101.09.19，12：30 101 碩士班迎新 A 研討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1.09.22，11：00 101 碩士在職專班迎新 A 研討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2.09.11，13：20 102 碩士班迎新 五樓視聽教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2.09.14，11：00 102 碩士在職專班迎新 A 研討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2.11.09，11：00 102 碩士在職專班聯誼活動 本校松園  

103.09.24，11：00 103 碩士班迎新 A 研討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3.09.27，12：00 103 碩士在職專班迎新 A 研討室 學生、教師、職員 

104.01.30，10：00 畢業所友座談 交誼廳 所友、教師、職員 

104.05.24，10：30 所友回娘家 A 研討室、交誼廳等公共空間 所友、教師、職員 

（八）為確切掌握本所教職員與學生對本所目標暨相關事項的了解情形，設計東海大學教育

研究所教職員生對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認知與態度調查表，發送教職員生

填答（☆參見附件[資料 1-4-1]）。根據回收的調查表，顯示本所教職員生對本所的教育

目標，以及核心能力培育都有極高的瞭解與認同。經調查之結果統計如下：本所教職

員與研究生對教育目標的認知方面，所有的教職員以及近 50%的研究生都表示完全瞭

解，56.5%的一般生與 37.5%的在職生表示瞭解，僅有 19.3%的在職生表示還算瞭解。

對教育目標的認同方面，全數教職員均回復完全認同，無論一般生或在職生都有近 60%

表示完全認同，另 40%表示認同，由此可知，幾乎全體研究生都認同本所教育目標（詳

見圖 1-4-1，本調查教職員 N＝10，碩士生 N＝22，碩專生 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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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教育研究所教職員生對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的認知與態度調查 

研究生對於核心能力的認知與認同，普遍較教育目標項目要來的高，所有教職員表示完

全暸解與認同。超過 50%的研究生表示完全的瞭解，更有 60%的碩士班研究生表示對核心能

力有完全的瞭解，僅約有 35%的一般生與在職生表示瞭解，另有 10%的在職生表示還算瞭解。

總的來說，超過 70%的一般生與在職生都完全認同本所的核心能力，另各有 25%的一般生與

在職生認同本所的核心能力，僅有不到 5%的在職生表示還算認同。與碩士班研究生相較，對

於本所教育目標與與核心能力的認知上，部分在職專班研究生僅回覆尚可的程度，可能原因

與在職專班研究生於周末上課，平時與本所教師或相關人員的互動較少，未來將針對在職專

班研究生進行更為密集的宣導。 

1-5.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本所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束後，根據評鑑委員建議提出自我改善之具體措施，並將可

行部分勉力進行改善。本次評鑑委員對本所教育目標與發展計畫的建議計分為四大項；（一）

與本校附屬中學互動的強化；（二）落實國際化之教育目標；（三）慎重考量分組招生之利弊；

（四）檢討現有招生策略。以下針對評鑑委員於該次評鑑項目一有關教育目標與發展計畫之

建議改善事項與其對應，表列本所具體改善措施與執行結果如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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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對照表 

項目一、教育目標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結果 

1.宜充分運用該

所在 K-12 之資

源，強化該所在

全校、課程與教

學及教師進修上

之角色，俾使定

位與特色更明確

化，並擬定具體

有效之做法與策

略。 

1.與附中建置溝通平台。 

本校附屬高級實驗中學有其本身之發

展任務和獨立運作之權責，由本校校長

擔任主席之附中校務督導委員會，為建

構該校與東海大學商議若干相關事項

之溝通平台，本所已有四位（含附中校

長在內）教師參與該督導委員會，佔全

體教師（8 位）半數。 

2.提供建立進修和研究之夥伴關係。 

本所教師受邀積極參與附中之學術活

動，如擔任教師專業成長進修的主講教

授、參與該校的高瞻計畫、主持科技部

K-16 節能減碳計畫、提供高中優質化

的規劃和諮詢、其他學術活動的指導

等。透過計畫的爭取、經費的挹注、教

授的參與指導來連結大學與附中的資

源。過去幾年東大附中校長陸續由本所

張玉成教授、陳世佳副教授擔任，對於

資源的連結與整合運用更加具體而直

接。 

3.協助課程發展和教學策略之建構。 

目前東大附中與附小已完成整併規

劃，在課程發展和教學策略之運用方

面，本所教師將扮演積極參與之角色，

以協助附中的發展。 

4.參與校內具特色之學習活動。 

至於全校性的通識課程之開設（本所趙

星光老師長期於通識中心開設課程）、

博雅書院教學與輔導工作之投入（本所

陳淑美老師 97 學年度起擔任書院導

師、99 學年度擔任書院課程委員會召

集人）、教學卓越計畫之參與（陳世佳

老師及趙長寧老師分別擔任前後任的

子計畫主持人，趙長寧老師擔任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學校與教學和輔導有關

工作之規劃（如林啟超老師協助規劃本

校教師教學評量系統、陳淑美老師協助

建置本校教學平台及 t-portfolio 系統、

趙長寧老師及陳世佳老師分別擔任本

校前後任學生諮商中心主任），本所教

師均積極投入，並貢獻智慧，以強化本

所在全校、課程與教學及教師進修上之

1.本所已有兩位教師（張玉成

教授、陳世佳副教授）擔任附

屬高級中學校長計 6 年； 

2.擔任附中督導委員會委員 3

人，所長為執行秘書。 

3.本所與附屬中學合作之科技

部研究計畫計有：K16 節能減

碳計畫（99-102 年度）、高瞻

計畫（100-102 年度）；教育部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並邀請附

屬中學教師擔任子計畫主持

人（103-104 年度） 

4.102、103 學年度本所全體教

師擔任附屬中學（含小學、幼

兒園）教材創新競賽評審委

員。 

5.101-103學年度每年都有附屬

中學教職員至本所進修。 

6.本所 6 位教師 102、103 學年

度支援推廣部規劃與開授高

中生命教育第二專長學分

班，以及生命教育增能班課

程。 

7.趙星光老師持續支援本校通

識中心、社會系、東海大學高

齡課程計畫開授全校性或跨

領域課程。林啟超、陳淑美老

師已長期持續擔任博雅書院

導師。 

8.陳世佳老師 102 學年起出任

學務長，擔任本校教育部教學

卓越計畫 1-1 子計畫主持人。 

9.林啟超老師擔任學校教學評

鑑委員，負責教學評鑑規劃與

改善之推動；兩位新進教師陳

鶴元老師擔任教學卓越計畫

創新教學組召集人；鄧佳恩老

師擔任研發處學術委員會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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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2.為落實國際化之

教育目 標，宜更

積極鼓勵學生赴

國外交流與參加

學術活動。 

1.繼續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或赴姐妹校進修，99 學年度（100 年

6 月 30 日～7 月 2 日）已由本所趙星光

老師帶領 4 位研究生赴大陸福州大學

參與「第八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進

行學術交流及參訪活動。 

2.掌握國際學術研討會辦理動態，隨時公

佈資訊於本所網站，供學生參考。 

3.向學校國際交流室爭取學生赴國外交

流之經費補助。 

4.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博雅生活培育

計畫-全球視野與國際交流，透過教學

安排，規劃移地研究課程，拓展學生視

野。 

1.102 學年本所研究生曾鈺紋

赴美國馬利蘭州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學校進行 1 個月中文教授之

服務學習，並獲本校國際處

獎助。 

2.102 學年度本所研究生陳東

玉赴中國大陸姊妹校華東師

範大學進行半年研究生交換

研習。 

3.原在職專班自 99 年起實施之

移地研究（國外）課程（99-102

年），102 年度起擴大至碩士

班合併實施，103、104 年暑

假由趙星光、陳鶴元老師帶

領近 50 名研究生至姊妹校蘭

州大學及鄰近特色中小學，

進行多元文化移地研究教

學，均獲本校國際處專款補

助。預計 105 年將赴美國加

州 Sacramemto 州立大學進行

移地研究課程。 

4. 101 學年度招收兩位外籍生

（韓國、蒙古各一）；104 學

年度再招收 1 位大陸籍研究

生；每學期均有 1~2 位中國

大陸姊妹校交換生至本所短

期交換研究。 

3.宜慎重考量在

現有師資條件下

分組招生，以落

實學群分組之教

學目標。 

本所考量學生學習興趣、選課前之輔導

安排，以及教師專長，多年來，均實施

入學後學群分組，學生均能適應，且普

遍反應良好。為求更能滿足學生之需

求，本所業已針對評鑑委員之卓見，透

過課程委員會之機制，重整現有學群之

課程架構。 

由於本所師資結構的改善，以

及符應學生近年來學習需求的

趨勢，自 103 年度起碩士班與

在職班均改以學群取代選課分

組。學生可以依個別需要與興

趣選課，學習效果反應較佳。 

4.近年招生之報

考人數有下降之

趨勢，宜請預為

綢繆，思考對

策。 

1.透過各縣市教育處協助傳遞招生公告。 

2.爭取學校獎勵就讀本所研究生之獎助

措施名額。 

3.聯繫畢業所友及研究生，積極宣導本所

之特色，吸引有志人士報考。 

4.透過本所教師推廣服務機會及推廣教

育學分班，宣導本所發展方向，吸收各

界菁英報考。 

5.與相關機構合作，鼓勵有興趣成員參與

本所甄選入學機會。 

1.近 3 年來本所碩士班與在職

專班的招生報考人數相對穩

定，除了使用各種可能的管

道強化，特別是大眾傳媒進

行招生宣傳外，在課程規劃

與論文指導方面加強規劃輔

導，充分改善研究生論文寫

作流程，學生願意推薦同事

或朋友報考本所。 

2.為因應未來教師進修人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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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針對發展需要調整入學考試筆試科目

和增加推甄入學措施，吸收符合本所需

求之學生。 

7.配合政策招收海外學生入學。 

少的可能，嘗試考慮從教育

人力資源管理與樂齡教育兩

方向，構思新的發展方向，

以求符應教育進修市場的變

遷，以利永續經營發展。 

二、特色 

本所在擬定的教育目標指導下，分別在「教育目標，辦學特色、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等面向上呈現以下的特色： 

（一）全人教育人才的培育 

本所配合學校立校目的與方針、學校教育目標、社會科學學院教育目標，訂定本所教育

目的與目標，並結合當前教育發展趨勢，適時修訂課程，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

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全人教師，方向具體而明確符合當前十二年國民教育教師的需求。特別在

培育全人教師方面，本所提供生命教育學群的課程規劃，學生除了在修習教育專業的共同核

心課程，並在「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兩個專業學群中選課外，也可以在「生命教育」

學群修習到人文關懷為主題的課程，強化本所整合性的教育目標。此外，「多元文化研究」（在

職專班為必修課程）、「移地研究」與「生命教育研究」系列課程的開授，與鼓勵以本土教育

場域進行行動研究的碩士論文寫作，更能協助研究生進行理論與實務結合研究，將理論的研

習化為實地的教育行動，不僅符應校、院的教育目標，同時更能充分符應本所「本土關懷、

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教育目標特色。 

（二）整合正式、潛在課程與學術論文研究落實教育目標 

本所為強化落實教育目標，除了正規課程的規劃外，也安排了符應本所教育目標的潛在

性課程，讓研究生在參與課程規劃與學術研討會或各項活動中得以提升相關能力與認同感，

同時藉著輔導學生構思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選取與教育現場或當前教育議題相關之題目進

行研究，深化本所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的培育。例如，所有研究生都必需參與一定數量教

育領域相關的學術活動，作為完成學業的必要條件；每位研究生都要在專任教師的帶領下，

共同規劃與執行一次以上學術研討會活動，每次的學術性活動完成後都召開檢討反思會議；

每班均要按照班級年次主辦迎新、畢業祝福禮、校友回娘家等全所性活動；每年暑假的「移

地研究」課程也是由師生共同分工規劃執行，從這些潛在性課程的規劃與執行過程，落實了

本所的教育目標，並進而強化研究生的核心能力。 

（三）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的課程規劃與實施 

為培育全人教師，本所課程的開授都將本土教育議題融入課程，師生之研究論文多以台

灣教育實務現場問題為研究議題方向；另一方面，本所也注重學生國際視野的養成，入學考

試、課程閱讀教材等方面均融入英文文獻素材，協助學生提升英文能力，提升接觸國際最新

教育資訊能力；此外，本所每年邀請國外學者蒞臨演講、以英語授課、開授移地（境外）研

究課程、並鼓勵申請交換學生以及與外籍生高頻率的互動等，讓學生不僅專注本土的教育議



15 

 

題，也可以透過課程、互動與學術交流獲得國際視野與創新思考的成果。 

三、問題與困難 

本所近年招生呈現平穩發展狀態，惟受到台灣高等教育環境影響，現職教師進修碩士的

就讀人數日趨減少，另就讀一般碩士班並計畫修習教育學程以取得教師資格之師資生則增

加，因而沉重的課業壓力減低碩士生能投入研究的精神與時間。在職專班方面，中學現職教

師進修人數減少，來自小學與幼兒園現職教師則有所增加；研究生任職學校層級的多元化，

相對地增加了教師授課與指導論文寫作的複雜性。 

四、改善策略 

面對研究生來源與學習需求的多元化，本所已經調整為學群選課方式，設計更具彈性的

課程規劃方式，以及發展更多元的教學方式，例如運用各種電子媒體補助教學，以滿足學生

多元的學習需求。另外，對論文的輔導乃採取更為緊密的輔導，在職班更規劃行動計畫研究

課程與論文研究寫作整合，讓研究生可以從基礎的研究方法學習中，有效地從授課教師（同

時是論文指導教授）獲得論文研究的指導與協助，及時完成一篇具相當水準的碩士論文。 

五、項目一「教育目標」之總結 

本所培養教育學術研究、教學與行政領導之全人教育人才，方向具體明確且極富特色，

符合教育人才培育之發展趨勢；所務行政之決定與運作，均經民主程序，推動順暢而有成效；

學生入學採甄選與面試方式，選擇符合需求和有學習意願者；課程規劃貼近教育發展脈動與

所發展特色，並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教師間和師生間相處融洽，有助於教育目標之實現。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所提改進卓見，透過自我改善機制，得以即時因應改進。 

國內高等教育因少子化效應，已影響各教育研究所的常態發展，雖然本所成立較晚，又

屬私立大學，教師員額擴張不易，但全所教師群策群力，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教學輔導專業

活動，爭取校內外資源的支持，並嘗試採取各種新管道廣為宣導本所辦學特色，鼓勵師生參

加相關學術活動，改善課程結構，積極與緊密輔導學生進行論文研究寫作，近年來招生仍有

穩定成長。未來將繼續掌握教育發展趨勢，善用本所軟硬體資源，不斷精進其建立特色，朝

培育全人專業教育人才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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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概述 

本所教育目標有 4 項，包括：（1）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2）培養具備國際視

野之教育人才，（3）培養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與（4）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

慣之教育人才。根據上述教育目標，本所進一步訂定 8 項學生基本核心能力，包括：（1）理

解重要教育理論、（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8）尊

重學術倫理。 

本所開設課程符合教育目標，並能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與發展本所特色。本所教師依照

授課大綱中所列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設計課程活動，確保學生學習能達成既定之目標。另

外，俾利學生在選課前清楚瞭解所計劃修習課程之內容，本所教師皆在前一學期末上傳課程

授課大綱，以供學生查詢。 

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以確保課程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課

程委員會負責審視全所課程規劃安排。本所所有課程的規劃與開設皆經課程委員會討論、審

查通過，以確保所開設課程符合本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與本所特色的發展。

課程委員會成員除由本所主管、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擔任外，每學年亦邀請校內外專家學

者、產業界代表（中學現職老師）及畢業生代表共同參與，以確保本所規劃與設計之課程的

實施能兼顧理論與教學實務，俾利學生學習與教學現場之銜接。另外，為確保課程的內容規

劃、實施、與評量能符合課程目標，本所課程委員會每年擇定 3 門課程實施外審。本所課程

的變動或修訂均同步更新校務系統資料，以提供學生正確之課程資訊與課程地圖。 

為使所規劃之課程順利實施，本所邀請校內具相關專長之教師支援開課。自 101 學年度

迄今，計有資訊工程系與生命科學系兩位教師支援本所開設相關課程。 

一、現況描述 

2-1.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本所依據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所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本所並設置課程

委員會審視課程的規劃、開設、與實施，確保課程的開設符合本所教育目標，並能培養學生相

對應之核心能力，與確保學生之學習成效達到預期目標。本所教師以達成課程目標與培養學生

核心能力為目的，並據以設計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另外，本所課程資料的更新或變動均依規

定上傳學校課程系統，以確保課程系統資料的正確性，俾利產生正確的課程地圖，作為學生規

劃修課與修課進程的參考。 

（一）本所課程符合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 

本所成立目的為提升我國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術研究人才等教育工作者之專業素

養，並培養對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全人教師。本所訂定 4 項教育目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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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2）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3）培養具備學術研究能

力之教育人才；與（4）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依據教育目標，本所進一步規劃 8 項學生核心能力：（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2）理解人

類學習特質；（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6）

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8）尊重學術倫理。學生核心能力與教

育目標之對應關係整理如表 2-1-1。 

[表 2-1-1] 學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之對應關係 

（碩）教育研究所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尊重學術倫理      

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教育目標  

1 2 3 4 5 6 7 8 

 培養具備本土關懷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教育學術研究能力之教育人才  
        

 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      
 

  
    

 

本所開設課程除符應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外，亦考量本所發展特色。本所課程特色為教

育行政、課程教學（多元文化教育、教學科技）、生命教育、與行動研究。據此，碩士班設置「行

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生命教育」3 個學群，碩士在職專班則設置「行政與領導」與

「教育專業發展」兩個學群。碩士在職專班強調學生之學術研究與教學實務場域相互結合，因此

本所鼓勵在職專班學生進行行動研究，自教學實踐中發現問題，並嘗試以理論為基礎去發展解決

問題的方法，並以此作為學位論文之主題（在職專班學生學位論文主題可參閱項目五表 5-3-1）。 

（二）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審訂課程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特色之發展 

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審視課程之規劃、發展設計、課程意見調查、及訂定本所中長程課程發

展計畫。本所所有課程的規劃與開設皆經課程委員會討論、審查通過，以確保所開設課程符合

本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與本所特色的發展。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則加開會議適時討論調整課程，進行自我改善。 

（三）本所建置課程地圖，並於課程大綱中註明課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本所碩士班的課程結構圖與課程地圖分別如圖 2-1-1 與圖 2-1-2 所示，最近一學期碩士班課

程與學生核心能力的對應關係如表 2-1-2 所示。 

在圖 2-1-1 碩士班課程結構圖中，碩士班課程分為核心課程、學群選修課程與學位論文。核

心課程分為教育基礎課程、研究法課程、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三大類。其中，研究法課程中的「教

育研究法」及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課程中的「專題討論」與「專題研究」為共同必修課程，用以

訓練學生基礎研究能力，並藉由認識、探討當代教育重要議題，以創造及累積教育新知。學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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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修習一門教育基礎課程（3 學分）、兩門研究法課程（6 學分）、兩門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

課程（4 學分）、以及學位論文（6 學分）。 

選修課程分為「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以及「生命教育」3 個學群課程。學群選

修課程的開設目的在加強學生的研究能力與素養，使學生透過這些課程可以學習教育各領域的知

識、技能與工具的使用，進而能運用所學進行教育學術研究或解決教育實際問題。學生至少須選

修學群課程 17 學分。為學生培養跨領域知能，學生可在原先選讀的學群之外，再選修其他學群

課程。學生修畢 36 學分課程（含學位論文 6 學分），始得畢業。 

圖 2-1-2 是提供碩士班學生作為修課參考的課程地圖。學生首先於第一學年修習核心課程（包

括教育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與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奠定日後獨立研究與撰寫論文的基礎。

學生在第二學年繼續修習核心課程（教育專題討論與研究）與學群選修課程，加深專業領域的研

究，也拓展相關領域的視野。在修畢核心課程 11 學分，學群課程 9 學分後，學生可提出學位論

文計畫，預備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學生最後需進行獨立研究、並完成碩士論文的撰寫，以驗證

所學。在修畢包含學位論文在內的 36 學分課程後，即可畢業。 

圖 2-1-1 碩士班課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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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碩士班課程地圖 

[表 2-1-2] 103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碩）教育研究所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尊重學術倫理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1 2 3 4 5 6 7 8 

6511 專題討論 1032 
 

          
  

6512-6516 專題研究（二） 
   

    
   

6518 碩士論文 
   

  
    

6519 科技與倫理研究 
 

  
   

  
 

  

6520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6522 青少年學習行為研究   
  

  
  

    

6523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6524 領導與溝通研究 
   

  
 

    
 

6525 生死教育研究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結構圖與課程地圖分別如圖 2-1-3 與圖 2-1-4 所示。最近一學期碩士

在職專班課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如表 2-1-3 所示。 

在圖 2-1-3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結構圖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包括核心課程、學群選修課程以

及學位論文。核心課程包括「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法」、「行動研究計畫」等三門

課程（9 學分）。考量在職學生的職場需求，學群選修課程分為「教育專業發展」、與「行政與

領導」兩個學群。學生至少需選修 7 門學群課程（21 學分），並完成學位論文（6 學分）。在修

畢 36 學分課程後，始得畢業。 

圖 2-1-4 是提供在職專班學生作為修課的參考的碩士班課程地圖。學生首先於第一學年修習

核心課程（包括教育研究法、多元文化教育）與學群選修課，與第二學年繼續修習核心課程（行

動研究計畫）與學群選修課程，加深專業領域的研究，也拓展相關領域的視野。為鼓勵碩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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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學生實踐所學於教學實務，本所鼓勵學生進行行動研究，以研究來改善或解決教學現場所遭

遇之問題。在修畢核心課程 9 學分，學群課程 9 學分後，學生可提出學位論文計畫，預備進行碩

士論文的撰寫。學生最後需完成獨立研究與撰寫碩士論文，以驗證所學。修畢包含學位論文在內

的 36 學分課程後，即可畢業。 

本所於 103 年 6 月 20 日第一次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議中更新教學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對應，並完成《東海課程地圖》網站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資料更新作業。 

 

圖 2-1-3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結構圖 

圖 2-1-4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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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3] 103 學年度碩專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碩）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1.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2.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3.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4.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6.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7.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尊重學術倫理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1 2 3 4 5 6 7 8 

6561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6562 青少年輔導專題   
  

  
  

    

6563 碩士論文 
   

  
    

6564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6566 數位教學研究     
  

  
  

  

6568 生命教育研究 
 

  
 

  
 

  
 

  

6569 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6570 班級經營專題研究 
 

  
 

  
  

    
 

（四）教師依據所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規劃授課內容 

在課程委員會訂定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後，本所每位教師所開設的課程，均依照教

育目標與學生所應培養之核心能力來規劃課程內容與活動。每位授課教師均會在課程大綱中揭示

所欲達成之核心能力，以及欲達成能力指標所對應的學習活動與評量方式，並依照教學目標進行

課程內容與活動之設計、安排與評量。課程委員會於定期會議中審視當學期學生所給予之教學評

量回饋，確認授課教師所設計之課程內容與活動符合本所教育目標，並能夠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2-2.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一）本所設置課程均經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確保課程品質  

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負責本所課程之規劃設計。本所所有課程的規劃與開設皆經課程委員

會討論、審查通過，以確保所開設課程符合本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與本所特色的

發展。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則加開會議適時討論調整課程，進行自我改善。 

委員會的組成包括召集人（所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101-103 學年度委員名單如表 2-2-1。

課程委員會定期進行會議，蒐集並瞭解教師、學生、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對本所現行課程的意見。

透過校外委員提供課程修訂意見、及本所自我評鑑校外委員書面意見，積極進行本所課程改善。 

本所課程之開設均經課程委員會審核議決；必修課程的修訂，在課程委員會同意後，另須呈

報校、院課程委員會核定。（★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課程委員會 101 至 103 學年度會議記錄

於實地訪評時呈現） 

[表 2-2-1] 101-103 學年教育研究所所課程委員會名單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召集人 陳世佳 趙星光 趙星光 

委員 趙星光 陳世佳 陳世佳 

委員 林啟超 林啟超 陳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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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李信良 陳淑美  

委員 劉子彰 陳鶴元  

學生代表 

蔡書彰（碩士班代表） 

王翌庭（碩士在職專班

代表） 

林日升（碩士班代表） 

許詠惠（碩士在職專班

代表） 

林佑儒（碩士班代表） 

張博超（碩士在職專班

代表） 

校外學者 

專家代表 
梁福鎮 
（中興大學教育專業發展所教授） 

梁福鎮 
（中興大學教育專業發展所教授） 

梁福鎮 
（中興大學教育專業發展所教授） 

產業界代表 謝龍卿（崇德國中校長） 余香青（大業國中校長） 余香青（大業國中校長） 

畢業生代表 鍾秀雪 林彩雲（國安國小教師） 陳志豪（向上國中教師） 

（二）本所定期實施課程外審 

為確保課程品質，本所每年進行課程自評。由課程委員會選定數門課程進行外審，委由校

外相關專長領域學者檢視課程內容、活動設計、與評量方式。101 至 103 學年度課程外審情形

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101 至 103 學年度課程外審一覽表 

學年度 送審課程 送審結果 外審審查委員 

100 100 年度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

外審： 

教育研究法、學習動機研究、多元文

化教育研究 

實地訪評時呈現 由校送外審 

102 103 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 

教育研究法、教育政策專題研究、生

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實地訪評時呈現 王智弘、陳慧芬 

劉希文、賴伯琦 

莊明貞、潘慧玲 

103 101-103 學年課程整體架構外審 實地訪評時呈現 王文科、梁福鎮 

（三）本所依據課程地圖輔導學生選課 

為讓學生瞭解課程規劃，俾使其在規劃修課時有充分資訊與依據，本所提供學生課程開設

表。在學生入學說明會時，本所提供每位學生一份研究生手冊，內中除詳載各項規定、流程，

也提供開設課程表、課程地圖為學生解說開課方式與可能的修課規劃。 

（四）各科目備有教學計畫與綱要以確保課程品質 

本所授課教師均依學校規定在學生選課前一學期結束前兩週，將下學期開設課程之課程大

綱上傳至學校課務系統，俾使學生在選課時有充分的資訊可供參考。本所教學計劃與綱要均一

教務處規定時間上傳至課務系統。 

（五）本所重視學生的教學意見回饋，並參酌進行教學品質的改進與提升 

本所全面實施教師之教學意見調查，作為改進與提升品質的依據。學生於每學期末可上網

填寫課程評量；學期中則由授課教師自行針對修課同學進行課程意見調查（參閱表 3-4-5）。

除了教學評量之外，本所亦鼓勵學生利用多元管道（例如導生聚會、晤談時間、社群媒體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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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對課程提出意見，作為課程教學改進之參考。 

2-3.課程之規劃符合教學現場需求及校內相關系所支援開課情形為何？ 

本所在規劃課程時，除依據本所教學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及本所特色來規劃開設課程，

也一併考量社會需求、教學科技、與教學現場實際需求。需求的評估，一方面透過蒐集所內教

師、學生的意見，另一方面也透過課程委員會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業界代表、畢業生（如表 2-2-1）

提供實務上的建議，期使本所開設課程能符應教學實務以及社會、科技變遷的需求。 

為使本所在課程規劃上更臻完善，本所邀請校內相關系所具相關專長之教師支援本所開

課。101 至 103 學年度校內支援本所開課教師整理如表 2-3-1。 

[表 2-3-1] 101 至 103 學年度校內支援本所開課教師 

學年度 學期 班別/課程 支援開課教師 

101 1 碩士在職專班/數位教學研究 資訊工程系 朱延平教授 

102 2 碩士在職專班/數位教學研究 資訊工程系 朱延平教授 

103 2 碩士在職專班/數位教學研究 資訊工程系 朱延平教授 

103 2 碩士班/生死教育研究 生命科學系 卓逸民教授 

二、特色 

本所課程依據本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本所發展特色設計，並因應社會變遷與教

育改革與創新之需要而進行以學群為主的課程規劃。本所提供機制完善的課程設計發展、優質

的教師教學團隊、與良好的學習環境及國際視野的拓展為特色。為維持課程的品質，本所設置

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規劃設計、課程意見調查、與訂定課程發展中長程計劃。為進行自我改

善，課程發展委員會每年選定數門課程進行外審，由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檢視課程內容的適切

性。本所落實學生的修課輔導，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依需求與興趣修課，完成學業。 

三、問題與困難 

（一）入學學生背景多元，修業目的各異 

本所碩士班學生多畢業於非教育相關科系，且近年來不少入學學生多欲同時修讀教育學

程。在學生入學背景多元與修業目的各異的狀況下，課程活動需依學生背景知識與相關經驗

進行調整，使其能培養學生相關領域知能，亦能兼顧課程目標的達成。 

（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需求多元，且較少有機會與之互動討論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服務學校涵蓋不同教育階段，包括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因此在

所開設課程與研究上，常須面對多元需求供給瞻前顧後的困境。另外，碩士在職專班僅於週

六上課，學生平日較少有機會利用所上資源、與老師或同儕面對面互動討論，因此對於教師

在規劃課程內容或學習活動時有較多限制，個別學生需求也較不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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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略 

（一）加強對非教育相關背景學生的輔導 

對於碩士班非教育相關背景學生的輔導，本所由教師於學生入學第一學期輔導其閱讀教

育基礎相關材料（例如：教育概論），以讀書會方式定期進行，幫助學生增進先備知識。對

於兼修研究所課程與師培課程學生，本所委由導師專責輔導，俾使學生在繁重的課業中，仍

能兼顧兩邊的課業。 

（二）應用數位科技增加溝通效率 

本所重視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對於課程開設的意見。學生可直接向辦公室或教師

反應，或透過本所多元溝通平台（例如電子郵件、Facebook 社團）來反映意見，做為調整課

程設計的參考。例如：為增廣學生跨領域視野，並回應學生對於選修課的修課需求，課程委

員會於 103 年 4 月 18 日通過調整課程選修規定，將原來的分組課程設計改變為學群課程，以

提供學生跨學群修課的彈性。 

五、項目二「課程設計」之總結 

本所依據校、院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所的課程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並由授課教師依

據課程目標來規劃設計課程內容，以培養學生所需之核心能力。本所的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皆

於課程大綱中揭示，亦由授課教師在第一次上課時向學生說明課程內容、活動、與評量方式，

以期學生對課程目標與所應達成之核心能力有所瞭解。 

本所製作課程地圖提供學生在選課與修課時的參考。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在入學時

皆收到研究生手冊 1 份，並由本所同仁與導師在迎新當天詳細解釋修課流程。手冊中詳載修課

規定、開設課程表、課程地圖、及其他相關修業規定，讓學生對於研究所課程能夠有完整的概

念與認識。 

為增進教學品質，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定期開會，審視課程的規劃、內容、

與實施情形。課程委員會除了本所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也邀請校外委員（校內外學者

專家、現職中小學校長與任職中學之畢業生等）與會，集思廣益，確保課程內容在理論或實務

均能滿足課程目標與社會需求。為達成課程目標，本所邀請校內相關科系老師共同授課，期能

提供學生最佳品質的課程。 

本所教師透過多元管道瞭解學生修課狀況，及其對課程的意見。除了定期教學評量外，本

所也利用社群媒體 Facebook 瞭解學生的意見，期能透過與學生的充分溝通與討論，規劃合乎

學生需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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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概述 

本所專任老師皆擁有博士學位，且均具有中小學教學經驗或與中小學教學相關之研究經

驗。兼任教師依據課程專長的需要而聘任之，亦具有博士學位，並在教育界擁有豐富的教學

研究經驗者。 

本所專（兼）任教師人數比例適當、教學時數負擔合理；且學經歷、專長及任教科目相

符；教師的素質、研究專長皆與本所之教育專業課程相關；在研究計畫、論文發表、專業服

務和參與教學專業成長活動等之專業表現良好。 

一、現況描述 

3-1.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

求之情形為何? 

