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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泰國學校教育行政及管理論壇」課程參訪計畫 

壹、目的： 

一、加強台灣與泰國國際間文教交流活動。  

二、營造優質互惠高等教育學術社群。 

三、開拓本所師生廣博及宏觀視

野。  

四、提升本所師生學術研究與發表能力。 

貳、指導教授、時間及參訪地點： 

一、指導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范熾文教授。 

二、時間：201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一)。 

三、參訪地點：泰國博仁大學、農業學校、Kankathasai  School。 

參、行程規劃： 

一、為提升本所學生國際觀與學術研究發表能力，全程排定課程如下：  

（一）2017 年博仁大學國際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發表暨文化交流。 

（二）「學校教育行政及管理論壇」課程參訪專題演講專題演講：2 場， 

每場 1 小時。 

（三）學校參訪：泰國博仁大學、農業大學、Kankathasai  School。 

（四）行程規劃說明會與返台檢討會各一場。 

二、行程規劃如下（含住宿）﹕ 

天 日期 活動內容 

第 1 天 
7 月 11 日

(二) 

服務所在地→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曼谷  

◆上午：團員準備前往泰國曼谷  

◆下午：入住飯店，市區參觀  

★晚上：「學校教育行政及管理論壇」籌備會議(飯

店會議廳) 

第 2 天 
7 月 12 日

(三) 

泰國曼谷(2017 年「博仁大學國際學術論文研 

討會」)  

◆上、下午：學術交流專題講座暨交流研討會 

★晚上：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飯店會議

廳) 

第 3 天 7 月 13 日 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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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午：曼谷市區 Kankathasai  School 參訪  

◆下午：曼谷農業大學學術交流座談 

★晚上：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飯店會議廳) 

第 5 天 
7 月 15 日

(六) 

泰國曼谷： 

◆曼谷市區特色文化景點參訪 

★晚上：台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飯店會

議廳) 

第 6 天 
7 月 16 日

(日) 

泰國曼谷： 

◆曼谷市區特色文化景點參訪 

★晚上：台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寫作(飯店會

議廳) 

第 7 天 
7 月 17 日

(一) 

泰國曼谷→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可愛的家 

 

肆、邀請貴賓： 

一、泰國官員及學者 

Rangsan Thepmondhri(泰國教育部官員) 

Dr. Pattamavadi Lehmongkol Associate Professor(泰國曼谷

Kasetsart 

University 副院長) 

林正傑 院長(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教育學院院長) 

潘扶德 教授(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教育學院) 
 

二、臺灣學者 

范熾文 教授(台灣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 

梁金盛 教授(台灣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主任) 
 
伍、經費來源：團員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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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項工作執行與課程計劃如下(工作分配表如附件二)： 

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工作執行計劃表 

時間 

106年5月20日(星期六)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12:00-13:00 
籌備會議 

學術交流課程確認 

梁金盛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學術交流注意事項暨分工 1 

   合計 1 

時間 

106年6月10日(星期六)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12:00-13:00 行前會議 

梁金盛 教授 

張珮珊 同學 

謝五美 同學 

行前會議注意事項 

課程活動內容規劃與說明 
1 

   合計 1 

時間 

106年7月11日(星期二)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活動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06:00-13:00 

集合(桃園機場)、

出境手續 

桃園→泰國曼谷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從同學各工作所在地集結

至桃園機場 

搭乘直航客機飛往曼谷 

至飯店放置行李後出發 

 

13:00-18:00 
入住飯店，市區參

觀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參訪文化古蹟 5 

18:00-19:0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時間與夥伴學術研討 1 

19:00-21:00 

「2017教育政策與

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籌備會議(飯

店會議廳)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各組組長、組

員 

研討會工作確認及準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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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8 

時間 

106年7月12日(星期三)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活動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09:00－17:00 

泰國曼谷(「2017

教育政策與管理國

際學術研討會」) 

范熾文 教授 

林雅雲 同學 

謝五美 同學 

温敏宇 同學 

上、下午：學術交流專題

講座暨交流研討會(詳附

件一) 

8 

17:30-19:3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  

19:30-21:30 

參訪團檢討會與心

得寫作(飯店會議

廳)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臺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2 

   合計 10 

時間 

106年7月13日(星期四)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活動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08:00-12:00 

曼谷市區

Kankathasai  

School參訪 

喬安旅行社 

公關組同學 

特色學校經營與教育行

政、管理研討 
4 

12:00-13:30 午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午餐與夥伴參訪心得分享 1.5 

13:30-17:30 
曼谷農業大學學術

交流座談 

喬安旅行社 

公關組同學 
教育政策與學校行政研討 4 

17:30-19:0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時間與夥伴參訪研討 1.5 

19:00-22:00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臺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3 

 
 

 合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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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6年7月14日(星期五)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活動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8:00-12:00 
芭達雅特色文化景

點參訪 

喬安旅行社 

公關組同學 
世界遺產名錄參訪考察 4 

12:00-13:30 午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午餐  

13:30-17:30 
芭達雅特色文化景

點參訪 

喬安旅行社 

公關組同學 
世界遺產名錄參訪考察 4 

18:00-19:0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時間  

19:30-21:30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梁金盛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臺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2 

   合計 10 

時間 

106年7月15日(星期六)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活動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8:00-16:00 
曼谷市區特色文化

景點參訪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參訪文化古蹟  

18:00-19:0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時間  

19:30-21:30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梁金盛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臺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2 

   合計 2 

時間 

106年7月16日(星期日)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8:00-16:00 
曼谷市區特色文化

景點參訪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參訪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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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 晚餐時間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晚餐時間  

19:30-21:30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梁金盛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臺灣參訪團檢討會與心得

寫作 
2 

   合計 2 

時間 

106年7月17日(星期一)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08:10-18:00 送機 
喬安旅行社 

許崇銘 同學 
溫暖的家  

時間 

106年9月24日(星期日) 

主題 
主持人 

(負責人) 
討論內容 

備註 

(課程時數) 

15:10-17:10 學術交流成果報告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泰國學術交流成果分享 2 

17:10-19:10 效益評估報告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泰國交流課程效益評估報

告 
2 

19:10-21:10 
分組報告與成果書

面 

范熾文 教授 

許崇銘 同學 

海外研修分組報告與繳交

成果書面 
2 

   合計 6 

備註：每一學分換算18時數，本課程為三學分，參訪時數合計54小時。 

柒、其他：「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議程表（如附

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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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7 月 12

日 

9:00-9:10 報到  

9:10-9:30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1. 博仁大學 CAIC院長 

林正傑教授致詞 

2.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 

范熾文教授致詞 

司儀 

9:30-10:30 
學術論壇主題演講 

主題- 泰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林正傑院長) 
范熾文院長 

10:30-11:30 
學術論壇主題演講 

主題-中華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范熾文院長) 
林正傑院長 

11:30-12:00 教育經驗交流與分享 
范熾文教授 

林正傑教授 

12:00-12:10 大合照(圖書館)  

12:10-13:20 午餐(各校各生自理)  

13:20-15:00 

場地 1 

5301 

 

學術論壇分組發言(每組發表 12 分鐘，

提問交流 5分鐘，主持人 2分鐘，專家

點評 5分鐘) 

第一組：中國農村學前教育發展中面對

教育公平課題之探討 (戴霄、潘扶德) 

第二組：模塊教學培養教育管理專業大

學生創新能力之初探 (范崢、張欣、范

詩基、馬莉) 

第三組：民族院校大學生自殺態度與抑

鬱水準調查及關係之研究 (楊冬、張姣

妹) 

第四組：泰國大學生漢語學習動機對學

習策略影響之研究 (張文龍、杜佳靜) 

主持人： 

范熾文教授 

評論人： 

梁金盛教授 

場地 2 

5302 

 

學術論壇分組發言(每組發表 12 分鐘，

提問交流 5分鐘，主持人 2分鐘，專家

點評 5分鐘) 

第一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分

析與反思 (蘇珮萱) 

第二組：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主持人： 

林正傑教授 

評論人： 

潘扶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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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課題的探究 (林雅雲) 

第三組：宜蘭縣國民小學學校特色課程

發展與學校競爭優勢關係之研究 (黃雪

芬) 

第四組：花蓮縣國小學生基本學力檢核

在班級實施之問題與改善途徑(廖志民) 

15:00-15:20 茶敘  

15:20-17:00 

場地 1 

5301 

學術論壇分組發言(每組發表 12 分鐘，

提問交流 5分鐘，主持人 2分鐘，專家

點評 5分鐘) 

第五組：高校教學管理面臨問題與發展

之探討 (郝丹娜、張鈞濤、潘扶德) 

第六組：中國家長對幼兒性教育認知度

之研究 (李茜伊、肖潔麗、蔡雨佳、吳

文全) 

第七組：速度滑水運動對青少年體能影

響實驗之探討(伊劍、吳曉華) 

第八組：台灣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政策 

(詹富玶) 

 

