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2021「旅程，我的下一站」線上成果聯展
-活 動 議 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辦公室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之權利，實際議程以行前通知公告為主

DAY1－2021 年 9 月 13 日(一)

時間 活動內容

09:20-09:4
0

報到

09:40-10:0
0

開幕式/貴賓致詞

10:00-11:3
0

專題演講
「好好活，好好老－社會場域的夢想成真」

臺中好好園館創辦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紀金山老師

11:30-13:1
0

午餐休息

13:10-14:2
0

(70min)
教師短講

A-1 廳 (跨域學習)
主持人：陳耀煌老師

B-1 廳 (多元敘事&在地議題)
主持人：劉明香老師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金融+科技」跨領域創新教
學 廖志峰老師(實踐大學) 月世界桃花源

歐純純老師(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

創新教學的共學與創發 鄭幸雅老師(南華大學) 逺眺  靠近  走進 劉明香老師(亞東科技大學)

跨領域教學在課群上的應用
陳耀煌老師 (崑山科技大
學)

如何協助學生成為知識樂趣的食物
敘事者

楊惠婷老師(臺北醫學大學)

疫情下的臨床人文：具身敘事
進入臨床的意義與重要性

徐美玲老師 (臺北醫學大
學) 敘事力計畫下的師生共同成長 陳映羽老師(真理大學)

14:20-14:3
0

中場休息

14:30-15:4
0

(70min)
教師短講

A-2 廳 (跨域學習)
主持人：王婉容老師

B-2 廳 (多元敘事&在地議題)
主持人：薛建蓉老師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跨領域課程之延續
陳璽任老師(國立成功大
學)

以東南亞為方法「翻轉」知識論
趙祥和老師(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由教師帶領的跨領域風土藝文
創作的教育改革熱潮

王婉容老師(國立臺南大
學)

這世界的紅利，是留給善於敘事力
的年輕人

薛建蓉老師(輔英科技大學)

國道 6 號的美麗與美力：跨域
教師社群成長

羅方吟老師(亞洲大學)
『場域議題與敘事力』融入課程，
體檢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悅趣價
值』

陳慧霞老師(亞洲大學)

別人拿不走，你也丟不掉
蔡郁焄老師(致理科技大
學) 從不變應萬變到與時俱變 曾金承老師(國立嘉義大學)

15:40-15:5
0 中場休息

15:50-17:0
0

(70min)
教師短講

A-3 廳 (跨域學習)
主持人：柳秀英老師

B-3 廳 (多元敘事&在地議題)
主持人：孫鳳吟老師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設計跨域的機會與挑戰─從商
管之合作到人文的對話

陳姿汝老師(南臺科技大
學) 用愛圍住你 孫鳳吟老師(高苑科技大學)

國文接地氣──與場域連結的
大學國文課

柳秀英老師(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科學怎麼說人話：知識寫作與思考
課程授課經驗談

鄭芳祥老師(國立中央大學)

漫長的推進歷程：聯合國
SDGs 的構面與內涵

陳淑敏老師(大同大學) -

場域議題融入跨領域課程的規
劃與心得

盧詩韻老師(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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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2021「旅程，我的下一站」線上成果聯展
-活 動 議 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辦公室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之權利，實際議程以行前通知公告為主

DAY2－2021 年 9 月 14 日(二)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12:0
0

線上研習工坊
「從獅子王說起—跨域的敘事實踐」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老師

12:00-13:2
0

午餐時間

13:20-14:2
0

主題講座
「買森林護山貓一起來」

大肚山學會召集人/山貓森林計畫主持人/大肚山永續發展工作室負責人 吳金樹老師

14:20-14:3
0

休息

14:30-15:4
0

(70min)

教師
&

TA 短
講

A-1 廳 (跨域學習)
主持人：翁楊絲茜老師

B-1 廳 (互助共好)
主持人：郭懿緯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青銀共學下的跨世代對話 林東毅老師(嶺東科技大學) 師生的溝通橋樑 賴純葦同學(真理大學)

當品牌與故事結合－跨領域
新創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徐秀菁老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我聽、我體驗、我學到 李子儀同學(臺北醫學大學)

改變造就一切 - 後疫情時代
的敘事能量

翁楊絲茜老師(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成長與蛻變──從屁孩問事到
TA問學之路

隆守恩同學(輔英科技大學)

