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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育？！ 教育翻轉？！ 
─幼兒教育本質體現與創新卓越的追求─ 

 
   壹、計畫名稱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  
Cultivating Dispositions, Virtue, Benevolence, and Artistry: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Praxi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貳、計畫緣由與目的  

「生命」教育中修己善群的教育內涵，如何經由「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的方法，

體現完善品德與優雅情意完整人的涵育，完成生命歷程中美的饗宴，這是本研討會與論壇的

主旨。 

一個成熟的個體，必須理性與感性內外兼備，才有可能充分展現其睿智的全方位領導能

力與表現其合宜的情緒管理能力。情緒管理是人與人互動不可或缺的元素，個人所經驗的情

緒不僅影響其工作效能，也同時影響身心健康與人際關係。個體能對應情境，正確覺察自身

與他人的情緒狀態，使用媒介合宜表達人我之情緒，採取調適策略以紓解或轉化負向情緒，

並運用正向方式激勵自身與他人成長，使身心趨於平衡狀態是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增能的首

要工作。情緒覺察、情緒運用、情緒調適與情緒表達等管理能力，及構面內涵的探討，攸關

幼兒園教保人員身心健康的素質，以及親師生的互動，這是本研討會與論壇的目的之一。 

美感經驗的「遊戲性」使人脫離窠臼「慣習」和「理所當然」的限制，具有超越「實

用」、「功利」和「工具性」的重要特質。遊戲可以為參與者提供一個新的冒險「通道」，

打破習以為常的現實，讓思想馳騁於「自由」、「未完成」的世界中。論語中提到「志於道、

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游於藝」的精神就是一種超越「器用」或「技藝」的自由

和解放，同時也是一種悠遊和創造。 

McMillan(1995)強調課程美學在建構想像力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讓學習者有自動或主動參

與的意願，另一方面則是使在情意上得到支持與鼓舞而引導出學習者豐富的創造力。美的作

用就是通過審美生活再把由於人進入感性的或理性的被規定狀態而失去的人性重新恢復起來。

自然是人的本來創造者，美是人的第二創造者。這也是本研討會呼應 2012 教育部公布的幼教

新課綱中「美感」教育的目的之二。 

長久以來，受到實證主義影響，整體教育論述是工具與效率的語言，缺乏教育本質－回

到人的存有省思。因此當 Schwab(1969：1-23)登高一呼課程領域瀕臨死亡(moribund)的狀態時，

著實撼動了長久以來看似穩固的課程王國，他認為傳統的課程概念及其研究已經無法繼續其

任務並改善教學，亟需新的觀點以發現新的問題。 

「課程形構」指的是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形成特定某種課程形式、內容和實施方式的

規則，這些規則使課程可以成為論述與指稱的對象，在華人社會「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

宜努力」的教育觀念和教條下，遊戲和休閒都被視為無益於學習；「Learing by playing」的翻轉

教育與教育翻轉，落實生活與生存中情緒、品格與美感俱足的生命教育，這是此次研討會落

實幼兒本質的教育體現與創新卓越的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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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協辦單位: 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保進文教機構、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柏華文教股份有限公司、惠文基金會、南投幼教事業學會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邀請單位：中國優友國際藝術幼兒園(昆明)、北京師範大學‧北師大實驗幼兒園 
           、北京大學(北京)、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暨麗德幼兒園(廣東)、 
           深圳幼兒教育基金會(廣東)、道禾幼兒園、愛彌兒幼兒園、四季藝術幼兒園、 
           今日幼兒園及愛德堡幼兒園(以上臺灣) 
 

  肆、計畫時間、地點與場次  
 研討會日期: 2015 年 4 月 24、25 日 (星期五、六)  
 研討會場次: 

      2015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下午 1:00-5:30 
      201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 9:00-下午 5:30 

 研討會地點: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 A101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伍、研討會規模  
 預估參加人數: 400 人。 
 論文發表場數: 業界發表 5場次、論壇 3場次、專題演講 3 場次、論文發表分為口頭

發表10篇及海報發表 10篇，共20篇。 
 邀請與會對象: 全國大專院幼兒教育相關科系與師資培育機構之學者專家、研究生、 

大學(專)學生、幼兒及教育相關機構專業人員，以及對幼兒教育有興趣之工作者等，
約計400人。 
 

  陸、報名方式  
 本研討會採電子郵件與網路報名方式，報名表請 email 至: kaychen@asia.edu.tw；同時，

本系會將研討會相關訊息登錄資訊網，與會者也可以透過「全國教師在職進修中心
資訊網」報名，報名網址為  http://www1.inservice.edu.tw/。課程代碼：1732248 

