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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屆臺灣教育社會學論壇暨 

2021年國際社會學會期中研討會 

—教育功能的覺醒與實踐— 

研討會議程 

2021年 10月 01日（星期五）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08:30 – 09:00 30 報到 入口處 

09:00 – 09:20 

開幕式 

 

Youtube  

同步轉播 

20 

大會主席： 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貴賓致詞： 

吳正己/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黃昆輝/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陳學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方永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05b

A35rIXDM 

09:20 - 09:30 

終身成就獎 

頒獎典禮 

 

Youtube  

同步轉播 

10 
主持人：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獲獎人：楊 瑩/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榮譽教授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05b

A35rIXDM 

09:30 – 10:30 

大會主題演講

（一）  

 

Youtube 

同步轉播 

60 

主持人：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演講人： 

1. 黃昆輝/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 姜添輝/ ISA-RC04 副主席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05b

A35rIXDM 

10:30 – 10:40 10 中場休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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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 12:30 

大會主題演講

（二） 

 

Youtube  

同步轉播 

110       

主持人：姜添輝 / ISA-RC04 副主席 

演講人：＜下列演講者將採用預錄方式進行＞ 

1. Vryonides, Marios /President, ISA-RC04 

2. Torres, Carlos Albert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 Director of the Paulo Freire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3. Shimizu, Kokichi /President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Professor at Osaka University 

4. Shiramatsu, Satoshi /Professor, Ehime University 

5. 劉雲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05b

A35rIXDM 

 

12:30 – 13:30 60 午餐 

13:30 – 15:00 

線上論文發表 
90 

場次 1-1 

教育的社

會功能 I 

主持人：王俊斌/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1. 林文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合聘

副教授     

教育正義？臺灣高教扶弱政策的助學機制和改革芻議 

2. 李孟翰/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生、兼任講師 

試論在疫情下的學校及其社會性功能、知識正義的彰顯 

3. 劉子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創出新思維：校訂課程發展脈絡之探究 

https://meet.google.

com/evz-qgro-ghk  

場次 1-2 

教育的社

會環境 I 

 主持人：沈姍姍/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1. 侯雅雯/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COVID-19 疫情帶來「數位輟學潮」嗎? 

2. 劉名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楊雅妃/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沒有人是局外人：疫情時代下跨國學習貧窮現象及其討論 

3. 簡子涵/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從文化霸權及文化資本思考 2030雙語國家政策 

https://meet.google.

com/axr-iknm-zsg 

場次 1-3 

學校教育

的社會學

分析 I 

主持人：何俊青/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杜亮/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 

趙思齊/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彭麒霖/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西式願景”與“傳統應試”：中國城市中產群體的教育想像 

2.   翁于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 

臺灣教育實習制度中師徒關係之探究 : 批判教學論的觀點 

3.   顧談/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https://yichunchang.m

y.webex.com/yichunc

hang.my-

tc/j.php?MTID=m5fb

bc45173114f2f90004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bA35rIXDM
https://meet.google.com/evz-qgro-ghk
https://meet.google.com/evz-qgro-ghk
https://meet.google.com/axr-iknm-zsg
https://meet.google.com/axr-iknm-zsg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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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女性化」現象下男、女性教師教職現狀比較之探討 

       ——以中國大陸某城市市區國小為例 

0469d55c9c 

 

Meeting number:  

2552 510 2839 

 

Password: 12345 

場次 1-4 

Paulo 

Freire 的教

育思想 I 

主持人：陳佩英/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張盈堃/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口號式的受壓迫者教育學 vs.扭轉結構式的受壓迫者教育

學：部分概念的釐清 

2. 洪郁婷/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新北市立海

山高級中學國中部教師 

教師於社群課程實踐之個案研究：以批判教育學為視角 

3. 丁毓珊/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P. Freire批判教學論在後疫情時代教學的應用與啟示      

 

https://meet.google.

com/hqf-pvqt-npe 

場次 1-5 

英語發表 I 

主持人：劉美慧/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Yassin, Nina Dimitriadi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Brighton, 

UK 

 The lost art of teaching art: dysfunctionalities in visual arts 

educ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schools to academic degrees,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hem. 