本所目前聘有專任教師 8 人（含合聘），其中包括副教授 3 人、及助理教授 5 位，8 位老

師皆具博士學位，且均學有專長。教師組成結構有資深教授豐富經驗的傳承，也有年輕教師

的衝勁與投入，其教學及行政經驗得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足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有助

本所的發展。 

專任教師的聘任是依據本所發展方向及課程需求，決定擬聘之領域專長，公告面試後提

出擬聘任人選，經由所教評會、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之三級三審聘任程序，以確認教師之專

業素質。本所遴選教師時亦透過面談，讓應聘的教師了解與認同本所之教育目標。 

兼任教師之聘任部分，為使兼任師資之專長確與開授課程相符，本所於教師聘任之初即

要求應聘教師檢附學經歷證明及開課計畫後送交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以期學術專長符

合本所需之任教科目。兼任教師之聘任亦循三級三審程序通過後始聘任之。 

（一）專任教師學經歷 

專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如表 3-1-1。101-103 學年度各有 8 位專任教師，其中 101 學

年有 1 位教授、3 位副教授、4 位助理教授；102 學年和 103 學年各有 3 位副教授、5 位助理

教授（102 學年 1 位教授屆齡退休，另 1 位助理教授離職，故另增聘 2 位助理教授，又於 103

學年度下學期 1 位助理教授離職），故目前計 8 位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皆擁有博士學位，且具備國民教育實際教學經驗或相關研究經驗，目前專任教

師與研究生人數的比例約為 1：5（8/42），如表 3-1-2。專任教師的結構，如表 3-1-3。 

 [表 3-1-1]專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姓名職稱 學歷 經歷 主要研究領域 

趙星光 

副教授兼 

所長 

美國 

Purdue 

University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展促進會常務監事 

教育部生命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兼研發組副召集人 

臺灣宗教學會理事兼學術組副召集人 

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教育社會學 

生命教育 

宗教教育 

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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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d Fellow of the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at Purdue University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陳世佳 

 

美國
University of 

Iowa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代理校長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副學務長 

東海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育研究所所長 

教育行政 

師資培育 

教師專業發展 

林啟超  

副教授 

美國 

Texas Tech 

University 

博士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代理主任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大葉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   

教育心理學 

課程與教學 

成就動機與學

習測驗與評量 

李信良 

助理教授 

美國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uty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幼保系助理教授 

黎明工專輔導老師 

青少年學習行

為 

教師心理衛生 

教育統計 

青少年與毒品 

陳淑美 

助理教授 

美國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OSU MEd Program 科技教學助理 

內新國小教師、何厝國小教師 

 

電子檔案評量 

科技與教學運

用多元文化教

育 

師資培育 

鄧佳恩 

助理教授 

美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研究助理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兼註冊組長 

教育科技 

數位學習 

科技輔助語言

學習 

陳鶴元 

助理教授 

美國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博士後研究 

教學科技與媒

體生命教育 

教育統計 

王文科 

教授 
（2014/08退休）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副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代理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暨教育研究所所長 

課程與教學 

研究方法 

教育社會學 

資優教育 

蘇娉妍 

助理教授 
（2014/02離職） 

西班牙
University of 

Navarre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研究員兼校園宣導教師 

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助理研究員 

生命教育 

教育哲學 

劉子彰 

助理教授 
（2015/02離職） 

美國
Universtiy of 

Illinois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螢橋國中實習教師 

教育政策 

教育評鑑 

江淑真 

助理教授 
（2015/08到職） 

美國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博士後研究 

國立員林農工教師、苗栗縣立苑裡高中教師 

教育行政 

師資培育 

教師專業發展 

 [表 3-1-2]專任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一覽表 

學年度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專任教師數 8 8 8 8 8 7 

總學生數 碩士班 53 56 54 52 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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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專班 33 32 30 30 31 35 

師生比 碩士班 6.63 7 6.75 6.5 5.75 6.57 

碩專班 4.13 4 3.75 3.75 3.88 5.00 

 [表 3-1-3]專任教師結構表 

區分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專任教師/合

聘教師數與

職級 

教授數 1 0 0 

副教授數 3 3 3 

助理教授數 4 5 5 

講師數 0 0 0 

小計 8 8 8 

專任/合聘教師具博士學位數 8 8 8 

兼任教師數

與職級 

教授數 1 2 1 

副教授數 1 2 1 

助理教授數 0 1 0 

講師數 0 0 0 

小計 2 5 2 

本所依教師專長及發展方向規劃「行政與領導學群」、「課程與教學學群」及「生命教育

學群」三學群之課程。每位教師依其專長開課，符合學生學習需求，開設課程如表 3-1-4： 

[表 3-1-4]專任教師開設科目表 

教師 學群類別 開設科目 

趙星光 生命教育學群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生死教育專題研究、生命教育與宗教專題研

究、生命教育研究、移地研究 

陳世佳 行政與領導學群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質性研究、班級經營專題研究、領導與溝通研

究 

林啟超 課程與教學學群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學習理論研究、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教育

心理學專題研究 

陳淑美 課程與教學學群 質性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多元化教育研究 

鄧佳恩 課程與教學學群 科技與倫理研究、教育研究法、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陳鶴元 生命教育學群 科技與倫理研究、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學習評量研究、

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移地研究 

李信良 課程與教學學群 青少年學習行為研究、教育統計與軟體之應用、教師心理衛生研究 

劉子彰 

（2015/02 離職） 

行政與領導學群 教育評鑑、教育政策、教育行政、高等教育、教育哲學 

蘇娉妍 

（2014/02 離職） 

生命教育學群 教育哲學研究、生命教育研究 

王文科 

（2014/08 退休） 

課程與教學學群 教育研究法、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移地研究 

江淑真 

（2015/08 到職）  

行政與領導學群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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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兼任教師學經歷 

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如表 3-1-5。因應課程需要，本所聘請校外兼任教師擔任相關

課程。101 學年計有 2 人，包含教授和副教授各 1 人；102 學年計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和

助理教授 1 人；103 學年計有教授和副教授各 1 人。本所兼任教師在教學和研究上皆具豐富

經驗，且均具有博士學位（如表 3-1-5）。 

[表 3-1-5]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學年度 職稱 姓名 授課科目/學期 學歷 現職單位 

101  

教授 林志忠 教學科技理論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

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吳榕峯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英國威爾斯大學

教育系博士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102 

副教授 吳榕峯 教育行政研究 
英國威爾斯大學

教育系博士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教授 王文科 教育研究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博士 

東海大學教研所退休教

授 

教授 王文科 移地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博士 

東海大學教研所退休教

授 

助理教授 蘇娉妍 生命教育教材教法 
西班牙那瓦拉大

學教育所博士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研究員 

副教授 陳以愛 
當代教育議題：中國知

識人的大學論 

政治大學歷史學

博士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技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 

副教授 吳榕峯 教育改革問題研究 
英國威爾斯大學

教育系博士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教授 
William 

Lan 
專題討論（一） 

University of Iowa

教育心理系博士 

Texas Tech University教

授兼系主任 

103 

副教授 吳榕峯 教育行政研究 
英國威爾斯大學

教育系博士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副教授 吳榕峯 教育改革問題研究 
英國威爾斯大學

教育系博士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教授 王文科 教育研究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博士 

東海大學教研所退休教

授 

教授 王文科 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博士 

東海大學教研所退休教

授 

本所教育目標之一為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教育人才，因此在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活動方面， 

101 學年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伍美蓮、鄭漢文、龔立人教授，以生命教育專題進行

系列演講；102 學年度邀請美國德州理工大學 William Lan 教授開授專題討論課程；103 學年

度邀請 3 位國外學者演講，分別為美國 Purdue University 傑出教授 Fenggan Yang、復旦大學

哲學系副教授朱曉紅教授，及美國 Argosy 大學 Nancy Huang 教授，分別在所上進行一場專題

演講。101-103 學年度本所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情形彙整如表 3-1-6。 

[表 3-1-6] 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一覽表 

學年 日期 地點 演講人 主題 

101 101.12.20 茂榜廳 伍美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 

思考 ‧ 價値 ‧ 人生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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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1.12.20 茂榜廳 鄭漢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 

生命教育的理論框架 

101 101.12.20 茂榜廳 龔立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

化與宗教研究系） 

香港推動生命教育的經驗 

102 102.10.18 梨子咖啡館

中科店 

William Lan 教授（美國德州

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大學老師的教學與研究 

102 102.10.02- 

102.10.16 
教育研究所 

附中 5F 

William Lan 教授（美國德州

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Techncial Writing for Research 

Report 

103 103.12.04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Fanggan Yang 教授（普渡大學

教授社會系教授） 

我對各國大學之教育發展趨

勢觀察 

103 103.12.04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朱曉紅教授 （復旦大學哲學

系教授） 

我對各國大學之教育發展趨

勢觀察 

103 104.04.09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Nancy Huang 教授（美國

Argosy 大學教育博士） 

相遇心相育-十二年國教「適

性學習」 

本所除了兼任行政職的教師和新聘任教師之外，所有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授課 9 學分（即

每週至少 9 小時），如表 3-1-7 所示，本所專任教師每周授課介於 9-11 小時之間，時數合理，

且均符合本校每週授課鐘點不得超過 13 學分之規定。另，為專心於教學及研究工作，本所專

任教師亦無於校外兼課之情形。此外，由表 3-1-8 所示，本所碩士班或在職專班的專任教師

學分數與系上全部學分數之比例亦在合理範圍內。 

[表 3-1-7]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平均每週授課時數表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趙星光 9.83 11.8 11.5 10.5 10.2 11 

陳世佳 7.83 8.4 9 7 5 9 

林啟超 11.83 10.5 11.5 10.9 11.5 10.5 

王文科 12 14     

陳淑美   12 10 12 12 

鄧佳恩   6 7 9 6 

陳鶴元   7 6 8 8 

李信良 11.83 9 14 9 13.5 11 

蘇娉妍 11.17 10.5     

劉子彰 11 10 12 14 12  

 [表 3-1-8]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佔總開課學分數比例表 

學期 系上全部學分數（A） 
專任教師學分數（B） 

（含合聘教師） 
比例 （B）/（A） 

101-1 
碩班 35 32 91.43% 

專班 27 24 88.89% 

101-2 
碩班 35 35 100% 

專班 21 18 85.71% 

102-1 碩班 38 31 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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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 33 27 81.82% 

102-2 
碩班 36 36 100% 

專班 30 24 80% 

103-1 
碩班 37 37 100% 

專班 30 24 80% 

103-2 
碩班 34 34 100% 

專班 30 24 80% 

為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本所教師致力於結合校外資源，視課程需要，於課程中加入參訪

活動，除滿足學生學習、研究所需外，亦落實本所之教育目標，表 3-1-9 臚列歷年之參訪活

動。 

[表 3-1-9]課程參訪活動一覽表  

學期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參訪日期/時間 參訪單位 備註 

102 陳鶴元 生命教育試作與實作 103.04.22 人子共生協會  

103 陳鶴元 生命教育研究 103.10.05 晨曦會苗栗戒毒村  

102/02 趙星光 生命教育專題研究 2014/03/24 人子協會  

102/02 趙星光 生命教育研究 2014/05/25 人子協會  

102/02 趙星光 移地研究 2014/07/21-30 蘭州大學 10天 

103/02 趙星光 生命教育研究 2015/05/17 人子協會  

103/02 趙星光 生死教育研究 2015/06/11 台中榮民總醫院  

103/02 趙星光 移地研究 2015/07/20-27 蘭州大學 8天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101 至 103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發表情形如表 3-2-1，其中期刊論文（含 SSCI、TSSCI

和其他）計 29 篇，研討會論文（含國內和國外）計 45 篇，專章或專書論文計 5 篇。 

[表 3-2-1]101-103 專任教師發表期刊論文及研討會分類統計表 

著作項目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專章或專書論文 

著作性質 SSCI TSSCI 其他 國內研討會 國外研討會 

趙星光 1 0 0 1 7 3 

陳世佳 1 0 1 4 0 0 

林啟超 0 1 5 17 4 0 

李信良 0 0 6 2 0 0 

陳淑美 0 0 5 1 0 1 

鄧佳恩 1 0 0 0 1 0 

陳鶴元 5 1 0 0 0 0 

劉子彰 0 1 1 3 5 1 

合計 8 3 18 28 17 5 

本所專任教師所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皆與自己研究旨趣相關，並且亦與本所授

課內容高度關連。專任教師每年都積極發表學術期刊、研討會、專書、或專書專章等，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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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所教師在學術領域之努力。101 年發表研討會論文 16 篇、期刊論文計 12 篇；102 年研討

會論文計 18 篇、期刊論文計 4 篇；103 年研討會論文計 11 篇、期刊論文計 13 篇。另有專書

1 本；專書專章 4 篇。上述論文之篇目可詳見下表 3-2-2、表 3-2-3、表 3-2-4。 

[表 3-2-2]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篇目 

1、國內（校內）研討會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戴瑞宏、陳世佳 散落與拾獲─聽首屆十二年國教

學生的聲音 

2013年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

會。台中：東海大學 

2013/5/16 

林玉純、陳世佳 因應十二年國教：三所私立高中

職校長之領導 

東海大學第六屆教育專業發展

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 

2014/5/23 

郭盈伶、林啟超 國中學生父母管教方式與自我

概念關係之研究 

第四屆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東

海大學 

2012/05 

廖秋美、林啟超 高中英文課室心理支持、心理需

求與自我調整學習之關係研究 

第六屆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東

海大學 

2013/05 

徐匡賢、林啟超 國中技藝生社會自主支持、心理

需求與動機調節類型關係之研

究：以台中市為例 

第六屆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會/東

海大學 

2013/05 

楊維軒、李信良 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於英語教

學對提升國小學童英語學習動

機與學習成就知探究─以台中市

為例。 

東海大學第四屆教育專業發展

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教育研究

所。 

2012/05/25 

羅于宣、李信良 台中地區高職學校普通班學生

對身心障礙同儕態度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五屆教育專業發展

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教與活化

教學/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2013/05/24 

秦蜀蕙、陳淑美 

 

國民小學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

格教育之探究:以中部某品德教

育特色學校為例 

第六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

會/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2014/05 

徐千和、袁媛 

陳鶴元 

動態幾何軟體融入數學成效之

初探 

2012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2012 

賴宜岑、袁媛、 

陳鶴元 

國中七年級學生形成多邊形內

角和一般化解題公式的探究 

第八屆教師生涯規劃與教育專

業發展研討會/中原大學 

2012 

2、國內（校外）研討會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陳世佳、顏炘

怡、周瑛琪、

顏宏偉、黃英

修 

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國中教材融

入節能減碳知識之現況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2 學術研

討會。高雄：中山大學。 

2012/12/21 

陳世佳 諦聽師心，永續希望─以永齡希

望小學東海分校為例 

永齡希望小學執行成果暨補救

教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

學。 

2013/06/28 

林啟超 

謝智玲 

林啟賢 

教師、父母心理支持對高職生動

機類型與學業投入之關係研究 

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會/亞洲大學 2012/10 

陳瑩如 

林啟超 

幼兒園教師知覺園長領導風

格、心理需求與工作滿意度之研

第51屆台灣心理學會/亞洲大學 2012/10 



32 

 

究-以台中市私立幼兒園為例 

陳莞茹 

林啟超 

 

家庭教育資本、學習策略與學童

學習成就之關係─以台灣學生學

習成就評量資料庫為例 

第51屆台灣心理學會/亞洲大學 2012/10 

張家捷 

林啟超 

幼兒園教師幸福感與教學效能

之關係─以新竹市為例。 

第51屆台灣心理學會/亞洲大學 2012/10 

林啟超 

謝智玲 

林啟賢 

高職學生教師心理支持、學業情

緒、自主動機與學習行為之關係

研究 

第52屆台灣心理學會/政治大學 2013/10 

林淑慧 

林啟超 

國小高年級學生數學動機調節

量表構念效度驗證之研究 

第52屆台灣心理學會/政治大學 2013/10 

陳淑玲 

林啟超 

台中市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

社群知識分享動機與知識分享

行為之研究 

第52屆台灣心理學會/政治大學 2013/10 

徐匡賢 

林啟超 

餐旅技藝生社會自主支持、心理

需求與動機調節類型之關係 

第52屆台灣心理學會/政治大學 2013/10 

林啟超 

謝智玲 

林啟賢 

高職學生教師心理支持、學習興

趣與課業投入之關係 

第53屆台灣心理學會/臺灣大學 2014/11 

林啟超 出色的孩子：找到自己，實現自

我。研討會手冊（pp. 57-69） 

功文文教育基金會/國北教育大

學 

2014/11 

林淑慧 

林啟超 

國小高年級數學學習投入量表

構念效度驗證之研究─以台中市

為例 

第53屆台灣心理學會/台灣大學 2014/11 

林淑慧 

林啟超 

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數學

課室心理支持、動機調節類型與

學習投入之關係─以台中市為例 

第53屆台灣心理學會/台灣大學 2014/11 

黃珮珮 

林啟超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童希望感

與課業投入之關係─以台中市為

例 

第53屆台灣心理學會/台灣大學 2014/11 

洪蕙英 

林啟超 

大學生六向度成就目標取向與

學習策略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

為例 

第53屆台灣心理學會/台灣大學 2014/11 

劉子彰 創意經濟時代中開放教育與創

新管理對高等教育行政之啟示 

變遷社會中的教育效能與創新

研討會/教育行政學會、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 

2012/05 

劉子彰 另一種取徑之創意課程評鑑個

案研究 

「永續發展的教育行政與評鑑」

研討會/教育行政學會、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 

2013/06 

劉子彰 美國師資培育標準：伊利諾州為

例 

第一屆精緻特色師資培育學術

研討會暨成果展，臺灣師範大學 

2013/06 

趙星光 擺盪中的十二年國教與教育機

會均等 

2013 台灣社會學年會/台灣社會

學會主辦 

2013/11 

趙星光 基督徒之宗教行為 2013 基督信仰與台灣社會研討

會/二十一世紀華人智庫協會主

辦 

2013/11 

3、國外研討會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Lin, C. C., &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119th American Psychology 2011,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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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eh, C. L. autonomy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 learning: A model of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ehaviors 

in Taiwan.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U.S. A.  

Lin, C. C., 

Hsieh, C. L., & 

Lin, C. H.  

The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Breckenridge, Colorado, U. S. A 

2013, August 

Lin, C. C. 

Hsieh,  

C. L., & Lin, C. 

H.  

 

Teachers’ psychologic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ehavior 

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enjoy and 

hope.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duc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2014, August 

Hsieh, C. L., & 

Lin, C. C.  

 

Mediational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adjustment in 

Taiwanese Children of new 

inhabitants.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duc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2014, August 

Huang, H.-W., 

Teng, D. C., & 

Chen, Y.-J. 

Engaging students with 

smartphones and cloud resource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2013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ingtung, Taiwan. 

2013/05 

Chen, H.Y., 

Sun, C.Y., & 

Lin, S.C. 

The Impact of OpenCourseWare 

on Student Motivation and 

Faculty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sia Regional OpenCourseWare 

and Open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1/11 

Tu, Y.C. & 

Chen H.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 

Sciences conference 

2012/06 

Chen H.Y., 

Yang, K.Y. & 

Changlai, M.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Problem-Based （ePBL） 

for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on Mobile Devices 

The 2nd Asia-Pacific Joint 

Conference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2012/10 

Chen, H.Y., 

Wang, D.C., 

Chen, C.C. & 

Liu, C. H. 

Designing an interactive RFID 

game system for improving 

students’ motivation in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entric Computing 

2013/08 

Chen, H.Y. & 

Jang, S. J.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Using 

Electronic Books and the TPACK 

of Elementary Science Teachers. 

NARST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3/04 

Chao, 

Hsing-Kuang 

and Wei-Pen 

Wang 

The Encounter of Global 

Charismatism and Local 

Religious Culture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s 2015, The Thistle 

Brighton, Brighton, United 

Kingdom 

2015/07 

趙星光 台灣基督徒的宗教性與社會福

祉研究 

第十一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

論文/中國人民大學主辦 

2014/07 

Chao, 

Hsing-Kua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the Global Linkage and Local 

Experiences 

at Global ReOrient: Chinese 

Pentecostal/Charismatic 

Movements in the Global East 

Symposium,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2013/10 

趙星光 台灣基督徒的性倫理道德意識

初探 

第十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論

文/Purdue University、香港中文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香港大學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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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Chao, 

Hsing-Kuang 

Becoming Religio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Religiosity in Taiwan 

at 32th ISSR conference, Abo 

Akademi University, Turku: 

Finland 

2013/06 

Chao, 

Hsing-Kuang 

The commonality and uniqueness 

of Religiosity among Traditional 

Chinese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at Beijing Forum 2012,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2012/11 

Chao, 

Hsing-Kuang 

Religious Conception, Experience 

and Life Attitudes among 

Believer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ASR）, Grand Hyatt 

Hotel, Denver 

2012/08 

[表 3-2-3] 專任教師發表期刊論文篇目 

作者 期刊論文名稱 期刊名；期（卷） 出版年月 

陳滿容、陳世佳 ADHD學童在普通班數學學習

之探討。 

教師專業發展電子報，22，e論

壇，1-25 

2013/03 

Shr-Jya Chen & 

Ying-Chyi Chou 

& Hsin-Yi Yen 

& Yu-Long 

Chao 

Investigating and structural 

modeling energy literac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Energy Efficiency,8（1）（SSCI） 

 

2015/02 

林啟超 高職學生課室自主支持、動機類

型與逃避策略間關係之探討 

台東大學教育學報；23（1），
59-90 

（TSSCI） 

2012 

王曉晴、林啟超  國小學童課室目標結構、數學知

識信念與學習行為組型關係之

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8，29-56 2012 

林彩雲、林啟超 國小教師組織承諾、教師自我效

能與知識分享之關係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8，74-101 2012 

李秋娟、林啟超 

謝智玲 

國小學童數學課室目標結構、家

庭教養方式、學習投入與學業成

就之關係 

東海教育評論，10，1-30 2014 

陳淑美、林啟超 

王文科 

國民小學實施節能減碳教育之

行動研究-以反怠速方案教學為

例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

刊，7（2），77-96 

2014 

林啟超、謝智玲 動機模式在教學上的應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1），

137-142 

2015 

張瑞芳、李信良 當代教師必備的能力─知識管

理。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101。 2012/01/15 

陳百娥、李信良 

劉佳諭 

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

儕關係之相關探討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102 2012/03/15 

張瑞芳、李信良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之探究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103。 2012/04/15 

李玲美、李信良 孩子，抓緊繩索了嗎？─經濟弱

勢學童對補救教學的看法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108。 2012/11/15 

劉瓊華、李信良 一個孩子的改變─輔導一位高年

級學生改善衛生習慣之行動研

究 

教師行動研究論文集。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p.80~133 

2012 

王玉慎、李信良 教師情緒勞務及組織承諾之相

關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10, p.32-52。 2014 

秦蜀惠、陳淑美 品德教育特色國民小學實施關 東海教育評論，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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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活動之個案探究 

陳淑美 實踐社群理論下之多元文化師

資培育探究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0 （ 2） 2014/06 

陳淑美 科技與多元文化教育的對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9） 2014/09 

陳淑美、林啟超 

王文科 

國民小學實施節能減碳教育之

行動研究─以反怠速方案教學為

例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

刊，7（2） 

2014/12 

蕭智慧、陳淑美 國中英語教師將多元文化教育

融入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 

網路社會學通訊 ，103 2012/04 

Teng, D. C. E., 

Chen, N. S., 

Kinshuk, &  

Leo, T. 

Explor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research seminar in the 

Synchronous Cyber Classroom 

Computers & Education, 58（3） 2012/04 

Liu, Tze-Chang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neoliberalism to creative economy 

教育資料集刊, 60,  2013/12 

Liu, Tze-Chang Taiwan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 Evaluation—some 

critical perspectives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4） 2015/05 

Tu, Y. C., Lee, 

H. C., Chen, H. 

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Taiw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1（2）, 167-179 

2012/06 

Jang, S.J., Tsai, 

M.F., & Chen, 

H.Y. 

Development of PCK for novice 

and experienced university 

physics instructors: A case study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8） , 

p.27-39 

2012/04 

張世忠、蔡孟

芳、 

陳鶴元 

國中科學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

與科學教學導向之探討 

科學教育學刊，20（5），413-433 2012/04 

Lee, C.Y; Pan, 

P. J. D; Liao, 

C.J; Chen, H.Y. 

E-character education among 

digital natives: Focusing on 

character exemplars 

Computers &  

Education , 67, p.58-68. 

2013/09 

Chen, H.Y. & 

Jang, S.J.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using 

electronic books and the TPACK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ers 

Th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12（2） ,  

p.131-141. 

2013/04 

Pan, J.D., Deng, 

L.F,& Chen 

H.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ristian-based Grief 

Recovery Scale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Counseling, 42（1）, p.99-114 

2014/11 

Tu, Y. C., Lee, 

H. C., Chen, H. 

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sychological Control,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Taiw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122, p.335-343 

2014/03 

[表 3-2-4] 專任教師發表專章或專書論文 

作者 專章（論文）名稱 專書名稱 出版/發表地點 發表年月 

Chang, C., 

Chen, S., & 

Lee, Y. A., & 

Yoneda, F. 

Four sisters' journey 

in/to the west: 

Preparing ourselves 

to become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ors 

Dialogue and difference in a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A 16-year socialcultural 

study of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Charlotte, NC, 

USA: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12/11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95/http/www.nhu.edu.tw/~society/e-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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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M.A., 

Liu, T.C.,and 

Ondercin, D 

 The Pedagogy of the Open 

Society: Knowledge and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Sense 2012/12 

趙星光 戰後台灣基督教會

發展經驗與現況分

析 

基督信仰在台灣－2012年

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

查，伊慶春主編，頁99-142 

台北：中華二十

一世紀智庫協

會 

2014.09 

Chao, 

Hsing-Kuang 

and Kuang 

Ping-Yin. 

Becoming Religio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Religiosity in 

Taiwan 

Pp.213-232. in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Chenghi 

University 

Press. 

2013.12. 

Chao, 

Hsing-Kuang. 

Taiwanese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Pp.105-124.in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Chenghi 

University 

Press. 

2013.12.  