主持人： 

范熾文教授 

評論人： 

梁金盛教授 

場地 2 

5302 

學術論壇分組發言(每組發表 12 分鐘，

提問交流 5分鐘，主持人 2分鐘，專家

點評 5分鐘) 

第五組：音樂才藝班教育與經營發展之

研究-以中壢區某音樂教室為個案 (張

珮珊) 

第六組：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謝五

美) 

第七組：原住民學生生涯決策合理性與

面對課題之探討 (李桂芬) 

第八組：台灣當前學校護理人員角色困

境及其改善建議 (彭貴鈴) 

主持人： 

林正傑教授 

評論人： 

潘扶德教授 

17:00-17:10 

閉幕式 

泰國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院長 

林正傑教授閉幕詞 

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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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分配表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工作分工表 

組別 職稱 工作職掌 負責人 備註 

指導組 指導教授 ●綜理全般事宜  梁金盛教授  

統籌組 組長*1 

●製訂參訪計畫 

●管控計畫執行進度 

●會議召開 

●協調各組工作執行 

許崇銘組長  

總務組 
小組長*1 

組員*4 

●行程規劃與旅遊聯繫 

●費用收支、核發與登載 

●物品申請、採購 

●護照收齊、器材準備 

張珮珊 

詹富玶 

潘妙嘉 

吳俊儀 

蘇珮瑄(碩士班 

 

文書組 
小組長*1 

組員*4 

●製作工作執行計劃表 

●論文發表報告彙整 

●研討會手冊製作 

林雅雲組長 

廖志民 

謝瑋鎧 

黃雪芬 

李桂芬 

藍正婷 

 

公關組 
小組長*1 

組員*6 

●學術研討會規劃執行 

●除行程外之活動規劃（康樂活動） 

●伴手禮採購、紅布條及名牌 

●司儀、活動主持人 

●校內接洽、校外窗口 

謝五美組長 

劉芳玲 

阮瑋飴 

許雅雲 

高金山 

鍾慧儀(碩士班) 

彭貴鈴(碩士班) 

 

記錄組 
小組長*1 

組員*4 

●全程攝影、錄影與文字記錄 

  (成果照片) 

●會議記錄 

●成果冊之收整與製作 

温敏宇組長 

江璟佑 

徐于晶 

林韋伶 

蕭詩諠 

黃玠婷 

 

*各組人員及工作內容，由各組長負責安排及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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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學前教育發展中 

面對教育公平課題之探討 

戴霄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士生 

潘扶德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博士部老師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農村學前教育的種種面向，因此本研究著重教育公平之議

題。重點在探討我國農村學前教育品質對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和對農村社會經濟

的發展的教育公平課題。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和檔案分析法，俾對教育公平視

角下的農村學前教育發展進行了問題發現以及提出解決策略。本研究結論： 

    一、關鍵核心在農村：辦好農村學習教育，為我國教育打好基礎。其核心在

於農村經濟處於弱勢，各方面問題較為嚴重。 

    二、政府主導是必然選擇：政府應大力提倡農村學前教育的發展。建立完善

的學習管理制度保障農村學前教育的順利發展。 

    三、政府主導體制既促進發展又面臨挑戰：政府應加大投入力度，在資金和

資源上保障學前教育的順利發展，這將是農村學前教育將面臨的挑戰。 

    四、要從多方面入手和完善：農村教育要從幼兒教師隊伍、師資分配、加強

對農村幼兒教師的培訓、學前教育的品質，以保證來推動我國農村學前教育的發

展成果。 

 

關鍵字：農村教育、學前教育、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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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塊教學培養教育管理專業大學生 

創新能力之初探 

范崢 1 張欣 2范詩基 3馬莉 4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士生 
 

摘 要 

  現代化模塊教學體系的構建，打破了以學科為體系的課程結構，從課程內容

設置和教學方法的各個環節著手，以崗位技能為主線，按照功能設置課程體系，

進行實踐教學，提高大學生創新能力，並以操作性的效果評價之機制。而模塊教

學是以崗位任務為依據之模塊，以從事某種職業的實際崗位工作的程式為主幹，

固稱之為“任務模塊”，其廣泛應用在高等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方面，主要是

培養大學生技能的一種教學模式。因此，本研究目標為初步探究如何將模塊教學

導入教育管理課程，以建置其大學生創新能力。本研究方法採用歷史研究，及文

獻分析。最終提出教育管理課程運用模塊教學步驟，以及如何提升教學成果，其

重點為進行革新課程建設，構建創新型教育體系，加強師資等資源配置等，藉營

造創新教育文化氛圍。 

 

關鍵詞：模塊教學、教育管理、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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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大學生自殺態度 

與抑鬱水平調查及關係研究  

 楊冬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士生 

 張姣妹 

雲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講師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民族高等院校的學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和抑鬱的情況，以

及自殺和抑鬱之間存在的關係。其次，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所瞭解的同時，

並強調心理健康干預的方向和側重點。本研究方法是使用自殺態度調查問卷(QSA)

和抑鬱自評量表(SDS)對 500 名民族院校大學生的自殺態度和抑鬱水水平進行便

利抽樣調查和瞭解。本研究結果發現民族院校大學生總體上對自殺持矛盾和中立

的態度，其中民族院校大學生有 73.8%的學生屬於無抑鬱，22.8%的學生有輕度

抑鬱的傾向，2.9%的學生處於中度抑鬱，僅有 0.5%的學生處於重度抑鬱的範圍。

透過分析發現自殺態度個別維度在性別、年級、專業上有差異性顯著；對自殺行

為的態度，對自殺者的態度，對自殺者家屬的態度與抑鬱水平顯著性相關。本研

究結論提出，於本次自殺態度和抑鬱情況的調查瞭解到民族院校學生中,男生、

大四的學生、漢族學生和文科生等群體隨時都有可能產生心理危機。其次,干預

自殺行為的態度,對自殺的預防具有積極效果。最後,要干預自殺者的自殺行為,

需要對自殺者和自殺者家屬進行首要干預。  

           

關鍵字：民族院校、自殺態度、抑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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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大學生漢語學習動機 

對學習策略之影響研究  

張文龍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士生 

杜佳靜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博士部老師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泰國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習策略之影響。本研究主要採

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泰國博仁大學，農業大學以及泰國華僑崇聖大學的 183位漢

語專業大學生進行便利抽樣的調查。問卷主要分成以下幾個部分：個人背景，學

習動機和學習策略。以 SPSS22.0 統計軟體進行相關資料整理與分析，目的在於

呈現泰國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影響，並在實際的漢語教學實務中提出

教學建議。 

  一、本次研究的調查問卷分為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兩個分量表，共有 37個題 

目。經過信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證明此次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不同系所、年齡的泰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方面有顯著差異。 

三、本研究發現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結果說明泰國大學 

生漢語學習動機愈強則使用學習策略頻率也愈高。 

 

關鍵字：泰國大學生、漢語學習、學習動機、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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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學管理面對問題與發展之探討 

 --以「人為本」為模式 

郝丹娜    

渭南師範學院 報刊社編輯 

張鈞濤 

渭南師範學院講師 

潘扶德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博士部老師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對目前中國高校教學管理現狀的分析與探討，採用文獻

分析法和觀察法對目前高校教學管理工作所存在的問題加以論述，從而針對問題

提出解決對策，研究發現加強以人為本理念，可增強人的主體地位，尤其在高校

教學管理工作中，突顯教師與學生的主體地位，將服務學生與教師作為高校教學

管理的重要方法，注重師生的訴求與需求，以學生及教師的成長為契機，努力建

構“以人為本”的高校教學管理模式，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方式，是具有提高高校

教學與就業品質的重要內涵，故高校教學管理工作：應強化師生在教學管理中的

互動，改變昔日傳統的教學管理方式，以創新管理，加強隊伍建設，實現以人為

本的全面發展，營造和諧教學環境，促進學校教育不斷發展。 

 

關鍵詞：高校、教學模式、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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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長對幼兒性教育認知度之研究 

--以貴陽市 00實驗幼稚園為例 
  

李茜伊、肖潔麗、蔡雨佳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士生 

吳文全 

泰國博仁大學 CAIC教育碩博士部老師 

通訊作者：吳文全 

 

摘要 
    本研究目的探討家長對幼兒性教育認知度的現況及問題、分析影響家長對幼

兒性教育實施的因素，並提出幼兒性教育問題的改進策略及建議。本研究以中國

貴陽市南明實驗幼稚園家長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3-6歲

幼兒家長有效樣本 245 人和訪談有效樣本 11 人，分別以 T 考驗、單因數變異數

(one-way ANOVA)分析等，瞭解不同幼兒家長、學歷、幼兒的年齡、性別等之差

異情形。 

    經過約三個月的調查分析，獲致主要之研究結果有：一、幼兒年齡不同的家

長，對於幼兒性教育認知度無顯著差異；二、不同年齡的家長，對於幼兒性教育

之認知維度有顯著差異：30～40歲的家長，對於認知維度高於 20～30歲的家長；

三、不同學歷的家長，對於內在因素中教育現狀、認知的維度有顯著差異，且學

歷為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家長顯著高於大專以下學歷的樣本。至於學歷不同的三類

群體在內在因素中教育內容、內部原因、對幼兒性侵案件影響的認知，以及學歷

不同的三類群體在外在因素上皆無顯著性差異。 

另外在訪談過程中也獲知：一、家庭性教育觀念與實施脫節；二、傳統觀念阻礙

性教育的開展；三、家長性教育知識與能力不足；四、幼稚園等專業教育機構性

教育缺位等。故本研究最後對幼兒家長、幼稚園、教育行政部門及後續研究等四

個構面，提出幼兒性教育困境的對策與建議,俾供改進之參考。 

 