2. Gao, Fang, Tin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g, Sai Kit, Felix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Teacher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vision in school-to-university 

transi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paradox of 

integrationalism 

3.  Isemoto, Dai / Associate Professor, Matsuyama University 

Narratives of teachers' leaving processes 

4. 郭宇亨/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Resistive or not? A study on student behaviours of sports  

freshmen in  the system of dominance hierarchy: the case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a university in 

Taipei City 

 

https://meet.google.

com/npx-cxnz-tnt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meet.google.com/hqf-pvqt-npe
https://meet.google.com/hqf-pvqt-npe
https://meet.google.com/npx-cxnz-tnt
https://meet.google.com/npx-cxnz-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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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5:30 30 茶敘 

 

15:30 – 17:00 

線上論文發

表 

 

 

90 

場次 2-1 

教育的社

會功能 II 

主持人：黃約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1. 陳張培倫/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原住民族主義與原住民族教育研究 

2.   Saiviq Kisasa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原住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形成之批判論述分析-以原專班為例   

3.  Yudaw Buya /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獨立？自主？從 Triandis 的個人主義及集體主義探討 

    《原住民族教育法》修訂之理念轉變     

      

https://meet.google.

com/evz-qgro-ghk  

場次 2-2 

教育的社

會環境 II 

主持人：林郡雯/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  武佳瀅/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影響臺灣八年級學生數學成就因素之多層次分析：以   

TIMSS 2019 為例 

2. 王亮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華人勞動階級家庭結構條件變化歷程中的教養信念和教養

實作   

3.  陳俞安/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李宜航/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國境之間的追尋 - 新住民子女在家庭與學校教育中族群認

同的發展歷程     

https://meet.google.

com/axr-iknm-zsg  

場次 2-3 

教育系統

的社會學

分析 I 

 

主持人：許誌庭/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陳昀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與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葉念祖/馬公國中代理教師 

我國參與跨界學習政策大學生的人口樣貌與學習效益—以

學海計畫為例 

2. 古代.嘎娃哈/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

所博士生 

非制度性部落教育教學與課程之分析 

3. 林孟煒/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洪志成/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通識英文兼任教師的微觀政治策略 

https://yichunchang.my.webe

x.com/yichunchang.my-

tc/j.php?MTID=m5fbbc45173

114f2f9000460469d55c9c 

 

Meeting number:  

2552 510 2839 

 

Password: 12345 

https://meet.google.com/evz-qgro-ghk
https://meet.google.com/evz-qgro-ghk
https://meet.google.com/axr-iknm-zsg
https://meet.google.com/axr-iknm-zsg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5fbbc45173114f2f9000460469d55c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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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2-4

學校教育

的社會學

分析 II 

 

主持人：蔡榮貴/前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人文暨資訊應用學院院

長 

1. 林斐霜/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教室對話的社會學解釋：一個案例研究 

2. 羅如芬/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國中英語教師與學生對於英語課程銜接看法之城鄉研究 

3. 孫昌平/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高中生參與服務學習動機之探究—自我決定論的觀點 

 

https://meet.google.

com/hqf-pvqt-npe 

場次 2-5 

英語發表

II 

主持人：黃純敏/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Murakami, Toshifumi / Professor, Kyoto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tudy of peace awareness in Israel and Japan: based on opinion 

survey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2. Umeda, Takahiro / Professor, Ehime University 

Turning a perspective from "Bullying" to "Trouble": 

considering the issue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Bullying" 

3. Fujimura, Kosei / Assistant Professor, Oita University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free school to society in Japan: the 

dilemma of free schools’ graduates 

4. 陳一鳴/廣東珠海閱美樂國際私塾教師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the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in Macau 

https://meet.google.

com/npx-cxnz-tnt  

 

  

https://meet.google.com/hqf-pvqt-npe
https://meet.google.com/hqf-pvqt-npe
https://meet.google.com/npx-cxnz-tnt
https://meet.google.com/npx-cxnz-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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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02日（星期六）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08:30 – 09:00 30 報到 

09:00 – 10:30 

大會專題論壇 

 

Youtube  

同步轉播 

90 

【「Paulo Freire百年紀念」專題論壇】 

主持人： 

方永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與談人： 

王秋絨/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李奉儒/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方偉達/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 

姚立群/牯嶺街小劇場館長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jJh

Dgcd0Ads 

 

10:30 – 11:00 30 中場休息 

11:00 – 12:30 

線上論文發表 
90 

場次 3-1 

教育的社

會功能 III  

      

主持人：莊勝義/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1. 林郡雯/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師資生學「教育社會學」何用？ 

2. 康瀚文/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新住民子女教育意象的論述分析：2011年~2021 年  

3. 廖國棟/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以跨文化適應角度窺探 COVID-19 疫情時期在臺陸生之學習

困境 

https://meet.google.

com/jxv-fgng-hth 

場次 3-2 

教育系統

的社會學

分析 II 

主持人：黃鴻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1. 劉荐宏/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博士後研究員、 