本所專任教師不僅進行學術研究，更進一步透過教學工作坊及參與學術研討，提升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並提供學校相關專業服務。同時也積極參與校外教育相關研習，一方面提升

教育學術專業，另一方面也能促進跟其他單位之交流，以共同合作以健全教育研究之發展。 

本所專任教師近 3 年來所從事研究計畫及發表論文皆與教學專長和實務經驗相關，研究

範圍涵蓋教育社會學，例如：『不正義的社會起源：（子計畫六）十二年國民教育與教育機會

均等』、教育政策和評鑑，例如：『台灣與美國師資培育機構評鑑之比較研究』、教育科技，例

如：『雲端校園教學應用與互動學習平台建置』、青少年的學習行為，例如：『高職學生的教師

心理支持、動機調節類型與學習行為：檢驗學業情緒之愉悅、希望的角色』…等。教師學術

與專業表現除了與課程結合之外，亦將研究成果導入課程教學，提供學生專業學習的材料。 

本所專任教師積極爭取科技部相關專題研究，近 3 年擔任科技部、教育部或民間團體組

織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計畫於 101 學年度計 8 件、102 學年度計 12 件、103 學年度計 17 件

（詳如表 3-2-5），由此可見本所積極努力進行相關產學合作，另，本所專任教師與產、官、

學、研建立學術合作計畫案如表 3-2-6。 

[表 3-2-5]歷年獲補助之各類研究計畫或委託數量統計表 

         年度 

類別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合計 

科技部 5 7 4 16 

教育部 1 2 10 13 

民間團體 2 3 3 8 

[表 3-2-6]專任教師與產、官、學、研建立學術合作計畫一覽表 

1、科技部 （15件）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元） 

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單一整合型計畫：高中職「能源生態科

技領域探究式課程」研發計畫（1/3） 

100/11/01~101/12/31 1,863,000 

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單一整合型計畫：高中職「能源生態科

技領域探究式課程」研發計畫（2/3） 

101/10/01~102/11/30 1,5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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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單一整合型計畫：高中職「能源生態科

技領域探究式課程」研發計畫（3/3） 

102/09/01~103/07/31 865,000 

林啟超 主持人 高職學生的教師心理支持、動機調節類

型與學習行為：檢驗學業情緒之愉悅、

希望的角色。NSC-101-2410-H-029-028。 

101/08/01~102/09/30 564,000 

林啟超 主持人 高職學生課室心理支持、學習興趣與課

業投入之關係。SC-102-2410-H-029-035。 

102/08/01~103/09/30 570,000 

林啟超 主持人 高職學生自主動機與正向學業情緒交互

效果模式之研究。MOST 103-2410- 

H-0296-016。 

103/08/01~104/07/31 604,000 

劉子彰 共同主持人 單一整合型計畫：節能減碳新興科技融

入高中創新課程之研究計畫（2/3） 

NSC-101-3113-S-029-003 

101/11/01~102/07/01 1,559,000  

劉子彰 共同主持人 單一整合型計畫：高中職「能源生態科

技領域探究式課程」研發計畫（3/3）  

NSC-102-3113-S-029 -002 -GJ 

102/08/01~103/07/31 865,000 

劉子彰 主持人 台灣與美國師資培育機構評鑑之比較研

究 MOST-103-2410-H-029 -033  

103/08/01~104/07/31 365,000 

陳鶴元 共同主持人 中小學科學教師之TPACK相關研究 101/08/01~105/07/31 1,130,000 

陳鶴元 主持人 電子書的使用原因與學習成效 101/11/01~103/01/31 237,000 

陳鶴元 共同主持人 雲端校園教學應用與互動學習平台建置 102/06/01~103/05/31 900,000 

陳鶴元 共同主持人 跨平台行動社群學習雲端環境之建置 101/06/01~102/05/31 722,000 

趙星光 主持人 不正義的社會起源：（子計畫六）十二年

國民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 

101/08/01~102/07/31 509,666 

趙星光 協同主持人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

次調查 

102/06/01~104/11/30 12,000,000 

2、教育部（13件）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2卓越計畫子計畫一：博雅學習之成功

要素計畫 

102/01/01~102/12/31 3,928,731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2卓越計畫子計畫二：博雅學習之轉化

養成計畫 

102/01/01~102/12/31 6,668,168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卓越計畫子計畫一：博雅學習之成功

要素計畫 

103/01/01~103/12/31 2,562,690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卓越計畫子計畫二：博雅學習之轉化

養成計畫 

103/01/01~103/12/31 6,226,405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卓越計畫子計畫三（3-1）：博雅學習

之實踐開創_校內擴散計畫 

103/01/01~103/12/31 1,716,630 

陳世佳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學年度教育部精進師培子計畫四：

「班級經營提升計畫」 

103/08/01~104/07/31 80,000 

王文科 

林啟超 

協同主持

人 

包班制？科任制？─國民小學教學型態

實施之可行性再探討。 

100/12/20~101/5/31 17,5500 

林啟超 

李信良 

陳淑美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學年度教育部精進師培計畫子計畫

三：「數學有效教學計畫」 
103/08/01~104/7/31 

80,000 

林啟超 協同主持

人 

師資職前培育教育專業課程模組架構訂

定專案計畫 
103/7/01~104/6/31 

1,578,245 

林啟超 協同主持

人 

104年教育部數位學伴伙伴型大學實施

計畫 

104/1/01~104/12/31 1,79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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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佳恩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學年度教育部精進師培子計畫二：

「閱讀教育與語文能力（國、英）提升

計畫」 

103/08/01~104/07/31 80,000 

陳鶴元 子計畫 

主持人 

103學年度教育部精進師培計畫：迎向十

二年國教適性學習的師資培育與教學 

103/08/01~104/07/31 440,000 

趙星光 

陳鶴元 

主持人 103學年度教育部精進師培子計畫一：

「生命教育與適性輔導」 

103/08/01~104/07/31 200,000 

3、民間團體組織（7件）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101年「永齡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

畫 

101/09/01~102/08/31 8,502,290 

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102年「永齡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

畫 

102/09/01~103/12/31 10,982,669 

陳世佳 計畫主持人 103年「永齡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

畫 

104/01/01~104/08/31 6,198,656 

趙星光 共同主持人 
基督信仰與台灣社會調查II：2015教會

調查 
103/09/01~104/12/31 750,000 

趙星光 主持人 東海大學立校精神的詮釋與實踐 103/05/01~105/04/30 580,000 

趙星光 共同主持人 
優質老化之泉：社經地位與宗教的競逐

作用 
101/08/01~104/07/31 15,000,000 

趙星光 共同主持人 2012年基督信仰與社會調查研究 102/06/01~103/12/31 1,500,000 

 在特殊榮譽方面，從 101 至 103 學年，本所專任教師獲本校教學暨學術研究獎勵者共計

11 件，如表 3-2-7。另外，本所趙星光副教授分別於 102 年 2 月、10 月及 103 年 7 月，應日

本南山大學、美國 Purdue University、中國人民大學之邀請擔任專題講座講員。 

[表 3-2-7] 專任教師獲本校教學暨學術研究獎勵一覽表 

教師 獎項/獎金 獎勵事由 備註 

陳世佳 績優獎/10,000 產學合作獎勵 101 

陳世佳 258,397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101 

陳世佳 147,235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102 

林啟超 32800 學術著作獎勵 101學年 

林啟超 獎狀 社科院教學優良獎 102學年 

林啟超 獎狀30000 教學優良獎 103學年 

陳淑美 獎金20000 教學特優獎 100學年度 

趙星光 5,000 學術著作  

趙星光 15,000 學術著作  

趙星光 15,000 學術著作  

趙星光 30,000 101年全校優良導師  

本所專任教師無論在校內或校外，擔任許多研究和教育專業服務工作。專任教師除了擔

任校內外相關委員或專家學者代表外，也會積極參與校外服務，擔任學術期刊編審人員或委

員。專任教師各有其專業背景，在不同之教育領域中，提供多元的專業服務，對教育領域提

供服務資源。計有專任教師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位 3 次、擔任學術活動主持人 9 次、評

論人 13 次、與談人 9 次及其他 21 次等。（☆見附件表 3-2-8、表 3-2-9、表 3-2-10 和表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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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校針對教師評量訂有「東海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

則」（★相關辦法於實地評鑑時提供）；教師於每 4 年接受 1 次的教師評鑑。本所趙星光老師

與陳淑美老師皆已通過 103 年度的教師評鑑，其中林啟超老師於 101 年通過升等，免除 1 次

教師評鑑。 

本校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包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教師評鑑之執行、進修教

師之審查、教師參與系/所務工作和教師參與及支援院務及校務工作。 

（一）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相關資料 

本所訂有「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和「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教

師升等審查要點」（★相關辦法於實地評鑑時提供），依前者，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 人，由所長兼任，開會時擔任主席，主席若係議案當事人，除應迴

避投票外，該次會議應另推派其他委員為主席。此外，依後者，本所設教師評審委員會，由

本所教師組成，召集人由所長擔任之，但委員不得參與高於本身職等之教師升等審查。如人

數不足 3 人時，依「東海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注意事項」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相關辦

法於實地評鑑時提供），以及「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新聘教師評估辦法」等（★相關辦法於實

地評鑑時提供），以審議教師之遴聘、升等、停聘等事項。 

（二）教師評鑑執行情形相關資料 

院方和校方訂有「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新聘教師評估辦法」、「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教師評鑑辦法」、「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東海大學新聘教師評估辦

法」、「東海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和「東海大學教師升等實施辦法」等，針對教師

在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進行考核以作為遴聘、續聘、升等、停聘之依據；本所林啟超

老師於 101 學年升等為副教授。（★上述相關辦法於實地評鑑時提供） 

（三）進修教師之審查辦法與執行成效 

本校非常注重教師的專業成長，也鼓勵教師申請在職進修，並訂有「東海大學專任教師

進修研究辦法」（★相關辦法於實地評鑑時提供）。本所陳淑美教授依據本辦法，經由學校三

級三審程序，於 101 學年度申請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進行研究 1 年，並於 102 學年度返所

任教。每學期均定期舉辦導師會議以及教學研討會，邀請校內外教育專家，演講有關教育理

念、教學方法與輔導學生等相關演講，以提供本所教師進修的管道與機會，提升教學品質與

教學績效。本所亦經常舉辦「教師沙龍」，邀請教學評鑑優良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提供本所教

師專業之成長。是以所上教師不論是教學或服務上都有優異表現，獲得院級或校級的肯定，

如趙星光老師 101 學年獲得學校優良導師獎、林啟超老師於 102 和 103 學年分別獲得院級教

學優良獎和校級教學優良獎等。 

（四）教師參與系、所務工作情況與成效 

專任教師皆積極參與本所每月第 3 週（星期五）的所務會議，其中包括：教師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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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每學期 2~3 次）、課程指導委員會（每學期 2~3 次）、修業指導委員會（每學期 2~3 次）、

提升學習成效委員會（每學期 1 次）、教研所自我評鑑委員會（每兩年 1 次）。 

（五）教師參與及支援院務及校務工作情況 

本所專任教師除了積極參與本所每月第 3 週（星期五）的所務會議之外，亦出席校級、

院級等重要會議，例如：校務會議、院務會議、性別平等會議、圖書館會議、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等。請參見表 3-3-1。本校教

師升等和評鑑亦有檢視並參酌教師進修狀況、教師參與及支援院務和校務工作之情況。 

 [表 3-3-1] 專任教師擔任校內服務一覽表 

序 教師 會議名稱 學年期 

1.  陳世佳 學生獎懲委員會 102-103 

2.  陳世佳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02-103 

3.  陳世佳 基督教指導委員會 101-103 

4.  陳世佳 校長遴選委員 100/11 

5.  陳世佳 校務發展規劃小組委員會 101 

6.  陳世佳 教學評鑑委員會 101 

7.  陳世佳 職工評審委員會 102 

8.  陳世佳 附中校務發展督導委員會 102 

9.  陳世佳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02 

10.  陳世佳 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無障礙推動小組 102-103 

11.  陳世佳 國際教育合作委員會 102 

12.  陳世佳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 102 

13.  陳世佳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 102-103 

14.  陳世佳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102-103 

15.  陳世佳 校評鑑委員會委員 103-1 

16.  陳世佳 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專案審查小組 103 

17.  趙星光 院教評委員 99-101 

18.  趙星光 法規委員會 100-102 

19.  趙星光 附中校務發展督導委員會 102-103 

20.  趙星光 基督教指導委員會 102-103 

21.  趙星光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102 

22.  趙星光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 103 

23.  李信良 圖書委員會 98-100、102-103 

24.  李信良 法規委員會 101-102 

25.  林啟超 院務會議委員 101 

26.  林啟超 院教評委員 102 

27.  林啟超 院長連任評鑑小組委員 101/02 

28.  林啟超 基督教指導委員會 100 

29.  林啟超 資訊教育委員會 101 

30.  林啟超 教學評鑑委員會 101-103 

31.  林啟超 附中校務發展督導委員會 102 

32.  林啟超 校務會議代表 102 

33.  陳淑美 院務會議委員 102 

34.  陳淑美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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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教師 會議名稱 學年期 

35.  陳淑美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103-104 

36.  陳淑美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 103 

37.  陳鶴元 教學發展委員會 102 

38.  陳鶴元 法規委員會 103 

39.  鄧佳恩 學術發展小組委員 102 

40.  鄧佳恩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103-2 

41.  劉子彰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101~103-1 

42.  蘇娉妍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101 

43.  蘇娉妍 圖書委員 101 

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一）教師教學設計之運作 

1、 教師課程規劃符合核心能力 

配合本校相關規定，本所教師教授之課程均擬訂教學大綱，並利用開學第一堂課進行課

程規劃之說明與討論，學生亦可從本校資訊系統內下載與列印各課程教學大綱（☆見附件資

料 3-4-1 範例）。各學科教學設計考量核心能力（如表 2-1-2），本所授課教師皆依據本所之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 

從表 2-1-2 中，可清楚看到各課程與所核心能力之對應情形，本所透過此機制，協助任課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狀況之檢核。 

2、課程大綱內容清說明及網路化 

課程大綱呈現詳盡課程相關資訊，包括上課時間與地點，以及教師聯絡方式與晤談時間，

方便學生與教師進行課程上的討論，亦訂有課程目標與每週明確的課程內容、主要教材、參

考書目，方便學生進行課前準備與學習上的進階研讀，課程評量方式與相關規定也條列明確，

並註明此課程所使用的配分方式與作業完成期限，讓學生有所依據，有益於進行妥善的時間

管理與運用。任課教師都於前一學期將課程大綱上傳至學校教學平台，各課程上傳至學校教

學平台之科目統計（如表 3-4-1），讓學生易於取得與應用。 

[表 3-4-1]教育所課程大綱上網統計表 

學期 開課課程數量 
課程大綱上網 

數量 比例 

101 上：14（碩班）+8（碩專） 

下： 14（碩班）+6（碩專）     共 42 
42 100 % 

102 上：15（碩班）+10（碩專） 

下： 15（碩班）+9（碩專）     共 49 
48 98 % 

103 上：16（碩班）+9（碩專） 

下： 13（碩班）+8（碩專）     共 46 
46 100% 

3、科技融入教學 

教師與學生透過 moodle 教學平台進行課業討論，或學生上載作業、報告並進行問題提問

與回應。藉此，提供學生與教師或同儕間密切的互動與聯繫。同時，任課教師（生命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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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元文化、科技與倫理、移地研究、生死教育研究、生命教育試作等）也使用 FB，藉此，

提供學生與教師或同儕間密切的互動與聯繫，藉由教學科技的運用，課程更符合學生的學習

需求。 

4、專兼任教師自編講義或其他輔助教材之成果 

教師在各課程除了提供指定的參考用書外，也都藉由相關的輔助教材，適時補充與課程

內容相關期刊文獻、論文等相關素材資料，使同學能夠即時掌握教育脈動和資訊，提供同學

豐富學習內容，並幫助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做相關的連結與探討，101-103 學年度，專、兼任教

師所提供的輔助教材課程統計如表 3-4-2： 

[表 3-4-2]教育所課程專、兼任教師輔助教材統計表 

學期 開課課程數量 數量 比例 

101 專任（含碩專）：40   兼任：2         共 42 42 100 % 

102 專任（含碩專）：42   兼任：7         共 49 49 100 % 

103 專任（含碩專）：42   兼任：4         共 46 46 100% 

5、依據課程性質，應用多元而適切的教學方法 

本所教師進行課程教學時，藉由課堂講授、學生報告、小組討論、分組合作學習、影片

欣賞討論、參訪、外聘講員、書面專題研究報告等，提供學生多方面的知能學習。本所教師

之教學設計均本於核心能力目標，依據課程教學目標安排適當之教學方法，力求確實培養學

生核心能力。再者，本所教師重視學生個別差異，深知教學方法須彈性因應學生狀況。因此，

教師採取多元教學方法，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二）教師教學評量設計依據核心能力 

1、學習評量設計對應核心能力 

本所教師在各課程中之學習評量考量本所之核心能力於各課程評量設計中實施，從表

3-4-3 可知教師評量方式與核心能力的對應情形，由此些表格內容可知，本所教師確實做到經

由學習評量的設計來檢核學生學習之核心能力。 

[表 3-4-3]所核心能力與評量方式之對應（以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為例） 

課程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授課教師 趙星光 

核心能力

指標 

核心能力配分 

1 2 3 4 5 6 7 8 

理解重要

教育理論 

30% 

理解人類

學習特質 

 

關懷當代

教育議題 

20% 

展現團隊

合作精神 

 

具備批判

思考能力 

20% 

具 備創意

問 題解決

能力10% 

具備研究與

發表能力 

10% 

尊重學術

倫理 

10% 

評量方式請

打勾 
        

學生出席發言         

平時作業         

期末報告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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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教學受學生肯定 

本所於每年研究生入學之新生座談會，除說明與研究所的相關規定，也特別讓學生知道

可以透過教學評量意見（學校或所上），反應授課教師之教學意見，鼓勵學生隨時反應教學

上的意見，表明本所對學生教學意見的重視。根據 101-103 學年度東海大學各學年度教學意

見調查評價，本所教師得分（介於 94.2 ~ 96.5），皆高過全校平均之得分（介於 92.7 ~ 93.6），

可見學生皆對任課教師的課程、教學品質有極高度的肯定（如表 3-4-4）。另外，本所亦自行

調查學生對教師授課滿意度，調查結果亦顯示教師授課內容符合學生的需求，並能增進教育

研究相關知能（於五點量表，得分介於 4.44 ~ 4.65，如表 3-4-5）。也由於學生對授課教師有

極高度的肯定，因此，直至目前未有教師需參加教學輔導。 

[表 3-4-4]學校教學意見調查摘要表 

              平均得分 
學年度 所上平均得分 全校平均得分 

101 上 96.5 93.6 

102 上 96.0 93.2 

102 下 95.1 92.7 

103 上 94.15 93.0 

[表 3-4-5]本所自辦學生教學意見調查摘要表 

              平均得分  
學年度 

平均得分（五點量表） 
 

102 4.33 

103 4.54 

102 （專班） 4.66 

103 （專班） 4.65 

3、多重管道了解學生對教師教學建議：確保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目前除每學期採「學校」與「所上」之教學意見調查機制外，學生亦可透過多重管道（導

生聚會、晤談時間、moodle 教學平台、課堂上、班代等），對教師之教學提出意見回饋，授課

教師會隨時掌握學生對任課上之意見，對於課程做適度的調整與因應。直至現今，所上學生

高度肯定教師之教學，並且所上教師對學生之回饋意見，都能用心傾聽與溝通，做為課程教

學調整或改進之參考，用以提升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三）教師積極參加專業成長工作坊 

鼓勵教師參加學校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教師教學工作坊及本所自己舉辦的「教師

沙龍」，用以提升教師之教學專業成長。在教學資源中心之教師教學工作坊上，如參加饒夢霞

教授、林志忠教授、洪志成教授、蔡文榮教授、校內資工系朱延平教授、企管系許書銘教授

等（☆見附件表 3-4-7 教師參與成長工作坊）。同時也參加本所「教師沙龍」邀請之國外學者，

如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教育學院藍雲教授、美國普度大學楊鳳崗教授、中國大陸復旦學朱曉虹

教授、美國黃雯雯博士之教學工作坊（表 3-4-6）。除此之外，所上教師亦藉由非正式討論時

間，彼此交換教學經驗與教學策略，以促進教師在教學上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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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教師專業成長沙龍活動一覽表 

學年 日期 地點 分享人 主題 

102 102.10.18

（二） 

梨子咖啡館

中科店 

William Lan 教授（美國德州

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大學老師的教學與研究 

102.11.15

（二） 

師培中心 

B 研討室 

陳淑美老師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to 

UIUC：休息再出發 

102.12.10

（二） 

師培中心 

B 研討室 

陳鶴元老師 從真實教室到虛擬教學現

場 

103.01.07

（二） 

師培中心 

B 研討室 

鄧佳恩老師 我在東海的一百五十天 

103.01.14 清境農場魯

娜灣民宿 

許書銘主任 高教產業發展的契機（教師

retreat） 

103.03.12 

（五）10：
00 

師培中心 

B 研討室 

王文科教授 系所評鑑經驗分享 

103.04.17

（四） 

師培中心 

A 研討室 

林偉人老師 師資培育評鑑經驗分享 

103.05.12

（一） 

師培中心 

A 研討室 

朱延平老師 創意教學 

103 103.12.4

（四）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楊鳳崗 教授（普渡大學教授

社會系教授） 

我在各國家大學之教育發

展趨勢觀察 

104.02.03 

 
卦山月圓餐

廳 

全體教師同仁 中心的 SWOT 分析與改善

（教師 retreat） 

104.04.09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黃雯雯 教授（美國 Argosy 

大學教育博士） 

國際交流活動：相遇心相育

-十二年國教「適性學習」 

104.04.17 教育研究所

B 研討室 

講員:彰化師範大學蔡顯麞

助理教授兼組長、黃于書小

姐 

教師增能沙龍：教育部全國

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建置計

畫說明及操作 

104.07.03 北梅國中  

餐廳 

全體教師、北梅國中  校長 

 

補救教學的理念與推動（教

師 retreat） 

3-5.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一）教師專業成長 

本校非常注重教師的專業成長，每學期均定期舉辦導師會議以及教學工作坊，邀請校內

外教育專家，演講有關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與輔導學生等相關演講，以提供本所教師進修的

管道與機會，提升教學品質與教學績效。另外，本所亦經常舉辦教學研討會及老師沙龍，邀

請教學評鑑優良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如資工系朱延平教授、企管系許書銘主任等），提供本所

教師專業之成長，詳細活動情形參見表 3-4-6。 

（二）教師獎勵辦法 

本校訂有優良教師傑出教師獎勵辦法，本所每年皆推派教師參與遴選。本所教師林啟超

教師分別於 102 學年獲得「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獎」及 103 學年「東海大學教學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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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獎」。 

（三）教師學術獎勵 

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與研究服務成效，訂有多項獎勵辦法，如學術著作發表獎勵辦法、

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勵辦法、教師提報研究計畫撰稿費補助辦法、專任

教師出席國際性會議獎助辦法。本所配合學校相關辦法，鼓勵專任教師從事研究，在學術經

驗傳承方面亦不遺餘力，包含：個人著作及文章之發表、各項相關專業領域研究之規劃與執

行、多項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編審或顧問之參與、以及校外教育評鑑顧問之擔任等。本所

教師在各方面有傑出之表現，獲得學校高度肯定，歷年所獲獎勵如表 3-5-1： 

[表 3-5-1] 教師個人著作獎勵一覽表 

年度 姓  名 著  作  名  稱 類  別 獎勵金額 

101 李信良 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探討。網路

社會通訊，102，1-17。 

網路論文 1,200 

101 李信良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之探究。網路社會通訊，103，1-10。 網路論文 1,200 

101 李信良 當代教師必備的能力－知識管理。網路社會通訊，101，

1-17。 

網路論文 1,200 

101 李信良 載於張美雲（主編），教師行動研究論文集（80-126 頁）。：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ISBN：978-986-03-5835-3） 

論文集篇

章 

1,200 

101 李信良 孩子，抓緊繩索了嗎？--經濟弱勢學童對補救教學的看

法。網路社會通訊，108，1-17。 

期刊論文 1,200 

101 林啟超 高職生之課室自主支持、動機類型與逃避策略間關係之

探討。台東大學教育學報，23（1），59-90。 

期刊論文 

（TSSCI） 

28,000 

101 林啟超 國小學童數學課室目標結構、數學知識信念與學習行為

組型關係之研究。東海教育評論，8，29-56。 

期刊論文 2,400 

101 林啟超 國小教師組織承諾、教師自我效能與知識分享之關係研

究。東海教育評論，8，74-101。 

期刊論文 2,400 

102 劉子彰 The Pedagogy of the Open Society: Knowledge and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Sense 

Publishers. （ISBN：978-94-6091-965-7） 

專書篇章 7,500 

102 劉子彰 美國高等教育財務現況與挑戰：從新自由主義到創意經

濟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Neoliberalism to Creative Economy. 教育資料集刊, 60, 

29-60. 

期刊論文 2,400 

102 劉子彰 開放社會之開放學術資訊發展。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

（5），9-11。 

期刊論文 2,400 

102 趙星光 Taiwanese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In 

Yen-Zen Tsai （Ed.）,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pp. 105-124）. Taipei, 

Taiwan: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ISBN：

978-986-6475-46-7） 

專書篇章 15,000 

102 趙星光 Beooming Religio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in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Religiosity in Taiwan. In Yen-Zen 

Tsai （Ed.）,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pp. 213-232）. Taipei. Taiwan: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ISBN：978-986-6475-46-7） 

專書篇章 15,000 

103 趙星光 戰後台灣基督教會的發展經驗與現況分析 專書論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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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陳淑美 實踐社群理論下之多元文化師資培育探究 期刊論文 5,000 

103 陳淑美 科技與多元文化教育的對話 期刊論文 2,000 

103 陳淑美 國民小學實施節能減碳教育之行動研究-以反怠速教學

為例 

期刊論文 3,350 

103 李信良 教師情緒勞務及組織承諾之相關研究 期刊論文 5,000 

103 林啟超 國小學童數學課室目標結構、家庭教養方式、學習投入

與數學學業成就之關係 

期刊論文 5,000 

103 林啟超 國民小學實施節能減碳教育之行動研究-以反怠速教學

為例 

期刊論文 1,650 

（四）鼓勵專業服務 

在鼓勵教師專業服務表現方面，學校透過透教師評鑑機制，肯定教師校內外之專業服務

給予肯定與積分的回饋。如陳世佳教師擔任 101 學年度東海大學附屬中學校長、102-103 學年

度東海大學學務長，並擔任永齡希望小學計畫的主持人。此外，本所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

專業服務，101 學年至 103 學年擔任政府、教育機構等公民營機關團體之委員會委員、顧問

等重要職位之次數整理如表 3-5-2： 

[表 3-5-2] 教師擔任專業服務次數一覽表 

學年度 擔任職務次數 

101 24 

102 40 

103 36 

合計 100 

（五）學生輔導 

為了使教師除上課外，能有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讓學生無論是在生活上或課業上，皆

能有充分的管道尋求解決的辦法。在碩士班及在職專班都安排學習晤談時間表，研一學生於

入學的第一學期，必須跟所上每一位教師晤談過，瞭解修習過程所遇到的可能問題或未來論

文研究的主題、研究方法等，透過與每一位教師的晤談，協助每一位研究生可能遇到的困難。

另外，在碩士班規劃專題研究（一）、（二）為二年級上、下學期之必修課程（各 1 學分，共

2 學分）與指導教授討論研究論文，以幫助學生與指導教授能對論文內容進行討論與發展。

而在職專班方面，特別安排「行動研究」課程，協助專班學生面臨論文撰寫課業困境的輔導。

再者，亦可與指導教授約定額外討論時間，原則上每位學生每個星期除了上課時間之外，還

有其他與教授相處與學習之機會，教師晤談時間之設計，落實教授與學生之學習互動。因此，

趙星光所長榮獲 101 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之獎項。其次，本所也透過每年舉辦學術研討會，

提供學生與其他學校學術交流、互動與發表的機會。再者，本所教師也積極輔導研究生參加

校內、外學術研討會及期刊論文投稿，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視野。 

二、特色 

（一）本所教師依其個人專長授課，學生認同授課教師之專長與專業，並肯定授課內容能符

合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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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教師皆能於課前提供課程大綱於學校教學平台，課程大綱列出課程之教學目標、

內容、活動方式與評量等，讓學生能事先掌握、理解。並為加強課程大綱內容的專業，

由學校聘請相關領域專家針對課程大綱進行審查和提供建議，檢核課程內涵是否符合

課程名稱，教師是否依據所上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多元教學方法，以達成各課

程之目標。 

（三）本所教師主動、踴躍參加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教師的教學有一定的專業品質，並

且受到學生的認同與肯定。 

（四）本所教師致力於期刊論文、學術研討會論文的發表、專書撰寫、教育部、科技部研究

計畫的執行與國際學術交流的參與，在數量與品質上有增長的趨勢。 

（五）本所教師積極投入各項教育專業服務項目，範圍包括地方與國家層級的政府與機構，

內容涵蓋學術與教育實務，對象涉及不同教育階段別之學校與人員，為教育發展與改

革提供多元專業服務。 

三、問題與困難 

（一）本所教師在國內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的發表量，仍嫌不足，猶待繼續加強改善。 

（二）本所教師多各有其專業知識與研究領域，教師間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尚有發展空間。 

（三）本所教師在資源有限下，在面對多項目標與期許下，仍有一定的學術產出和專業服務

表現，實屬不易。並每位教師有一定的壓力與負荷，研究時間顯然不足，故對研究計

畫的申請、學術論文的發表及論文寫作有實質性的影響。 

四、改善策略 

（一）持續鼓勵教師積極發表學術論文，並提升研究的數量與品質。 

（二）強化教師沙龍、舉辦教師研究議題讀書會，尋求合作研究之可能性。 

（三）適度調整支持性的人力資源，使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上有足夠的時間，以提升研究計畫

及學術期刊論文的發表。 

五、項目三「師資教學」之總結 

本所教師學有專精，所開設課程科目符合教師專長，及符合學生多元需求。另外，雖本

所教師在面對多項目標與期許下，仍維持一定水準，在教育專業表現、參與學術研討會及期

刊論文的發表上，都累積不少成果，對於學術上的發展及教育實務上的幫助，提供了參考及

可行性的想法與做法。此外本所教師積極投入多項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對於國內教育領域的

服務貢獻頗多，亦有助於本所知名度的提升與教育相關資源的連結。 

本所教師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對學生進行個別晤談及修課輔導，了解學生學習需求與學生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教師除了認真教學外，為充實教學知能，時常參與各種研習提升教師

自我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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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概述 

本所以學生為主體，提供充足的學習資源與管道，進行學生在學習、生活及生涯等方面

的輔導，以確保學生之有效學習。為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除本校提供之優良的學習環境外，

本所教師採多元創新之教學方法，全面使用科技輔助教學，以促進學生之學習成效，另外教

師所指導之研究生負擔合理，能提供優良之學術品質指導，透過良好之師生對話，以確保學

生的學習品質。 

本所除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與豐富的硬體設備，及良好之管理機制，對於學生之生活與

生涯輔導，本所亦邀請畢業所友師生聯誼活動，回所分享就業或升學的經驗、並透過師生晤

談，協助學生辦理未來就業、考試演講活動等等，使學生從多元豐富的學習資源，將教育理

論與實務結合，加強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個人競爭力。 

一、現況描述 

4-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針對學生學習所提供之輔導，本所運用學校提供之優良的學習環境、教學平台、新生迎

新座談會、導師/教師晤談時間、學習護照、Facebook 社團、學術研討會/學術專題講座、碩

士生（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發表會等，對學生提供學習之輔導。 

（一）運用東海moodle 網路學習平台，協助師生互動 

本所每位授課教師本所所開設的每門課，任課教師在開學前先行擬定課程大綱，大綱內容

涵蓋課程目標、教學內容、作業規定、成績考核方式、閱讀材料、教科書及參考書目、及教學

預定日期，依學校規定，本所教師於開學前皆將授課大綱上傳至東海大學選課系統公告，提供

學生修課參考。另外，本校自 94 學年起設置教學/學習平台，透過學習平台，教師可以公告課

程相關訊息、線上評分回應、及確實監控學生的學習情形；而學生也可以透過平台下載相關的

學習資料、與老師同學互動、及繳交作業、提問、教學建議，以營造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學習

情境。 

（二）成立修業指導委員會進行對研究生之學習輔導 

本所為輔導研究生於修習期間有嚴謹之學術學習，訂有修業指導委員會，規定研究生之

指導教授申請與研究主題，均需提交修業指導委員會討論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論文計畫之撰

寫，通過論文計畫始得進行論文之研究。本所並規定研究生之論文計畫口試與論文口試不得

在同一學期舉行，以確保學生有足夠時間進行研究。另外亦規定研究生之論文需有 2 位所內

老師與 1 位校外教師擔任其口試委員（3 位委員中須至少 1 位為副教授以上），而口試委員名

單皆需提交至委員會中審查討論，以確保論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所進行之研究主題相關，能

對研究生之研究進行最大的協助。（★修業指導委員會會議記錄於實地訪評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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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學習成效委員會 

依據東海大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第 8 條，本所自 102 學年度成立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委員會，所長為當然召集人，陳淑美老師、林啟超老師與鄧佳恩老師為委員，每學年定

期檢討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針對本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規劃、學習輔導、