關鍵詞：幼兒、性教育、家長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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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滑冰運動對青少年體能影響的實驗研究 

伊劍 

長春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吳曉華 

吉林體育學院講師 

摘要 

速度滑冰運動具有趣味性、健身性、娛樂性等特點，對於善於挑戰自

我的青少年來說，無疑是一項既時尚又能鍛煉身體，增強體質的運動。因

此速度滑冰運動深受青少年的喜愛。本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專案研究

為主，從速度滑冰專案特點入手，深入分析速度滑冰運動對青少年體能發

展的影響。研究結果以速度滑冰運動能夠促進青少年身體形態、身體機

能、身體素質的發展。促進青少年身體發育，增進青少年健康水準。 

 

關鍵詞:滑冰運動、青少年、健康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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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之分析與反思 

東華大學 蘇珮萱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在台灣推行十年之久，許多學校投入其中，為瞭解評鑑

對於教師的實質影響，且因 2016年 10月教育部宣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退場，轉

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這樣的轉型在政策上的實際差異性為何值得探討，

本文以文獻分析及資料收集的方式進行研究，在政策推行期間許多研究者對此政

策做了許多相關研究，深入了解第一線教師對於該政策的感受及想法，並提出許

多建議及改善方式，政策在推行的期間透過專家、教育實務工作者以及在第一線

教師的建議經歷兩次的修正，從許多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得知，許多教師雖然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保持著正向的態度，參與過的教師大部分也認同確實提升了教

師專業成長，但是參與的動機及意願受到幾點影響：各縣市的宣導及推行讓教師

對於評鑑有不了解之處、教師工作負擔加重、同儕評鑑容易造成壓力以及評鑑人

員專業不足等困境影響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動機。評鑑結果的運用也是

教師提出疑慮的部分。教育部宣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改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減少或整合繁瑣的行政流程以及評鑑人員研習，增加更多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任

務和時間，透過教學領導教師機制，帶領同儕教師專業成長。希望透過政策的改

變能使現場的教師獲得專業成長，並能促進在教學上的成長以及學生的學習效果

的提升。 

 

關鍵詞：國民中小學、專業發展、教育評鑑、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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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bstract 

Th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 development has 

been in Taiwan for ten years. Many schools have invested in i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ubstantial impact of the evaluation on 

teachers, and becau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ounced th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 development 

transition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support System in October 2016, 

the transition of the actu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why it is worth 

exploring. This article us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many researche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this policy,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 feelings 

and ideas of the policy, and put forward many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s, the policy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through the 

experts and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i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wo amendments. From the results of many researchers, many teachers 

have maintain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st of the teache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it have indeed promo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However, the motives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re affected by 

the following: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ty that 

teach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policy, increase the workload of 

teachers, peer-reviewed it could easily lead to the plight of pressure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staff, affect the motivation of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evalu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use of evaluation results is also part of the teachers 

raised concerns.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 to reduce or integrate the cumbersom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asks and time to assist teacher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leadership teacher mechanism to lead peer teachers 

growing up. It is hoped that changes in policy will enabl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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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ain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eac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ducation policy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面臨課題的探討 

林雅雲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因為 PISA 測驗，台灣重新看見閱讀，為了提升學生閱讀能力，教育部實施

「閱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並在 2009 年新增「國民中小學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藉由培訓正式教師，成為閱讀的推手，學術界

對閱讀教師的研究亦成為趨勢。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近年來，閱讀推動教師於學校

推動閱讀工作時所面臨的課題，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蒐集對閱讀推動

教師的相關研究，最後歸納出閱讀教師所面臨的共同課題，其內容有：(一)經費

及設備不足、(二)人力不足、(三)職位定位不明、(四)其他，如專業知能不足。

最後提出建議，提供閱讀教師參考。 

 

關鍵詞：國民小學、閱讀推動教師、圖書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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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roblems the Primary 

School Teacher Librarians Have in 

Instructing Reading 

The Abstract 

Due to the PISA (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 

people in Taiwan pay attention to reading once again. In order to 

Improving the reading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mplemented the “Reading 101 Plan” in 2001. And in 2009, it carried 

out the “Program of teacher-librarian-promoting-reading” to training 

the teacher librarians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capacity. Teacher librarians also become to the objective of 

researching in academia.  

The researcher generalize a conclusion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past 

studies about the “Teacher-librarian-promoting-reading”. The 

conclusions are made as follow:  

1.Funding and equipment were insufficient. 

2.Lack of manpower. 

3. Job orientation is not clear. 

4. Others, such a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At last, it mak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er librarian. 

 

Ｋeywords: primary school,teacher-librarian, library,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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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國民小學學校特色課程發展 

與學校競爭優勢關係之研究 

黃雪芬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宜蘭縣國民小學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與學校競爭優勢的關

係，研究方法主要採取調查研究方法。調查研究以宜蘭縣 76所國民小學 2142位

編制內教師為研究母群體進行抽樣，共抽取 51 位教師為樣本。調查資料以描述統

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得到下列結論： 

(一)學校特色課程與學校競爭優勢現況表現，屬中上程度。 

(二)不同性別、學歷、年資、學校歷史之教師所知覺在學校特色課程與學校的競

爭優勢無顯著差異。 

(三)學校特色課程與學校競爭優勢間，有著顯著影響。 

(四)學校特色課程與學校競爭優勢間有著中等程度正相關。 

 

關鍵詞：國民小學、學校特色課程、學校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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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velopments of School - 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Yilan Coun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velopments 

of school - 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Elemen- tary schools of Yilan County.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s 

employed quantita- 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Yilan county by sampling 51 in-

service teachers from a population of 2142 teachers in 76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The research were recognized as valid and analyzed 

vi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four conclusions were found:1) 

School per- ceived a moderate degree of associations among Developments 

of school -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2)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chool - 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education,seniority ,and school history.  3)There 

is significant impacts among Developments of school- 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4) There is medium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Developments of school-specific curriculum 

and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 specific curriculum、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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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小學生基本學力檢核在班級實施之 

問題與改善途徑 

廖志民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花蓮縣國小學生基本學力檢核在班級實施產生之問題與改

善途徑。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法，經研究後發現在教師方面遇到的問題有影響進

度；範圍廣泛，複習不易；評量方式固定，變化不足；退步需做報告，面臨複習

壓力；可操縱變因多，公平性受質疑等問題。而學生面臨的問題有過度複習，無

法提升學習興趣；學生無所謂；因應練習，作業量增加。成績差者擔心標籤效應；

強調成績高低，抹煞閱讀樂趣。 

      改善途徑最重要的關鍵在閱讀能力的培養、差異分組教學及教師壓力釋放。

並建議學力檢核就是拿來檢核學生的程度，而非讓教師們斤斤計較於分數的高低。 

 

關鍵字：基本學力、基本學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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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issues and Improve methods 

of the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e Test 

implement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Hualien Coun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the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e 

Test implement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Hualien County. The 

method employed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progress of courses is influenced, the testing scope is too wide, 

and the way of assessment is fixed and not diversified. Academic course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need to make reports for students with 

declined grades, thus, they are facing the pressure of giving the review 

lessons. Other issues include numerous manipulated variable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test fairness, and so on.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become demotivated due to excessive review lessons and are 

exhausted by the increased amount of assignments, while some are even 

careless and those with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orry about label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over emphasized and the enjoyment of reading 

is eliminated.  

The most critical keys to the solution ar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and depressurizing the 

teach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e testing be 

solely used to evaluate the competence of the students instead of 

burdening the teachers with a mere grades comparison as well as 

competition. 

Keywords: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e,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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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才藝班教育理念與經營管理之研究 

-以中壢某音樂才藝班為個案 

張珮珊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音樂才藝班的教育理念與經營管理之模式。首先透過文

獻探討建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包含音樂才藝班的起源、類型，探究才藝班的環

境、教育理論、市場需求的變遷背景，以及進一步了解音樂才藝班的經營現況。

其次，以質性研究方法，採用立意取樣三位人員含經營者、教師、及家長，以半

結構式的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並以相關文獻相互佐證。藉由「中壢區〇〇音樂才

藝班」進行研究，探究其從開業至今十年音樂才藝班的整體發展脈絡，以及在藝

術教育中的價值和問題，最後提出本研究的未來發展建議，做為音樂才藝班參與

者和藝術教育工作者的參考。 

 

關鍵字:音樂才藝班、教育理念、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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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Management of Music Talent-A case study 

of one music talent class in Chungli 

district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music talent class and management model. Firs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build up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rough the literatures, including 

its origin, types of music talent class and the change of its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theory, market demand, further to understand 

its actual operating situation.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ee people 

who selected by using intentional sampling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the person operating music talent class, one teacher and one parent. 