 本研討會計畫公告網址為: http://ece.asia.edu.tw/bin/home.php 
 全程參與者可核發 12小時的研習時數及贈送大會環保手提袋。 

 
  柒、徵稿對象與主題  

 徵稿對象: 大專院校教育、課程與教學、幼教、幼保等相關領域之學者、研究生、中
小學教師、幼兒園教師及社會人士均可報名參加。 

 文稿類型與字數: 學術研究論文以 10,000-15,000 字以內為限；若為與研討會主題有關
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有關的實務報告，以 5,000 字以內為限；海報尺寸大小以
A2(420mmx594mm)為標準。 

 徵稿主題: 本次研討會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為主
題，徵稿範圍包括下列議題方向： 

1. 品格教育與生命教育實踐議題 

2. 美感或美學教育理論與實踐  

mailto:kaychen@asia.edu.tw
http://www1.inservice.edu.tw/
http://ece.asia.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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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兒情緒或情意教育  

4. 幼兒藝術(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戲劇藝術)創作與展演 

5. 其他有關幼教與幼保議題  
 

 

  捌、投稿與審查  
 投稿方式: 本次研討會徵稿部分將錄取口頭發表論文計 10 篇、海報論文 10 篇。 

一、 研討會論文全文採電子郵件投稿，寫作參考格式請依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論 
文請以夾帶檔案方式，傳送至 kaychen@asia.edu.tw。 

二、 溫馨提醒: 請勿一稿兩投，為方便匿名審查，全文中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料。 
三、 電子郵件請以「投稿學術研討會─論文名稱/作者姓名」為電子郵件主旨，並請

務必檢附論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乙份」（請參考附錄三）。 
四、 審查方式：本研討會徵稿論文將採雙匿名審稿，由研討會的學術組邀請相關領

域學者共同審查。 
                                    五、截止日期: 論文全文投稿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4 月 5 日，經委請學者專家審查後， 
                                               於2015年 4月1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審查結果。 
 

 

 玖、文責版權   
 論文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需無條件授權本研

討會刊載於論文集中，以利學術交流。 
 

 

 拾、預期效益 
 本研討會提供海峽兩岸專家與學者的美感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學術對話平臺。 
 探討兩岸生命教育實踐模式，提升幼教師及教保員生命的淬勵，以及充實幼兒園的

生命教育內涵。 
 在教學實踐中融入品格、情緒、生命與美感教育，強化幼兒教育學界與業界對於幼

兒教育的共識與認知；增進兩岸對幼兒教育的學術研究與實踐對話。 
 

  拾壹、公告計畫網址   
  http://ece.asia.edu.tw/bin/home.php 

 
 

  拾貳、研討會相關承辦人員姓名、聯絡電話與電子郵件信箱  
 投稿及與會報名: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陳愉茹小姐                                                           

電話: 04-23323456 分機: 5721  Email: kaychen@asia.edu.tw 
 

  拾參、附錄  
 附錄一 大會議程 
 附錄二 邀請學、業界專家名單 
 附錄三 投稿基本資料表 
 附錄四 大會報名表 
 附錄五 亞洲大學交通訊息與往亞洲大學交通指示說明 

mailto:å��æ��å�³é��è�³ece@asia.edu.tw
mailto:å��æ��å�³é��è�³ece@asia.edu.tw
http://ece.asia.edu.tw/bin/home.php
mailto:kaychen@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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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 研討會議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2015年 4月 24日) 
Cultivating Dispositions, Virtue, Benevolence, and Artistry: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Praxi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0:00-12:00 自行參觀: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Pre-conference Museum Visit:  
Asia Museum of Modern Arts 

12:30-13:00 

地點 (Venue) 
報到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A101) 

REG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A101) 

 

時間 (Time) 議  程 PROGRAM 

13:00-13:10 
幼兒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論壇 

主持人 盧美貴主任、郭豐賓董事長 

SYMPOSIUM: 
Praxis of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13:10-13:30 

道禾幼兒園的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 

主持人  曾國俊 執行長 

發表人  張黎明 教育總監 

    蕭佳燕 園長 

 

PRESENTATION: 
Natural Way Kindergarten 

13:30-13:50 

   愛彌兒幼兒園的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 

主持人  高琇嬅 董事長 

發表人  侯憲堯老師 

PRESENTATION: 
Emile Kindergarten 

13:50-14:10 

四季藝術幼兒園的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 

主持人  唐富美 創辦人 

發表人  林秀玲老師 

PRESENTATION: 
Season Art School 

14:10-14:30 

今日幼兒園的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 

主持人  沈伯修 執行長 

發表人  沈妙玲 助理教授 

 

 

 

PRESENTATION: 
Today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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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 研討會議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2015 年 4 月 24 日) 
  Cultivating Dispositions, Virtue, Benevolence, and Artistry: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Praxi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場地 (Venue)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A10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A101)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14:30－15:40 

論壇(一) 
幼兒園美感與品格教育的觀點與試點 

主持人   陳伯璋 講座教授(法鼓文理學院講座教授) 