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提出報告。（★學習成效委員會會議記錄於實地訪評時提供） 

（四）舉辦新生迎新座談會 

為提供本所學生修課訊息，本所於每學年開學第 1 週邀請所有專任教師、行政同仁、研二

學長姐及 1 年級新生，共同參與新生座談會。透過新生迎新座談會，能協助新生對本所環境與

師長有所熟悉，並對本所課程內容與修業規則進行詳細說明，以幫助其未來之學習。 

（五）提供導師/教師晤談時間 

本所每位教師均配有個人研究室，研究室門口張貼學生晤談時間表，方便學生與教師進行

約談。另外，本所為幫助學生確立日後研究發展之方向，安排新生於入學後，與所上每位教師

進行個別或團體晤談，以了解每位教師的研究專長，作為修習課程與選擇論文指導教授之參考

（★晤談紀錄於實地訪評時提供）。除上述晤談時間外，研究生亦可視需要另行與教師約定時

間進行晤談。101 至 103 學年導師與專任教師之晤談時間規劃實施請參見表 4-1-1 與表 4-1- 2。 

[表4-1-1]系所導師晤談時間一覽表 

學期 班級 導師姓名／職稱 導師晤談時間 

101 
教育研究所 100-101 級碩士

班/在職專班 
陳世佳/副教授 

週一 15:30-17:00（100 上） 

週三 13:30-15:30（100 下） 

102 

教育研究所 101-102 級碩士班 趙星光/副教授 
週一：14:00-17:00 週三：10:00-12:00（102 上） 

週二、三：09:00~12:00（102 下） 

教育研究所 101-102 級在職

專班 
陳世佳/副教授 

週一：15:00-17:00 

週二：14:00-17:00 

103 

教育研究所 102-103 級碩士班 趙星光/副教授 
週一：14:00~17:00  

週三：09:00~12:00 

教育研究所 102-103 級在職

專班 
陳世佳/副教授 

週二：14:00-17:00 

週六：16:00-17:00 

[表4-1-2]專任教師學習晤談時間一覽表 

學期 教師姓名／職稱 教師晤談時間 

101 上 王文科 預約制 

101 上 趙星光 週二：13:30-16:00、週四：13:30-16:00 

101 上 陳世佳 週一：15:30-17:00 

101 上 李信良 週一：10:00-11:30 

101 上 林啟超 週二：10:20-12:10、週三：10:20-12:10 

101 上 蘇娉妍 週五：13:10～16:00 週六：9:10～12:00 

101 上 劉子彰 週二：14:00-16:00、週三：14:00-16:00 

101 下 王文科 週四：16:20-19:10 

101 下 趙星光 週二：14:00-17:00、週四：14:00-17:00 

101 下 陳世佳 週三：13:30-15:30 

101 下 李信良 週三：9:10-12:10 週五：9: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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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下 林啟超 週二：10:20-12:10、週三：10:20-12:10 

101 下 蘇娉妍 週一：13:10-16:00 週三：9:10-12:00 

101 下 劉子彰 週四：14:00-16:00 週五：10:00-12:00 

102 上 趙星光 週一：14:00-17:00 週三 10:00-12:00  

102 上 陳世佳 週一：15:00-17:00 

102 上 李信良 週一：9:30-11:00 週二：10:00-11:30 

102 上 林啟超 週二：10:20-12:10、週三：10:20-12:10 

102 上 陳淑美 週三：9:00-12:00 週四：14:00-16:00 

102 上 劉子彰 週二：14:00-16:00、週三：14:00-16:00 

102 上 鄧佳恩 週一：15:00-17:00 

102 上 陳鶴元 週一：14:10-18:10 週四：10:20-12:10 

102 下 趙星光 週二：09:00~12:00、三：09:00~12:00 

102 下 陳世佳 週二：14:00-17:00 

102 下 李信良 週一：9:30~11:30 週五：9:00-11:00 

102 下 林啟超 週二：10:20-12:10 週三：9:00-12:10 

102 下 陳淑美 週二：10:00-12:00、週三：10:00-12:00 

102 下 劉子彰 週二：14:00-16:00、週四：14:00-16:00 

102 下 鄧佳恩 週一：13:10-15:00、週三：13:10-15:00 

102 下 陳鶴元 週一：14:10-18:10 週四：10:20-12:10 

103 上 趙星光 週一：14:00~17:00 週三：09:00~12:00 

103 上 陳世佳 週二：14:00-17:00 

103 上 李信良 週一：9:30-11:30、週五：9:30-11:30 

103 上 林啟超 週一：10:20-12:10、週三：10:20-12:10 

103 上 陳淑美 週三：13:30-15:30 週四：10:00-12:00 

103 上 劉子彰 週二：14:10-16:00、週三：14:10-16:00 

103 上 鄧佳恩 週一：10:20-12:10、週四：10:20-12:10 

103 上 陳鶴元 週一：14:10-18:10 週四：10:20-12:10 

103 下 趙星光 週一：14:00-17:00、週三：14:00-17:00 

103 下 陳世佳 週二：14:00-17:00 週六：16:00-17:00 

103 下 李信良 週三：9:00-12:10、週五：9:00-12:10 

103 下 林啟超 週一：10:20-12:10、週三：10:20-12:10 

103 下 李信良 週三：9:00-12:10、週五：9:00-12:10 

103 下 陳淑美 週三：10:00-12:00、週四：10:00-12:00 

103 下 鄧佳恩 週一：14:10-18:10 週四：10:20-12:10 

103 下 陳鶴元 週一：14:10-18:10 週四：10:20-12:10 

（六）提供學習護照 

本所提供學生學習護照，護照中載明研究生於畢業前應完成之各項學習活動，例如論文之

發表，參加校內外研討會次數，參加所內活動次數，學生可以依學習護照所羅列之項目參與相

關學術活動，促進其在所內之學習成效，提升其研究能力。（★學生學習護照紀錄於實地訪評時

提供） 

（七）成立教育研究所臉書社群 

本所自 2011 年成立 Facebook 封閉性社群，請本所之畢業生與在學研究生加入成員，目

前此社群平台有 170 位社員，另外教育在職專班臉書有 55 位成員。本所教師行政人員與學生

經常運用此平台互相交流，分享學習資源。（★教育研究所臉書社群於實地訪評時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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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內容，並增加學生與教師學習互動的空間，本所多位教師課程都設有

臉書平台，學生透過臉書平台隨時可以與教師或同儕對話，並同時上傳或下載各項研究資料。

（★教師臉書平台於實地訪評時以電腦展示） 

（八）舉辦專題講座/學術研討會 

本所爲提升學生教育專業，定期舉辦學術專題講座與學術研討會，101 至 103 學年度共舉

辦 6 場學術研討會，22 場專題講座（參見表 4-3-1），鼓勵學生參與各項學術活動，以拓展其學

術視野，增進學習成效。（★專題講座與研討會資料於實地訪評提供參考） 

（九）辦理在職專班論文計畫發表會 

為確保學生之研究品質，本所每年辦理碩士生的論文計畫發表會，邀請校外的學者擔任論

文計畫口試委員，對學生的研究計畫提出建議，以利學生後續研究之進並行。學生經由參與論

文計畫的發表活動，提升其學術研究的能力。（★101-103 學年所辦理之論文計畫發表資料於實

地訪評提供參考） 

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本所學生除善用學校圖書館、電算中心資訊設備外，本所亦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豐富

的硬體設備，並設置各項學習資源管理與維護機制。本所之作法如下： 

（一）妥善規劃教學與學習空間 

本所位於本校附屬實驗高級中學之行政大樓 5、6 樓，本所教室、行政辦公室、與教師研

究室規劃於同一樓層，使教師、學生、與行政人員溝通方便。每位專任教師有個人專屬研究

室，空間寬敞。專用教室 3 間，其中研討室 A 屬於大型教室，可提供 25 位學生上課，研討

室 B 與資源交流室屬於小型教室，可提供 15 位學生上課。師生除在教室內能隨時無線上網

之外，還裝設有無限投影伺服器設備，方便教師授課或討論時師生可以隨時同步分享資料；

教室空間有舒適之空調系統及寬敞之座位空間，足以提供學生上課及課後研究及作業撰寫之

絕佳環境。教育圖書室並兼具研討室功能，提供師生討論之空間。師生交誼室為一開放之空

間，該室空間寬敞，利用簡單的擺設與協調的色彩，提供學生在優雅舒適的空間裡，進行閱

讀與研修或師生對話。電梯入口之梯廳意象規劃，呈現教育為百年樹人的志業意象，佈告欄

區之休閒空間，可提供教師與學生休閒之場域，教師與學生在課餘時間亦可以利用為討論課

業與交流情感之場所，營造學習與成長之所內氛圍，本所空間之配置與規劃詳見表 4-2-1。 

[表 4-2-1] 本所空間一覽表 

專業教室名稱 用    途 設    施 

中型集會廳（視聽教室） 演講、研討會、研習 
位於本棟五樓，內含電子講桌、固定階梯式座椅、視聽

設備等 

教育研究所 A 研討室 專業教室 
無限網路、投影機、布幕、電子講桌、無線單槍投影伺

服器、視聽設備、課桌椅、音響設備 

教育研究所 B 研討室 專業教室 無限網路、投影機、布幕、課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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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交流室 專業教室 
無限網路、投影機、布幕、課桌椅、書櫃、互動式電子

白板 

教育圖書室 閱讀、研究 

設有圖書室及閱覽室，圖書室內陳列各類圖書及影音資

料，閱覽室則提供數台電腦供資料查閱。內含設備如

下：開放式書架、無限網路、電腦、教育專業圖書、雜

誌及影音資料 9,588 筆以上、影印機 1 部、借閱流通台

一座、單槍投影及布幕 

師生交誼室 討論、交誼 投影機、布幕、沙發組、桌椅 

佈告欄休息區 溝通交流 梯廳意象裝置、沙發、閱讀桌、公佈欄。 

事務處理工作室 影印、裝訂 影印機、海報機、冰箱、工作桌台、書櫃 

教師研究室八間 學術研究 電腦、辦公桌、書櫃等 

（二）提供足夠之行政人力 

本所有 3 位專任行政人員，進行行政工作、教學器材及設備的維修管理；另安排研究生

輪流值班於圖書室，負責處理所上學生相關行政事務、協助所務工作之執行，與圖書室之借

閱服務。在教學人力上，亦安排每位教師 1 名教學助理，由申請教育部助學金之研究生擔任

助理，協助圖書館之管理，並協助教師製作教材、打字、準備 PPT、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三）安排充足教師/導師人力 

本所所長綜理研究生輔導事宜，並擔任所導師。本所教師對於所指導之研究生亦視需要

組成家族，重視學長學弟妹的經驗傳承與分享。 

（四）設置豐富的教育圖書室 

本所為配合本校圖書館之管理政策，與師資培育中心共同設立圖書室，交流與共享彼此

之教育圖書與視聽資源。本所圖書室為一多功能視聽教室，除了提供圖書借閱之外，也兼備

視聽功能，配備完整之教學媒體與設備，教師與學生可共同在此進行課程討論與交流。教育

圖書室設置有流通櫃臺 1 座、學生用電腦 4 部，影印機 1 部，印表機 1 部，供學生課餘上網

搜尋資料，寫作論文及學習報告。 

本校圖書館有中文教育類相關圖書 20,563 冊，西文圖書 6,472 冊外，並購置數種中西教

育期刊達 329 冊，及教育類相關影音、光碟供學生借閱。近年來與網路科技結合，亦對電子

期刊與電子書進行擴充，中文教育電子期刊計 1189 種，西文教育電子期刊計 2418 種，而學

校更將 2000 年後出版之教育相關圖書資料，集中收藏至本所教育圖書室，使得本所學生學習

更加豐富與便利。（★圖書目錄清單於實地訪評時提供參考） 

（五）提供齊全的教學設備 

本所研討室主要有數位資訊講桌、螢幕、白板，以及無線單槍投影機，提供教師上課簡

報、同學報告時同步分享資料使用。本所考量學生學習之便利性，除了圖書室設置有電腦 4

部外，另外辦公室更備有筆記型電腦 3 台，錄影機 4 部、相機 4 部，可供學生學習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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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期更新所網站公告 

本所除鼓勵學生善加利用本校圖書館及數位學習中心之相關資源外，並建置研究所網

站，定期公告與更新所上活動及課程相關資訊，使學生能即時掌握學術研討會、課程活動與

教師指導等相關資訊。（網站詳見 http://educator.thu.edu.tw ）  

（七）提供獎助學金與工讀金 

學校為為獎助研究生專心從事研究，以提高學術水準，學校訂定「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

果獎學金」，每名每學期以新臺幣 5,000 元鼓勵優秀之研究生，本所歷年來計有林哲慈（101）、

洪蕙英（102）等 8 人獲得學生學術獎學金。另外為鼓勵學生努力專心向學，順利完成學業，

除本所老師邀請學生擔任研究助理，101 學年計 5 位、102 學年度共計 7 位、103 學年度計

12 位，3 年來共計 24 位研究生擔任教師之研究助理。另外本所並針對經濟需要的同學提供工

讀機會，發以獎助學金，101 至 103 學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情形如表 4-2-2。 

[表 4-2-2]獎助學金獲獎情形 

獎學金 年度 人數 金額 

入學成績優良獎

學金 

101 尤淑盈、許乃文、吳孟容 NT$ 48217 

（每人上下學期各得獎學金 48217 元） 

102 李玫儀、曾玉如 

 

NT$ 48217 

（每人上下學期各得獎學金 48217 元） 

103 邱仕涵 

 

NT$25000 

上下學期各得獎學金 25000 元 

研究生獎助金 101 

（上） 

碩班 黃珮珮、王沛楨、王薈雅、許

乃文、張家禎、尹星慧 

共計 NT$120268 

 

專班 洪羚、楊皓凱 共計 NT$24054 

101（下） 碩班 黃珮珮、王沛楨、王薈雅、許

乃文、張家禎、尹星慧 

共計 NT$110250 

 

專班 洪羚、楊皓凱 共計 NT$25054 

102（上） 碩班 洪尚妤、張家禎、王薈雅 

周聖典、羅逸寧 

共計 NT$130459  

 

專班 許詠惠 共計 NT$24557 

102（下） 碩班 洪尚妤、張家禎、陳泰明 

周聖典、羅逸寧、徐誠澤 

共計 NT$134564 

專班 許詠惠 共計 NT$23651 

103 

（上） 

碩班 王雅雯、邱仕涵、林佑儒 

夏玉齡、陳泰明、周聖典 

徐誠澤 

共計 NT$161693 

專班 張博超 共計 NT$28296 

103 

（下） 

碩班 王雅雯、韓詩潁、林佑儒 

曾鈺紋、周聖典、徐誠澤 

共計 NT$132892 

專班 張博超、許詠惠 共計 NT$29150 

學術成果獎學金 

101 林哲慈 NT$4333 

102 洪蕙英 NT$4266 

103 曾鈺紋 NT$4333 

東海大學外國學

生獎學金 
101 

尹星慧、徐錫柱 上下學期各 NT$48217 

http://educator.th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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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備的管理機制 

本所定期更新學習資源，淘汰老舊設備。為便利師生借用所裡各項教學器材及設備，訂

有使用規則與借用期限，以利流通，並設置專人管理與紀錄，協助師生教學上之使用。在圖

書借閱部分，本所於圖書室門口張貼開放時間表，並排定人員值班，協助圖書借閱與歸還、

上架等工作，本所圖書資料之借閱與使用之相關規定均比照本校圖書總館，所有借還書資料

均與總圖書館連線作業。圖書到期前 5 日由本校電腦系統自動寄送圖書到期通知，並可經由

線上辦理續借手續。（★借閱紀錄於實地訪評時提供參考） 

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所除課堂授課外，亦舉辦多項課外學習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其作法包括辦

理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跨文化交流活動，鼓勵研究生積極參與，以拓展其視野。 

（一）辦理學術研討會  

本所自 2009 年起，每年 5 月皆舉辦「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成為本所每年

行事曆中重要之活動，今年已邁入第 7 屆。除每年固定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本所亦配合教育趨

勢或教育改革，舉辦相關之研討會，以提升研究生之教育知能。每年的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皆

由本所老師統籌，引導研一學生一起規劃、籌辦學術研討會，使學生有機會從參與學術之活動

作中學，提升學生之專業知能及拓展教育視野。另外並鼓勵研二之學生參加學術論文之發表，

增加研究生與專家學者之交流機會，提升其學術研究之能力。（★學術研討會成果於實地訪評

提供參考） 

（二）舉辦學術專題演講 

本所定期邀請國內外教育學者及教育界的實務專家蒞臨本所進行專題演講及教育專業分

享，使學生獲得教育新知，促進其多元的學習。每一次的演講資訊，本所除公佈於網站首頁

外，另函告各縣市教育處，以廣邀校內外人士一起參與，以提供研究生更多與他人交流討論

之機會。（★專題演講紀錄於實地訪評提供參考） 

（三）提供出國短期進修與交流機會  

配合本校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向姊妹校申請參加交換學生推

薦甄試，前往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本校姊妹校數量多達 142 所，提供學生進行多元的選擇，

且在姐妹校所修習之學分經系所同意，皆可採認。因此，本所多鼓勵學生參與交換學生之推

薦甄選，並定期發信告知。例如：102 學年度陳東玉研究生前往大陸華東師範大學交換就讀，

102 學度暑假曾鈺紋前往美國馬里蘭州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s 參與 StarTalk Chinese 

Program，進行華語教學實務之交流。（★出國進修交流紀錄於實地訪評提供參考） 

（四）舉辦跨文化交流活動 

本所專班開設「移地研究」課程，利用暑假到其他國家知名教育機構參觀，進行跨文化之

學習活動。101 學年度至中國吉林大學、102 學年度至日本福岡大學、103 學年度至本校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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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蘭州大學，進行師生跨文化教學與學術交流。（★課程內容於實地訪評時提供） 

（五）成立教育研究所臉書 

本所利用臉書協助研究生成立「教研所所學會」，由本所研究生年級班代擔任會長（101

學年度為蔡書彰同學、102 學年度為林日升同學，103 學年度為林佑儒同學）組織運作與管理，

每位學生為學會當然會員。學會的成立增加了學生平時互動的機會，增進學生之間的關係，

凝聚彼此向心力。研究生在課餘的時間也能有所交流，並在學術專題探討上增加對話之機會，

培養學術專研之風氣、熟悉學術研究之結構性，練習論文寫作發表。 

（六）迎新送舊回校分享座談 

本所每學年初定舉辦新生迎新會，該迎新活動會由學長姐統籌辦理，而每學年期末，由

學弟妹籌劃辦理學長姐的畢業祝福禮，透過迎新送舊的活動建立學長學弟妹的感情，並進行

經驗傳承與分享。（★迎新送舊紀錄於實地訪評提供參考） 

（七）辦理教育相關機構之參訪 

本所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教學理念，教師因應課程需要進行機構之參訪，以擴展學

生之學習經驗與視野。例如：101 學年度參訪苗栗市晨曦會戒毒村、102 學年度彰化基督教醫

院安寧病房、苗栗縣三義鄉人子協會、103 學年度台中榮總醫院安寧病房。（★參訪資料於實

地訪評時提供參考） 

[4-3-1] 學生參與講座、研習、參訪或其他交流活動一覽表 

學年度 日期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01 101/12/20 學術研討會 台灣香港生命教育論壇國際研討會 200 

101 101/05/24 學術研討會 第五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十二年

國教與活化教學 

100 

101 101/07/18-25 跨文化交流活動 大陸吉林大學移地研究 16 

101 101/09/26 專題講座 台中教育大學科教系/靳知勤教授 

主講：體驗學習在低成就學生學習輔導上的

應用 

40 

101 101/10/03 

 
專題講座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學系/陳慧娟老師 

主講：給愛一個機會-陪低成就孩子追求奇蹟 
40 

101 101/10/17 專題講座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林耀隆教務主任 

主講:建構生命的意義與生活學習 

40 

101 101/10/24 專題講座 曉明女中/錢永鎮教師 

主講：培養學生的動機力與希望感 

40 

101 10/31/101 專題講座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黃雅文教授 

主講：學習低成就學生的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40 

101 101/11/07 專題講座 兒童請少年生命教育/劉清彥作家 

主講：在閱讀中預見美麗人生 

40 

101 102/02/27 專題講座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蔡清田院長 

主講：前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 
40 

101 102/03/06 專題講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思偉校長 

主講：十二國民教育政策推動之分析 
40 

101 102/03/13 專題講座 臺中市教育/吳榕峯局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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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十二國民基本教育活化教學之探討 

101 102/03/20 專題講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江志正主任 

主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規劃與實

施 

40 

101 
102/03/27 

 
專題講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楊振昇院長 

主講：十二國民基本教育多元評之探討 
40 

101 102/04/10 專題講座 

台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 

主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與教學創新

之探討 

40 

102 102/11/23 學術研討會 2013 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活化教學 110 

102 103/05/23 學術研討會 第六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十二年國教創新教學之回顧與前瞻 
110 

102 102/07/17-24 跨文化交流活動 日本福岡縣雙葉國小移地研究 17 

102 102/10/2-16 專題講座 德州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學系/藍雲教授 20 

102 102/11/07 國際交流 中國寧波教育局參訪交流 15 

102 103/03/25 專題講座 曉明女中 錢永鎮教師 

生命教育之多元教學法 
50 

102 103/04/23 專題講座 

 

暨南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楊洲松教授 

主講：Epimetheus 的過失與 Prometheus 的救

贖-科技的哲學思考與教育 

50 

102 103/05/07  專題講座 

 

國立中興大學教育研究所/王俊斌副教授 

主講：當代能力取向的理論發展與教育研究

的新觀點 

50 

102 103/05/13 專題講座 雲林科技大學周文祥老師/彰化師範大學王

朝興教師：生命教育在大學的推動 

50 

102 103/05/21  專題講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思偉校長 

主講：中小學教師評鑑政策之分析 

50 

102 103/05/28  專題講座 明道大學/莊明貞教授 

主講：學校中的故事-我的敘事探究之旅 

50 

103 103/12/06 

103/12/13 
學術研討會 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培訓研習 120 

103 104/05/23 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03 103/07/20-29 跨文化交流活動 2014 蘭州大學移地研究 24 

103 103/10/04 專題講座 彰化師範大學/王智弘教授 

主講：研究倫理與學術倫理 

14 

103 104/04/09 專題講座 黃雯雯博士 

主講：相遇心相遇 

14 

103 104/05/20 專題講座 靜宜大學/呂文惠教授 

主講：學習風格相關研究議題探究 

14 

103 104/07/20-27 跨文化交流活動 2015 蘭州大學移地研究 16 

103 104/07/28 國際交流 浙江師範大學兩岸師資培育政策及現況交流 15 

4-4.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一）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合理 

本所專任教師共 8 位，專精於不同教育領域議題，學生透過與所內教師個別晤談後，可

依照自身研究興趣，於入學第二學期結束前，填選指導教授志願表，經由所內課程修業指導

委員會議討論後做成決議，通過指導學生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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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目前每年招收約 40 名（碩士班 22 位，碩士在職專班 20 位），考量指導教授的研究

生指導負擔合理，及依據本所訂定的研究生修業辦法（☆附件 4-4-1），本所教師於每學年之

指導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 5 位為原則，以確保學術論文指導品質。若研究生欲研究之領域，

所內無此領域專長的教授，亦可委請他校專任教授共同指導。以下表 4-4-1 為每學年本所教

師分配之指導研究生之人數： 

[表4-4-1]研究生人數與指導教授一覽表 

學年度 指導教授姓名/職稱 研究生人數 

101 王文科  /  教授 6 

101 趙星光 / 副教授 3 

101 陳世佳 / 副教授 3 

101 林啟超 / 副教授 5 

101 李信良/助理教授 3 

101 陳淑美/助理教授 2 

101 劉子彰/助理教授 2 

101 蘇娉妍/助理教授 2 

102 趙星光 / 副教授 2 

102 陳世佳 / 副教授 5 

102 林啟超 / 副教授 4 

102 李信良/助理教授 4 

102 陳淑美/助理教授 5 

102 鄧佳恩/助理教授 6 

102 劉子彰/助理教授 3 

102 陳鶴元/助理教授 4 

103 趙星光 / 副教授 4 

103 陳世佳 / 副教授 6 

103 林啟超 / 副教授 6 

103 李信良/助理教授 3 

103 陳淑美/助理教授 4 

103 鄧佳恩/助理教授 6 

103 陳鶴元/助理教授 6 

（二）指導教授皆提供晤談時間，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本所設有研究生導師，導師運用本校建置之學生基本資料表，經由導師系統列印學生名

單及照片，於開學前即確實掌握學生詳細資料，了解學生，以增進學習成效。另外導師可透

過定期導生聚會，以瞭解學生學習情形外，而學生亦可依需要與導師進行個別或團體晤談，

獲得學習上的協助。 

除導師外，每位教師均排學生晤談時間（見表 4-1-2），方便學生進行約談。除上述學生

晤談時間外，若學生有特殊需求，亦可另行與教師約定時間進行晤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

信箱與導師及所上教師進行聯繫，除了能有所互動與交流外，並能從中了解每位教師學術生

涯發展經驗與研究領域，並有助於學生確立日後研究發展之方向。（★指導晤談紀錄於實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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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提供） 

（三）指導教授提供研究生生涯規劃（如升學就業）方面的協助及輔導 

對於研究生之生涯規劃，本所教師均樂意提供學生諮詢的管道，適性輔導學生選擇升學或

就業之發展。對於有意願繼續攻讀博士之學生，本所教師將會提供學生相關之學術發展資訊。

自本所設立以來，已有多位學生考取教育相關類別之博士班，其中包括台灣師範大學、彰化師

範大學、政治大學等。在就業方面，本所協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供非在職研究生修習教育

學程與教師檢定甄選相關訊息，101 學年度 4 位，102 學年度 7 位，103 學年度 6 位進入師培中

心修習教育學程，而 101-103 年畢業生中，有 8 名通過教師檢定（見表 6-1-2），讓學生能夠發

揮專業於教育工作。 

4-5.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一）提供多元的聯繫管道進行生活輔導 

當學生有生活、學業與工作之困擾或需求，本所提供學生多元求助管道，除可透過定期

導生聚會，亦可透過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議、或藉由班級代表作為聯繫之媒介。同時，本

所亦提供教師電子郵件信箱、研究室電話或個人手機號碼，協助學生所需之生活諮商與輔導。 

（二）舉辦畢業所友師生聯誼活動分享職涯發展 

本所於 96 學年度開始策辦畢業所友回娘家活動，邀請歷屆畢業所友返校，所上每位教師

共同出席。畢業所友除了可以透過此活動瞭解學校與本所的近況及未來發展外，也有機會與

學弟妹們分享就業歷程、工作經驗及心得等，提供學弟妹規劃職涯發展的參考。另外，也藉

由該活動凝聚自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的傑出所友們的向心力與情感，增進所友間的互動

及對母校的凝聚力，透過資源分享的過程，達到相互助益的功效。 

（三）提供網站職涯訊息公告 

辦公室運用教育研究所的網站與臉書社群網站，公佈相關的教育職涯訊息，例如：中等

教育學程的遴選，學校教甄之訊息，各教育相關單位之研習消息等，以促進本所研究生之職

涯發展。 

二、特色 

為確保學習之品質，本所提供豐富之學習資源，透過提供多元之學習活動與學習資源，

培養學生之教育學術專業能力。本所學習資源之特色歸納如下：  

（一）健全的學習輔導機制  

本所透過各項活動，迎新、臉書社群、晤談時間、學習護照。提供多元的學習輔導措施，

協助學生學習、生活及生涯發展，鼓勵學生參與課外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  

（二）良好的導師制度 

本所教師關心學生，與學生互動良好，除導師定期與導生聚會，另外每位教師安排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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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學生可以方便與老師請益，就學習、生活與生涯之方面獲得協助與輔導。 

（三）完備的學習資源與設備 

本所位居東大附中 5-6 樓，與教學現場近，方便學生從事實務的學習，學習環境佳。另

外本所空間足夠，圖書豐富，且教學設備新穎，使學生能在良好之學習場所進行優質的學習。 

（四）多元之課外學習活動 

本所提供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跨文化學習，教育相關機構參訪，以開拓學生之學術

視野，提升其研究能力。 

（五）健全的工讀與獎學金制度 

本所為鼓勵並協助同學學習，提供極力為學生爭取工讀與獎學金機會。 

三、 問題與困難 

（一）近年來同時修習師培課程之研究生漸漸增多，而停留在所內的時間減少，同學的互動

減少，較難建立對所的認同感。 

（二）研究生國際觀尚有提升空間，本所辦理國際研討會的場次，以及交換學生數相對較少，

因此學生的國際觀仍有再提升的空間。 

四、 改善策略  

（一）重新調整集中排課，方便同學修課，以因應學生之學習需求，另一方面多舉辦師生聯

誼活動，促進師生關係。 

（二）多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外交流，鼓勵學生參加海外遊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

發表論文，建立交換學生制度等，以提升學生的國際觀。 

五、項目四「學習資源」之總結 

本所秉持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在學生學習資源方面的各項做法，都是以學生的學習為

首要的考量，因此本所透過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健全的學習輔導機制、良

好的導師制度、健全的工讀與獎學金制度，以確保學生之學習成效，對目前本所所面臨之挑

戰與困境，本所將繼續秉持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依據所提出之解決策略，提供優質的學習

資源，促進學生學習得到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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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概述 

本所研究生的學習成效良好且有多元的成果呈現，在修習課程的過程中，學生積極參與

學術研討會發表相關的論文，顯示學生在本所的學術專業學習成效良好，學術成果日漸豐碩。

此外，近幾年本所研究生在自我的課業研究之餘，在教師的規劃與邀請下，以教學或研究助

理身份，或整合在課程中，投入協助精進師培計畫或協助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透過參與

各種專題演講、工作坊、教育部精進計畫、補救教學課程與教學事務，研究生在國民教育研

究與教學的專業知能明顯地獲得提升。 

一、現況描述 

5-1.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所研究生每學期都會參與教師的教學和研究，可將所學到的教育專業知能和研究方

法，整合及應用在課程或教學實務中。研究生不但於在學期間，陸續地投稿於國內外學術研

討會，成果豐碩，且畢業後除了工作之外，也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本所碩士班及在職專班

101 至 103 學年度分別已有 38 位及 45 位完成碩士學位（見表 5-1-1、表 5-1-2），在職專班的

研究生都能在兩年完成學位論文，部分碩士班學生修習師培課程，也通常在 3 年內可以完成

學位論文。本所近 3 年畢業生中，102 學年度碩士班 1 位畢業生（吳佳蓉）已考取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博士班，另外兩位 100 學年度的畢業生黃亦偉與林仁謙，在 101 學年度也考取國立

政治大學博士班繼續深造。 

[表 5-1-1]  101-103 碩士班學生論文與指導教授一覽表 

序號 姓名 學年度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教授 

1.  劉素如 101 器官捐贈的宗教信仰詮釋之研究 趙星光 

2.  游麗萍 101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基督教教育對基督徒青少年學生之影響 趙星光 