By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other 

relevant literatures to support. This explor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ne music talent class in Chungli district during a decade and come 

out some values and problems in the fine art educati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people operating music talent class and 

fine art education. 

  

Keywords: music talent clas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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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謝五美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花蓮縣國民小學國小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

係之現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

情形；分析花蓮縣國民小學國小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以及

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力。本研究對象為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

以「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預計正

式施測有效樣本共為 300位。研究結論如下：1.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正

向領導之現況良好；2. 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所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良

好；3.不同職務與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導有顯著差異；4.不同服務年

資與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5.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力。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若干建議，做為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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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Hwalie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probe into the current condition,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 of Hwalie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wit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300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Hwalien County 

were selected and given the Questionnaire for Research on Schoolteachers’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ritten by the researcher herself/himself.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xxx persons; the recollection rate of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as xx%. The data collected was analyzed and 

tested via a good number of statistic measure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ed: 

1.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was good. 

2. Teachers’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as 

good. 

3.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ose with other backgrounds. 

4.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5.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findings, the study provides certain 

suggestions to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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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ose who intend to conduct 

follow-up researches for future references. 

 

Keywords: Hwalie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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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決策合理性與面對課題之探討 

李桂芬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生涯教育是關係個人一生的重要大事，而人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連串的生涯

決策的集合。培植豐富且多元的人才，可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原住民族其多元的

文化特性、旺盛的創新力以及濃厚的傳統精神，為國家帶來豐富的生命力。近幾

十年來，政府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原住民教育，但成效有限。本研究就推動原住

民教育的困境，來探討原住民學生生涯決策之合理性與所要面對之課題，並提出

未來可行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原住民、原住民教育、生涯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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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rationality and topic of 

Aborigina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

making 

Abstract 

Career education is vital in one person's life,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a serie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Cultivating abundant and diverse 

human resources is able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boriginals, with the ethnic diversity of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vigorou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a strong traditional spirit, bring the 

vitality for the country. In recent decades,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ources in Aboriginal education, but the 

effectiveness is confined.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and topic of Aborigina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by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uture feasible direction. 

 

Keywords: Aboriginal, Aboriginal educati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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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學校護理人員角色困境及其改善建議 

彭貴鈴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本文以「當前學校護理人員角色困境及其改善建議」作為未來研究發想，首

先，探討學校護理人員體制背景形成與目前現況運作，次之，闡述學校護理人員

過去角色定位及在職場上遭遇之困境，了解職場上角色模糊根源等，作為此研究

動機，且近年來受少子化衝擊，導致學校的學生人數逐年減少，目前全台面臨少

子化的問題，學生人數下滑中，依教育部網站公告，以台灣東部花蓮地區為例，

105學年度花蓮縣 103所學校中，100人以下的學校有 71所，占花蓮縣總數之 68

％，因此，其功能發揮是否能符合社會期待，則倍受關注。而在台灣的學校招生

正面臨極大的競爭壓力，整體教育環境正在改變中，每所學校需要設置一名護理

人力嗎？此議題成為政治經濟利益交換籌碼，學校護理人員要突破以往傳統健康

教育的運作模式，學校護理工作是可以創新變革的，因此，可以提升學校整體健

康教育的競爭力，故重新詮譯定位學校護理人員角色是當務之急的工作，如何成

為學校不可或缺的健康工作管理者呢？學校護理人員必須要有意識、要有自覺、

要更加倍努力，跳脫以往的健康服務思考模式，走出健康中心，學校護理人員不

僅只是學生健康的守護者，更需擔負健康促進推動與早期預防計畫導入的責任，

因此，未來研究：花蓮縣中小學護理人員角色知覺與其工作投入類型之關係研究，

研究目的在於：1.瞭解學校護理人員現況與問題。2.從文獻歸納學校護理人員角

色知覺及工作投入問題解決策略。3.分析學校護理人員角色知覺及工作投入問題

中相對可行的解決策略。研究者以台灣花蓮縣國民小學學校護理人員組成焦點團

體共 30 名。焦點團體的個案研究過程，採用訪談、問卷、文獻分析與層級分析

法，進行多回合的互動，分析並整理出質性回饋與量化數據，最後再將分析結果

呈現在焦點團體會議當中討論，凝聚共識。最後本研究困境的解決策略結果可提

出建議提供學校行政作業及健康促進等推動更善及周全。最後建議，學校護理人

員要主動積極連結學校與社區的健康照護概念，建構更完善健康照護網，以增加

學校護理的社會功能，方能達到社會大眾對學校護理人員的期待，因此，更能鞏

固學校護理人員的專業及地位，不再只能做非本職的行政業務而已。 

 

關鍵字:學校護理人員、角色知覺 、工作投入、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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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政策 

詹富玶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近年來臺灣社會經濟朝向 M型化發展，貧富差距加大，城鄉差距也不斷加深；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臺灣偏遠地區的教育特性與教育問題，並分析政府相關政策

脈絡，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臺灣偏遠地區教育特性有：偏遠地區學校規模普遍

較小且學生差異性較高、偏遠地區教師普遍較為資淺年輕且流動率也較高。本研

究根據臺灣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政策分析相關文獻發現：現行教育政策於縮減城

鄉差距上效果並不顯著、教育部對偏遠地區教育關注逐漸提高、擬定新法以穩定

偏鄉師資為重點、非僅有臺灣面臨偏遠地區教育困境。本研究並提出五點建議，

以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參考：偏遠地區教育政策應保持彈性、教師適度流動是

好事、提供足夠獎勵、可參考其他國家政策與經驗、兼顧偏遠地區教師需求。  

 

關鍵詞：偏遠地區、偏遠地區教育、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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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Proble ms and Policies of 

Remote Areas in Taiwan 

Abstract 

Recent years, Taiwan is becoming as an M-shaped for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its practice in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traits reflected from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remote areas: Schools 

are usually small, students’ composition is complex, teachers tend to 

be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teachers’ recruitment is quite frequ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of remote areas in Taiwan are identified as follows: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policies have not helped to diminish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emote areas, MoE in Taiwan has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such areas, regulations setting to stabilize 

the provision of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Taiwan is not alone 

facing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ccurring in remote areas. Fiv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reference of educational authority boards: 

The flexibility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necessity of teachers’ 

recruitment, incentives for teachers, review of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other countries, care for teachers’ needs in remote 

areas.  

 

Keyword: Remote Areas,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Educational Policy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37- 

 

 

 

  
參 

訪 

心 

得 

報 

告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38-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 

課程參訪小組心得 

指導教授：范熾文教授、梁金盛教授 

小組成員： 

謝五美、許雅雲、阮瑋飴、鍾慧儀、高金山、彭貴

鈴、潘妙嘉 

內容摘要 

在學校大力推展國際化，冀望藉由高等學府的交流活動，拓展世界級專業知識與技

能，培養東華師生的國際觀。於是，105級碩專班國際交流發表之旅，在范熾文院長及

梁金盛系主任帶領下，來到榮獲泰國教育部評估的「高等教育品質認證最佳獎」的博仁

大學。 

 

 

 

 

博仁大學位於曼谷市，地理位置可謂閙中取靜。一行人徒步自校門走進校園，一路

綠意盎然，環境優美。在這裡，連池塘裡的烏龜都能愜意的進行日光浴。博仁大學!真

不虧為泰國綠化程度最高被譽為花園式的高等院校，其硬體設施及建築現代化與泰國風

情兼具，文教與環境共存，深深吸引我們這群台灣學子，美哉!令人讚嘆!。 

  此次研討會泰國主辦單位為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CHINA - 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PU CAIC）該學院採用中英泰多

語言全面培養學生，學院內有中國留學生及準備來華留學的泰國籍學生。這是一間多元

種族、多元語言、多元文化的大學，校園綠樹成蔭，芳草遍地，時不時有小松鼠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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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邊跳躍而去；七月適逢雞蛋花期，滿樹馨香與翩然落地的花兒也為我們的交流增添

了許多芬芳。這兒環境清幽，寧靜祥和利於求學是我們對它的第一印象。 

 

 

 

 

 學術研討會~粉墨登場 

學術研討會在博仁大學潘德福教授主持之下熱烈展開，潘福德教授與花師教育學院

范熾文院長分別針對泰國與我國的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提出精闢見解，讓我們知道世界正

快速地變化，讓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不禁反思，我們該如何積極迎戰、創造一些不同

呢？或許，這就是教育最任重道遠的部分吧！ 

 