賴文鼎/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林安邦/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兼主任秘 

書            

應用結構方程式模型探究臺灣八年級學生公民參與意識和公民

參與自我效能對公民參與行為之路徑關係-以 ICCS2016 為例 

2. 郭晏輔/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MLM 模型分析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 

以 2018PISA臺灣為例  

3. 歐姿妤/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黃晨閔/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探討中學生體重與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以 SRDA 資料庫為例 

https://meet.google.

com/tbf-pnyo-ya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hDgcd0A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hDgcd0A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hDgcd0Ads
https://meet.google.com/jxv-fgng-hth
https://meet.google.com/jxv-fgng-hth
https://meet.google.com/tbf-pnyo-yap
https://meet.google.com/tbf-pnyo-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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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3 

學校教育

的社會學

分析 III 

主持人： 張建成/前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1. 張逸鴻/新北市金山國小教師、 

洪悅琳/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助理教授 

偏鄉地區國小代理教師的生涯發展、工作壓力與調適 

2. 黃寶億/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從社會知識論觀點省思 108課綱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實施之研究 

3. 黃敏峰/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生 

新自由主義下的兼任下流現象以 Burawoy自願奴役理論進行

個案分析 

4. 張宜靜/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教師適應歷程之研究 

https://meet.google.

com/iha-zcav-peh 

場次 3-4 

Paulo 

Freire 的教

育思想 II 

主持人：蘇永明/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1. 李奉儒/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Paulo Freire 的教育哲學基本課題與教育蘊義 

2. 熊和平/寧波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論教學的精神治療功能及其實踐 

3. 柯妧青/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解放教育學的實踐與再思：以東南亞移工自我再現影片教學

為例 

https://yichunchang.

my.webex.com/yich

unchang.my-

tc/j.php?MTID=m9

3859fc373c7889cdf

f38333a8aeb49a 

 

Meeting number:  

2558 432 5477 

Password: 12345 

場次 3-5  

英語發表

III 

 

主持人：陳淑敏/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1. Tendo, Mutsuko / Professor, Miyagi Gakuin Women's University ; 

Shimbo, Atsuko / Professor, Waseda University 

Parent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in Japan: towar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East Asia 

2. 何彥如/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The conscientization and praxis of global competence in 

Taiwanese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content and activities   

3. Sano, Kazuko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Japanese pre-primary education systems and 

mothers’ career   

 

https://meet.google.co

m/wdw-epnq-omx 

https://meet.google.com/iha-zcav-peh
https://meet.google.com/iha-zcav-peh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yichunchang.my.webex.com/yichunchang.my-tc/j.php?MTID=m93859fc373c7889cdff38333a8aeb49a
https://meet.google.com/wdw-epnq-omx
https://meet.google.com/wdw-epnq-o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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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ces 

12:30 – 13:30 

 

線上會議 

60 
午餐  

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會員大會 
9 樓會議室 

13:30 – 15:00 

線上論文發表 
90 

場次 4-1 

教育的社

會功能 IV 

主持人：陳珊華/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林大森/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誰來當社工?臺灣社工勞力市場的選擇過程 

2. 吳玟秀/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曾正宜/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教授 

資優教育下成長的扭曲與現實 

3. 李安琦/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從階級流動到做老師：教師的勞工階級背景對教師角色形塑

之探討 

 

https://meet.google.

com/moz-sibe-fci 

場次 4-2 

教育的社

會環境 III 

主持人：陳榮政/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陳淑敏/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從全球化到全球在地化的論述與行動之探討： 

    以社區大學對全球議題的回應為分析 

2. 詹盛如/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劉美慧/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張珍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How education sector empowers th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3. 郭乃禎/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所碩士生 

   印尼華裔博士生留學臺灣的個案經驗研究初探 

 

https://meet.google.

com/nsj-dpnk-nsy 

場次 4-3 

教育系統

的社會學

分析 III 

 

主持人：梁忠銘/臺東大學教務長 

1. 陳泓旗/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教育政策中的意識型態-變遷與形式之探究 

2. 劉志翔/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所博士生         

原住民族教育在當代教育語境下的詰問與希望 

3. 林依瑾/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教育改革過程的鋩角：從審議民主觀點探討 108課綱審議經

驗 

 

https://meet.google.

com/qsh-jwer-cgc 

https://meet.google.com/moz-sibe-fci
https://meet.google.com/moz-sibe-fci
https://meet.google.com/nsj-dpnk-nsy
https://meet.google.com/nsj-dpnk-nsy
https://meet.google.com/qsh-jwer-cgc
https://meet.google.com/qsh-jwer-c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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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4 

