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星雲教育論壇企畫書 

一、 緣起 

  「星雲教育獎」每年選拔不同教育層級的傑出教師，獎掖教師們對教

育的奉獻與成就，作為優化教育的典範學習對象，發揮教師淑世的改變力

量。面對全球化時代的變局，以及社會快速的變遷，人才培育更顯重要，

教學需有創新翻轉的思維，並要能擁有熱情與專業，方能促使教育不斷蛻

變和創新。 

二、 指導機關：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星雲教育獎指導委員會 

四、 合辦單位：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南大學、臺北市立

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五、 協辦單位：佛光山月光寺、佛光山南台別院、佛光山台北道場、佛光山惠

中寺 

六、 活動目的 

（一） 建置星雲教育獎互動平台，連結各級學校默默耕耘的教師，讓教師們

擁有跨界跨學制分享、互相激勵的管道，匯集成教育社群正向促進與

發展的力量。 

（二） 透過典範教師及邀請各級學校教師分享帶領學生逆勢中成長的經驗，

學生處於困境下所面對的問題與發展需求，且提出如何協助學生向上、

向善發展的建設性建議。 

（三） 期以論壇方式，匯集教師們對當下教育議題的觀點和意見，以提供政

府施政、學校辦學、教師教學、家長家庭教育參考。 

七、 論壇主題：創新教育與閱讀素養 

八、 活動時間及地點：  

區域 日期 地點 

東區 2019年 10月 26日（六）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教室 

南區 2019年 11月 03日（日） 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演藝廳 

北區 2019年 11月 17日（日） 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第 3會議室 

中區 2019年 12月 01日（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音樂廳 



 

九、 參加對象：每場出席人數：預估 150-200人 

星雲教育獎指導委員、評審委員、獲獎典範教師及大專校院、高級中學與

職業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之校長、園長、

專任（技）教師、特教教師、教保員等富有教育熱忱、關心教育之人士。 

十、 執行方式： 

（一） 因應新課綱趨勢，從「自發、互動、共好」核心理念，延伸創新教

育教學，透過本論壇交流探討「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

與」等面向，期盼與會老師及關心教育社會人士能從中獲得啟發，

帶領新時代孩童找回自主學習動機，培養閱讀素養與思維力。 

（二） 主題演講：共計一百五十分鐘。 

邀請臺灣教育界近年翻轉教育推手之一──葉丙成，以及臺灣教育

品學堂創辦人──黃國珍進行主題演說。針對創新教學與閱讀素養

兩大概念進行探討，顛覆舊有教育體制，跨領域剖析學習本質，從

閱讀練就思考力，深入探討新時代教育觀，落實教育核心理念。 

1. 葉丙成 

  葉丙成是國內推動「翻轉教育」風潮中，無法忽略的重要推手，

「熱血教師」的不藏私傾囊相授。四年來走訪各地、演講場次近四

百場，影響對象不僅止於大學教師，也遍及中、小學基層教師。 

  其新教學理念、翻轉教學實務做法，屢獲新加坡、中國大陸等

同以華人為主的亞洲國家邀請，分享臺灣教育界的創新與改變，讓

教育與教學成為足以「名揚華人圈」的亮點。 

  核心素養是 108新課綱所談論的重要內容，更是未來學習的重

點指標；閱讀理解是現在臺灣學生必備能力之一，他們從多元的學

習及繁雜的資訊中挑選並判斷正確的方向，進而培養自身的實力，

走出自我教學風格。 

2. 黃國珍 

  《閱讀素養》作者，品學堂創辦人與《閱讀理解》學習誌總編

輯。以青少年閱讀素養問題為核心，成為閱讀素養推廣者。2012年

創立「品學堂」，2013年發行華文世界第一本培養閱讀素養的雜誌 

《閱讀理解》。 

 



 

  以社會企業與設計思考的跨域思維出發，致力於協助學校落實

閲讀素養教育，看重情境化的問題理解，循序漸進及持續不斷的練

習，將能力內化為素養，為華文世界青少年的閱讀素養與思考能力

扎根，讓下一代有能力「閱讀生活、理解世界、創造未來」！ 

（三） 論壇對話： 

下午以兩場論壇進行，邀請星雲教育獎獲獎人等優秀教師 3名代表

擔任與談人（每名二十分鐘），由星雲教育獎委員會委員主持，保留

三十分鐘問題討論。 

1. 論壇一：創新教學實踐行動 

2. 論題二：翻轉教育，點亮心燈 

（四） 綜合座談：請星雲教育獎委員會委員主持，開放現場觀眾問題回饋。 

十一、 各區議程表及與談人詳見（附件一）至（附件四） 

十二、 活動聯絡人：施芃年 0986-552-126 鄭梓含 0905-931-362 

 