兩國兩校同學們使出渾身解數發表自己的研究，每位發表人上台前的心情可想而知，

擔心、害怕、緊張，但一上台就口若懸河，台風穩健。評審教授和主持人都給予發表人

中肯的建議，對發表者助益良多。 

    每個發表人自信的完成發表，同儕也給有同學愛的予熱烈的讚賞。教行所研究生非

常有幸，體驗了難得的國外發表經驗，完成研究生自認為艱難不可能的任務，也挑戰了

自己的勇氣。除此之外，藉由這趟國際交流發表會，也讓研究生深深體會到『外語能力』

的重要性，人生真是要透過不斷的學習及挑戰自我才能成長，日後若有機會到其他國家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40- 

參訪及交流，相信大家仍會努力爭取如此難得的學習機會。 

  

 

 

 

 

 

 

 

 

 

    透過這次研討會確實地拓展了我們的視野，深切感受到這個世界很大，有許多高手

在不同的地方潛伏，我們不該再坐井觀天，活在自己的狹隘世界中，除了見賢思齊，更

要加倍努力才不至望其項背；此外，我們也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正為教育奮鬥，在

這條看不見盡頭的道路上，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我們不孤單。 

 校護稱羨的醫美級醫務室 

在研討會休息之時，逛了校園，無意間也被醫務室給吸引！這間坪數有好幾十坪的

醫務室，乍看之下有如台灣的醫美中心，這規模真的令人羨慕，醫護人員也穿著制服，

很有規模系統化！打從心裡真的令人不得不誇讚一下，可惜沒有照片佐證。 

泰國博仁大學校園黑與白制服帶來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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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樓吸引人目光的是牆面上的服儀規定，教室門口、樓梯口、電梯口、重要路

口轉角處，處處可見宣導單張貼於牆面上，宣導單逐條列出學生上課應有之服儀要求，

明定教授有權對於服儀不當學生做出處置，可拒絕衣著不整學生踏進教室，看似權威，

校方卻堅持執行，而學生也願意配合。校方服儀要求嚴格執行的目的乃要學生學習尊重

他人，學習衣著基本禮儀，將來進入職場也才能習慣成自然，凡事不以自己為中心，顧

及團體形象與榮譽。反觀台灣教育部在 105 年宣

布服裝儀容不得強行規定的政策，使得許多中學

生，以及自認曾經被校園服儀制度涂害的成年人

為之振奮，並認為服儀規定的廢止，是校園邁向學

生自治以及學生多元發展的一大步。制服在台灣

長期以來都被型朔為「學校透過公權力抹殺學生的自主性和個性」，「學校的服儀制度抹

煞了學生對美的追求」。學生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後，不再有制服，而學生服儀明訂於校

規但由學生自主管理，衣著得體而應景，不僅是禮貌，也是尊重，台灣教育是否也該學

習博仁大學對學生有所規範與期盼？ 

   

 東盟學院附屬小學參訪-看見中國語言的強大 

   東盟學院附屬小學 KarnKehaThaSai國小(Thung Song Hong Bangkok泰國) 

學校人員編制設有校長 1 人，副校長 3 人，分別掌管教務、學務及總務部門，編制與台

灣有所不同。 

 進入校園身著童軍服熱情的泰國學生，以當地特有樂

器(類似木琴)，演奏台灣名曲「雨夜花」作為迎賓曲，流

暢的演奏獲得滿堂彩。參觀學生上課的途中，牆上教職員

的大頭照，大家整齊劃一身著類海軍制服，一度讓人誤以

為來到軍校；幸好，帥帥教務主任說明該服裝只是教職員制服，在重要集會才會穿上

身，但學校教職員都不是軍人。一路上，看見幼稚園的小朋友進行曲折跑步。校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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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校位在曼谷這樣寸土寸金的城市裡，還是非常重視小朋友的體能，甚至他們鼓勵

不穿鞋，讓孩子的雙腳直接與土地接觸，接受天然的刺激。 

校方十分貼心的讓我們參觀中文教學的課程，中文學習課程配有一位中國籍中文老

師進行中文教學，一位泰國籍的老師擔任助教輔助教學。東盟學院附屬小學校長表示泰

國小學非常重視中文的學習推廣，希望學生未來除了泰語、英文，還要學中文。 

 

因為中國人在國際上強勢表現，讓

泰國希望學生多學種語言，未來更

有競爭力。學校除了廣設多元學習

的課程外，還有泰語與華語的雙語

教學課程，此行見到中國的語言在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感觸深刻。 

東華大學與農業大學學術合作協議 

本校對於拓展國際關係十分重視，積極推動相關國際交流活動。東華大學范熾文院

長及梁金盛主任與泰國農業大學校代表在座談交流中，特別簽署了一份境外學術合作協

議書做為彼此促進學術交流合作的依據，使得兩校能逐漸展開相關合作事項。 

 

 

 

                                       

 

 

 

 

   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是久負盛名的國立綜合類大學，也是泰國

唯一的國立農業大學。目前有 7個分校，該校目前包括研究生院在內，共設有 23個學

院。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2249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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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行之最具指標性的國寶級景點 

曼谷絕對必訪景點的泰國三大佛寺之一玉佛寺。泰國是佛教國家，境內有多座廟宇

佛寺，但最能代表泰國華麗精雕且宏偉壯觀的建築藝術，絕非玉佛寺莫屬，各種金碧輝

煌、高聳巨大雕像建物的震撼之感，加上鄰近大皇宮同為一個參觀路線，一同窺看泰國

皇室住所的神秘面紗。 

  入境隨俗，乃是對泰國文化的基本尊重之行為。參觀玉佛寺、大皇宮則有衣著服

裝限制，不可穿著無袖上衣、短褲、拖鞋，否則會被駐守警衛室擋在門外，不合規定

則需另外租借沙龍。玉佛寺、大皇宮有著名的白色圍牆，整個大皇宮的建築超過百

座，環繞外圍的白色城牆就有 1900公尺，約莫 2公里長度，在大皇宮的腹地裡可以一

同參觀玉佛寺、大皇宮、柚木皇宮等三個景點。 

玉佛寺僅佔據大皇宮 1/4面積，由一整塊翡翠精雕雕成，高約 66公分，寬約 48公

分，是泰國境內最至高無價的鎮國之寶，供奉於該寺而得名。泰國國王、王子於每年換

季時分，定期舉行傳統儀式為玉佛更衣換服，順祈求國運昌隆、國泰民安。 

  大皇宮，皇宮內多達 100多個建築，內有中國神像石雕、西式建築、泰國傳統皇

宮，多元文化融合從雕刻、圖騰、藝術、建築都很值得深訪一遊，相當值得且不虛此

行。 

    

泰國國殤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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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0月 13日泰國第九世國王蒲美蓬辭世，享年 88歲，在位 70年之間溫和

勤政，經常下鄉探視農民，並且多次扮演穩定政局的關鍵角色，帶領泰國度過動盪不

安，他在泰國人的心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已逝的國王蒲美蓬將火化並選定於曼

谷大皇宮前的皇家田廣場。 

泰皇靈柩移靈停放的大皇宮也暫停對外開放，玉佛寺也只有悼念民眾才能進入。各

地紛紛降下半旗，泰國政府宣布國喪一年，公家機關職員穿著黑衣上班一年。期間，每

天湧入大量的民眾身著黑色且安靜排隊的悼念泰皇，家家戶戶幾乎都有泰王的照片，有

些人甚至早晚膜拜。實在是蒲美蓬國王也不負百姓所託，只要一有政變發生，他都會在

重要關頭出面調停，靠著皇室威信化解政治危機，在位期間經歷過 19場政變、19部憲

法和 35位總理，他為人民奉獻的心力，泰國百姓都感受得到。 

  

泰國曼谷身心靈舒暢之旅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在各組工作同學事前縝密劃與辛勞準備之下，成功

且圓滿的完成泰國研討會七日行程；除此之外，導遊詳細又賣力解說和司機大哥安全

的駕駛，讓我們平安出遊平安回家。看著大家一個比一個大的行李和一箱箱的戰利

品，肯定這次泰國之行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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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然要感謝最最最受大家愛戴的和藹可親的紅螞蟻團長范熾文院長和最最最

受歡迎的站不累但睡很早的梁金盛主任這一路的陪伴，讓學生們拓展了國際視野，強化

學術發表經驗，汲取難能的經歷，105級碩專班同學永遠愛您們，啾咪!!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46-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 

課程參訪小組心得 

指導教授：范熾文、梁金盛教授 

小組成員： 

黃雪芬、林雅雲、廖志民、藍正婷、李桂芬、謝瑋

鎧 

內容摘要 

今年很幸運地修了「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可以和教授、同學一同到國外參

訪、交流，今年去的國家是泰國，參訪了兩所大學、一所小學。為了這次國際交流，

各組緊鑼密鼓的準備，就為了能夠讓本次國際交流更為縝密與順利。 

 

 