Paulo 

Freire 的教

育思想 III 

主持人：李錦旭/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1.   成虹飛/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薛曉華/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體驗、對話、與轉化：一個大學耕讀學堂的教學行動敘事 

2.   許佳絢/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Ivan Illich行動型生活（life of action）的分析與省思— 

     以某大學之學生組織為例 

3.   林政強/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所碩士

生 

     學作微電影「人」：教育與自我意識覺醒的交織性-存封篇 

 

https://meet.google.

com/vfz-wptd-fgi 

場次 4-5 

其他教育

議題的省

思 I 

 

 

主持人：劉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 黃竹君/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以伯恩斯坦的再脈絡化來探究教科書中的變與不變 

2. 劉榮盼/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哈利．柯林斯的科學知識「瓶中船」對教育研究之意涵 

3. 楊逸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從布赫迪厄場域理論看公立幼兒園教保人員甄選的運作機制

與排除效應 

4. 沈宜臻/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陳資涵/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從高中歷史教科書淺談臺灣的邊界與想像 

 

https://meet.google.

com/cen-vqqy-dci 

15:00 – 15:30 30 茶敘 

15:30 – 17:00 

線上論文發表 

 

 

90 

場次 5-1 

優秀博碩

士論文獎

發表 

 

 Youtube 

同步轉播 

主持人：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1. 陳玟樺/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看見「立體學習」—芬蘭赫爾辛基一間學校的現象為本學習 

2. 黃家凱/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以政策社會學觀點分析臺灣高等教育政策 

3. 謝易澄/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研究助理    

「103 課綱微調」的正當性危機與「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的倡

議行動：策略行動場域觀點 

4. 戴如欣/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 

原住民公費教師跨文化適應與文化回應教學實踐經驗之探究 

5. 郭佳欣/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 

  國小同志教師的成師之旅—詮釋現象學觀點之探究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K5

1EX5c0AkI 

 

https://meet.google.com/vfz-wptd-fgi
https://meet.google.com/vfz-wptd-fgi
https://meet.google.com/cen-vqqy-dci
https://meet.google.com/cen-vqqy-dc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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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5-2 

教育系統

的社會學

分析 IV 

 

主持人：黃柏叡/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 蔡知年/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梁忠銘/臺東大學教務長 

日本近期的幼托政策發展之探討 

2. 楊逸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從社會藩籬論談幼托整合後對幼兒園教師證專業性之影響 

3. 羅如芬/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肢體回應教學法與實物教學融入幼兒英語課程之研究 

 

https://meet.google.

com/nsj-dpnk-nsy 

場次 5-3 

學校教育

的社會學

分析 IV 

 

 

主持人：林大森/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 陳慧心/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我裝乖系的：國中成績優異學生抗拒行為之探究 

2. 王秉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以 Paul Willis 的「洞察」探討高中生的偷時間行為 

3. 張育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高中女校學生大學學習經驗之探究－以就讀理工科系之性別   

    少數學生為例    

 

https://meet.google.

com/qsh-jwer-cgc 

場次 5-4 

其他教育

議題的省

思 II 

 

主持人：鄭勝耀/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1. 謝傳崇/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林致楨/苗栗縣後庄國小教師 

   學校領導成員交換關係、教師工作熱情與教師幸福感關係之 

   研究 

2. 林心怡/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博士生、新   

   北市昌平國小教師 

   國小數學教師知識與專業成長的能動性－能力取向的修正 

3. 黃晨閔/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歐姿妤/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45 級分錄取牙醫系？：淺談繁星計畫的問題 

4. 黃晨閔/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我們與惡的距離》：淺談臺灣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污名 

 

https://meet.google.

com/vfz-wptd-fgi 

17:00 – 17:30 

 

Youtube  

同步轉播 

30 

 

優秀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主持人：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頒獎人：楊國賜/嘉義大學名譽教授 

 

論壇傳承儀式暨閉幕式 

主持人：楊洲松/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K5

1EX5c0AkI 

https://meet.google.com/nsj-dpnk-nsy
https://meet.google.com/nsj-dpnk-nsy
https://meet.google.com/qsh-jwer-cgc
https://meet.google.com/qsh-jwer-cgc
https://meet.google.com/vfz-wptd-fgi
https://meet.google.com/vfz-wptd-fg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1EX5c0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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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屆臺灣教育社會學論壇主辦單位： 

方永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第 28 屆臺灣教育社會學論壇主辦單位： 

梁忠銘/臺東大學教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