3.  陳瑩如 101 
幼兒園園園長領導風格、教師心理需求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以臺中市私立幼兒園為例 
林啟超 

4.  徐匡賢 101 
國中技藝生社會自主支持、心理需求與動機調節類型關係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例 
林啟超 

5.  邱昭葵 101 臺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童家庭氣氛、學校生活適應與幸福感之研究 陳世佳 

6.  羅于宣 101 台中地區高職學校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態度之研究 李信良 

7.  張世賢 101 臺中市國中學生人格特質、學習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李信良 

8.  劉易冠 101 
國中生知覺教師之教學風格與師生關係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影響之

研究 
李信良 

9.  羅翊芳 101 父母管教方式與高職生品格關係之研究 ─以苗栗地區為例 劉子彰 

10.  許愷玹 101 
台中國小學童知覺父母心理支持、自我效能與自我調整學習之相互

關係 
林啟超 

11.  戴瑞宏 101 首屆十二年國教學生的聲音 陳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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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田雅綸 101 國中導師對高關懷學生態度與教師效能關係之研究 王文科 

13.  陳華芬 102 中學中輟生經由中介教育復學歷程探討–以某民俗技藝團為例 陳世佳 

14.  葉佳瑜 102 外籍看護工的充能式教育計劃研究 趙星光 

15.  洪蕙英 102 大學生成就目標取向與學習策略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林啟超 

16.  王姮捷 102 國民小學學童親子互動與家庭作業之關係-以台中市為例 林啓超 

17.  黃珮珮 102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童希望感與課業投入之關係--以臺中市為例 林啟超 

18.  徐志欽 102 原住民地區國民中學教師教學能力研究-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 趙星光 

19.  林雅菁 102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對國小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效的影響 
王文科 

20.  陳玨岑 102 臺中市國中學生表演藝術課程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李信良 

21.  王薈雅 102 《尼各馬科倫理學》的友愛論之探究及其對教育的啟示 
趙星光 

蘇娉妍 

22.  吳佳蓉 102 乘著歌聲的翅膀 —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自我認同歷程之 敘事研究 王文科 

23.  尤淑盈 102 
希望理論融入國小數學學習領域對學童之希望感、內隱智力信念和

學業成就之影響 
林啟超 

24.  李玲美 102 
台中市國民小學參與「補救教學方案」學生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滿

意度之研究 
李信良 

25.  李佩玲 103 真誠領導與社會自我效能之關係研究-以東海大學學生領袖為例 陳世佳 

26.  曾鈺紋 103 
大學生在非正式課程所培養的終身學習關鍵能力：以東海大學

α-leader 為例 
陳世佳 

27.  李玫儀 103 
國民中學英語教師內外在動機 與創意教學關係之研究：以新竹市

為例 
鄧佳恩 

28.  陳宥蓁 103 台中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解釋風格與挫折容忍力之關係 林啟超 

29.  蔡書彰 103 
應用 PZB 模式探討台中某一所私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服務品質

與學生滿意度 
劉子彰 

30.  許乃文 103 
實施融合教育國小普通生與學習障礙同儕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為

例 
王文科 

31.  黃  婕 103 國中生自主動機與自我調整學習之關係－以苗栗縣為例 林啟超 

32.  黃  雍 103 基督與孔子之成聖生活觀 趙星光 

33.  吳凌方 103 
國中生二年級數學學習興趣、數學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關係之

研究 ─以新竹市為例 
林啟超 

34.  張家禎 103 
國中生成就目標取向、學習投入與英文學習成就之關係─以台中市

為例 
林啟超 

35.  謝明倫 103 國中棒球隊學生運動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王文科 

36.  林玉純 103 
行銷 4Ps 對於學生選擇職業類科高中之關係:以臺中市某私立高中

為例 
劉子彰 

37.  蕭建智 103 成為好老師— 探索師鐸獎得主的教師信念 陳世佳 

38.  林維廉 103 
中等教育實習生實習困擾與實習同儕社群參與之相關性研究−東海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實習生為例 
鄧佳恩 

[表 5-1-2] 碩專班學生之論文題目 

 姓名 學年度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教授 

1.  黃久倖 101 台中市高中學生同儕關係與生命態度之相關研究 蘇娉妍 

2.  王郁琳 101 臺中市國小教師夫妻子女教養方式─共親職與教職經驗滲透之探討 陳世佳 

3.  謝玉琴 101 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親師衝突之研究 趙星光 

4.  陳岫雲 101 同儕師徒制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以五年級中低程度學 蘇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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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例 

5.  何建良 101 國中生父母管教方式與幸福感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王文科 

6.  鄭偲吟 101 臺中市海線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中生家庭社會資本與學習適應之

研究 

趙星光 

7.  劉瓊華 101 在職進修碩士班國小教師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李信良 

8.  廖秋美 101 高中生英文科課室心理支持、心理需求與自我調整學習之關係研究 林啟超 

9.  吳麗真 101 臺中市國小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陳世佳 

10.  陳淑玲 101 臺中市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知識分享動機與知識分

享行為之研究 

林啟超 

11.  尤麗美 101 臺中市國小教師少子化知覺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李信良 

12.  洪羚 101 愛與榜樣的領導－三位轉型領導教師之研究 劉子彰 

13.  林靜凰 101 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對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影響-以臺中

市某一國小為例 

劉子彰 

14.  曾莉芳 101 情意教學課程方案對學生挫折容忍力之影響-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

例 

王文科 

15.  謝慧美 101 國民小學超額教師之個案研究---以改制直轄市後之臺中市為例 王文科  

16.  鄭秋櫻 101 高級中學總務主任僕人式領導行為與處室成員工作士氣之關係研

究 

陳世佳  

17.  劉勝榮 102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育資源整合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研究 劉子彰 

18.  李蕙萍 102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數學態度和數學焦慮相關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 王文科  

19.  劉慈諳 102 台中市國中教師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林啟超 

20.  蕭雅卉 102 一位國小教師教學信念變遷之研究-華德福教學信念的影響 趙星光 

21.  
陳雅婷 102 

國中導師轉型領導行為、班級氣氛與學生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以

台中市為例 
陳世佳  

22.  
秦蜀蕙 102 

國民小學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之探究：以中部某品德教育 

特色學校為例 
陳淑美 

23.  林育鑫 102 新制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之探究 陳世佳 

24.  曾憶萍 102 少子化衝擊與幼兒園因應策略之探究－以臺中市私立幼兒園為例 陳世佳 

25.  王翌庭 102 台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李信良 

26.  林欣儀 102 國民小學教師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王文科 

27.  陳秀真 102 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行銷策略認知與學校認同度之探究 王文科 

28.  楊皓凱 102 小學流浪教師教職生涯抉擇之研究 趙星光 

29.  
林淑慧 102 

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數學課室心理支持、動機調節類型與學習

投入之關係 ──以臺中市為例 
林啟超 

30.  
許詠惠 103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對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的影響－以國

中數學領域為例 
李信良 

31.  
林均珏 103 

閱讀策略教學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童自主學習與閱讀態度之行動研

究 
陳世佳 

32.  林淑慧 103 提問策略教學與認知風格對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影響 鄧佳恩 

33.  吳函穎 103 國小五年級學童直笛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李信良 

34.  
謝孟芳 103 

彰化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角色壓力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

究 
劉子彰 

35.  焦玉華 103 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課程實施現況之研究 鄧佳恩 

36.  王盈盈 103 國小一年級教師對隔代教養 親師溝通之初探 陳世佳 

37.  莊淑敏 103 公立幼兒園教師 對優先入園幼兒觀點之研究 陳淑美 

38.  胡雯俐 103 合作學習對高中生英語閱讀理解表現之影響 林啟超 

39.  郭品妘 103 運用合作學習提升國中生對中音直 笛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林啟超 

40.  
蕭淑娟 103 

運用智慧教室結合 PBL模式對國小學生 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之研究 
陳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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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陳惠卿 103 

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主任教學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滿意度

相關之研究 
陳鶴元 

42.  林麗真 103 南投縣冬陽國小補救教學之研究 趙星光 

43.  李美瓊 103 高職導師之融合教育知能探究 陳淑美 

44.  張德蕙 103 兩岸小學低年級現行國語文 教科書比較 劉子彰 

45.  雷儀華 103 台中市高職生英文學習態度 與學習策略之研究 林啟超 

本所為提升研究生之研究能力，要求研究生在提交論文口試前必須參與研討會發表論

文，或在期刊出版論文，才能進行碩士論文口試。在 101-103 年間本所研究生在研討會或期

刊共計發表 37 學術性論文，對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有顯著的提升效果（☆見附件表 5-1-3、表

5-1-4）。 

此外，為落實培養具有國際視野教育人才之目標，本所於 99 學年度起每年帶領研究生至

不同地區進行移地教學，拓增學生多元文化教育視野，101 至 103 學年度分別有 14、22、與

16 位研究生參加至日本與中國大陸不同學校之移地研究課程。國際移地研究課程請參見表

5-1-5。 

[表 5-1-5]本所學術交流情形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地點 時間 

移地研究 日本福岡，北美作國民小學 101 

移地研究 蘭州大學 102 

移地研究 蘭州大學 103 

5-2.碩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 101 至 102 學年，碩士班與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各為 20 名與 18 名，由於近年來本所

學生反應佳招生狀況良好，103 學年獲得學校同意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各增加招收 2 個名額，

即碩士班招收 22 名，在職專班招收 20 名計 42 名（見表 5-2-1）。 

[表 5-2-1] 本所招生名額表 

學年度 
101 102 103 

報名人數 核定人數 報名人數 核定人數 報名人數 核定人數 

碩士班 
甄試 8 10 18 10 22 12 

招生 26 10 32 10 21 10 

碩專班 49 18 51 18 55 20 

（一）研究生素質穩定 

在研究生的素質方面，近三年來在職進修之碩士班學生有逐年遞減的情形，同時期待修

習教育學程的研究生遞增，在教育學術背景方面或有出現比較多元，本所已經請專任教師協

助沒有教育學術背景的學生，在入學後進行教育基礎文獻的閱讀，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在

職專班仍舊都屬現職教師進修，任教學校橫跨中小學與幼兒園教師，教師在課程設計時需要

考慮任教不同類型學校教師的需求，論文指導進行更密接的輔導，以便協助及時完成論文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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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位。整體而言，近年來招收之研究生仍具相當高的就讀動機，素質也比其他研究所高具

有學術研究潛力。 

（二）學術活動參與頻率高、研究成果良好   

為提升本所研究論文之品質，本所研究生修業規定，研究生必須累積參加學術活動、學

位論文口試觀察、與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教育期刊，經採認後達本所之規定標準點數，始

得提出碩士論文口試。研究生在提出論文計畫書之前，必須與指導教授充份討論其研究主題

與內容，論文計畫書的第一章及大綱必須經過本所「修業指導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撰寫論

文計畫書。另外，本所學生必須在論文計畫書經過指導教授的評閱、指導、修訂及同意之後，

始得提出論文計畫口試。 

本所為提升學生的碩士論文計畫內容之品質，規定研究生在進行論文計畫口試時，須有

3 位論文計畫口試委員共同審查，委員成員中至少須有一位為校外委員，且至少須有 1 位具

副教授以上資格。研究生通過論文計畫口試後始可正式進行碩士論文之撰寫。在本所老師的

指導下，本所碩士班及在職專班研究生自 101 至 103 學年度總計已於國內學術期刊發表 41 篇

論文，學術研討會發表 45 篇論文（見表 5-2-2），碩士論文 83 篇，顯示本所研究生於畢業前

均至少有一定之論文發表能力。 

[表 5-2-2] 101-103 學年度研究生於校內、外發表論文及期刊論文分類統計表（待確認） 

著作項目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碩士論文 

碩士班 15 25 38 

碩專班 26 20 45 

總計 41 45 83 

（三）專業能力表現受肯定 

本所研究生中有多名成績優異經甄試進入本校中等教育學程修習，自從 101-103 學年度 10

位研究生修畢中等教育學程，並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有 8 位通過教師檢定考試，獲得中等

教師證照，通過率為 80%。 

另外本所為提升研究生之教育專業能力，提供獎助學金，鼓勵學生擔任教師之研究助理

與行政助理，另亦有研究生擔任教師之科技部與教育部等相關研究計畫之研究助理。研究生

皆能藉由助理之工作機會，培養其研究知能與行政事務處理之經驗，提升其教育專業能力（見

表 5-2-3）。 

[表 5-2-3] 碩士班學生於校內擔任教師之研究/行政助理類統計表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學年度 

趙星光 葉佳瑜 科技部（101-102） 

趙星光 徐志欽 科技部（100-101） 

趙星光 曾鈺紋 聯董會計畫（100-102） 

趙星光 夏玉齡 Greens （103） 

陳世佳 王慧雯 科技部高瞻計畫（102） 



65 

 

陳世佳 張舒雯 永齡希望小學課輔計畫（103-104） 

林啟超 張家禎、吳淩方、洪尚妤、

徐誠澤、王雅雯、卓芮綺 

科技部（102-103） 

林啟超 陳瑩如、王姮捷 科技部 101-102  

林啟超 王姮捷、王沛楨、張家禎、

蔡書彰 

科技部 102  

陳淑美 王雅雯 精進師培計畫（103） 

李信良 陳泰明 精進師培計畫（103） 

鄧佳恩 王雅雯 精進師培計畫（103） 

陳鶴元 李玫儀 精進師培計畫（103） 

陳鶴元 林恩琳 精進師培計畫（103） 

5-3.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在職專班適用） 

本所教師為鼓勵學生的論文研究與教育現場實務之結合，每學期會邀請專家學者或中小學教

育相關主管與教師來進行專題演講，就其專業及當前重要教育議題，提供研究生更實務及多

元之思考方向。本所在職專班學生的論文研究領域都符合修習課程的學群分類（課程與教學、

教育行政與領導、生命教育），並以國民教育實務的主題進行研究，顯示研究生的論文研究都

可達到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的目的。在職專班學生論文題目領域類別見表 5-3-1 。 

[表 5-3-1] 在職專班學生之論文研究方向 

領域 學生 學年度 論文題目 

 

教育 

行政 

 

吳麗真 101 臺中市國小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洪羚 101 愛與榜樣的領導－三位轉型領導教師之研究 

謝慧美 101 國民小學超額教師之個案研究---以改制直轄市後之臺中市為例 

鄭秋櫻 101 高級中學總務主任僕人式領導行為與處室成員工作士氣之關係研究 

劉勝榮 102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育資源整合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研究 

陳秀真 102 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行銷策略認知與學校認同度之探究 

謝孟芳 103 彰化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角色壓力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 

焦玉華 103 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課程實施現況之研究 

陳雅婷 102 
國中導師轉型領導行為、班級氣氛與學生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以台

中市為例 

曾憶萍 102 少子化衝擊與幼兒園因應策略之探究－以臺中市私立幼兒園為例 

莊淑敏 103 公立幼兒園教師 對優先入園幼兒觀點之研究 

陳惠卿 103 
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主任教學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相

關之研究 

林麗真 103 南投縣冬陽國小補救教學之研究 

張德蕙 103 兩岸小學低年級現行國語文 教科書比較 

課程 尤麗美 101 臺中市國小教師少子化知覺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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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學 

林靜凰 101 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對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影響-以臺中市

某一國小為例 

曾莉芳 101 情意教學課程方案對學生挫折容忍力之影響-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例 

謝玉琴 101 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親師衝突之研究 

陳岫雲 101 同儕師徒制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以五年級中低程度學生

為例 

何建良 101 國中生父母管教方式與幸福感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鄭偲吟 101 臺中市海線地區外籍配偶子女國中生家庭社會資本與學習適應之研

究 

劉瓊華 101 在職進修碩士班國小教師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廖秋美 101 高中生英文科課室心理支持、心理需求與自我調整學習之關係研究 

李蕙萍 102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數學態度和數學焦慮相關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 

劉慈諳 102 台中市國中教師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蕭雅卉 102 一位國小教師教學信念變遷之研究-華德福教學信念的影響 

王翌庭 102 台中市國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林淑慧 102 

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數學課室心理支持、動機調節類型與學習投

入之關係 ──以臺中市為例 

許詠惠 103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對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的影響－以國中

數學領域為例 

林均珏 103 閱讀策略教學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童自主學習與閱讀態度之行動研究 

林淑慧 103 提問策略教學與認知風格對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影響 

吳函穎 103 國小五年級學童直笛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王盈盈 103 國小一年級教師對隔代教養 親師溝通之初探 

胡雯俐 103 合作學習對高中生英語閱讀理解表現之影響 

郭品妘 103 運用合作學習提升國中生對中音直 笛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蕭淑娟 103 
運用智慧教室結合 PBL 模式對國小學生 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

研究 

生命

教育 

 

黃久倖 101 台中市高中學生同儕關係與生命態度之相關研究 

王郁琳 101 臺中市國小教師夫妻子女教養方式─共親職與教職經驗滲透之探討 

秦蜀蕙 102 
國民小學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之探究：以中部某品德教育特色

學校為例 

林育鑫 102 新制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之探究 

5-4.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本所教師鼓勵研究生積極參與教師的研究計畫，讓研究生能將所學到的專業知識，應用

在不同的教學場域或是專業研究領域中。例如：研究生蕭淑娟利用在本所課程中所學的教育

科技相關理論與知識，與其教學場域的數位學習活動進行連結，打造一個適合國小學生進行

數位學習的環境。此外，有學生將所學與實務結合，發現創意教學方法並與國內相關期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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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分享；研究生曾鈺紋將在校所學運用到國際華語教學場域（見表 5-4-1）。 

[表 5-4-1]學生參與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情形 

研究生 活動名稱 活動年度 

蕭建智 教育部師鐸獎 101 

蕭建智 台中市優良教學檔案競賽 101 

曾鈺玟  美國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暨東海師培暑期志工計畫 102 

蕭淑娟 三星智慧學校（Smart School）建置計畫:: 台中市華龍國小 

http://www.samsung.com/tw/news/corporate/samsung-smart-school-news 

103 

林維廉 天下雜誌 [翻轉教育。創意教師]  103 

陳宥蓁 天下雜誌 [翻轉教育。創意教師] 103 

5-5.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 

本所為促進教師專業實務能力之提升以及精進現職中小學教師之多元能力，近幾年本所

教師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教育相關活動，以助學生能將所學之教學理論與知能與教育現場相關

實務活動做一個結合，近年來研究生結合實務應用，於專業領域卓有表現，詳見表 5-5-1。 

[表 5-5-1] 在職專班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得獎記錄一覽表 

姓名 活動名稱 得獎紀錄 

郭品妘 雲林國教第64期 入選獎狀乙幀 

郭品妘 台中市龍井區藝文季活動 提升人文素養 

感謝狀乙幀 

胡雯俐 指導學生參加103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中區英語作文決賽 錄取佳作 

胡雯俐 指導學生參加103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中區英語演講決賽 再接再厲 

劉瓊華 參加「台中市101年度教師行動研究論文」 榮獲優等獎 

劉瓊華 參加「99年度自由軟體教學應用教案徵選活動」 表現優異 

莊淑敏 第一屆幼兒園教師鐸聲獎才藝大賽 五項全能組第一名 

莊淑敏 海峽兩岸幼兒教師風采交流“希望盃”邀請賽 五項全能組一等獎 

蕭建智 全國正確用藥活動 績優人員 

林維廉 台中市教師會第十屆SUPER教師 國中部SUPER教師 

二、特色 

整體而言，本所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以下特色： 

（一）學術論文發表結合本土關懷與教育現場議題 

近幾年本所教師所指導學生們的碩士論文主題，都充分結合目前國民教育現場之教學、

輔導與行政議題，或本土關懷及生命教育之相關研究。學生們從完成與教育現場實務結合論

文研究的修課過程中，有助於精進自己在各級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且部分研究成果

亦能有推廣運用於國民教育教學現場，提升教學現場教師教學之效能。 

http://www.hcpss.org/


68 

 

（二）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學生具備多樣化而統整的教學知能 

本所教師教學透過講述、小組討論、專題導向等方式進行，提供研究生多樣化的教學與

學習經驗。教師亦會透過電腦多媒體的形式呈現學習內容，體現科技融入教學的精神與做法，

授課內容多為自行研發，融合國內外最新近之研究發現與個人研究成果，並要求學生能在課

堂中進行教學報告或演示，學生具備多樣化且統整的教學知能。 

（三）論文能與學生研究興趣以及教學實務結合 

本所研究生於選擇指導教授與研究主題前都與指導教授有充分的溝通，能夠選擇與自己

有興趣且能與教學現場實務相結合的主題進行研究。畢業前均需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於國

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論文，藉以提昇研究生的研究水準，並有效驗證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能力。所有研二學生，均需修習專題研究課程，由論文指導教授安排討論時間，循序完成

論文計畫及論文。計有 27 位畢業的研究生，都表示滿意指導教授的細心指導，進行論文寫作

的研究生，也都認為指導教授關心其論文寫作的進程，並滿意指導教授給予的指導。  

（四）重視導師與指導教授制度，精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論文品質 

為加強研究生的學習品質，本所特別重視導師（論文指導教授和導師）對學生生活和學

業方面的輔導。每學期均透過研究生代表參與各項會議、各項學術性活動的檢討會議、以及

導師與指導教授約談等活動，與學生進行意見交流並給予輔導，以確使本所教學之軟硬體設

備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為提升本所研究論文之品質，本所研究生修業規定，研究生必須累

積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教育期刊，都經由指導教授的督促確認執行，確實提升研究生

研究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一）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以及發表論文的次數較少。 

（二）學生學術研究潛能尚待開發 本所每年舉辦學術研討會，大部分的學生會以此為學術發

表的場所，雖然可以從中提升其學術發表能力，然相對得對於參與校外的學術活動較

不踴躍；另外近年來教師發現部分學生因論文寫作時程緊迫，對資料的引用方式欠妥，

學術研究倫理有待加強。 

四、改善策略 

（一）積極鼓勵研究生申請科技部或本校研發處之參與國際研討會補助，提升學生參與國際學

術研討會的動機。 

（二）鼓勵研究生將其研究成果投稿於校外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活動，增進與附近大學教育研

究的合作關係，加強校際之交流。另外為確保論文品質，要求學生繳交論文前運用學

校所提供之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軟體，遵守學術倫理並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五、項目五「教學成效」之總結 

本所於 89 學年度成立之後，朝向「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能力以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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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之教育人才」的教育目標而努力。教師在教學方面整合與彈性的課程

開授方式與課程設計，使開課能滿足學生需求；所有教師均致力於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供

研究生多樣化而統整的課程內容，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落實導師與指導教授制度，

提供學生適當的學習、生活和生涯輔導。且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合宜，故可提供研究生最佳

學習之支持與指引，學生都具有一定水準之學術研究與教學現場之實務推動能力。 

整體而言，配合教育研究所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本所課程規劃完善且多元，師資與教

學設備充實，足以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另外，定期舉辦各項學術活動，鼓勵研究生參與

及發表，奠定從事學術研究的專業基礎。此外，所上教師與研究生互動良好，每位學生都能

在教師的細心教導與輔導下，在專業知能與專業素養的學習成效上有所增進；因此，研究生

也都以身為本校教育研究所的一員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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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生涯追蹤 

概述 

本所成立於民國 89 年，迄今已有 13 屆畢業生，學生包含在職生與一般生，來源多元化

形成相輔相成的學習優勢。本所課程要求嚴謹，平均修業時間為 2-3 年，若加修教育學程，

則需延長至少 1 年，外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畢業生具備豐富知能，足以因應教學、行政及

專案研究等各種專業挑戰。 

由於本所要求嚴格且訓練紮實，故本所畢業生具備進修博士班之潛質與能力，歷屆已有

多位畢業生進修博士班，並有畢業後已進入大專院校任教者。畢業生多擔任學校教職、學校

行政、政府部門等教育相關工作。無論從事教學、行政，均獲得教育實務界、行政界之普遍

肯定。且有多位校友榮任校長、主任、組長等行政職務，工作才能獲得高度肯定。 

一、現況描述 

6-1.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本所為了解畢業生生涯發展情形，建置了良好的追蹤機制，根據畢業生的職涯發展情況，

作為修正調整課程規劃與修業規定之重要參考。以下分別說明本所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的規

劃，及本所畢業生生涯發展情形。 

（一）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 

1、 畢業生資料庫： 

本所自成立以來，即自行建置保存所有學生的資料，並配合每一次的畢業生調查，更新

畢業生資料庫內容，有完整之畢業生資料庫。（★實地訪評時提供） 

2、 畢業生交流活動： 

邀請畢業生返校參與所上的各種活動，包括所友回娘家、畢業生擔任課程委員會外部諮

詢委員、參加研討會、擔任演講講員、參與座談會等。充分運用優秀畢業生之實務經驗與專

業資源。本所於 101 年 4 月 28 日舉辦所友會成立大會，與畢業生建立更為便捷的溝通平台，

辦理所友回娘家的活動。 

3、 各屆畢業生網路群組： 

鼓勵老師及各屆學生加入該屆同學的 Facebook 網路群組，透過網路動態消息，持續了解

畢業生的近況。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官方 FB，目前有 172 位成員，作為榮譽、活動、升學、

就業等交流平台，每年配合活動宣傳並透過 E-mail 主動轉知本所活動訊息及就業資訊，強化

與所友之間交流，104 年 5 月 24 日所有返校座談即運用教育研究所官方 FB 召集，進 30 位所

友參加當天之所友回娘家活動。（★FB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0577068309216/，實地訪評時提供查閱） 

4、 職涯經驗分享： 

邀請畢業生回校與學弟妹分享教學與服務的成功經驗等，擴展在校學生對教育現場學校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05770683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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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認識與在教學實務上的理解，同時增進畢業生與所上的緊密關係。 

（二）研究所畢業生生涯發展情形 

本所畢業生就業及求學情形相當理想，以擔任教職為主，或與教育相關之產業工作，例

如教育行政機關、補習班、安親班等，本所 98-103 學年度畢業生就業情形如附件表 6-1-1。（☆

見附件表 6-1-1） 

（三）通過教師檢定比例 

本所一般生若有志從事教職者，得申請參加本校中等教育學程的遴選，經過筆試與面試

通過入選者，於研究所二年級開始修讀教育學程兩年（入學成績優良者可以從第一年開始修

習），並參與半年的教育實習，之後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100-102 學年度本所共有 10 位畢

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 8 位，通過率為 80%，名單如表 6-1-2。 

[表 6-1-2] 101-103 學年度研究生畢業後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情形 

序

號 

畢業後參加 

教檢學年度 
姓名 教檢情形 任教科目 現職單位／職稱 

1.  101 劉惠玲 通過 英文 代理代課教師 

2.  101 許窈瑜 通過 食品 文雅國小代課老師 

3.  102 劉易冠 通過 英文 補教英文教師 

4.  102 陳瑩如 通過 幼教 台中市立幼兒園代理教保員 

5.  102 羅翊芳 未通過 英文 健身教練 

6.  102 鄭秋櫻 通過 商業經營 麗澤中小學/推廣部主任 

7.  103 洪蕙英 通過 生命教育 高雄市道明高中代理教師 

8.  103 黃珮珮 未通過 國文 台中市向上國中國文代理教師 

9.  103 徐志欽 通過 公民 服役中 

10.  103 王薈雅 通過 國文 大吉國中代理老師 

6-2.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本所教師非常認真看待教育使命與教學工作，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除了嚴謹

規劃課程、教學之外，更重視學生之學習成效。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之機制可分為下列

3 階段： 

（一）在校級、院級的教育目標的引導之下，本所老師依照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設計課

程內容及學習評量方法，作為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之依據（★見實地訪評授課計劃表）。 

（二）每一門課程結束時，本所會請修課學生填寫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核表（☆見[附件資料

6-2-1]），以瞭解學生是否習得該課程既定的核心能力。 

（三）學生畢業離校之前，每一位畢業生都被邀請填寫一份畢業生問卷調查（☆見[附件資料

6-2-2]），以了解畢業生對整體學習成效的評估情形。本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6-2-1，從

表 6-2-1 畢業生的回饋可以得知，大部分學生對於在本所的學習經驗持相當正面的高

度評價，所有的項目平均數皆超過 4 分，其中，101 學年度的畢業生調查，平均分數

最高的項目包括：5.我對本所的師生互動感到滿意（4.8），6.我對本所教師的論文指

導工作感到滿意（4.8），以及 9.我樂於向他人推薦就讀東海教育研究所。102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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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畢業生調查，平均分數最高的項目包括 2.我對本所師資專業能力感到滿意（4.94），

3.我對本所教師的教學品質感到滿意（4.94），5.我對本所的師生互動感到滿意（4.94），

6.我對本所教師的論文指導工作感到滿意（4.94）。103 學年度的畢業生調查，平均分

數最高的項目包括 5.我對本所的師生互動感到滿意（4.86），6.我對本所教師的論文指

導工作感到滿意（4.78），7.本所的進修對我的專業發展有幫助（4.86）。尤其在師生

互動及論文指導品質這兩項，在三年的調查項目中都是最高分，這些回饋顯示出本所

教師的用心與付出，學生能夠了解並體會，而且畢業生的口碑與口耳相傳，他們都樂

意推薦他們的同事或朋友來報考本所，也成為本所招募新生的主要來源。 

針對學生反映的問題，本所也會立即於次月的所務會議中提出討論，希望獲得最快的改

善。例如，101 學年度有多位學生表達對教學設備的滿意度為普通，因此平均分數最低（4.13），

透過了解後發現，某學期研討室的投影機與音響偶有故障的情形，影響教學與學習品質，因

此立即編列經費予以改善，至 102 學年度時，畢業生問卷調查有關本所教學設備的滿意度即

有提升（4.67）。 

[表 6-2-1]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統計 I 

學習成效滿意度（請打勾） 

題號 內容 
101 學年度 

平均數N=15 

102 學年度 

平均數N=18 

103 學年度 

平均數N=14 

1 我對本所課程規劃感到滿意。 4.47 4.83 4.50 

2 我對本所師資專業能力感到滿意。 4.67 4.94 4.71 

3 我對本所教師的教學品質感到滿意。 4.73 4.94 4.78 

4 我對本所的教學設備感到滿意。 4.13 4.67 4.50 

5 我對本所的師生互動感到滿意。 4.8 4.94 4.86 

6 我對本所教師的論文指導工作感到滿意。 4.8 4.94 4.78 

7 本所的進修對我的專業發展有幫助。 4.53 4.83 4.86 

8 與同儕比較，我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感到滿意。 4.13 4.67 4.57 

