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 議程 

2011.12.03(週六) 

時間 場地 研討會議程表 

08:10  IH373  報        到(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08:40  開  幕  式(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第一場 

 
08:50 
~ 

10:20 

主題： 

 

明清文

學 

 

IH373B 

主持：徐安琨（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題目：十九世紀末中日學術交流的一幕（2）—以館森  鴻〈模山

範水〉為中心 

發表：林俊宏（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永達技術學院

綜合教學部兼任副教授） 

大山昌道（日本大學經濟學部講師） 

與談：劉榮傑（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秘） 

林松友（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題目：秋瑾詩文中的刀劍意象分析 

發表：王國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趙修霈（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孫吉志（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由劉鶚《老殘遊記》考察晚清社會現象 

發表：蔡政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與談：王國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劉原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晚明小品文選內的眾聲喧嘩 

發表：陳鴻麒（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與談：黃慶雄（高苑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傅及光（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第二場 

 
08:50 
~ 

10:20 

主題： 

 
藝術設

計與通

識 
 
IH373C 

主持：孟祥仁（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台灣原住民高山族受遷村後永久家屋設計初探－─以魯凱

族霧台社為例 

發表：呂智雄（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堀込憲二（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與談：台邦．撒沙勒（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理系助理教授） 

楊博淵（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系講師） 

題目：審美意識挹注於通識課程之探究 

發表：王玫（東南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與談：許麗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樂系助理教授） 

蔡世文（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題目：「人類文明發展中的藝術功能」演講內容的學理與實務－以

屏東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劃為例 



時間 場地 研討會議程表 

發表：陳秋菊（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與談：張孟珠（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莊菽羚（慈惠醫護專校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通識音樂領域課程：角色反思、課程與創意思考的搖籃 

發表：何佩華（國立中山大學音樂系副教授） 

與談：葉乃菁（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音樂系副教授兼主任） 

陳靜美（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副教授兼主任） 

10:20  IH373  茶    敘(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第三場 
 

10:40 
~ 

12:00 

主題： 

 
通識教

育與社

區 
 
IH373B 

主持：張碧如（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通識教育課程介入服務學習：以社區總體營造課程為例 
發表：許光廷（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杜奉賢（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韓大勇（慈惠醫護專校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兼主任） 

與談：吳宗仁（大仁科技大學社工系助理教授兼系主任） 

林育諄（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服務學習對學生領導力與自我效能發展影響 

發表：葉雯霞（國立中山大學講座教授）  

      謝佩妤（國立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 

      黃台珠（國立中山大學講座教授） 

與談：張麗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助理教授） 

張清俊（樹德科技大學通識教育學院講師） 
題目：核心通識課程運用教學助理制度之成效分析 

發表：吳志鴻（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與談：吳雅玲（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賀瑞麟（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副教授） 
第四場 

 
10:40 
~ 

12:00 

主題： 

 
法政教

育 
 
IH373C 

主持：謝政道（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題目：Lenin’s Theory of Revolution. 
發表：羅慎平（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與談：陳運星（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副教授） 

郭慧根（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題目：新加坡憲法特色初探 
發表：陳世岳（國立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張淳理（大仁科技大學休閒系助理教授） 

林進生（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觀光休閒產業永續發展策略研究──以屏東縣六堆地區經

營者為例 
發表：宋慶財（美和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兼任講師、中原大



時間 場地 研討會議程表 

學設計學博士生） 

李雪香（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 

與談：鄧文龍（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洪惠貞（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系講師） 

12:00  IH373  午    餐(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第五場 
 

13:30 
~ 

14:50 

主題： 

 
人文教

育 
 
IH373B 

主持：劉原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淺談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與實施 

發表：張碧如（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杜奉賢（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與談：侯雅齡（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陳啟勳（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題目：亞洲大學通識教育的轉化與其對人文類科的影響─以「老

莊的生活智慧」為例 

發表：李昭鋆（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與談：韓大勇（慈惠醫護專校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兼主任） 

張書豪（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題目：從家族史的撰寫探討集體記憶的重塑─以歷史教學為例 

發表：陳琦華（慈惠醫護專校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徐安琨（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吳煬和（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第六場 
 

13:30 
~ 

14:50 
 

主題： 

 
教育與

學習方

法 
 
IH373C 

主持：王國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目：The Use of YouTube in Spanish Learning in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Taiwan. 

發表：蔡明珍（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與談：張靜怡（國立臺東專科學校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兼主任）

石儒居（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理教授） 

題目：Young Adult FEL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發表：何瓊美（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理教授） 

      張美美（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兼主任） 

與談：陳佳怡（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專案助理教授） 

徐立偉（高雄餐旅大學應外系助理教授） 

題目：實踐通識教育核心價值的教學法探討 

發表：陳雅婉（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生） 

與談：曾純純（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副教授） 

呂仁偉（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講師） 

14:50  IH373  茶    敘(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時間 場地 研討會議程表 

第七場 
 

15:10 
~ 

16:30 

主題： 

 
科學教

育 
 
IH373B 

主持：曹龍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論科學教育科學之普及化──英美法下之觀察 

發表：郭致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張阜民（朝陽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副教授） 

馮振邦（慈濟大學資工系助理教授） 

題目：廣義二項式定理在無窮級數求和問題上的應用 

發表：余啟輝（南榮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蕭耀華（慈惠醫護專校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教務主任） 

徐文信（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土木系助理教授） 

題目：傅利葉級數在一些積分問題上的應用 

發表：余啟輝（南榮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郭致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陳彩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專案助理教授） 

題目：校園法律關係之探討-兼評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 

發表：呂秉翰（吳鳳科技大學兼任助理教授） 

與談：劉獻文（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吳大平（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助理教授） 

第八場 
 

15:10 
~ 

16:30 

主題： 

 
性別文

化與性

別教育 

 

IH373C 

主持：羅慎平（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題目：身體政治：《我的模特兒生涯》與《台灣魔朵》 

發表：劉開鈴（國立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 

與談：吳德美（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國彥（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從生產面比較布農族與雅美族的性別分工 

發表：杜奉賢（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張碧如（屏東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陳枝烈（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陳美惠（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森林系副教授） 

題目：性別教育通識教師對跨性別知識的需求 

發表：周德榮（國立聯合大學共同教學中心助理教授） 

與談：吳柳嬌（輔英科技大學幼保系副教授） 

李瑞娥（美和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16:30 
16:40 

IH373  閉 幕 式(人文社會學院 IH373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