跨領域協同教學模式應用於
創客教育之敘事力創新教學
實踐

張登文老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打破限制-跨領域創新學習 蔡佳欣同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海洋課群 TA 心得分享 呂日新同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5:40-15:5
0

中場休息

15:50-17:0
0

(70min)

教師
&

TA 短
講

A-2 廳 (青銀共好&跨域學習)
主持人：陳如萍老師

B-2 廳 (互助共好)
主持人：郭懿緯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青銀共樂．樂與共融．榮 陳如萍老師(嘉南藥理大學) TA訓練對我學習的影響 鄧文聰同學(實踐大學)

青銀共創敘事繪本 張君如老師(朝陽科技大學) 《心田植栽》 蔡華婷同學(國立嘉義大學)

議題導向敘事力課程學生學
習鷹架之建構與探究

劉鎮輝老師(靜宜大學) 故事後來怎麼了？ 周毅嘉同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從敘事軌跡,展望護理未來 胡文郁老師(國立臺灣大學)
最佳代言人-師生的橋樑 吳憶嫻同學(嘉南藥理大學)

走過的印記 鄭婕同學(致理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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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2021「旅程，我的下一站」線上成果聯展
-活 動 議 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辦公室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之權利，實際議程以行前通知公告為主

DAY3－2021 年 9 月 15日(三)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12:0
0

線上研習工坊
「敘事力的奇蹟之牆」

宜蘭縣教育處前處長 簡菲莉老師

12:00-13:2
0

午餐時間

13:20-14:2
0

主題講座
「旅行中，閒聊未來教學」

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兼任副教授 宋玫玫老師

14:20-14:3
0

休息

14:30-15:4
0

(70min)

教師
&

TA 短
講

A-1 廳 (共學共創)
主持人：林佩蓁老師

B-1 廳 (互助共好)
主持人：郭懿緯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Management of Research 
Team and Research Output(教
學研究團隊與學術產出的管理)

蔡玲玲老師(遠東科技大
學) 學習的過程即是收穫

廖學政同學(大仁科技大
學)

雙語教育師培省思 陳怡伶老師(靜宜大學)
蛻變：從菜鳥大一到熟練大四的蛻變
歷程

陳吟靜同學(文藻外語大
學)

教與學的溝通-看見學生的看見
林佩蓁老師(高雄醫學大
學)

在實踐的路上持續反思 全彥翰同學(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跨域服務之敘事與增能
黃阿敏老師(國立成功大
學)

我在未來設計課程中的學習經驗與專
案應用

陳雅祺同學(靜宜大學)

敘事力就是我們的超能力 江淑英同學(國立中央大
學)

15:40-15:5
0

中場休息

15:50-17:0
0

(70min)

教師
&

TA 短
講

A-2 廳 (共學共創)
主持人：馮靜安老師

B-2 廳 (互助共好)
主持人：郭懿緯

主題 講者 主題 講者

跨域對話後的省思
馮靜安老師(大仁科技大
學) 從課程參與到設計實作與研究 彭程同學(國立成功大學)

議題融入新創共課課程-以課程設
計參與者角度進入課堂的觀課歷程

林曉雯老師(致理科技大
學) 「憶」猶未盡

翁晏清同學(亞東科技大
學)

疫情下的淡水新篇章—師生共學篇 張貴傑老師(淡江大學) 敘事力微學分工作坊的多元探索
范崇敬同學(嶺東科技大
學)

請跟上後現代教育的腳步
陸冠州老師(文藻外語大
學)

應用於敘事力課程之團隊形成遊戲
吳佩芸同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多元文化慈悲與關懷-跨領域學習經驗
葉昱辰同學(國立臺灣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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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2021「旅程，我的下一站」線上成果聯展
-活 動 議 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辦公室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辦公室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之權利，實際議程以行前通知公告為主

DAY4－2021 年 9 月 16 日(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12:0
0

線上研習工坊
「社群領導人需要掌握的團隊發展階段」

國際引導者協會專業引導師 曾士民老師

12:00-13:2
0

午餐時間

13:20-15:2
0

閉幕專題演講
「好好說再見－關於生命的敘事與告別」

畢柳鶯醫師

15:20-15:3
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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