9 我樂於向他人推薦就讀東海教育研究所。 4.8 4.83 4.71 

6-3.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

習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本校與本所為蒐集並參考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作為持續改善教學與輔導之

依據，每年均對本所畢業生以及畢業生雇主，分別進行畢業生與畢業生雇主問卷調查，近三

年調查的結果分述如下： 

（一）畢業生問卷調查 

本所教育目標為：1、本土關懷 2、國際視野 3、學術研究 4、獨立思考與反思習慣。依

據此4項目標，希望本所培育之畢業生具備足夠之學識與研究能力，有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視野

與胸襟，養成反思的習慣，不斷追求創新與改變，以個人成長為起點，從個人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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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區出發，逐步發揮改革的影響力，促成樂於終身學習的社群與組織。因此，本所教

學重視學生的個人成長與專業發展，強調批判思考、反思與對話，師生之間為平等、互惠的

關係，課堂是開放、自由、支持與尊重的氣氛，學生樂於提問、發表與分享。我們相信，當

研究生個人改變時，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態度與方式也將隨之改變，進而影響家人、同事、

學校、機構、社區。 

每一屆學生完成論文繳交後，在辦理離校手續時即以紙本請其填寫畢業生問卷，此問卷

之填寫為自願性且不具名，因此回收的數目每學年不盡相同。從表6-3-1的統計結果可看出，

畢業生對於研究所的學習是否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能、多元教學能力、行政協調能力、處理問

題能力、班級經營能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研究能力、反思習慣、個人成長、職場競爭

力、國際視野、終身學習意願等12個面向，皆持非常正向的肯定，所有題項的平均分數皆超

過4分，其中101學年度最高分的項目為研究能力與反思習慣（4.73）。102學年度最高分的項

目為多元教學能力、處理問題能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研究能力、個人成長、終身學習

意願（4.89）。103學年度最高分的項目為研究能力與反思習慣（4.83）。其中，研究能力在3

年的調查中皆列入最高分，亦反映出學生對研究所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果的肯定。 

[表 6-3-1]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統計 II 

所學與工作表現之滿意度（請打勾） 

題號 研究所進修有助於您在下列各項目上的提升？ 
101 學年度 

平均數N=15 

102 學年度

平均數N=18 

103 學年度 

平均數N=18 

1 專業知能。 4.60 4.83 4.78 

2 多元教學能力。 4.60 4.89 4.72 

3 行政協調能力。 4.20 4.67 4.28 

4 處理問題的能力。 4.40 4.89 4.67 

5 班級經營能力。 4.47 4.72 4.44 

6 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4.53 4.89 4.67 

7 研究的能力。 4.73 4.89 4.83 

8 反思的習慣。 4.73 4.83 4.83 

9 個人的成長。 4.67 4.89 4.78 

10 職場競爭力。 4.53 4.67 4.56 

11 國際視野。 4.33 4.61 4.44 

12 終身學習的意願。 4.67 4.89 4.60 

（二）雇主滿意度調查 

104 年本所從 101-103 年度畢業生就業的學校網站，收集到該校校長或主任的電子郵件，

寄信邀請 50 位主管就該生的工作表現，以網路問卷的方式填答雇主滿意度問卷（☆見[附件

資料 6-3-1]），藉以了解雇主對本所畢業生表現的滿意情形，以及對本所畢業生各項能力強化

的建議。共寄出 50 份，回收 11 份，結果統計如表 6-3-2。 

[表6-3-2]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生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統計 

項目及內容 平均 

具有行政能力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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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專業知識 4.63 

具有工作效率 4.55 

具有工作熱忱 4.55 

具有責任感 4.55 

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4.55 

具有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4.55 

具有與人際溝通協調的能力 4.64 

具有團隊合作精神 4.55 

具有專業倫理精神 4.45 

總體滿意度 4.55 

問卷調查中列出 11 項滿意度的調查，在五分量表中，除了具有行政能力與具有專業倫理

精神兩項平均為 4.45，其餘題項平均分數都為 4.55 或更高，顯示雇主對本所畢業生的滿意度

都相當的高。問卷也調查各校校長與主任對本所課程設計的建議，此題為複選，依選填次數

高低分別為：（1）強化實務經驗，7 人次;（2）課程內容應與實務結合，6 人次;（3）加強工

作倫理及態度，6 人次;（4）訓練應答與溝通技巧，5 人次;（5）教學內容應符合國際潮流，3

人次;（6）增強學生外語能力，2 人次。 

本次調查也請受訪者填寫文字的回應，11 位填答者中有 6 位提供文字的回饋，臚列如下：

（1）感謝用心，尤其是課程規劃。（2）年輕一代的敬業精神，整體上比五年級的弱很多。（3）

謝謝培育優秀人才。（4）本校教師報考貴校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就其職能發展不管是教學

亦或行政業務，於學校均是莫大助益。除教學相長外，並得以擴展人際資源、獲取有效解決

問題經驗及方法，后對人、對事之處理更形圓融、周妥。（5）盼!加強挫折容忍觀念，減少閉

門造車與自我優越意識，以融入職場，從基層學習以展所長，3Q。（6）貴所培育的學生絕大

部分都很優秀，以上滿意度之填答僅針對某生表現，對於剛踏入教育界的年輕人，如果權利

義務分得太清楚，不能說是錯，但是我不喜歡這樣的老師。 

整體而言，填答問卷的雇主對本所畢業生的滿意度頗高，僅第 6 位填答者表達普通的意

見，其文字意見也說明是針對某一特定教師，期許本所能教導年輕教師勿過於重視自身權利。

對於問及雇主是否會優先錄用本所畢業生，有 4 位回答：是，理由為：非常優秀，值得推薦。

另外 7 位填答者表示，錄用與否非其單位或個人可決定。 

6-4.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所的學生來源，多靠畢業生的口碑，因此，特別重視學生的意見及學習。畢業校友也

非常樂意提供我們有關職場需求的意見，透過各種管道，協助母校學弟妹就業資訊。 

（一）畢業校友座談會： 

邀請優秀畢業校友返校，與師長座談，提供職場最新的資訊與建議。（★詳 104 年 1 月

30 日畢業校友會議記錄，實地訪評時提供） 

（二）提供實習、兼職機會： 



75 

 

本所在職生多，經常提供代理代課或文教安親機構的教學機會，鼓勵學弟妹多方嘗試，

增加教學經驗。 

（三）提供考試、就業資訊： 

學長姐主動提供各校考試資訊，並隨時將相關資訊上傳到本所臉書，並協助模擬試教、

提供口試等考試資訊給正在找工作的學弟妹。 

（四） 返校課堂演講或授課，提供教學經驗與專業知識，協助學弟妹充實教學現場知識與

技能。 

二、特色 

綜上所述，本所畢業生之表現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學術研究能力受肯定： 

    本所畢業生之基礎訓練紮實，且具備相當之學術研究能力，有利於其繼續進修博士班。

畢業生在博士班就讀的表現亦受到師長的讚許與肯定。 

（二）就業情況理想： 

本所畢業生多順利投入工作職場（附錄6-1-1），依據101-103學年度碩士班37位畢業生就

業調查結果統計，畢業生工作仍以教職為主，其中有17位擔任專任教師（45.95%），6位擔任

代理教師（16.22%），3位服務於補教業（8.11%），2位在教育相關機構服務（5.41%），3

位（8.11%）任職於一般企業。除了5位參與教育實習中（13.51%），一位服役中，一位在家

當全職媽媽，一位正就讀第二個碩士學位，以及一位正準備出國中，本所畢業生就業相當順

利，且多能學用相符。 

（三）對研究所的學習經驗相當滿意且有豐富收穫： 

畢業生調查中發現，畢業生對於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有頗高的評價，認為研究所的學習

經驗有助於其個人的成長與專業發展，並且樂於推薦同事或朋友前來就讀。 

三、問題與困難 

（一）近年來教師缺額急遽減少，在一職難求的情況下，將大大影響一般生報考教育研究所

意願；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需求也漸趨飽和。基於前述兩項原因，本所未來報考人

數也有逐年下降的可能。在全國研究生人數都大幅減少的現狀下，如何持續吸引有志於

教育工作及教育研究之優秀人才報考本所，成為本所之重要挑戰。 

（二）由於教學現場關係緊密，由本所或教師具名邀請雇主填答之問卷調查收集不易。 

（三）少子女化影響教師職場缺額，少數一般生在取得教師資格後，需要一段時日的磨練（擔

任代理或代課教師），才有機會找到正式教職。 

四、改善策略 

（一）近年來碩士班（日班）因在職進修報考人數減少，期待同時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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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將加強重視同時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的學習需求，如上課時間、課程的開授情

況等；另外，積極回應在職生的建議與期待，設計更有利於在職生專業成長的課程及

活動，；協助在職生調整學習計畫，使其在學校公假期程內順利完成碩士學位等。並

持續檢討畢業生滿意度調查結果，確實依據回饋機制改善，爭取畢業生之支持與認同。

透過在校生及畢業校友的口碑與推薦，吸引其同僚及朋友報考本所。 

（二）嘗試改用google網路問卷的方式，讓雇主或學校主管得以在網路上直接填答，藉以提

升填答比例。 

五、項目六「生涯追蹤」之總結 

本所畢業生多投入以教職為主的工作，未投入傳統教職工作者，亦從事教育相關工作，

就業情況相當理想。從研究所畢業生調查中發現，畢業生對於本所有頗高的評價，對所學也

很滿意，認為研究所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其個人的成長與專業發展。本所畢業生的基礎訓練紮

實，且具備相當之學術研究能力，有利於其繼續進修博士班。 

近年來由於教師缺額急遽減少，影響一般生報考本所意願降低，加上在職進修需求逐漸

飽和，使考生有減少的趨勢。為謀求改進，乃持續檢討畢業生聯繫與滿意度調查成效，確實

依據回饋機制改善各項教學及學習活動；並將回饋意見及結果落實於研究所之充實，修正及

提昇。定期辦理「畢業生回娘家活動」，邀請歷屆畢業生參加，組織畢業校友，成立 Facebook

網路社群，加強畢業生與本所，以及畢業生與畢業生彼此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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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概況 

 本所針對教學、輔導與行政等工作的推動，係根據學生意見反映、教師同仁檢視反思、

以及外部專家、學者之參與及評鑑改善意見等 3 個層次來進行循環式的改善。對於第一週期

評鑑委員的改善建議，除在第一週期評鑑結束後，立即根據當時情境擬具改善計畫，此後根

據教育發展趨勢、學生學習需求進行持續的追蹤改善。第一週期評鑑委員在（一）教學目標

項目建議：與本校附屬中學互動關係的改善、慎重考慮是否實施招生分組；（二）課程設計與

教師教學項目建議：檢討與教學目標不盡相符之課程、強化課程師資；（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項目建議：掌握本所特色區隔招生策略、教師參與全校性之跨領域課程與研究及通識課

程開授、強化非教育背景研究生之教育先備知識、落實國際化視野培養；（四）研究與專業表

現項目建議：加強教師研究出版、申請校內外教學專案或研究計畫；（五）畢業生表現項目建

議：強化論文輔導與結合學術與實務研究等，均已逐一落實改善。 

現況描述 

7-1.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所之自我評鑑運作的目的，為獲得改善的資訊與提供改善的參照基點。為有效達成教

學、輔導與行政各方面的改善目標，本所自我改善的行政管理機制運作從三個層次來規劃：

（一）獲取來自學生的意見回饋；（二）本所教師、同仁定期與不定期的自我檢視、反思的落

實；（三）透過本所外部專家、學者之參與及評鑑提供的改善意見等三部分。上述三個層次的

資訊經教師與同仁討論，並形成兩個面向的改善行動方案，包括現況的檢討改善，以及前瞻

趨勢的回應規劃與實踐，據以落實後再蒐集回饋資訊進行第二輪的改善運作。（見圖 7-1-1） 

 

 

 

 

 

 

 

 

 

 

 

 

 

圖 7-1-1 教研所整體自我改善機制圖 



78 

 

（一）本所獲取學生意見回饋的機制，分成正式管道與非正式管道兩個向度： 

正式管道方面為按現有法規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各項會議，以及各種教學行政成果的問卷

填答。舉凡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都邀請學生代表列席提供意見，以及與學生相關的重要典

禮或活動，如新生迎新始業式、畢業祝福禮、每學習之研討會，都邀請各班級代表協助規劃

與提供改善意見。由於現行研究生的組成特質，課程修習或教職工作負荷繁重，所學生組織

之運作很難良好運作，因此非正式管道常成為本所獲取回饋的重要機制，非正式管道的回饋

資訊常在導師與導生互動，研究生與指導教授、或研究生行政或研究助理與教師或辦公室同

仁的互動中具體的呈現。 

（二）本所教師與同仁的定期與不定期自我檢視與反思，也可以區為正式的會議管道與非正

式的互動管道來達成： 

本所學期中每個月一次定期，必要時於假期中召開臨時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等會議，

每月的定期會議全體教師與同仁均出席參加討論。除了每個月的定期會議外，由於本所的教

學、研究與活動空間配置集中，每位教師研究室都緊鄰在一起，研究室外的走道與交誼室等

空間，就成為本所教師同仁隨時意見交換的良好場所，許多學生輔導資訊的討論，學生反映

意見的檢視與反思，都在此一空間內常態性的進行。例如年度的課程改善規劃，學生論文研

究計畫發表方式的改革，都是在此一非正式的討論空間醞釀後，提出於正式的委員會定案後

實施。 

除了教師們自發性的反思討論外，每學期舉辦 2-4 次的教師沙龍，利用週間教師共同未

排課時間，由中心教師進行分享引言，或邀請專家學者帶領討論中心的興革事項。102 年度

曾安排赴美進修的陳淑美老師分享美國最新的教育研究現況，以及本所可以借鏡改進的運

作，另有兩位新進教師分享科技融入教學的新發展，並邀請短期講學的 Prof. William Lan 分

享未來遠距教學新趨勢，103 年度則有朱延平教授的組織發展，美國 Purdue University 傑出教

授 Prof. Fenggan Yang 與上海復旦大學朱曉紅教授的談世界高教發展，美國加州中學巡迴教

師 Nancy Haung 博士談非常規性學生之輔導，以及 THU Drive 雲端資料庫的使用，學術引用

校對軟體 TURNIN 的使用等研習。每學期末本所全體教師與同仁都會安排一天的 retreat，離

開熟悉的辦公研究空間，邀請講員帶領或教師自行分享檢視本所運作，展望與規劃未來的發

展。102 學年度本所的 retreat，上學期邀請本校企管系主任帶領分享面對高等教育發展，本所

的因應與發展之腦力激盪討論；下學期則進行 1 天的課程架構檢討規劃與討論。103 學年上

學期到彰化八卦山與微熱山丘聚餐，並進行本所 SWOT 的檢討與發展策略討論，下學期則所

有教師至南投名間鄉北梅國中出席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開訓典禮後，與該校吳毓真校長討論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這些外部專家學者的演講、分享都提供良好的資訊與刺激，協助本所教

師與同仁對教學、輔導與行政決策等議題進行有效的改善與創新。 

（三）外部專家、學者之參與及評鑑提供的改善意見方面： 

本所之課程委員會每年分別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與校友各 1 名，擔任校外課程委員。校

外課程委員除了備諮詢外，每年在下年度課程規劃時應邀出席參加課程委員會，參加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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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討論。102 年度之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協助本所研議強化研究生論文輔導，以及行動研

究課程結合論文寫作的輔導，幫助研究生能按既定時程完成碩士論文。本所也根據本所與學

校排定的時程，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定期進行課程架構、課程綱要以及外部評鑑，協助推動

本所的教學、輔導與行政措施的改善。（★課程架構與課程課綱外審資料於現場訪視時提供） 

7-2.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本所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提出改善建議後，立刻召集全體教師與同仁針對

委員之改善建議進行分析討論，隨後並責成各評鑑分組負責教師與同仁共同擬具改善措施與

執行方法，經過共同研商確認後分工執行改善建議。以下就各評鑑項目為基礎，共分教育目

標、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與畢業生表現等 5 項，

就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分別敘述改善計畫與改善結果，其中教育目標之改善建議與改善結果

已於本報告項目 1-5 說明，不再於此贅述。 

[表 7-1-1] 上一週期評鑑委員改善意見與改善結果（項目 2~項目 5） 

改善建議 改善計畫 改善結果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1.宜召開課程委員會，檢視

課程內容與教育目標不

相符合之問題，從學門

的知識邏輯系統加以思

考，重新調整與增訂各

組之課程。 

1.定期邀集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

畢業生代表參與課程委員會，討

論課程與教育目標之相關事宜。 

2.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調整課程

分組架構為課程學群。 

 

1. 101-103 學年度都依規定定期召開課

程委員會。 

2. 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考量學生需

求，將「課程與教學」、「行政與領導」

兩組調整為課程學群，增加學生修課

的多元性與彈性。 

2.學生修課之輔導，除透過

多重管道告知，宜輔導

學生須修讀之課程，以

獲得該領域核心知識，

來建立學生紮實之學術

基礎。 

1.每年辦理新生說明會及印製研究

生手冊。 

2.加強本所網頁，提供課程地圖，

使學生明瞭修課要求，建立其紮

實之學術基礎。 

1. 每年辦理新生說明會，加強對於學生

修課相關事項之宣導，使學生對研究

所修業相關規定有所了解。 

2. 每年製作研究生手冊，提供學習相關

資訊，使學生確實掌握學習方向。並 

建立課程地圖，讓學生掌握修課順序

與原則。 

3.針對課程、教學、行政三

方面較少開設之核心課

程，宜增聘相關領域之

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開

授之，以拓展學生的教

育專業知識，並且應以

在研究所開課為主。 

為核心課程多元開課。除鼓勵本所

教師發展第二專長，針對課程、教

學、行政、生命等方面開設課程；

本所並於 99 學年度下學期增聘教

育行政專長教師一名，生命教育專

長一名、102 學年度增聘教學科技

兩名，104 學年度增聘教育行政專

長一名，以拓展學生專業知識，未

來增聘師資時，亦將充份考量教師

專長與課程的契合度。 

增聘教師後，本所教師專長含課程、教

學、行政與生命教育等教育專長，教師

專長分工，達成本所所欲培育之教育目

標。 

4.課程委員會不宜由全體

教師參與，宜由兩組教

師派代表參與，除具代

表性，亦減輕教師開會

負擔。 

 

課程委員改由教師派代表參加。 

 

 

課程委員已經重新調整，讓人力更加的

適切調配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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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該所中英文網頁上之資

料宜充實並定期更新，

同時教師之研究著作與

專長亦宜公開於網頁

上。 

本所教師之研究著作及專長皆公開

於本所網頁上，且持續定期更新。 

本所網站已於 100 年暑假改版更新，導

入教師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以隨時管

理、更新教師個人支助座、研究計畫、

授課情形及及論文指導等情形。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1.宜針對歷年來之學生背

景、報考人數、就業市

場變動及其他友所之變

化等方面，進行長期資

料之建檔與分析，以掌

握該所之特色，進而及

早著手「市場區隔」之

規劃。 

學生每年入學時資料都已建檔，並

針對最近三年入學學生做瞭解與分

析，從中掌握市場的動向，並做為

招生策略的應用。 

藉由學生的訪談與瞭解，碩士班學生選

擇就讀本所是基於本所之課程規劃之多

元性，也計畫修習師培課程。而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選擇本所是基於本所上課集

中，在職進修較易集中安排規劃，因此

有部分學生願意從台北來到台中上課。 

 

2.宜重新釐清與該校、社科

院、附中（小）、師培

中心等機構之定位關

係，除提供應有之專業

與人力支援外，亦可加

強彼此間之橫向聯繫與

合作關係。此外，對於

跨領域與跨校之課程、

教學與師生交流上，亦

值得開發。 

1.附屬中學校長之職務曾由本所教

師兼任，所上其他老師也擔任附

屬中學校務發展之督導，參與、

協助附中的發展。 

2.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的科技部計畫

研究計畫方面，本所老師也與附

中、小教師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一起研發教材、設計節能減碳教

育課程。執行附中高瞻計畫，本

所教師為計畫主持人，並引入本

校理學院生物科學系、物理系、

化學系等教授參與指導，具備跨

領域之教學與師生交流。 

3.東大附中臨床教學及課堂教學入

班觀察。 

4.協助附中優良教案審查。 

5.在研究生課業的修習上亦鼓勵研

究生進行跨系或跨校課程的修

習，增加學生的專業知能的廣度。 

1. 擔任附屬中學校長及督導委員。本中

陳世佳教師擔任附中校長。趙星光教

師、陳世佳教師與林啟超教師擔任附

屬中學督導委員，瞭解與協助附中校

務發展。 

2. 在科技部的計畫方面，本所與附屬中

學的合作，含括了科技部節能檢碳計

畫、高瞻計畫計畫。 

3. 在教育部計畫方面，如精進師培計

畫，本所教師趙星光教師與陳鶴元教

師入班教授高中生命教育課程，並李

信良教師、陳淑美教師、林啟超教師

協助學生入班觀察數學教學；鄧佳恩

教師協助學生帶領學生入班觀察英文

教學。 

4. 在附屬中學優良教案審查，本所教師

協助審查附中優良教案審查。 

5. 本所每年舉辦學術研討會，藉此提供

本所師生對外擴展與交流之機會。 

3.在全校性之高教與教育

行政議題，如通識與跨

領域開課、教學卓越計

畫、學生教學評鑑調

查、少子化與大學招生

策略及當代青少年問題

等項目，宜結合校、院、

所之師生專長，加強參

與。 

1.本所趙星光老師、陳世佳老師參

與跨領域課程（通識教育中心開

課、服務學習課程、高齡者課程）

的開課。 

2.本所陳世佳老師擔任大學的教學

卓越計畫子計畫主持人。 

3.本所陳世佳老師亦參與本校「公

民素養陶塑計畫」之籌備，貢獻

所長。 

4.李信良老師在學生輔導中心擔任

青少年問題之講師。未來將更積

極參與全校事務，貢獻專長。 

5.林啟超教師協助教務處規劃學生

教學評量問卷的設計。 

6.陳淑美老師協助規劃全校性教師

專業成長有關班級經營；林啟超

1. 趙星光教師、陳世佳教師協助本校通

識中心開設相關課程。趙星光教師師

持續支援社會系、東海大學高齡課程

計畫開授全校性或跨領域課程。 

2. 陳世佳教師擔任學務長、擔任教學卓

越計畫主持人。 

3. 陳世佳教師擔任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4. 李信良教師協助輔導中心「藥物濫用」

對學生進行專題演講。 

5. 林啟超擔任教務處規劃學生教學評量

問卷的設計。 

6. 陳淑美教師規劃全校性教師專業成長

課程；林啟超教師擔任教學策略召集

人。 

7. 陳鶴元教師協助教學資源中心規劃阿

摩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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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協助規劃教學策略。 

7.陳鶴元老師協助規劃阿摩司課程 

8.鄧佳恩老師協助規劃學務處補救

教學工作坊等 

8. 鄧佳恩教師協助規劃學務處補救教學

工作坊。 

4.由於該所在職生比例較

高，且不乏非大學相關

科系畢業者，宜有較為

具體之策略來協助這類

學生之教育基本能力，

及加強其理論與實務之

結合。 

1.課堂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讓

學生瞭解與體會。 

2.而對於大學非教育相關科系者，

本所則安排教育基礎科目讀本，

由所上教師輔導閱讀此些讀本。 

3.安排研究生「專題討論」提供教

育系列主題，配合本所教育目標

協助學生擴展對教育議題的敏銳

度。 

1. 本所在職生多為中小學在職教師，成

為教師之前已修習過教育相關專業科

目，也具有基本之教育專業知識，在

教育所進修時，可以結合平時教育現

場所觀察、發現的問題與教育理論基

礎的連結應用，提出改善教育實務的

可能性。 

2. 對於大學非教育相關科系者，安排本

所教師協助輔導閱讀教育基礎科目，

強化教育基礎知識，以備修習課程

時，能適度參與課堂討論與回應。 

3. 藉由每學期安排「專題討論」與演講，

提升學生對教育議題的瞭解與掌握。 

5.該所學生背景多元，非本

科系畢業生占多數，課

程規劃宜有完整選課輔

助措施，課程內容之安

排亦宜符合教學目標。 

本所學生中含中小學在職進修老

師，因此多數具有教育基礎知識。

而對於非教育領域畢業者，也由本

所教師輔導自修教育基礎讀本（學

生閱讀摘要與心得繳交）。 

藉由正式課程「專題討論」與非正式課

程「教育基礎讀本研讀」協助學生達成

課程之學習目標。 

6.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課

程宜規劃更具結構化的

內容，持續且更積極招

收國際與大陸學生、交

換學生等，並更積極鼓

勵學生加強外語能力的

訓練，以培養其國際化

專業研究與交流之能

力。 

1.每學年度都有大陸生至本所修習

教育課程，交換不同的學習經

驗，增加本地生的視野。 

2.每學年都規劃的「移地研究」課

程，藉有移地研究，增強了學生

的多元國際觀。 

2.持續在課程內容上強化國際觀，

並透過西文書籍、文獻的閱讀，

增加外語能力的表達、書寫。 

3.補助與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發表，增加研究生國際

視野與外語表達、溝通能力。 

1. 101 學年度招收兩位外籍生（韓國、蒙

古各一）；102、103 學年度每各有兩位

中國大陸姊妹校交換生至本所短期交

換研究。 

2. 101-103 學年度之移地研究課。101 學

年度赴吉林大學（教師 1 人、學生 14

人）、102 學年度年日本福岡縣雙葉國

小（教師 1 人，學生 15 人）、103 學年

度年蘭州大學（教師 2 人，日間 10 人、

在職 12 人）。103 年暑假再由趙星光、

陳鶴元老師帶領16名研究生至姊妹校

蘭州大學，進行多元文化移地研究教

學，均獲本校國際處專款補助。 

3. 學生修習之課程，適度要求閱讀英文

之文獻與期刊，藉此，強化學生的外

語能力。 

4. 102 學年本所研究生曾鈺紋赴美國馬

利蘭州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學校進行一個月中文教授之

服務學習，並獲本校國際處獎助。 

5. 102 學年度本所研究生陳東玉赴中國

大陸姊妹校華東師範大學進行半年研

究生交換研習。 

7.宜訂定相關辦法，鼓勵學

生跨系所選修課程，有

助於創造跨領域之研

究。 

本所修業規則已載有跨系所、跨校

的修讀辦法。（附件 7 第四條） 

本所入學研究生手冊已說明跨系所、跨

校修課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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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1.該校訂有各類研究獎勵

辦法，宜多加強並提升

教師研究之質量。 

鼓勵教師參與 TSSCI、SSCI 寫作研

討會，並積極朝 TSSCI、SSCI 期刊

投稿。 

本所教師們已持續有論文刊登在 TSSCI

及 SSCI 等期刊論文。 

2.宜掌握該校獲得教學卓

越計畫補助之契機，運

用該所擁有之資源，規

劃有關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之研究計畫，以提

升研究能量，並發揮對

該校之影響力。 

透過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相關的教學

卓越計畫及跨領域整合的研究計

畫，並藉由參與研究計畫，形成研

究團隊，如： 

1.陳淑美老師參與東海大學全校 E

檔案的研發案，規劃建置東海大

學 T-portfolio，可整合學生各項學

習活動的 E 化系統。 

2.張玉成、陳世佳、林啟超、陳淑

美等教師參與本校「能源國家型

人才培育自由導向整合型計畫--

東海大學 k-16 之深耕 4E 研究計

畫。 

3.趙星光教師參與本校「Green 計

畫」之共同主持人。 

4.陳世佳老師擔任教學卓越的子計

畫主持人。 

5.林啟超老師協助規劃本校教師教

學評量問卷設計。 

6.陳淑美老師、林啟超老師、鄧佳

恩老師、陳鶴元老師規劃教學資

源中心之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1. 張玉成、陳世佳、林啟超、陳淑美等

教師參與本校「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

自由導向整合型計畫--東海大學 k-16

之深耕 4E 研究計畫（1/2、2/2）子計

畫一『國民中小學節能減碳教育能力

指標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共同主持

人 

2. 趙星光教師參與本校『Green 計畫』共

同主持人 

3. 陳世佳老師 102 學年起出任學務長，

擔任本校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1-1 子

計畫主持人。 

4. 陳淑美教師、陳鶴元教師、鄧佳恩教

師及林啟超教師參與規劃教師專業成

長工作坊。 

5. 林啟超教師參與擔任本校 103 學年度

「東海大學學伴輔導」計畫之共同主

持人。 

五、畢業生表現 

1.在職教師之學生比例偏

高，且多服務於國小，宜

思考課程內容如何具體幫

助其專業發展，以利其研

究論文之進行。 

1.協助研究生結合教育工作與學

術研究，在職生論文主題多與其

工作相關，並鼓勵學生撰寫與教

育實務相關研究，行動研究、準

實驗研究、質性與量化研究。 

2.課程內容更強調學以致用，畢業

生之回饋皆認為研究所的進修

有助於其專業發展。 

1. 在職專班之論文多是結合理論與實務

的研究。因此，學生可以結合課堂所

學與實際學校或課堂遭遇問題之改善

或解決。 

2. 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邀請畢業生適

度提供課程的回饋意見。目前畢業生

肯定目前的課程規劃。 

2.畢業論文題目宜扣緊該所

之目標，並能與其他相關

研究所有所區隔。 

本所學生論文計畫需提修業指導

委員會通過，審查原則兼顧本所

目標與對學生實務工作的幫助。 

學生之論文題目須經本所論文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而論文審查委員會確實開

會審慎審查每一位學生之論文。 

3.宜加強畢業生聯繫機制，

以有效提升畢業生生涯發

展。 定期舉辦所友回娘家，瞭解畢業

生目前的工作及任教情形。 

 

所友回娘家活動因配合本校校慶時間舉

辦，參與之所友或受限制，然透過論文

指導教授、同屆同學、學長姐等平日之

聯繫網絡，已建立全部畢業生之資料

庫，掌握每一位畢業生生涯發展近況，

過去一年已辦理過所友座談以及所有回

娘家各一次，提供畢業生相互交流機會。 

4.針對在職生或多年未能如

期畢業之學生，宜積極輔

導修課與論文撰寫，使其

能順利完成學業。 

整理出尚未畢業學生名單，請各

指導教授一一追蹤聯繫，鼓勵學

生盡快完成論文。 

學生在指導教授鼓勵、指導之下，目前

在職專班學生多如期畢業，研究所學生

若有未在兩年完成者，也多持續追蹤協

助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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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概述 