博仁大學是泰國頂尖的私立大學之一，由沙威·蘇特比塔克博士和沙南·哥杜塔特

先生於 1968年創立，校園占地 40英畝、環境優美，硬體設施及建築兼具現代風格與

泰國風情，被評為泰國綠化程度最高的高等院校，從校訓「商業人才乃國家之棟樑」

可看出，博仁大學致力於商業人才的培養，重視商業知識、商業實踐能力、及商業道

德，目的將學校建設成為一流的商學院。學校裡共有十三個大學院，而與我們進行學

術交流的是中文學院裡的「中國-東盟學院」-CAIC。 

發表這一天，大家懷著緊張的心情來到博仁大學，雖然天空飄著毛毛雨，卻仍然

能呼吸到綠意盎然校園裡的新鮮空氣。每位學生都身著白上衣、黑裙子或黑長褲，精

神抖擻地進到校園來上課，在泰國，只要是學生，上學期間一定穿著制服，不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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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或是大學、研究所，這是令大家驚嘆的一點。 

到了學術交流會場，場中播放著經典歌曲「高山青」，大家忍不住一起唱了起來，

心情也輕鬆多了。經過 CAIC院長及潘扶德教授的簡報，使我們更了解 CAIC的教育理

念及辦學目標。接著是潘教授及本校范熾文教授的專題演講。下午，便是真正發表的

時候了，每一位同學講述完自己的內容之後，便由 CAIC的杜佳靜教授及潘扶德教授講

評。 

農業大學是泰國久負盛名的國立綜合類大學，是泰國唯一的國立農業大學，也是

泰國歷史最悠久的學府之一，更是泰國第一所提供農業專業學位的大學，雖說泰國的

觀光產業興盛，但農業也是泰國的重要產業之一，農業大學恰爲泰國農業的高速持續

發展提供大量技術以及相關人才培養（網路資源）。 

在我剛聽到要到「農業大學」參訪時，心中浮現出傳統的一般刻版印象中，想到

「農業」就可能會伴隨著純樸、自然環境、生態教育…等感覺，但在實際參訪中，聽

到農業大學的一位代表對我們做簡介時，我突然有種「井底之蛙」的感覺，因為農業

大學有 23個學院，其中除了包含農、林、漁、獸醫以及環境等相關學院外，還有人

文、理、工、經濟、建築、教育以及工商管理學院等領域。在教育學院方面，除了幼

兒教育、職業教育外，現今積極發展特殊教育與國際合作。我們此次參訪的主要目的

之一，便是與農業大學的教育學院建立國際合作，並簽訂合作意向書。 

 

   
 

在整個參訪過程中，全程皆以英文對話，每位同學都很專心地聽講，其間專門負

責農業大學與外國合作機構簽訂學術合作的國際事務司司長也蒞臨現場，和我們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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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的范院長簽訂學術合作意向書。當中聽到司長報告農業大學已和世

界各地的學術單位簽訂學術合作意向書，也期待未來雙邊有學生相互交換學習，尤其

是到台灣學習有關特殊教育的部份。 

  

 

接下來，頂著頭頂熾熱的陽光，我們一行人在泰國博仁大學潘教授、東華大學花師

教育學院范院長及行政教育學系系主任梁教授的帶領下，前往位於博仁大學旁的一所名

叫 Pracha Niwet School小學參觀。在該所學校校長的說明下我們了解了 Pracha 

Niwet School學生的組成，泰國的教育體系。當場也聆聽了學生們為我們精心準備的

泰國傳統音樂演奏。樂聲彌漫、餘音繞樑 聽起來有點像我們廟會時大拜拜的鑼鼓聲非

常的熱鬧，也讓我們見識到泰國傳統文化裡音樂的渲染力。然後在校長及老師們的帶領

下我們準備去參訪今天的重頭戲，也就是泰國小學裡的中文教學課程。 

教室裡已經有一個班級的學生在上著中文的拼音課程，教學者是一名來自大陸的

中文老師，他們拼音的方式跟我們的注音符號不太一樣，他們是用羅馬拼音，但聲調

卻跟我們的很像，也是用一到四聲來做變化。 這也讓我感到大陸現在真的是一個強盛

的國家，外國人在學中文並不是想到台灣的注音系統，而是請大陸的老師來教他們的

羅馬拼音系統，想到這裡我要忽然間覺得其實國外的學校很多有中文老師的需求，而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流浪教師，這些教師們如願意遠渡重洋，來到外國教中文，不也是

一個很好的生活體驗？假設我現在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可能也會考慮這一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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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的尾聲我們來到了風雨操場, 突然一瞥他們的附屬幼兒園小朋友正在風雨教

室中進行課程，課程應該是一個律動及肢體協調的訓練。小朋友耐心的聽從老師的指

示，當用很快速度的完成老師交代的指定動作時，夥伴們一起報以如雷的掌聲，小朋

友則露出了靦腆的笑容。 

 

到了泰國不可免俗的總會安排當地的特色行程，而人妖秀總是必排的行程之一，

而初次造訪泰國的我也是第一次觀賞人妖表演，所謂人妖其實較中性說法就是泰國變

性女性，透過服藥抑制男性賀爾蒙使女性特徵顯現，甚至透過手術方式型塑身體成為

完整的女性。行文至此，讓我想到電影「丹麥女孩」主角是第一個接受女性變性手術

的男人，但因為手術過於激進，植入子宮而身體產生排斥逝世。時至今日，隨著醫療

技術及觀念的進步，變性手術更加普及安全，也造就了泰國這一批批重新誕生的女

性，也形成特別的表演藝術產業。 

   

而裡面的表演則以各國特色的歌舞表演迎合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透過舞台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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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斷變化以及舞者穿著各國代表服飾，還有用該國語言所傳唱的流行歌曲或民謠與

觀眾產生共鳴、文化連結、鄉土認同感等。然而人妖秀的重頭戲其實是謝幕之後，大

家在廣場上可以與人妖們合影留念，而表演者也可以藉此機會收取小費，看大家拍照

的神情愉快，也為彼此的夜晚留下一個美好的句點。 

接下來，當然也參觀了泰國著名的朝聖景點—大皇宮。沿路在遊覽車上，導遊除

了介紹泰皇、大皇宮，也一直強調進入大皇宮須注意的禮節，要我們留意自身衣著，

這時，我心中已隱約為泰國人對皇室的崇敬感，感到特別與佩服。 

大皇宮有何特別？就像中國皇帝曾經住在紫禁城裡，大皇宮其實是泰國王室的行

宮，從拉瑪一世到拉瑪八世，世世代代都居住於此。後拉瑪八世在宮中遇刺，拉瑪九

世，也就是剛剛逝世的這位蒲美蓬國王，才牽至東面新建的集拉達宮居住。幾十年

後，蒲美蓬終又回到這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斑斕聖境，菩提婆娑，高聳的佛塔仿佛要

衝破天際，聆聽來自神的旨意。大皇宮美得張揚而炫目，這裡既匯集了泰國建築的精

華，又將曼谷王朝與現代文明的抗爭展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在泰皇蒲美蓬逝世後，

遺體隨即被送回大皇宮(夏末尋夢，2016)。 

我們一下車，就跟著眾多人潮摩肩接踵朝向大皇宮入口行走，沿路便看到全身穿

著黑衣褲的泰國人民從另一個入口排隊進入，準備憑弔已過世的泰皇拉瑪九世--美蓬

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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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泰國人民有多麼不捨泰皇蒲美蓬，也可想像泰皇蒲美蓬在人民心中有

相當絕對崇高的地位。 

一個國家的國王可以讓人民如此崇敬、追隨、感念，對心中無『皇』的我來說，

都是天方夜譚，令人難以想像。反觀台灣，雖有總統，在很多人心中卻可有可無，換

誰來當總統，對生活忙碌的人來說，投藍色還是投綠色都一樣，平民百姓照常過三餐

溫飽的日子。 

如果，台灣的孩子從小也被如此教育，對我們的國家會有何影響呢？可否更加平

安富足？減少社會亂象？抑或生活更加美好？或者，會失去多少已經握在手中的自

由，不可得知…… 

在此次的參訪中，我看到農業大學已積極與世界接軌，看到他們未來的競爭力，

也看到我們國內在特殊教育上的成就，可供他國學子前來學習。在經濟全球化的觸動

下，人才的競爭與流動是不可避免的，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如何提升自己與學生的

競爭力，成為我此次參訪最重要的心得。 

為著這一場學術交流，自己用最簡單快速的方式完成一篇文章，經過教授的指導，才明

白可以使用更好的方法來撰寫小論文，尤其是文獻探討的部分。文獻探討並非相關資

料的堆砌，必須經過研讀、消化、分析、歸納後統整起來。而為了要寫好文獻探討，

特別參考了相關書籍，發現自己最需要注意的是：分析文獻時要系統化及邏輯化，並

且要客觀中立的評閱文獻。 

非常感謝學校安排了這一場學術交流，不僅讓多了發表的機會，也讓自己更看清

己身的實力，並且有反思與改進的空間，讓自己在撰寫論文時能更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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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 

課程參訪小組心得 

指導教授：范熾文、梁金盛教授 
小組成員：許崇銘、温敏宇、林韋伶、江璟佑、黃

玠婷、蕭詩諠、徐于晶 

內容摘要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抵達泰國後，第一站直奔 Ancient City，園區裡有超過 100座縮