與談人  

   邱淑惠  副教授(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系主任) 

 張毓幸  副教授(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前主任)  

 黃月美 助理教授(首府大學幼教系前主任)    

回應人  (Q & A) 

 道禾幼兒園代表、四季藝術幼兒園代表、愛彌兒              

幼兒園代表、今日幼兒園代表、與會全體貴賓 

SYMPOSIUM ( 1 )  
Viewpoints on Praxi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15:40－16:00 茶 敘 TEA BREAK 

16:00－17:30 

專題演講(一) 美力時代的藝術教育 
 

主持人  陳英輝 院長(亞洲大學人社院院長) 

主講人  朱宗慶 校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前校長及前兩廳院院長) 

KEYNOTE SPEECH ( 1 ) 
Arts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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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 研討會議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2015 年 4 月 25 日) 
Cultivating Dispositions, Virtue, Benevolence, and Artistry: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Praxi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地點 (Venue) 亞洲大學國際會議廳 (A10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A101) 

08:3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09:00-09:20 

開幕典禮 
                   貴賓    教育部長官、台中市政府長官 

主持人  蔡進發  校長  

                                楊國賜 講座教授 

                     陳英輝  院長 

OPENING CEREMONY 

09:20-10:40 

專題演講(二) 大陸新課綱的美感評述 
主持人  盧美貴 (亞洲大學幼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兼系主任) 

主講人  馮曉霞 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暨中國幼教         

                    學會理事長) 

KEYNOTE SPEECH ( 2 ) 
An Aesthetic Review of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China 

 

10:40-11:00 茶 敘 TEA BREAK 

11:00-11:20 
開幕迎賓舞曲 (愛德堡幼兒園) 

主持人  江宗穎 董事長(保進文教事業機構) 

    鄭閔薰 園長(愛德堡幼兒園) 

OPENING PERFORMANCE 

11:20-12:00 

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幼兒園的                    
美感與品格教育實踐 

主持人  馮曉霞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發表人  杜 軍 執行長(北京師大實驗幼兒園) 

PRESENT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indergarten 

 

12:00-13:30 午餐／海報發表 Lunch/Post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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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 研討會議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研討會 (2015 年 4 月 25 日) 

Cultivating Dispositions, Virtue, Benevolence, and Artistry: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Praxi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地點 (Venue) 
會場 A 

(國際會議廳A101) 

會場 B 

(哈佛講堂A115) 

會場 C 

(哈佛講堂A116) 

Venue A. B. C 
( A101. A115. A116) 

13:30-14:20 

論壇(二) 論文發表第一場 
 Symposium ( 2 ) 
Presentation I   

美學與感動 

─幼兒園美感教育的

文化與師資 

  主持人 葉郁菁主任 

  與談人1  劉惠文 

  與談人2    待邀 

主持人  待聘 

發表人1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2  徵稿中 

題目 

評論人  待邀 

主持人  待聘 

發表人1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2  徵稿中 

題目   

評論人  待邀 

Presentation 1 
 

Presentation 2 

14:20:15:30 

論壇(三) 論文發表第二場 
 Symposium ( 3 ) 
Presentation II 

 

幼教師與教保員的

角色與功能 

 主持人  陳靜儀 

 與談人1  陳勉福 

  與談人2    待邀 

 

主持人  待聘 

發表人1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2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3  徵稿中 

題目 

評論人   待邀 

主持人  待聘 

發表人1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2  徵稿中 

題目 

發表人3   徵稿中 

題目 
評論人  待邀 

Presentation 1 
 

Presentation 2 
 

Presentation 3 

15:30-15:50 茶 敘 TEA BREAK 

15:50-17:10 

專題演講(三) 台商學校「力」與「美」

的經營與未來展望 

     主持人 朱界陽 總務長   (亞洲大學) 

     主講人  葉宏燈 董事長、陳金粧 校長  

   (東莞台商學校暨麗德幼兒園） 

 

KEYNOTE SPEECH ( 3 )              
The 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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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30 

      閉幕式 

         蔡進發校長、朱界陽總務長 

                 陳英輝 院長、  卓播英校務顧問 

馮曉霞 教授、  葉宏燈 董事長  

                陳金粧校長 、杜軍 執行長      

                 葉郁菁主任、 盧美貴主任 

江宗穎 董事長、陳靜儀 總會長 

郭豐賓 董事長、楊榮川董事長 

陳勉福理事長、劉惠文執行長 

             與會全體貴賓 
 

CLOSING CEREMONY 

期待再相會! 