 為充分掌握本所自我優劣條件，以及外部社會教與發展趨勢與資源，本所全體教師於 104

年 2 月 3 假彰化市卦山月圓餐廳，舉行 retreat 活動一天，其中最主要之內容為構思本所未來

之發展方向，由所長擔任引導人，從台灣整體環境的宏觀面、到學校與研究所的組織縱貫面、

至本所教師與在學與潛在學生之微觀面，逐一分析歸納本所之優、劣、機會與威脅，並針對

優勢與機會（SO）、劣勢與機會（WO）、優勢與威脅（ST）、以及劣勢與威脅（WT）四個組

合面向擬具應對策略，如表 8-1-1。 

[表 8-1-1] 教育研究所 SWOT 分析策略表 

                   

                  內 

 

                  部 

 

    外 

 

    部 

Strength（優勢） 

1. 所內教師彼此協調性佳，合

作、凝聚力強。 

2. 教師專業多元互補，都具有

中等以下學校教學經驗。 

3. 課程規劃掌握教育改革趨

勢，具有自我特色。。 

4. 師生互動氛圍佳，課業、論

文輔導成效良好。 

5. 教學、研究空間寬敞集中，

教學軟硬體資源充足。 

6. 畢業生對所向心力強，許多

新生就讀來自畢業生推薦。 

7. 學校位於台中都會區，交通

便利，資訊快捷豐富，環境

優美。 

Weakness （劣勢） 

1. 教師教學輔導負擔重，壓縮

研究能量。 

2. 新聘優秀專任教師常被公立

大學挖角。 

3. 碩士班學生多有修習師培課

程，修課負擔重，不易集中

投入研究工作。 

4. 學生需求多元化，授課與論

文指導負荷重。 

 

Opportunities （機會） 

1. 教育改革與教學方法更新

趨勢，如科技融入教學、生

命教育、補救教學等，與本

所發展特色一致。 

2. 學生為修習師培課程同時

就讀教育研究所需求增加。 

3. 體制外教育機構（如幼托、

補習教育），以及工商機構

之人資教育、管理人才需求

增加。 

SO 策略 

1. 配合申請教育部獲科技部

（如科技教學、遠距教學、

生命教育）之相關計畫，與

本所目前課程相互整合成為

特色亮點。 

2. 發展適當的輔導機制，協助

修習師培課程之研究生，順

利及時完成師培訓練與碩士

學位。 

3. 以跨領域課程的概念，考慮

WO 策略 

1. 檢討精實輔導業務，鼓勵教

師發表著作研究。 

2. 新聘教師考慮以與現有特色

相關領域者，為優先遴聘對

象，提供穩定發展機會，以

留住優秀人才，並能強化本

所發展特色。 

3. 就不同就讀需求目標學生家

以分組，進行有效的集體輔

導，並建立同儕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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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趨高齡化後樂齡教育

人才需求增加。 

 

整合本所與外系所（如企管

系、社工系）師資，逐步規

劃開授體制外教育機構人資

教育、管理，或樂齡教育課

程，並視課程開授狀況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 

以減輕教師輔導負擔。 

Threats（威脅） 

1. 在職進修碩士學位教師已

逐漸接近飽和。 

2. 少子女化學校教師需求停

滯，影響就讀教育領域碩士

學位意願，增加市場競爭壓

力。 

3. 在職進修市場飽和，學生報

考動機弱，學術訓練傳統較

為嚴謹，影響研究生報考意

願。 

4. 碩士班研究生修習師培課

程，修課負荷重；部分在職

專班研究生修習動機似有

減低，影響品管機制的整體

落實。 

ST 策略 

1. 繼續強化招生廣道，借助大

眾傳媒與畢業生網絡管道，

並凸顯本所優勢要素做為訴

求招生。。 

2. 課程設計朝本所特色彈性規

劃，並將更多元的教學與學

習方式融入教學中。 

3. 以學士後師培的思維，結合

本所多元與特色師資，規劃

具有特色的碩士班課程，呈

現本所碩士班的課程特色。 

WT 策略 

1. 明確區隔不同班別的招生與

輔導策略；碩士班以學士後

師培的概念作為課程開授與

輔導策略；在職專班視招生

情況，考慮增加招收部分體

制外教育機構之在職進修碩

士生。 

2. 調整研究生論文寫作輔導方

式，朝配合研究生的職場經

驗，以實作性的題目作為研

究主題與內容，減輕研究生

與教師之負擔，並能符合學

生需求的趨勢發展。 

本所在教育目標、課程規劃與師生互動與輔導都具有相當特色，亦受研究生之肯定，畢

業生常會推薦同事或朋友報考本所，因此 101 至 104 學年度，本所招生情況良好，學生就學

動機仍強學習成效良好。然而，整體而言，在台灣的社會、教育發展以及少子女化的趨勢下，

本所目前的潛在生源，有可能逐年呈現萎縮。學生來源結構與數量的改變是全國皆然的態勢，

本所的優勢在於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良好的師生互動、與有效的學習輔導，加上學校

的品牌聲望與校園軟硬體環境，短期內強化招生策略、更有效的碩士論文輔導、調整相關課

程安排，相信仍可維持相當的榮景。在中長期的發展上，若能順應社會教育的發展趨勢，立

基在原有培育全人教育人才的基礎上，以跨系所合作或教師發展新教學研究領域的方式，調

整開發或增加新的非學校教育機構的人資教育、管理或銀髮教育教師培育課程，培育非學校

教育機構的講師人才，並與現行國民教育教師養成與教師增能進修之課程雙軌並行，不僅可

維繫本所的永續發展，教師同仁將繼續奉獻心力，在教育領域持續發揮東海大學的核心教育

精神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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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本所成立於民國 89 年，是由於先有教育學程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前身）奠定良好基礎，

辦學績效良好，深受研究生與學校的肯定；為配合教育部提供在職教師進修機會，並補足本

校在培育現職全人教師的願景，98 年獲教育部同意成立在職碩士專班，招收之研究生名額逐

年遞增，碩士班由成立時每年招收 10 名增加至 22 名研究生，在職專班也由招收 14 名逐年增

加至招收 20 名研究生。本所歷任所長和全體師生的努力，朝追求培育全人教育人才與邁向卓

越方向前進，始有今日之規模。為了力求精進，有賴全體師生繼續保持以下各項特色，並透

過各項改進機制，不斷自我反思和檢討。茲將本次自我評鑑各項目的優、缺點，及改進策略

分述如下： 

一、教育目標 

（一）特色 

本所立基於本校基督博雅教育核心價值，擬定本土關懷；國際視野；學術研究；獨立

思考與反思習慣為教育目標，以培育對教育學術具探索熱情的全人教育人才，並依據教育

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課程教學採取理論與實務並重，並以探討在地教育議

題為主軸的方式進行，符合教育發展趨勢；所務行政之決定與運作，均經民主程序，做成

決策，推動順暢而有成效；教師間和師生間相處融洽，學習氣氛溫馨，有助於教育目標之

實現；評鑑委員所提改進意見，透過自我改善運作機制，得以適時因應改進。 

（二）問題與困難 

受到台灣高等教育環境影響，碩士班現職教師進修就讀人數減少，已進入本所就讀並

計畫修習教育學程取得教師資格之師資生增加，沉重的課業壓力減低在研究工作能投入的

精神與時間。在職專班方面，中學現職教師進修人數減少，增加了小學與幼兒園現職教師

進修人數，研究生任職學校層級的多元化，增加教師授課與論文寫作輔導的複雜性。 

（三）改進策略 

面對研究生來源與學習需求的多元化，本所已經調整學群選課方式，設計更具彈性的

課程規劃，以及發展更多元的教學方式，以滿足學生多元的學習需求。另外，對論文的輔

導也採取更密接的輔導，在職專班更規劃行動計畫研究課程與論文研究寫作整合，讓研究

生可以從基礎的研究方法學習中，有效的從授課教師（同時是論文指導教授）獲得論文研

究的指導與協助，維繫較高的研究論文品質。 

二、課程設計 

（一）特色 

本所課程依據本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本所發展特色設計，並因應社會變遷

與教育改革與創新之需要而進行以學群為主的課程規劃。本所提供機制完善的課程設計發

展、優質的教師教學團隊、與良好的學習環境及跨文化（國際）體驗與視野的培育為特色。

本所選修課程以學群方式規劃，具有高度彈性、並有利於學生培養跨領域專長。碩士班設

置「行政與領導」、「課程與教學」、「生命教育」三個學群，碩士在職專班設置「行政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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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教育專業發展」兩個學群。其中，「生命教育」學群目的在於培養具全人教育觀的

教育人才。 

為維持課程的品質，本所設置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規劃設計、課程意見調查、與訂

定課程發展中長程計劃。為進行自我改善，課程發展委員會每年選定數門課程進行外審，

由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檢視課程內容的適切性。本所落實學生的修課輔導，確保每一位學生

都能依需求與興趣修課，完成學業。 

（二）問題與困難 

本所碩士班學生來自不同科系，且近年來學生多意欲進修教育學程，成為中學教師。

由於學生背景不一，在教育實務課程的實施上須進行調整，以符合學生先備知識與相關經

驗。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服務學校涵蓋不同教育階段，包括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因此

在所開設課程與研究上，常須面對多元需求供給瞻前顧後的困擾。另外，在職專班學生在

週末上課，平日不易使用教學資源，也較少有機會與老師或同儕互動，此對於教師在規劃

課程內容或學習活動時有較多限制，也較不易瞭解學生對課程的回饋意見。 

（三）改進策略 

對於碩士班非教育相關背景學生的輔導，本所由教師於學生入學第一學期輔導其閱讀

教育基礎相關材料，以幫助學生增進先備知識。對於兼修研究所課程與師培課程學生，本

所委由導師專責輔導，俾使學生在繁重的課業中，仍能兼顧兩邊的課業。 

本所透過多元數位平台（例如電子郵件、Facebook 社團）來與學生互動，瞭解學生意

見與需求，作為課程設計與授課內容調整的參考。 

本所計劃區隔不同班別的招生與課程規劃策略。碩士班課程將以學士後師培的概念進

行課程的規劃；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則偏重以學生教學經驗與理論結合課題的課程規

劃。另外，本所嘗試與校內其他系所合作的可能，開授人資訓練管理或樂齡教育議題相關

課程。 

三、師資教學 

（一）特色 

本所教師學術專業均符合教育核心專業以及教育改革趨勢需求，並能依其個人專長授

課，學生認同授課教師之專長與專業，並肯定授課內容能符合他們的需求。教師授課除能

兼顧理論與實務外，大量使用教學科技融入各科教學中。所有教師皆能於課前提供課程大

綱於學校教學平台，課程大綱列出課程之教學目標、內容、活動方式與評量等，讓學生能

事先掌握、理解；除學校之電子教學平台外，約有一半課程均另使用 FB 作為師生即時溝

通，以及師生與學生與學生間討論課題的重要工具。 

為提升教學效果，本所教師均能踴躍參加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活動，近年來執行科技

部與教育部或其他機構的委託研究案均有相當成長。 

（二）問題與困難 

由於本所的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以及師生互動的質量特色，教師在教學與輔導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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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比起其他系所同仁為重，擠壓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出版空間，特別是教師間的整合型研

究計畫尚有發展空間。 

（三）改善策略 

持續鼓勵教師積極發表學術論文，並提升研究的數量與品質，並力求研究主題與教學

內容的結合。對於未來可能開授跨領域課程的需求，或整合型計畫的提出，除了強化原有

教師沙龍提供教師更寬廣視野，亦將尋求與相關系所合作開課或提出研究計畫之可能性。 

四、學習資源 

（一）特色 

本所運用健全之學習輔導機制，辦理各項學習活動，以促進學生之學習成效，透過嚴

謹之學業指導制度，以確保學生有良好之研究品質。而良好的導生制度，建立良好之師生

關係，提供師生交流與晤談之多元管道，以增進師生之溝通交流與學生，使學生能在學習

生涯獲的協助與輔導。另外本所提供完備的圖書室與儀器設備，使學生能在良好之學習場

域進行優質學習。本所也重視學生課外學習活動，每學年皆邀請國內外教育學者至本所進

行專題演講或授課，利用暑假開授國外移地研究課程，並不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拓

展學生學術視野。 

（二）問題與困難 

近年來碩士班研究生多有同時修習師培課程，修課壓力壓縮了參與共同活動的時間與

頻率，增加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學生會組織與系統性運作的難度。另外，雖然提供學生國際

交流與學習的管道，但主動參與國外國際學習活動之學生人數比例尚低，雖然各課程均要

求學生閱讀原文資料，圖書室之原文資料亦頗充裕，但學生研究（英文主修除外）使用原

文參考資料進行研究的比率不高，影響培育國際視野之目標與效能。 

（三）改進策略 

強化與各班級班代的聯繫，由辦公室主動辦理聯誼活動，並在學生參與的學術活動提

供更多的支持，以強化研究生對所的認同。積極規劃鼓勵國際學生（交換生）至本所修習

課程，增加本所學生與外籍生互動機會。主動提供本校與教育部補助國際交流活動資訊，

鼓勵學生進行國（境）外交換研習，繼續與強化目前移地研究課程之時境互動課程內容，

並規劃兩年至少邀請一位國外學者到所開授一門專題課程，提高學生國際視野。 

五、學習成效 

（一）特色 

本所研究生在本所優良的軟硬體環境，教師多元策略的教學導引，以及論文指導教授

的密接輔導，無論各項專業知能與教學現場的實務能力都備受肯定，碩士論文都能根據自

己學術或實務興趣進行研究，研究成果也符合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理想，達到本所培育全人

的教育人才目標。 

在非正式課程的規劃，以及教師的參與協助下，本所研究生都能落實參與學術相關活

動，並在畢業前在各種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呈現優良的學術研究能力。 

（二）問題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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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學生在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的發表量，尚稱良好，惟參與國際研討會與投稿國際期

刊之論文數顯得不足。另外，學生參與教師間的合作研究計畫尚有發展空間，研究生發表

於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的論文品質尚有進步的空間。 

（三）改進策略 

鼓勵學生參與教師的研究計畫，並運用教師蒐集的研究資料撰寫研究論文，並與教師

共同在國內外研討會發表，獲投稿學術期刊。推動學生成立研究議題讀書會，相互激勵發

現共同研究議題，合作進行資料蒐集完成論文以共同具名方式發表。鼓勵研究生在完成碩

士論文後，與指導教授共同合作改寫論文，發表於國內外研討會及投稿至學術期刊出版。 

六、生涯追蹤 

（一）特色 

本所畢業生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能力受肯定，近年來本所研究生修讀教育學程者多能順

利通過教師檢定考試。本所畢業生多投入教職或教育相關工作，就業情況尚屬理想。在職

專班畢業生亦均能感受所修習課程，對其教育專業知識，以及教學技能都有非常正面的提

升效果。 

（二）問題與困難 

近年來碩士班研究生同時修習教育學程人數逐年遞增，畢業後需要參加實習、教師檢

定考試與教師甄試考試，始能取得正式教職，增加本所生涯輔導的資源投入，以及未來生

涯追蹤的難度。已經畢業且任教職之畢業生，因近年來國家推動教改，教師工作負荷加重，

對於參加大型的所友會意願降低，增加聚集畢業生的難度。 

（三）改進策略 

加強使用電子平台（如 Face Book）持續追蹤所友生涯足跡，並對所友優良事蹟轉述報

導；並經常性使用電子問卷調查（如 google 表單）了解所友生涯近況。計畫性的邀請畢業

所友回所分享學習或職涯心得，舉辦中小型所友會以小親密小團體做基礎，逐漸形成大型

所友網絡，並能回饋本所，豐富教學資源。 

本所成立 15 年來，在歷任所長與全體教師同仁的合作努力下，無論在教育目標、學生核

心能力的擬定、以及課程的規劃與實際課程教學，都已邁入穩定發展階段，並具有自我發展

的特色。本所教師同仁在教師崗位上兢兢業業，期許自我同時成為學生的「經師」與「人師」，

因此在教師間的互動，以及與學生間的師生關係都能順利圓融，學生對於教師的生活關懷與

學術輔導也都有很高的評價，為本所永續發展的重要資產。根據 SWOT 分析本所除繼續堅持

培養，對於教育具學術研究探索與熱忱之現職及未來的全人教育人才之理念，在課程規劃方

面設計更能適應學生需求的多元課程，與更有效的論文輔導方式，以維繫目前的發展模式外，

面對台灣社會與教育場域的快速變遷，也積極探索永續發展的可能方向，未來可能朝跨領域

結合管理學院師資開授非學校體系的人資教育與發展課程，或與社工系合作開授樂齡教育師

資培育課程，更期待結合畢業所友力量，在台灣教育界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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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1-4-1] 教職員生對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認知與態度問卷調查表 

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職員生對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認知與態度問卷調查表 

     身分: （  ）教職員     （  ）碩士班學生     （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請就您對本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認知及態度勾選適合的選項 

認知/態度 我知道本所的教育目標 我認同本所的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本土關懷（掌握國內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

以為教育變革提供助力） 

          

國際視野（瞭解國際重要教育理論與趨勢，提

升學術專業知識及實務工作知能） 

          

學術研究（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以改善教育工

作實務，發展後續學術生涯） 

          

反思習慣（成為具反思習慣之教育實務工作

者，不斷精進、追求卓越） 

          

認知/態度 我知道本所的核心能力 我認同本所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具備創意與問題解決能力           

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尊重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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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3-2-8] 專任教師擔任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位一覽表 （計 3 次）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擔任職位 期間 

陳淑美 台南大學教育研究學報 論文審查委員 103/02/27 

陳淑美 The Teacher Educator 論文審查委員 103/01/13 

鄧佳恩 The 22
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Reviewer &International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103/11/30~103/12/04 

附件[表 3-2-9] 專任教師擔任學術活動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一覽表 

一、主持人（計9次）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李信良 東海大學第四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01/05/25 

李信良 東海大學第五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教與活化教學 102/05/24 

陳淑美 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活化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活化教學-以語文

教育為例） 

102/11/23 

陳鶴元 服務學習課程結構化反思技巧 102/09/24 

陳鶴元 幼兒園「園長理念與創新專業成長」 102/11/12 

陳鶴元 服務學習課程分析與設計 102/11/12 

趙星光 第十一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 103/07/17 

趙星光 2013現代中國本體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 102/12/06  

趙星光 ASR 2012 Annual Meeting 101/08/16 ~/17 

二、評論人（計13次）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林啟超 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全人學習與教學 101/12 

林啟超 「十二年國教教與學」-十二年國教高峰論壇暨教育創新學術研討會 102/12 

林啟超 中台科大研究生研討會 102/5 

林啟超 中台科大研究生研討會 103/05/31 

林啟超 台中市103年度國民中小學「補教教學」教學策略與行動研究學術研

討會 

103/11/22 

李信良 東海大學第四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01/05/ 25 

李信良 東海大學第五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 十二年國教與活化教學 102/05/ 24 

劉子彰 「攜手共進 - 建構專業發展學校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101/05/18 

劉子彰 挑戰2014-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政策與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 101/11/07 

劉子彰 東海大學第五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教與活化教學

議程 

102/05/24 

劉子彰 「追求卓越的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暨「第 31 屆課程與教學論壇」 103/10/31 

陳鶴元 2012數理教師PCK、TPCK應用與實務研討會 101/05/02 

趙星光 第十一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 103/07/17 

三、與談人（計9次）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劉子彰 2012十二年國教中的課程與教學改革研究生論文交流研討會 10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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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鶴元 科普嘉年華活動 101/10/01 

陳鶴元 生命教育之專家焦點座談會 103/03/21 

趙星光 2013現代中國本體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 102/12/06 

趙星光 2013台灣社會學年會 102/11/30 ~12/01 

趙星光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專案報告 102/07/10 ~14 

趙星光 宗教中的教徒-第二屆理事上的民眾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102/06/07  

趙星光 2012中國政治學會年會 101/11/23 

趙星光 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101/04/26 ~28 

四、其他（計21次）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陳淑美 暨南大學成教所演講「透過敘事的成人多元文化學習」 2013/10/18 

Liu, 

Tze-Chang 

Global studies in education early summer symposium, 2012: Mobile 

identity. Keynote speaker 

 

陳鶴元 師資培育機構推展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 103/11/12 

陳鶴元 地方教育輔導: 教室教學的春天 103/08/14 

陳鶴元 高等教育服務學習反思實踐與研究評量討會 103/06/27 

陳鶴元 生涯認證學程與數位化課程 102/03/25 

趙星光 2014人民大學博愛講座 講員  

趙星光 2014北京晨星機構TBI中美課程銜接研討會 講員  

趙星光 103年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103/06/02 ~07/05 

趙星光 2012 年宗教社會學教師研修班講座 101/07/04 ~10 

趙星光 10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101/06/01 ~07/20 

趙星光 第十一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發表人） 103/07/17 

趙星光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術幾座之92 博愛講座（發表人） 103/07/16 

趙星光 2013台灣社會學年會（發表人） 102/11/30 ~12/01 

趙星光 基督信仰與台灣社會研討會（發表人） 102/11/16 

趙星光 
Global Reorient: Chinese Pentecostal/Charismatic Movement in the 

Global East Symposum（發表人） 
102/10/30 ~31 

趙星光 第十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發表人） 102/07/10 ~14 

趙星光 32th ISSR Conference（發表人） 102/06/27 ~30 

趙星光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 on Christianity in East Asia （發表人） 102/02/21 ~23 

趙星光 ASR 2012 Annual Meeting （發表人） 101/08/16 ~17 

趙星光 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培訓（發表人） 101/08/13 

附件[表 3-2-10] 專任教師參與其他專業服務一覽表（計 4 次） 

教師 跨校（系）整合型研究或計畫名稱 參與職務 期間 

陳鶴元 數位學伴線上課輔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1/07/01~102/07/31 

陳鶴元 「職涯展望‧學用合一」創新課程計畫 子計畫主持人 102/09/01~105/07/31 

趙星光 東海大學Greens’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1/08/01~104/07/31 

趙星光 「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課

程 

共同課程開授 102/09/01~104/01/31 

附件[表 3-2-11] 專任教師參與其他社會相關專業服務一覽表（計 61 次） 

教師 專業服務活動名稱 參與職務 期間 

陳世佳 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 審查委員 102/07/0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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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佳 中教大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口試委員 103/06/01~30 

陳世佳 102年度現代公民養成實務研習營 專題分享講員 102/10/25 

陳世佳 高醫通識教育學報 審查委員 102/10/25 ~11/25 

陳世佳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私立學校諮詢會 委員 103/06/05~104/12/31 

陳世佳 台中市教育局中小學校務評鑑實地訪視 評鑑委員 102/10/16~103/01/31 

陳世佳 台中市政府103年度中市國小學候用校長

甄選 

口試委員 102/12/03 

陳世佳 教育部103年度防治校園霸凌研討會 貴賓致詞 103/09/30 

陳世佳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性騷擾申訴調查小組 委員 103/01/01-104/12/31 

陳世佳 台中市教育局中小學校務評鑑實地訪視 評鑑委員 104/02/10~07/31 

林啟超 高中優質化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01 

林啟超 擔任國科會101年度專題計畫 初審委員 101 

林啟超 教育心理學報 （TSSCI期刊） 審查委員 101 

林啟超 教育實習績優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102 

林啟超 擔任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 編審委員 102 

林啟超 教育心理學報 （TSSCI期刊） 審查委員 102 

林啟超 教育實踐與研究期刊（TSSCI期刊） 審查委員 102 

林啟超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 審查委員 102 

林啟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 

命題委員 102 

林啟超 南投縣102學年度中區縣市政府教師甄選策

略聯盟 

命題委員 102 

林啟超 擔任南投縣102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

甄試 

複試評審委員 102 

林啟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 

閱卷 103 

林啟超 擔任國科會102年度專題計畫 初審委員 102 

林啟超 任國科會102年度大專計畫 初審委員 102 

林啟超 102學年度彰師大精進師培素質計畫 諮詢委員 102 

林啟超 高中優質化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103 

林啟超 擔任彰化縣10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第13期

校長及第14期主任候聘人員甄選 

口試委員 103 

林啟超 擔任國科會102年度大專生研究創作獎 審查委員 103 

林啟超 擔任彰化縣102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甄試 複試評審委員 103 

林啟超 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命題委員 103 

林啟超 當代教育研究 （TSSCI期刊） 審查委員 103 

林啟超 彰化師大教育學報 審查委員 103 

林啟超 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 審查委員 103 

林啟超 教育科學期刊 審查委員 103 

李信良 教育科學期刊 審查委員 101 

李信良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數學教學碩士班論文 口試委員 101 

李信良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口試委員 103 

李信良 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甄選專任輔導老師類

科 

口試委員 103 

陳淑美 台南大學教育研究學報 論文審查委員 103/02/27 

陳淑美 The Teacher Educator 論文審查委員 103/01/13 

陳淑美 教育部十二年基本國中教師有效教學深耕

計畫優良教案 

甄選複審委員 10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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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佳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

基本能力教學媒材與運用之PPT基本能

力檢定 

審查委員 

103 

鄧佳恩 東海大學附設實驗課程優良課程革新作品 審查委員 103 

鄧佳恩 東海大學附設實驗高級中學雲端教學檔案

製作 
評審 

102 

鄧佳恩 東海大學附設實驗課程優良課程革新作品 審查委員 102 

鄧佳恩 台南市101學年度國小教師甄試（英語科） 複試委員 101 

趙星光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第二周期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104/04 

趙星光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展促進會 監事 103/12~ 

趙星光 台灣文化紀錄協會 理事 103/10~ 

趙星光 考試院國家高等考試 出題、閱卷委員 102學年度 

Hsing-Kuang 

Chao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編輯委員 103/01~ 

Hsing-Kuang 

Chao 

Associated Research Fellower, the Center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Society ， Purdue 

University 

研究員 100~103  

趙星光 台灣社會學刊 審查委員 103學年度 

趙星光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論叢 審查委員 103學年度 

趙星光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 口試委員 103學年度 

趙星光 暨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博士論文 口試委員 102學年度 

趙星光 台灣宗教學刊 審查委員 102學年度 

趙星光 靜宜大學師培中心課程 審查委員 102學年度 

趙星光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 審查委員 101學年度 

趙星光 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專書 審查委員 101學年度 

趙星光 台灣宗教學刊 審查委員 10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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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3-4-1]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授課大綱                           

103 學年第一學期東海大學教師授課計劃表 

一.課程基本資料 Course Information 

開課系所 （研）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課程名稱 
中文 （Chinese） : 心理測驗的編製、分析與解釋 

 
英文 （English） :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Inter- Pretation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必選修類別 選修 先修課程 
 

學分數 3 - 0 

二、教師相關資料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授課教師資料 

授課教師 林啟超 / chilin@thu.edu.tw 
/  

 

行動電話 0921-828776 常用聯絡方式 
  

上課時間、地點 六/5,6,7[研討室] 

晤談時間、地點 研究室 一、三/3,4 
 

三、課程大綱 Syllabus （本課程大綱教師得依實際教學進度及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調整） 

■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介紹古典測量理論及各種測量的研究議題。             

2. 介紹並評析心理與教育領域常見的測量工具。 

3. 瞭解測驗編製的歷程。 

4. 能設計一份良好問卷及收集量化原始資料和分析的能力。 

5. 精熟 SPSS 分析問卷之項目分析、信度及效度分析。 

6. 瞭解測驗的類別。 

7. 介紹及練習使用 AMOS 軟體。 

8. 運用 AMOS 做測量工具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9. 閱讀量表編製相關文獻。 

■  課程內涵 （Course Contents） 

測驗議題與發展 

心理測驗的計量基礎 

項目分析與信度估計 

效度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 

■  多元教學方式 （Muliti-Teaching Methods） 

說明：除了課堂講授與考試測驗之外，本課程在學期中可能會運用到以下哪些教學方式，以期能進一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  主要參考書籍/資料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教科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1. 危芷芬譯（2004）。心理測驗。台北：雙葉書廊。 

2. DeVellis , R. F.（1999）。量表的發展：理論與應用（吳齊殷譯）。台北市：弘智文化。（英文出版於 1991）。 

3. 李茂能（2006）。結構方程模式軟體 AMOS 之簡介及其在測驗編製上之應用。台北市：心理。（必備） 

4. 李茂能（2011）。圖解 AMOS 在學術研究之應用。台北市：五南。 

5. 瞿海源編 （2007）。調查研究方法。台北市：三民書局。 

6. 吳明隆（2007）。結構方程模式：AMOS 的操作與應用。台北市：五南。 

7. 吳明隆（2009）。結構方程模式:方法與實務應用。高雄：麗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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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榮泰生（2007）。AMOS 與研究方法。台北市：五南。 

9. 葛樹人（1999）。心理測驗學。台北：桂冠圖書。 

10. 張芳全（2008）。問卷就是要這樣編。台北市：心理。 

11. Oppenheim, A. N. （2002）。問卷設計、訪談及態度測量（呂以榮譯）。台北市：六合。（英文版出版於 1994）。 

12. 陳寬裕、王正華 （2010）。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SPSS 與 AMOS 的運用。台北市：五南 

13. 周文欽（2004）。研究方法：實徵性研究取向。台北市：心理。 

■  教學進度（Course Schedule） - 期中考前後（2 Stage） 

週次 日期 Date 
 

1 103/09/21 ~ 103/09/27 測驗相關議題與發展歷程 

講義：Geisinger, K.F.（2000）. Psychological testing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 brief historical review. Professional Psychology-Research & Practice, 31（2）, 

117-118. 

講義：Turner, S.M., DeMers S.T, Fos, H.R.& Reed,G..M.（2001）. APA’s 

guidelines for test use qualifica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12） , 

1099-1113. 