小版的泰國代表性建築。原先預期就像台灣的小人國，實際上卻比小人國豐富精采許

多！雖是縮小版，但具有一定規模，甚至可以走進去參觀，連內部裝潢也仿造該建築的

實際風格。其中縮小版大皇宮更是金光閃閃的令我們瞠目結舌。在這一站，我們就打開

瘋狂拍照的模式，也讓泰國行有了驚豔又有趣的開始。 

「泰國博仁大學」在泰國當地教育界頗負盛名，其中國東盟國際教育學院致力於向

外學習獲得成長，在學術氛圍與系所教授的居中牽引下，讓「博仁大學」與「東華」有

交流對話的機會。進入研究所之後， 能參加如此具意義及品質之參訪活動，深感榮幸也

在過程中收穫良多。 

一、 開啟學術交流 

2017年教育行政與管理學術論壇，於泰國博仁大學進行講座與學術研討會。猶記博

仁大學林正傑教授，精闢的講座內容，透過泰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引導大家思考教學

模式、國際化理念、教育品質…等面向，參與講座的我們一同腦力激盪，除了看到當地

的教學現況，更可反思台灣的教育現場景象。除此之外，印象深刻的還有那些值得深思

的問題--何謂教育?教育的本質是什麼?--仔細回想，在我們投入教育界時，是否曾思考

過這些問題，這些根本的教育哲學與教育觀呢?在教育界常說「莫忘初衷」，這初衷就是

我們對教育的根本理念，因此我想是該再仔細探詢屬於自己的教育哲學了。 

最令人期待與緊張的時刻，就是上台發表論文內容，十二分鐘把一篇論文的精華呈

現，是非常緊湊的，尤其要第一位同學上台更是刺激，透過簡報方式來說明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之分析與反思之研究，期待透過文獻探討分析與資料收集，讓大家瞭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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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制度退場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希望透過政策的改變能使現場教師獲得專

業成長；發表論文絕對不是一蹴可幾的歷程，事前與老師的討論、撰寫、訪談、彙整、

呈現論文內容到準備論文簡報檔案，非常感謝論文發表的同學用心地完成內容讓聽講的

我們受益良多。此次參訪交流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不但彼此分擔事務，讓我們更加有

默契，通力合作完成這次與泰國博仁大學的學術交流。 

更要感謝的是博仁大學的教授們:潘教授、杜教授，對我們發表論文的建議與指教，

其中最撼動我心的是杜教授的一席話---研究的背景要說明清楚、邏輯脈絡要能環環相扣

---質性研究探討了許多的本質，而不只是像量化研究的科學數據呈現，因此提醒我們要

能夠重視研究議題的本質與理念的探究；我想這個觀念如醍醐灌頂，提醒著在追求速

成、創新的同時，我們別忘了研究的根本呀! 

最後感謝東華大學范熾文教授與梁金盛教授的陪伴與叮嚀，感謝所有教行所同學們

的鼓勵、努力與付出，促使學術交流圓滿達成。 

二、 參訪行程 

參與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學術研討會隔天，在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潘扶德

教授帶領下我們參訪了大學旁的 KARNKEHATHASAI SCHOOL，進入這所博仁大學附屬小學

的大門後，隨即被熱情的 KARNKEHATHASAI SCHOOL師生引領至學校的活動中心就坐，並

由親切和藹的 Mr.Watchara Sinthara校長帶領教學團隊詳細介紹 KARNKEHATHASAI 

SCHOOL的學校概況，之後由穿著制服(似童軍服)的高年級學生所組成的民樂團以泰國傳

統樂器演奏出動人旋律的泰國樂曲，在悠揚的樂曲後同學們熱情地詢問教學相關問題，

而校長、副校長及主任們總是不厭其煩地笑嘻嘻地回答，所幸這次有博仁大學會說泰語

的研究生和當地導遊協助翻譯，才能完成這場交流座談會。 

座談會結束後由副校長帶領我們師生一行人參觀學校環境和教學現場，沿路都看得

到學生笑容滿面、熱情跟我們打招呼，學校用心善用每個角落布置教學情境，讓學生耳

濡目染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教學成效。走上三樓教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寬敞乾淨的走

廊，女兒牆邊可以休憩的長石椅上書包整齊地擺放著，然而進入教室需拖鞋，因此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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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鞋子亦放在長石椅之下；靠近教室的牆面則貼滿學習單讓我們藉此瞭解泰國的教學狀

況。 

不同於臺灣的少子化現象其教室內塞滿將近 50位學生，這堂課學生正在學習漢語課

程，師資是由中國來教學的漢語教師進行主教，而班級導師在旁協同教學，其教學模式

是由漢語老師教一句再由泰籍教師在旁用泰語翻譯，學生一句一句跟著老師練習漢語拼

音和語調，專心的學習不受外人干擾。                            

最後，礙於參訪時間有限，我們依依不捨地向可愛又活潑的 KARNKEHATHASAI 

SCHOOL師生道別；繼續前往我們的學術交流旅程。 

參訪完小學後，我們前去體驗正宗泰式按摩。在台灣常見的按摩方式多以穴位按壓

及推拿為主，聽說泰式按摩更加「激烈」，因此事前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忐忑心情；

親身體驗後發現，泰式按摩主打關節紓壓，按摩師傅以手指、手臂、手肘，運用自身重

量按壓並伸展我們的身體，的確有些動作感覺到痛，但按摩完之後，感覺身體輕盈，神

清氣爽。而在按摩的過程中，也發現每個同學的反應都不太一樣，每當有同學情不自禁

發出哀號，大家也會用笑聲回應。透過按摩體驗感覺更貼近彼此，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呢。 

三、 泰國行趣事 

遊覽車車程中，導遊跟我們分享許多泰國當地的風土名情，像是不能帶榴槤進飯

店、當地有計程機車只是收費隨人喊價沒有保障。這一趟旅程中，有同學層層包裹並確

保無飄散異味，包包深處藏著榴槤要上捷運時，正好被隨機檢查的保全人員要求打開背

包檢查，還被擋在捷運月台外。最後，同學只好利用導遊最不推薦的計程機車回飯店。

我們聽到時，無不驚訝於同學的勇氣，並慶幸她安全抵達。 

泰國行我們參訪許多當地觀光景點，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 Ancient City，園區裡

有超過 100座縮小版的泰國代表性建築。原先預期就像台灣的小人國，實際上卻比小人

國豐富精采許多！雖是縮小版，但具有一定規模，甚至可以走進去參觀，連內部裝潢也

仿造該建築的實際風格。其中縮小版大皇宮更是金光閃閃的令我們瞠目結舌。這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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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第一站，讓泰國行有了驚豔又有趣的開始。 

正宗泰式按摩也是一個新奇的體驗。在台灣常見的按摩方式多以穴位按壓及推拿為

主，聽說泰式按摩更加「激烈」，因此事前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忐忑心情；親身體驗

後發現，泰式按摩主打關節紓壓，按摩師傅以手指、手臂、手肘，運用自身重量按壓並

伸展我們的身體，的確有些動作感覺到痛，但按摩完之後，感覺身體輕盈，神清氣爽。

而在按摩的過程中，也發現每個同學的反應都不太一樣，每當有同學情不自禁發出哀

號，大家也會用笑聲回應。透過按摩體驗感覺更貼近彼此，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也有讓人心跳加速的驚險事件。遊覽車車程中，導遊跟我們分享許多泰國當地的風

土名情，像是不能帶榴槤進飯店、當地有計程機車只是收費隨人喊價沒有保障。而這一

趟旅程中，有同學層層包裹並確保無飄散異味，包包深處藏著榴槤要上捷運時，正好被

隨機檢查的保全人員要求打開背包檢查，還被擋在捷運月台外。最後，同學只好利用導

遊最不推薦的計程機車回飯店。我們聽到時，無不驚訝於同學的勇氣，並慶幸她安全抵

達。 

逛洽圖洽之前，由於扒手猖獗，導遊提醒我們要把後背包背到前面保護著。一開始

在逛外圍時我們還是後背包，沒想到當地人用手勢提醒我們要往前背，讓我們感受到當

地人的友善及對洽圖洽名聲的重視。 

 

四、 就是「泰」豐富 

7/11古城 76府(Ancient City)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館，古城 76府佔地超過

1214畝，園區建造完全依照泰國國土的形狀，再將全泰國 76府著名的 116個古迹景點

依照真實比例縮小，所有的建築皆有專家指導，保持各個王朝的建築文化特色，想要在

一天之內環遊泰國中部，東北部，北部，南部，來到這裏絕對值得，這些景點雖然都是

「縮小版」的，但可是並不是我在出發前認知中的縮小版的「小人國」縮得那麼迷你，

很多建築的工法都相當講究，且我們也可以脫鞋子進去參觀，內裝依然十分驚人也有管

理員協助維護，雖然非「實際建築」不過還是保有莊嚴、神聖的氣息，且內也有貼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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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可以選擇開高爾夫球車、騎單車、或坐導覽車遊園，其內也有設有小攤販，逛累