 

9 

 

 附錄二 : 邀請學、業界專家名單 (按議程順序排列) 

 
幼兒教育業界報告人 

曾國俊先生 道禾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張黎明先生 道禾教育基金會教育總監  

蕭佳燕女士 道禾幼兒園(新竹工研校)副校務長暨會館館長  

高琇嬅女士 愛彌兒幼教機構創辦人 

侯憲堯先生 愛彌兒幼兒園教師 

唐富美女士 四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創辦人  

林秀玲女士 四季藝術幼兒園教師  

沈伯修先生 今日國際教育機構執行長  

沈妙玲女士 今日幼兒園執行顧問、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杜    軍女士 北京師範大學幼兒園執行長 

論壇主持人‧與談人 

陳伯璋博士 法鼓文理學院講座教授 

葉郁菁主任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暨副教授 

邱淑惠博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張毓幸博士 育達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黃月美博士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陳靜儀園長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會長 

陳勉福負責人 南投幼兒教育事業學會理事長 

劉惠文執行長 惠文基金會負責人 

郭豐賓董事長 柏華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楊榮川董事長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專題演講講者 

朱宗慶教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前校長及前兩廳院院長 

馮曉霞教授  北京師大教授暨中國幼教學會前理事長 

杜     軍女士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幼兒園執行長    

葉宏燈先生  東莞台商學校董事長 

陳金粧先生  東莞台商學校校長(麗德幼兒園籌備校長) 

邀演單位 

江宗穎先生 保進文教事業機構董事長 

鄭閔薰女士 愛德堡幼兒園園長 

愛德堡幼兒園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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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 投稿基本資料表 

 
 

翻轉教育？！ 教育翻轉？！ 
─幼兒教育本質體現與創新卓越的追求─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序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論文名稱  

論文類型 □學術研究論文       □教學實務報告        □海報論文 

第一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第二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通訊作者 

聯絡資料 

    

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公)： 行動電話： 

地址: 

 

 

論文關鍵詞: 全文字數:         字 

 

 

 

投稿領域 

□ 1.品格教育與生命教育實踐議題 

□ 2.美感或美學教育理論與實踐  

□ 3.幼兒情緒或情意教育  

□ 4.幼兒藝術(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戲劇藝術)創作與展演 

□ 5.其他有關幼教與幼保議題  

 

 

文責版權 

 

本篇論文未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他人作品,若有侵犯他人版權,由 作

者自行負責。 

 
 

論文發表者親自簽名: 
 
 

                     西元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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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大會報名表 
 

 
翻轉教育？！ 教育翻轉？！ 

─幼兒教育本質體現與創新卓越的追求─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 

 
 

報名表 
 

報名序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號碼 
 

 

參加場次 
 

全程參加 4/24 下午  4/25 全天 
4/24 上午自行參觀「亞大美術館」(團體票收費)  

餐點要求 
 

葷食                  素食 

 
 

  



 

12 

 

 附錄五:  (一) 亞洲大學交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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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 (二) 往亞洲大學交通指示說明 
A. 搭車方式 

（一）搭乘公車 從台中火車站搭乘台中客運 100 號公車，到終點站亞洲大

學站下車；或從台中火車站搭乘台中客運 108 號公車，於

亞洲大學站下車即可。 

（二）撘乘高鐵、 

      轉台鐵及公車 

 從高鐵站下車，轉搭台鐵烏日站火車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出

站，再續搭台中客運 100 號或 108 號公車，到亞洲大學站

下車。或從高鐵站搭乘中台灣客運 151 號公車至省議會站

下車，再轉搭 100 號至亞洲大學站下車即可。 

B. 開車方式 

（一）經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從「南屯/中港/中清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方向，行經五

權西路/中港路/大雅路，至五權路右轉，接五權南路後上中

投公路，於 9.5 公里處下「丁台匝道」，第一個紅綠燈左

轉，由丁台路右轉福新路往霧峰市區方向直行，遇柳豐路後

右轉即可到達。 

（二）經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從「霧峰交流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

森路，至福新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

省道後右轉往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

轉即可到達。 

（三）經國道六號 

            

從「國道六號」往台中方向，接中二高往北，從「霧峰交流

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

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

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四）經中投公路 從「丁台匝道」下，接丁台路連福新路往霧峰市區方向直

行，遇柳豐路後右轉即可到達。 

（五）經 74 號快速 

             

(中彰快速) 

從「快官交流道」下，接中二高往南，從「霧峰交流道」

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路左

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草屯

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六）經 76 號快速 

             

(東西向快速) 

從 76 號快速道路往南投方向接中二高往北，從「霧峰交流

道」下，經中二高引道接台三線省道後左轉林森路，至福新

路左轉，遇柳豐路左轉即可到達；或接台三線省道後右轉往

草屯方向，直行過四個紅綠燈口，遇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七）經台三省道 循台三線省道，往霧峰方向行駛，至林森路後轉福新路，至

柳豐路後左轉即可到達；或由霧峰中正路往草屯方向行駛，

至柳豐路右轉即可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