問卷設計、量表發展 

講義：王俊明，問卷與量表的編製及分析 #1 

心理測驗的計量基礎（古典測驗及統計概念） 

（原始資料的登錄） 

SPSS 的說明與操作 

資料的整理與建檔 

項目分析與信度估計（內部一致性、重測信度、…難度、鑑別度…） 

講義：馮雅莉，中小學教師教學評量表 #2 

效度分析（內容效度、構念效度、效標關聯效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 

講義：壓縮檔，國小學生希望量表編製 #3 

期中考 

SPSS 操作：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 

講義：大專生心靈健康量表編製研究 #4 

2 103/09/28 ~ 103/10/04 

3 103/10/05 ~ 103/10/11 

4 
103/10/12 ~ 103/10/18 

10/10 國慶日（放假一天） 

5 103/10/19 ~ 103/10/25 

6 

103/10/26 ~ 103/11/01 

11/1 全校運動大會（停

課、照常上班） 

7 
103/11/02 ~ 103/11/08 

11/2 校慶紀念日 

8 103/11/09 ~ 103/11/15 

9 103/11/16 ~ 103/11/22             11/17-11/22 期中考試 

10 103/11/23 ~ 103/11/29 探索性因素分析 

講義：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編製研究#5 

講義：情緒調節量表之發展 #5 

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分享報告及嬝祀蕈 q 報告 

講義：學前教師工作動機量表編製 #6 

結構方程模式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I 

AMOS 介紹 

Student version of AMOS: http://amosdevelopment.com 

講義：從探索性到驗證性分析 

結構方程模式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II 

AMOS 操作 

結構方程模式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III 

講義：趙梅如、黃信樽（2009）。數學學習需求之內涵建構及量表編製。教

育學刊，32, 159-195。#7 

測驗的類別：能力測驗、性格測驗等 

講義：丁學勤 （2009）。學校服務品質量表的發展與因素結構之研究。教

育學刊，33， 

115-158。#8 

講義：林啟超（2011）。「高職學生動機調節量表」構念效度驗證之研究。

教育與研究發展期刊，7（4），75-102。  

#9 常用測量工具：認知 

講義：中文期刊 （1-6）#10-12 （選 3 篇） 

常用測量工具：情意 

11 103/11/30 ~ 103/12/06 

12 103/12/07 ~ 103/12/13 

13 103/12/14 ~ 103/12/20 

14 

103/12/21 ~ 103/12/27 

12/24 下午停課，12/25 放

假一天 

15 

103/12/28 ~ 104/01/03 

1/1 放假一天，1/2 調整放

假一天 

16 104/01/04 ~ 104/01/10 

17 104/01/11 ~ 10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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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中文期刊 （7-12）#13-14 （選 2 篇） 

測驗編製報告 （1-2 位） 

18 104/01/18 ~ 104/01/24            1/17-1/23 學期考試 
 

■  教學進度（Course Schedule） - 18 週次（Weeks） 

週次 日期 內容主題/指定閱讀資料 

1 103/09/21 ~ 103/09/27 教學計畫說明及測驗概說 

2 103/09/28 ~ 103/10/04 測驗相關議題與發展歷程 

3 103/10/05 ~ 103/10/11 問卷設計、量表發展 
 

■  學習活動與作業說明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ssignments） 

1.出席、指定閱讀、摘要、提問、反思與討論 35% 

對於指定閱讀內容： 

（1）摘要閱讀內容：於上課之前閱讀指定內容，並整理成重點筆記（1-2 頁），每人至少須完成 4 篇。 

（2）對指定閱讀內容提出問題與想法：每人每次上課至少提出 2 個問題，且寫下對這些問題個人的想法（至少

1-2 段），以利於課堂討論，並請於上課兩天之前將重點筆記與討論問題上傳至教學平台，讓任課教師及修課同

學能事先閱讀。 

（3）作業評分分成三等：P （通過）、PP （pass-plus）、PM （pass-minus）。 

2. 中文期刊量表文獻報告及評析：書面作業與口頭報告 25% 

（1）每位同學從指定閱讀內容選擇中文期刊論文進行口頭報告，每人 2-3 次。 

（2）針對期刊論文內容之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問題、研究樣本、工具名稱、分量表、因素結構、題目舉

例、信度、效度等來評析。 

（3）報告時應準備 PPT 講義（並上傳置平台），並印製足量份數，於上課發給其他同學和教師。對指定論文做

出上述要項之摘要與討論問題建議。報告時間為 25-30 分鐘。 

（4）問題討論主持：問題討論與回應時間 10-15 分鐘（邀請同學發言，針對閱讀內容提問，由負責主持同學回

應）（雖輪流負責閱讀文獻，但每一位同學都要讀過每一篇的文獻，才能參與討論） 

（5）評分重點包括講義整理、報告時的概念表達、口語表現、主持討論與問題回答等。 

■  評分方式 （Grading Policy） 

  評分項目 配分比例 相關說明 

1 出席、指定閱讀、摘要、提問、反思與討論 35% 
 

2 中文期刊量表文獻報告及評析：書面作業與口頭報告 25% 
 

3 期末量表編製報告 30% 
 

4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彙整 10% 
 

 

■  課程其他要求 （Other Requirements） 

作業:  

1. 遇到當天輪到英文論文口頭報告，可以不必再繳交當天閱讀摘要及討論問題。 

2. 請用電腦打字，用 A4 紙印出。報告請用 12 點楷書體，1.5 行間距，每頁底下標明頁數（置於頁中）。 

3. 封面打上題目名稱、學號、班級、姓名與撰寫報告年月。 

4. 報告內文文獻之引用以 APA 格式引述，報告後附上論文參考文獻，亦請以 APA 格式清楚交待所引用的相關

文獻出處（作者姓名、出版年、文章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數或書名、出版地、出版商或網站詳列）。 

4. 期末時應將所有檔案整理成書面及電子檔繳交，電子檔案名稱為：學號-姓名- 資料分析。 

■  相關參考書目 （Other Useful Readings） 

1.吳淑禛、李永吟（2007）。「大學生效率學習量表」發展。教育與心理研究。30（4），173-197。 

2.林碧芳、邱浩政（2008）。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量表之編製與相關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1），141-169。 

3.蔡順良（2008）。青少年多向度自我效能量表編製與驗證。教育心理學報，39，105-126。 

4 程炳林、林清山（2001）。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之建構及其信效度研究。測驗年刊，48（1），1-41。 

5. 王埱棻、盧台華、吳裕益（2010）。國小學生復原力量表之信效度及測量恆等性檢定。測驗統計年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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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 

6. 許家驊 （2008）。國小數學解題自我調節表現量表之編製發展與實測分析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31（4），

115-146。 

7. 林邦傑、陳美娟（2006）。學校組織與教職員人員心理契約量表的建構。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2（4），39-68。 

8.沈如瑩、趙梅如（2005）。國中小學生自尊量表之編製及模式之驗證研究。測驗學刊，53（1），27-48。 

■  本課程具有關懷/服務學習之意涵 ：否 

■  本課程可做為學生職涯發展之準備 ：是 

四、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Contents and Core Competency 

序 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Contents and Core Competency> 

1 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2 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3 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4 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5 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6 具備創意、問題解決能力 
 

7 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8 尊重學術倫理 
 

 

 

五、課程內涵與學生就業力之對應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Contents and Employability 

序 課程內涵與學生就業力之對應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ourse Contents and Employability 

1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2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3 團隊合作 
 

4 專業知識與技術 
 

5 具有發現、分析、解決問題能力 
 

6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7 具有創新能力 
 

8 融會貫通能力 
 

9 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 
 

10 跨領域整合與多元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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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3-4-7] 教師參與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營）一覽表 

學年 參加老師 參加日期 參加主題 舉辦單位 

101 趙星光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1/12/20 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的實施模式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1/12/20 從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看勞作教育之理論與實

務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1/12/20 勞作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2 趙星光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2/11/23 活化教學-以語文教育為例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2/11/23 燃燒源源不絕的動力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2/11/23 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3/4/24 有效教學設計與模式 教資中心 

趙星光 103/5/7 班級經營 教資中心 

趙星光 103/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3/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趙星光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3 趙星光 103/10/21 即使反饋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教資中心 

趙星光 103/11/12 案例教學在大學的運用與反思 教資中心 

趙星光 103/11/22 補教教學教學策略工作坊 台中市教育局 

趙星光 103/12/4 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觀察 東海教育所 

趙星光 103/12/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大學師培中

心 

趙星光 103/12/20 十二年國教下的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以

「教學研究」破除迷失概念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

展促進會 

趙星光 103/12/20 跨越鴻溝：當菁英大學師資生遇上偏鄉弱勢中

學生（史懷者計畫的反思）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

展促進會 

104 趙星光 
104/04/08 

全體教師教學工作坊: 逢甲大學教育品保之

機制與作法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101 陳世佳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1/12/20 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的實施模式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2 

 

陳世佳 102/10/23 學務與輔導創新之推廣及策略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陳世佳 102/10/25 現在公民養成實務研習營 靜宜大學 

陳世佳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2/11/23 活化教學-以語文教育為例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2/11/23 燃燒源源不絕的動力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2/11/23 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3/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3/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世佳 103/05/27 
2014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願景與實踐學術

研討會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3 

 

陳世佳 103/08/18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長（主任）研討

會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陳世佳 103/10/27 大學入門活動和學生僕人領袖培育計劃經驗 長庚科技大學學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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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果分享 務處 

陳世佳 103/12/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大學師培中

心 

104 陳世佳 104/04/08 
全體教師教學工作坊: 逢甲大學教育品保之

機制與作法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101 李信良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1/12/20 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的實施模式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1/12/20 從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看勞作教育之理論與實

務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1/12/20 勞作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2 李信良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2/11/23 活化教學-以語文教育為例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2/11/23 燃燒源源不絕的動力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2/11/23 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3/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3/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李信良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3 李信良 103/12/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大學師培中

心 

101 林啟超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1/12/20 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的實施模式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1/12/20 從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看勞作教育之理論與實

務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1/12/20 勞作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2 

 
林啟超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2/11/23 活化教學-以語文教育為例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2/11/23 燃燒源源不絕的動力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2/11/23 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3/4/24 有效教學設計與模式 教資中心 

林啟超 103/5/7 班級經營 教資中心 

林啟超 103/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3/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林啟超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3 

 
林啟超 103/10/21 即使反饋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教資中心 

林啟超 103/11/12 案例教學在大學的運用與反思 教資中心 

林啟超 103/11/22 補教教學教學策略工作坊 台中市教育局 

林啟超 103/12/4 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觀察 東海教育所 

林啟超 103/12/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大學師培中

心 

林啟超 103/12/20 十二年國教下的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以

「教學研究」破除迷失概念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

展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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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超 103/12/20 跨越鴻溝：當菁英大學師資生遇上偏鄉弱勢中

學生（史懷者計畫的反思）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發

展促進會 

104 
林啟超 104/04/08 

全體教師教學工作坊: 逢甲大學教育品保之

機制與作法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102 

 

陳淑美 102/09/05 大學教育可以帶給學生什麼加值效益 東海大學全體教師教

學工作坊 

陳淑美 102/11/13 從教學到引導；6個問題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2/11/14 教學對話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2/11/15 有效能教學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3/04/17 從師生互動到班級經營方程式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3/04/24 有效教學設計與模式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3/05/07 師生溝通與班級經營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陳淑美 103/05/22 專業學習與教學資源整合與提升 教學資源中心:班級經

營教師社群 

104 
陳淑美 104/04/08 

全體教師教學工作坊: 逢甲大學教育品保之

機制與作法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101 鄧佳恩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1/12/20 中學推動生命教育的實施模式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1/12/20 從高級中學生命教育看勞作教育之理論與實

務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1/12/20 勞作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2 鄧佳恩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2/11/23 活化教學-以語文教育為例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2/11/23 燃燒源源不絕的動力教學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2/11/23 有效教學策略工作坊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3/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3/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鄧佳恩 103/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103 

鄧佳恩 

103/12/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大學師培中

心 

101 陳鶴元 101/05/02 教師PCK、TPCK應用與實務研討會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1/12/20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102 陳鶴元 102/09/24 服務學習課程結構化反思技巧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陳鶴元 102/11/12 服務學習課程分析與設計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

心 

陳鶴元 102/11/12 教師發展沙龍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2/11/23 從支援學生學習談差異化教學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2/12/10 教師發展沙龍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03/21 生命教育之專家焦點座談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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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鶴元 103/05/23 滿心歡喜為教育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05/23 創新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0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一）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05/23 十二國教創新教學議題（二）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06/27 高等教育服務學習反思實踐與研究評量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3 

 
陳鶴元 103/08/14 地方教育輔導: 教室教學的春天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11/12 師資培育機構推展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

量標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鶴元 103/12/04 教師發展沙龍 東海教育研究所 

陳鶴元 103/12/06 補救教學核心精神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東海師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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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5-1-3]  101-103 碩士班畢業學生學術論文發表一覽表 

序號 姓名 發表日期 論文名稱 發表處 

1.  陳瑩如 101/04/15 盧梭自然主義與教育思想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3 期 

2.  陳瑩如 100/11/15 家長參與對兒童學習動機之相關探討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99 期 

3.  徐匡賢 102/05/24 

國中技藝生社會自主支持、心理需求與動機調整

類型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地區技藝教育學程餐旅

職群學生為例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4.  邱昭葵 101/12/15 
國小高年級學童觀賞臺灣偶像劇對其性別認知

影響之初探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9 期 

5.  羅于宣 102/05/24 
台中地區高職學校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

態度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6.  張世賢 102/03/15 校長知識領導內涵、角色任務與實施困境之研究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11 期 

7.  劉易冠 102/12/15 從微軟未來學校課程探就十二年國教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9 期 

8.  羅翊芳 100/05/27 從重建主義觀點論述多元文化教育的落實 
教育與文化論壇學術研

討會 

9.  許愷玹 99/05/08 初任國小校長運用組織領導策略之個案研究 

第 4 屆教育政策與行政前

瞻發展研討會暨第 11 屆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10.  戴瑞宏 101/12/15 
國小高年級學童觀賞臺灣偶像劇對其性別認知

影響之初探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9 期 

11.  田雅綸 101/12/15 從微軟未來學校課程探究看十二年國教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9 期 

12.  陳華芬 100/05/20 
從國小使用美術材料包的情形探討美術教學理

念 

東海大學第 3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13.  葉佳瑜 103/05/23 
探討華語識字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新移民女性為

例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研討會 

14.  洪蕙英 103/04/18 轉變中的教育制度 轉變中的師資生 
第 15 屆提升技職學校經

營品質研討會 

15.  王姮捷 103/05/23 國小學童親子互動與家庭作業之關係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研討會 

16.  黃珮珮 103/05/23 
國民中小學中高年級學童希望感與課業投入之

關係—以臺中市為例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研討會 

17.  徐志欽 102/5/24 原鄉地區國民中學教師原住民文化素養研究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事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18.  林雅菁 103/03/29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對國小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的影響 

2014 年研究好好玩學術

研討會 

19.  陳玨岑 103/05/23 十二年國教創新教學之回顧與前瞻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20.  王薈雅 103/05/23 
當孩子的那把金鑰──三位大專生初任補救教學

之教學經驗歷程探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研討會 

21.  吳佳蓉 103/04/03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自我認同歷程知敘事研究 

2014 年音樂治療與特殊

教育之專業合作國際學

術研討會 

22.  尤淑盈 102/09/27 
台中市國小與國中學生數學內隱智力信念之研

究 

2012年E時戴教學專業與

研究學術研討會─實踐十

二年國教適性楊才之課

程與教學 

23.  李玲美 101/11/15 孩子，抓緊繩索了嗎？--經濟弱勢學童對補救教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8 期 

http://educator.thu.edu.tw/app/news.php?Sn=126
http://educator.thu.edu.tw/app/news.php?Sn=126
http://educator.thu.edu.tw/app/news.php?Sn=126
http://educator.thu.edu.tw/app/news.php?Sn=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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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看法 

24.  李佩玲 104/07 大學生校園課外學習經驗與真誠領導的關係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

第 7 期 

25.  曾鈺紋 104/05/23 
大學生在非正式課程所培養的終身學習的關鍵

能力─以東海大學 α-leader 為例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26.  李玫儀 104/05/23 
國民中學英語教師內外在動機與創意教學關係

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27.  陳宥蓁 104/05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文

獻之探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

第 5 期自由評論 

28.  
陳宥蓁 

 
104/05/23 單親學童高學業成就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29.  林維廉 104/05/23 單親學童高學業成就之初探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0.  陳宥蓁 104/05/23 
台中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解釋風格與挫折容忍力

之關係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1.  蔡書彰 104/05/23 
應用 PZB 模式探討台中某一所私立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之服務品質與學生滿意度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2.  許乃文 104/06 
實施融合教育國小普通生與學習障礙同儕關係

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3.  黃  婕 101/6/15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自我

調整之關係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5 期 

34.  吳凌方 104/01/01 學習興趣對國中學生在數學科學習上的影響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

第 1 期 

35.  張家禎 104/01/01 以年級、性別探討國中生的學習投入情形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

第 1 期 

36.  謝明倫 103/05/23 國中棒球隊運動參與動機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7.  林玉純 103/05/23 因應十二年國教: 三所私立高中職校長之領導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8.  蕭建智 103/05/23 
第六屆教育專業學術研討探討臺中市中小學校

務評鑑-發展亮點學校實施計畫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 

39. 蕭建智 102/08/05 兩岸語文教育交流之起承轉合思 師道月刊 2013 年 7 期 

40. 林維廉 103/10 「聖誕快閃杯杯」-國中音樂活化教學實例分享 師友月刊 56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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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5-1-4]  101-103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術論文發表一覽表 

序號 姓名 發表日期 論文名稱 發表處 

1.  黃久倖 101/09/15 融入內在動機的社群遊戲教學對英語學習的效

果探討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6

期 

2.  王郁琳 102/01/15 應用教學美體已培養學生尊重態度-以國小藝

術與人文課程為探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110期 

3.  謝玉琴 102/05/24 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因應親師衝突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4.  陳岫雲 102/05/24 同儕師徒制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

以五年級中低程度學生為例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5.  何建良 102/05/24 國中生父母管教方式與幸福感之研究-以台中

市為例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6.  鄭偲吟 101/10/15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與國中生性別科版印象之探

索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7

期 

7.  劉瓊華 102/02/07 <一個孩子的改變>輔導一位高年級學生改善衛

生習慣之行動研究 

101 年台中市教師行動研

究論文徵稿 

8.  廖秋美 102/05/24 高中英文科課是支持、心理需求與子我調整學

習之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9.  吳麗真 101/05/16 2011 年「校長領導卓越」德蔣方案之內容分析 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10.  陳淑玲 101/06/07-08 運用合作學習STAD與LT策略改進國小四年級

社會領域學習成效之行動研究 

教育研究發展趨勢~意提

研究法與出版/靜宜大學 

11.  尤麗美 101/09/15 合作學習對國小中年級數學教學的啟示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6

期 

12.  洪羚 101/12/15 老師們，您準備好了嗎-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9

期 

13.  林靜凰 101/11/15 "越"來越好~外籍配偶子女的學校適應與課業

學習之個案探索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08

期 

14.  曾莉芳 102/04/15 情意教學課程方案對學生挫折容忍歷之影響~

已國小三年級學生為例 

靜宜大學正向心理學與

教育研討會 

15.  謝慧美 102/03/15 台中市國小教師對減班超額之意見研究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111期 

16.  鄭秋櫻 102/05/24 總務主任僕人式領導與處室成員工作士氣之關

係研究 

東海大學第 5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7.  
劉勝榮 103/05/23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育資源整合與學校組織效能

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18.  
劉勝榮 102/08/10 感謝有您~福民國小教育志工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第 27

期 

19.  
李蕙萍 103/05/23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數學學習態度及數學焦慮相

關因素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  劉慈諳 102/03/15 教育行政溝通初探 南華網路社會學通訊 

21.  
蕭雅卉 103/05/23 影響教師信念形成因素之敘事探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2.  

陳雅婷 102/12/06 
台中市國中導師轉型領導、班級氣氛與學生學

習態度之相關研究 

2013 年彰雲嘉大學校院

聯盟學術研討會/環球科

技大學 

23.  
秦蜀蕙 103/05/23 

國民小學實施關懷活動推動品德教育之探究：

以中部某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為例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4.  林育鑫 103/12 青少年未婚懷孕預防輔導策略之初探 南投文教第 33 期 12 月 

25.  曾憶萍 102/04/15 從少子化現象談幼兒園發展的契機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112期 

26.  王翌庭 103/05/23 台中市國民中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習態度與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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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7.  
林欣儀 103/05/23 國民小學教師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相關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8.  
陳秀真 103/05/23 

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行銷策略認知與學

校認同度之探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9.  
楊皓凱 103/05/23 

小學流浪教師教職生涯抉擇之研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30.  
林淑慧 102/10/19 

國小高年級學生數學動機調節量表構念效度驗

證之研究 

臺灣心理學會第 52 屆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 

31.  
許詠惠 104/02/05 

分組合作學習融入國中數學教學之課堂實施與

結果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6 期 

32.  
林均珏 104/03/01 一個學校兩個世界，國小代理代課教師的影響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3 期 

33.  
林淑慧 104/05 概說國小班級常規違規輔導策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6 期 

34.  
謝孟芳 103/09/01 開啟生命另一扇窗~推動品格教育的省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3

卷第 9 期 

35.  
焦玉華 104/05/01 受傷的天使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5 期 

36.  
王盈盈 104/02/01 惡魔與天使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2 期 

37.  
莊淑敏 104/05/23 

公立幼兒園教師之多元文化觀點對不利條件幼

兒教學之影響探究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38.  
胡雯俐 104/01/01 

教室裏「我不想跟你學習」的聲音，我關注過

多少?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1 期 

39.  
郭品妘 103/07/11 

東海學教育研究所移地研究課程，多元文化教

育，甘肅省偏遠地區與少數族群教育考察 
雲林縣國教第 64 期 

40.  
蕭淑娟 104/03/01 教科書中生態概念的省思~螢火蟲回來了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3 期 

41.  
陳惠卿 103/12 幼托整合-提昇教師專業能力之歷程與省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 

42.  
林麗真 104/05/23 

點亮希望工程-南投縣冬陽國小補救教學實施

模式之研究 
東海大學教研所研討會 

43.  林麗真 104/06/15 夜光天使點燈計畫專案教學心得 雲林國教 

44.  
李美瓊 104/05/23 高職導師融合教育知能與角色踐行之探究 

東海大學第 7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45.  
張德蕙 104/01 

才藝補習、文化資本和升學的關係—從教育部

提出的「第三學期」談起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4

卷第 1 期 

46.  
雷儀華 103/05/23 

台中市私立高職生英文學習態度與學習策略之

研究 

東海大學第 6 屆教育專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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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6-1-1]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98-103 畢業生就業狀況一覽表 

98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1.  G945717 林淑娟  臺中市立人國小專任教師 

2.  G95570021 梁凱琳  彰化縣政府約僱人員 

3.  G96570013 葉舜華  公司行號 

4.  G96570027 陳麗幀  彰化縣立北斗國中專任教師 

5.  G9657006 呂玉蘭  台北縣立鷺江國民中學專任教師 

6.  G97570002 蔡秀芬  惠文國小專任教師 

7.  G97570011 陳滿容  惠文國小專任教師 

8.  G97570022 王添進  台中市東區進德國小專任教師 

99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9.  G96570023 吳榮宗  彰化縣溪湖鎮東溪國小專任教師 

10.  G97570017 林彩雲  新竹教育大學附屬實驗小學專任教師/台中教育大學課程與

教學博士班 

11.  G945712 翁政田  台中縣沙鹿國小專任教師 

12.  G945713 林孟蓉  台中市四張黎國中專任教師 

13.  G97570012 李宥蓁 彰化縣明聖國小專任教師 

14.  G97570015 許君立  省三國小專任教師 

15.  G97570020 宋旻原  自行創業（親子餐廳） 

16.  G97570023 許文馨  東大附中國文科專任教師 

17.  G97570025 沈佳憶  公司行號 

18.  G98570001 陳錦惠  台中縣后綜高中專任教師（103 年度候用校長調訓台中市教

育局） 

19.  G98570002 王玉慎  台中市惠文國小專任教師 

20.  G98570004 張仕政  台中市石城國小專任教師兼總務主任 

21.  G98570006 何叔靜  失聯 

100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22.  G98570022 陳思儒  僑光科技大學 行政人員 

23.  G97570016 李宛瑾  大甲國中英文科代理教師 

24.  G96570007 蕭芸婷 台中市黎明中學專任教師、台中市醫院床邊教學教師 

25.  G98570021 廖憲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專案講師 

26.  G98570003 謝佩君 台中縣立中港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27.  G98570020 柯惠閔 彰化縣立伸港國中專任教師 

28.  G99570003 楊維軒 台中市南屯區文山國小專任教師 

29.  G99570004 陳姿菁 台中市惠文國小專任教師 

30.  G99570005 張瑞芳 台中市永安國小專任教師 

31.  G99570008 張家婕 新竹市東門國小附設幼稚園 

32.  G99570017 陳莞茹 台中市惠文國小專任教師 

33.  G99570018 劉惠玲 代理代課教師 

34.  G99570027 許窈瑜  文雅國小代課教師 

 

101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35.  G10057001 張世賢 台中市梧棲國中專任教師 



107 

 

36.  G10057002 戴瑞宏 台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專任教師 

37.  G10057004 邱昭葵 台中市文山國小專任教師 

38.  G01570002 羅于宣 東勢高工 

39.  G96570004 徐匡賢 台中市立福科國中專任教師兼特教組長 

40.  G97570001 林哲慈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行政人員 

41.  G98570019 許愷玹 全職媽媽 

42.  G98570026 陳瑩如 台中大里市立幼兒園代理教保員 

43.  G99570011 田雅綸 台中縣東華國中專任教師 

44.  G99570024 劉易冠 補教英文教師 

45.  G99570033 羅翊芳 健身教練 

 

102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46.  G10057019 李玲美   台中市國安國小 

47.  G01570003 尤淑盈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國小 

48.  G10057007 黃珮珮   台中市向上國中國文代理 

49.  G10057008 王姮捷   自營安親班 

50.  G10057010 洪蕙英   道明中學生命教育科代理教師 

51.  G10057017 葉佳瑜   公司行號 

52.  G01570001 吳佳蓉   神岡國小/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53.  G01570004 王薈雅   大吉國中代理老師 

54.  G01570005 陳玨岑   四張黎國中 

55.  G0157011 林雅菁   山腳國小代理教師 

56.  G97570027 陳華芬   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碩士班 

57.  G10057005 徐志欽   服役中 

 

103 學年度 

序 學號 姓名 工作地點 

58.  G01570027 張家禎 竹南科學園區國家衛生研究院  研究助理 

59.  G02570001 林維廉   臺中市西苑高中音樂專任教師 

60.  G02570002 蕭建智   台中市文山國小專任教師兼主任 

61.  G97570021 謝明倫   南投縣立中興國中專任教師 

62.  G01570008 許乃文 明道高中教育實習中 

63.  G01570020 蔡書彰 台中市文山國小代課教師 

64.  G01570023 黃千真 西螺農工教育實習中 

65.  G02570003 陳宥蓁 台中市文山國小專任教師 

66.  G02570005 李佩玲 東海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長 

67.  G02570007 李玫儀 曉明女中教育實習中 

68.  G02570012 林玉純 大明高中教育實習中 

69.  G02570019 曾鈺纹 文華高中教育實習中 

70.  G99570025 黃  婕 桃園治平中學專任教師 

71.  G100570012 吳凌方 準備國外短期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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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6-2-1] 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核表 

 

各位同學好：                                                       

很快就到期末了，教研所為瞭解本學期同學的學習狀況，擬請同學協助填寫以

下表格。 

請針對本學期您有修課的課程進行檢核，如您認為您本學期於該課程有學習或

達到該項核心能力，請於該課程所對應之核心能力的格子內打勾，本項檢核不

計名，但您的意見對本所的課程改進有很大的幫助，敬請同學翔實填寫，非常

謝謝您的協助。                                        教育研究所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核調查表（103-2） 

 

 

其他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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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6-2-2] 畢業生問卷調查 

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生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畢業同學您們好： 

    本調查表主要目的是要瞭解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度，以及畢業生對學校（系所）

所學與自我工作表現滿意情形。因此，敬請就您的看法回覆下列問題，提供寶貴意見與建議，作為本

所爾後改進教學與研究方向的依據。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祝 

平安喜樂！                                                      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所長 趙星光 敬上 

學習成效自我檢核 

教育研究所課程有助於我達到下列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請打勾） 

題號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沒意

見 

1 本土關懷（掌握國內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

以為教育變革提供助力） 

      

2 國際視野（瞭解國際重要教育理論與趨勢，

提升學術專業知識及實務工作知能） 

      

3 學術研究（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以改善教育

工作實務，發展後續學術生涯） 

      

4 反思習慣（成為具反思習慣之教育實務工作

者，不斷精進、追求卓越） 

      

5 理解重要教育理論       

6 理解人類學習特質       

7 關懷當代教育議題       

8 展現團隊合作精神       

9 具備批判思考能力       

10 具備創意與問題解決能力       

11 具備研究與發表能力       

12 尊重學術倫理       

 

研究所進修有助於您在下列各項目上的提升？（請打勾） 

題號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沒意

見 

1 專業知能。       

2 多元教學能力。       

3 行政協調能力。       

4 處理問題的能力。       

5 班級經營能力。       

6 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7 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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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反思的習慣。       

9 個人的成長。       

10 職場競爭力。       

11 國際視野。       

12 終身學習的意願。       

  

  對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滿意程度 

題號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沒意

見 

1 我對課程規劃感到滿意。       

2 我對師資專業能力感到滿意。       

3 我對教師的教學品質感到滿意。       

4 我對教學設備感到滿意。       

5 我對師生互動感到滿意。       

6 我對教師的論文指導工作感到滿意。       

7 本所的進修對我的專業發展有幫助。       

8 我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感到滿意。       

9 我樂於向他人推薦就讀東海教育研究所。       

 

 您覺得教育研究所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請將您寶貴的建議告訴我們： 

 （若不敷填寫請書於背面，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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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資料 6-3-1] 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  

 

 

 

 

基本資料        

1. 填表者單位:________________（例如 oo 國小） 

2. 填表者職稱：______________（必填）  （例如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等）                                             

3. 請針對本所畢業生工作整體表現予以評價: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 滿

意 

非常 

不滿意 

具有行政能力 □ □ □ □ □ 

具有專業知識 □ □ □ □ □ 

具有工作效率 □ □ □ □ □ 

具有工作熱忱 □ □ □ □ □ 

具有責任感 □ □ □ □ □ 

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 

具有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 □ □ □ □ 

具有與人際溝通協調的能力 □ □ □ □ □ 

具有團隊合作精神 □ □ □ □ □ 

具有專業倫理精神 □ □ □ □ □ 

總體滿意度 □ □ □ □ □ 

 

4. 您對本所課程設計的建議：（可複選） 

    □課程內容應與實務結合 □增強學生外語能力 

    □加強工作倫理及態度 □訓練應答與溝通技巧 

    □強化實務經驗                    □教學內容應符合國際潮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貴單位未來是否會優先錄用本系畢業學生？ 

   □會，原因： 

   □不會，原因： 

   □非本單位／本人可決定 

 

6. 對於本系畢業學生之表現或培育人才之相關建議，敬請不吝提出寶貴意見： 

 

親愛的主管，您好! 貴校 OOO教師為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生，我們非常期望能夠了解

您對敝校辦學的看法，懇請您花幾分鐘時間點選下列幾個簡單的問題。所有資訊將予保密，僅供

統計分析使用。您的寶貴意見與建議，將成為我們改善的依據與動能!再次感謝您撥冗協助!謹此 

敬祝   健康快樂、事事順心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