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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實施要點 

壹、辦理目的 

藉舉辦教育政策與管理論壇課題，加深校際間師生教育學術與研究，以增進國

際教育交流為目的。 

貳、研討主題 

主題一：教育行政。 

主題二：教育政策。 

主題三：學校領導。 

主題四：學校革新的實踐案例。 

主題五：其他教育相關領域，教育評鑒、教育經營、教育革新課題、 

       義務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 

參、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國立東華大學花 

          師教育學院。 

承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教育管理學系、國 

          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肆、計畫內容 

一、辦理時間：201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議程另訂）。 

二、辦理地點：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 

三、參加人員：預計參加人員為主、承辦之相關碩博士師生 

            ，預計 60 人（含報名人員）。 

 

伍、論文審查標準 

    1.符合主題程度              25％ 

    2.原創度                    20% 

    3.嚴謹程度                  20% 

    4.對理論與實務之價值        20% 

    5.組織架構與文章流暢程度    15% 

陸、錄取方式：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 

柒、研究論文發表，特邀請錄取論文之作者于研討會中進行發表， 

     且由主辦單位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評論人、主持人，以評析論文 

     相關內容，並進行意見與經驗交流。 

捌、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及博仁大學 

        中國東盟國際學院依實際狀況，分別編列，並聯合主辦。 

玖、預期成效 

    一、擴大國際教育交流與增加師生教育論壇發表的機會。 

    二、增進國際教育認知，俾策進教育改革之認識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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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透過國際教育研討會的舉辦，增進學生的教育的視野。 

拾、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台泰主辦學校雙方協商而成，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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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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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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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7 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博仁大學（CAIC） 

論文名稱  

作者  

第一作者

基本資料 

姓名  e.mail  

通訊地址  職稱  

服務單位  電話  

備註 一·研討會日期：201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議程另通知。 

二·論文全文截稿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2 時。 

三·論文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四全文通過審查分口頭發表，並錄取擇優為海報發表，格式另附。 

五·論文全文稿請於即日起寄至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管理學系 education 

991127@gmail.com，依 APA6 版格式，文長以 5000 字為原則。全文

有摘要 300-500 字（含題目.姓名.職稱.關鍵字）本文（含參考文獻），

以 word 檔傳送。 

七·審查依據：有關教育政策與管理主題、原創性與理論及實際之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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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范熾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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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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崢 1 張欣 2範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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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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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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教育政策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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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