了餓了可以購賣當地特色的飲品及實物享用。 

 

 
 

  

105教行所專班大城府合影留念 四面佛像 

 

 

「泰」熱了遊園車導覽 壯觀的古代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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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宮人妖秀華麗的服裝廠景加上劇情的效有

別於以往的人妖秀，更有內涵 

位於芭達雅的羅馬金宮歌舞劇場 

  

每一段都是不一樣的國家風格，有韓國、日本、中國…等以服裝場景達配舞蹈及音樂，讓

我們覺得很多原也讓觀眾看到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中場還有趣味演員串場，換場時一點

也不無聊 

  

四方水上市場的入口，需購票入內 這裡的芒果冰跟在台灣吃到的不一樣，這是

芒果青片直接拿去冰，”泰”好吃了，我就

吃了兩支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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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堤雅唐人街，很像台灣小夜市 芭達雅翡翠灣接近大自然 

 

  

吃完飯後院長要挑戰 56樓滑樓體驗 在旋轉餐廳下與院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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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院長一起搭雙人滑樓，比較安全有底盤可

踩 

一人垂吊滑樓 

 

52樓旋轉自助餐 

 

 
 

銀湖葡萄園 

每人可以拿代幣換一瓶新鮮葡萄汁 

銀湖葡萄園 

我們的攝影師被捕抓了，後面的湖就是鱷魚

王拍攝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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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湖葡萄園 

與山壁上的大佛合影 

銀湖葡萄園 

主任與院長在葡萄園前合影留念 

 

 

東芭樂園 

"泰”瘋狂，就是要和紅螞蟻合影 

東芭樂園 

"泰”厲害，以為只有要去看大象表演，原

來也有人妖秀，以歷史故事為劇情，配上大

象為交通工具，就像現在的戰車般 

  

東芭樂園 

訓象師指導象群們做特技表演 

東芭樂園 

巨型群體螞蟻彷彿是自己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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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達莎瑪空宮 

因遇國殤管制森嚴，就必須符合規定才能進入 

阿南達莎瑪空宮 

  

阿南達莎瑪空宮 
人滿為患，一定要皇宮的導遊才能帶進去介

紹與導覽 

阿南達莎瑪空宮 

"泰”帥了，皇宮警察護衛隊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 

課程參訪小組心得 

指導教授：范熾文、梁金盛教授 
小組成員： 

張珮珊、詹富玶、劉芳玲、吳俊儀、蘇佩萱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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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花開、蟬聲大作，期待已久的暑假又來臨了。今年暑假如同以往，依然暑熱逼

人，但與往年不同的是，增加了一次特別的活動─東華大學教行所 105碩專班的泰國研

討會與參訪行程。這是東華大學教行所第一次到泰國辦理研討會，而 105碩專班的同

學，經過兩個學期的同窗苦讀、並肩奮戰，感情都十分融洽，大家視這次泰國行為校外

教學，早在年初就開始規劃、期待。 

 

 

全體人員於曼谷機場合影 

 

    七月十一日，終於迎來了出發的這一天，同學們在機場歡喜相聚，飛行四小時後順

利抵達泰國曼谷，出乎意料的是，泰國並沒有比台灣炎熱，由於微風吹拂，甚至感覺舒

爽宜人。第一日參觀了古城 76府，欣賞泰國傳統建築並品嘗當地美食，沿途上，導遊阿

珍十分盡責的講解泰國風俗，讓我們更深入了解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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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道地的泰式美食 

 
          泰國建築金碧輝煌 

 

七月十二日，我們至泰國博仁大學(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參加「2017泰國

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是由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及東華

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合辦，辦理目的為加深校際間師生學術研究與教育交流，研討主題包

含教育行政、教育政策、學校領導與其他相關議題。 

在泰國方面參加的學生多來自中國，因此語言溝通上沒有問題，他們也十分和善，

還準備了禮物給我們。泰國的大學校園風光和台灣相比十分不同，有一件讓我們十分訝

異的事：泰國的大學生幾乎都穿著白襯衫與黑裙子或黑褲子，好像穿著制服一樣，不過

細看之後發現只有表面一致，細節上各有千秋，可見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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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院長與東盟學院的院長合影 

 
    全體師生於博仁大學合影 

 

  發表同學與教授們合影 

 

發表同學與教授合影 

     研討會上午由東盟國際學院林正傑院長針對泰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演講，再來是花

師教育學院范熾文院長講演中華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並進行經驗交流與分享。下午

則分成兩個場地進行學術論壇發表，各有八組學生發言，東華的學生只有一位與博仁的

學生一起發表，其他的學生則在另一場地。而本組組員剛好分配至兩場不同的場地發

表。 

東華在博仁場地的同學表示：泰國的中國學生口條都很好，儀態大方，演說清晰流

暢，PPT製作精美，所發表的題目對我們來說十分新穎，研究成果也很不錯，大大開了

眼界，透過教授的講評中發現有些同學發表的內容是他們正式的研究成果，難怪感覺十

分完整豐富。東華的同學報告主題是「台灣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政策」，雖然十分緊張，

還是硬著頭皮發表完畢，感謝范院長和梁主任的補充與解說，讓泰國同學稍微知道台灣

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據他們的反映可得知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並好奇研究的成果。

還有我們所熟知的「原住民」、「新住民」等名詞，對他們而言可是很新鮮的。 

     在另一場地本組發表組員的同學則認為泰國的教授很親切卻又不失專業，針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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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表的主題，都能給予精闢的提醒，讓我們之後再針對報告做更好的修正。雖然上台

忐忑不安，但這對發表的同學卻是個難忘的回憶。另一方面感受到國外學生那份積極的

企圖心，很多同學雖未提出學術發表，但在此次交流行程中，再次點燃了熊熊壯志，聆

聽著同學們對個自的研究提出很多的論述，了解進入研究的觀點及研究時的點線面結構

之邏輯性，這次的研討會著實讓大家收獲滿滿，不虛此行。 

    七月十三日，至一所小學(Kankathasai School)參訪，這間中小學包含了幼稚園、

小學以及中學階段的學生，承蒙該校校長、主任的親自接待，介紹學校的運作與相關活

動，並欣賞了學生演奏的泰國傳統音樂，之後參觀校園環境，並觀摩該校的中文教學，

親耳聽到泰國學生念出字正腔圓的ㄅㄆㄇ，大大驚訝了一下，感覺十分親切。在這間中

小學參訪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台灣與泰國教育的不一樣，也見識到泰國的學生與台灣

少子化的差異，小朋友把教室坐得滿滿的，如此大班的人數要如何進行班級管理以及要

如何顧及到所有學生的學習狀況，佩服泰國的老師把學生的規矩教得這麼好，泰國的孩

子和台灣的孩子都很活潑、可愛，看見陌生的我們雖然有點害羞但是好奇的成分可能更

多，還忍不住與我們自拍了呢！泰國政府將中文與英文並列為第二外國語，也使我們感

受到中文在世界上受重視的程度。 

 
       小學中文課教學 

 
      與中文課小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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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小學生的自拍照 

 

      與中文課小朋友合影 

     午餐後，我們前往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開會，並簽署締結合作條

款，院長、主任還有與我們在農業大學會合的張德勝教授與農業大學的教授們進行交

流，兩校在學術與教育上互相合作，並交換學生。會議中全程使用英文，讓我們這次參

訪的學生更知道把英文學好的急迫性。 

 

   農業大學與東華大學建立學術交流 

 

        農業大學教授們合影 

    國際學術交流結束，接下來便是體驗泰國文化的時間，我們驅車前往芭達雅、翡翠

灣、東芭樂園，開始純粹的校外參觀行程，沒有孩子、沒有學生跟在旁邊，我們彷彿回

到學生時代，無負擔的走走看看、吃吃喝喝，只需煩惱該買什麼，將所有壓力都拋開，

十分暢快。同學們開心的體驗泰國古式按摩、沙灘活動、從 56樓一躍而下、逛水上市

場、觀賞人妖秀、民俗表演等，都是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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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灣留影 

 
          銀湖葡萄園 

     此次「國際教育與文化」課程參訪活動，得知許多泰國與台灣在教育及社會現況、

風氣不同的地方。曼谷，不愧是金色大地、微笑之都，所到之處廟宇都是金碧輝煌，人

民也很親切，非常感謝有在地導遊與我們分享當地的風俗民情還有介紹泰國的王朝歷

史，透過實際的走訪、觀察，再次體認到人、文化與教育密不可分的道理，院長及主任

的帶領，以及全體參與同學的協助付出，讓我們這次的參訪行程有完美的結束，不僅僅

是開了新眼界，同時也體驗到了當地的人文風情，有學習、有風景、有玩樂以及有體驗

的一趟參訪，相信這一趟旅程大家都是滿載而歸、永生難忘。 

    如果你想要在學習的過程中，兼顧學術與休閒，只有加入東華教行系才能享有的體

驗喔！歡迎大家一起加入這個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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