 

 

 

 

 

 

 

 

 

 

 

 

 



 

 2019星雲教育論壇 

東區場議程表 

活動日期：2019年 10月 26日（六）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A109教室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每場與談人 3位，每位發表 20分鐘；全體與談人對談 30分鐘。 

時間 分 項目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09:00-09:15 15 開幕暨貴賓致詞  

09:15-09:20 5 大合照  

09:20-11:50 150 主題演講 主講人：葉丙成、黃國珍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30 90 

論壇議題(一) 

創新教學 

實踐行動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許絹屏 學務主任/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陳培陽 教師/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劉遵恕 輔導組長/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Ｑ＆Ａ：30分 

14:30-15:00 30 茶敘時間  

15:00-16:30 90 

論壇議題(二) 

翻轉教育 

點亮心燈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日卡．比洛 學務主任/臺東縣立長濱國民中學 

傅 偉 教務主任/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陳美珍 教師/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 

Ｑ＆Ａ：30分 

16:30-17: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附件一 



 

 2019星雲教育論壇 

南區場議程表 

活動日期：2019年 11月 03日（日）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府城校區 啟明苑演藝廳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每場與談人 3位，每位發表 20分鐘；全體與談人對談 30分鐘。 

時間 分 項目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09:00-09:15 15 開幕暨貴賓致詞  

09:15-09:20 5 大合照  

09:20-11:50 150 主題演講 主講人：葉丙成、黃國珍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30 90 

論壇議題(一) 

創新教學 

實踐行動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蘇文鈺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李偉俊 教授/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黃清淵 校長/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 

Ｑ＆Ａ：30分 

14:30-15:00 30 茶敘時間  

15:00-16:30 90 

論壇議題(二) 

翻轉教育 

點亮心燈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張育銜 總務主任/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 

陳美珍 教師/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 

莊永隆 教師/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Ｑ＆Ａ：30分 

16:30-17: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附件二 



 

 2019星雲教育論壇 

北區場議程表 

活動日期：2019年 11月 17日（日）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大學 公誠樓第 3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每場與談人 3位，每位發表 20分鐘；全體與談人對談 30分鐘。 

時間 分 項目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09:00-09:15 15 開幕暨貴賓致詞  

09:15-09:20 5 大合照  

09:20-11:50 150 主題演講 主講人：葉丙成、黃國珍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30 90 

論壇議題(一) 

創新教學 

實踐行動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管偉宏 教師/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呂慧玲 園長/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林謙育 實習主任/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Ｑ＆Ａ：30分 

14:30-15:00 30 茶敘時間  

15:00-16:30 90 

論壇議題(二) 

翻轉教育 

點亮心燈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李自瑞 輔導主任/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李建模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林玉霞 教師/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Ｑ＆Ａ：30分 

16:30-17: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附件三 



 

 2019星雲教育論壇 

中區場議程表 

活動日期：2019年 12月 01日（日） 

活動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民生校區 求真樓音樂廳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每場與談人 3位，每位發表 20分鐘；全體與談人對談 30分鐘。 

 

時間 分 項目 內容 

08:30-09:00 30 報到  

09:00-09:15 15 開幕暨貴賓致詞  

09:15-09:20 5 大合照  

09:20-11:50 150 主題演講 主講人：葉丙成、黃國珍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30 90 

論壇議題(一) 

創新教學 

實踐行動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葉競聲 學務主任/臺中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陳培陽 教師/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劉遵恕 輔導組長/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Ｑ＆Ａ：30分 

14:30-15:00 30 茶敘時間  

15:00-16:30 90 

論壇議題(二) 

翻轉教育 

點亮心燈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與談人：星雲教育獎獲獎人 

林妙香 教師/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黃寶元 副教授/醒吾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黃煥勇 教導主任/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民小學 

Ｑ＆Ａ：30分 

16:30-17:0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星雲教育獎委員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