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疫後社會變遷與終身學習論壇 

議  程  表 

日期：111 年 10 月 28 日（五）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時間 
地點 

(行政大樓) 

議題 主題/發表論文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8:30-9:00 
十樓國際

會議廳 
                                             報  到 

9:00-9:10 
十樓國際

會議廳 
                                            開  幕  式 

9:10-10:20 

 

十樓國際

會議廳 

 

專題演講 元宇宙中 VR 及 App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 

主持人：吳連賞 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主講人：洪榮昭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美國伊利諾大學人力資源發展博士)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45 
十樓國際

會議廳 
數位學習 

題目:  科技大學假日在職學生於 COVID-19 疫情期間採遠距教學接受度與滿意度之初探 

作者:  黃玉玲/美和科技大學企管系 

程云美/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主持人：何青蓉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繼續與職業教育哲學博士) 

與談人：陳姚真 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 

(美國賓州大學成人教育博士) 

題目:  疫情下的蛻變~傳統教學對比遠距教學執行成效 

作者:  陳志弘、林秀蓉、尤澄斌、林季萍、龔嘉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題目:  高齡者疫後參與數位學習成效之研究 

作者:  許惠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陳碧祺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美國普渡大學教育科技博士 ) 

10:30-11:45 
六樓第三

會議室 
跨域學習 

題目:  後疫情時代客語跨域混成教學之個案研究 

作者:  鍾易達/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主持人：楊馥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 

與談人： 利亮時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博士) 

與談人： 蔡秀美 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美國賓州大學博士) 

題目:  從學習型組織的觀點評析 COVID-19 疫情下醫院之因應策略 

作者:  程秀蘭/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題目:  世紀疫情對於終身學習的未來曙光 

作者:  吳玲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12:00-13:00 午餐 

13:00-14:15 
十樓國際

會議廳 
課程設計 

題目:  每一雙手都不能放!避免高齡者中輟運動-談荷蘭高齡運動創新思維 

作者:  林玉梅/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主持人：韓必霽 副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美國阿肯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教育博士) 

與談人：潘倩玉 特聘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運動學系哲學博士) 

與談人：李翠玉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 

題目:  以鷹架理論進行預防失智課程之設計 

作者:  林若宛/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題目:  落實國民小學雙語教育之路：反思台灣國民小學雙語教育現況 

作者:  邱世杰、林雅芳/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13:00-14:15 

 

 

六樓第三

會議室 

海報發表 9 篇海報發表 

主持人 1：楊馥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 

主持人 2：陳思維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學博士) 



14:15-14:40 中場休息（茶敘時間） 

14:40-16:10 
十樓國際

會議廳 
心理福祉 

題目:  健康照顧服務員之壓力、身心健康、暨幸福感關係研究 

作者:  劉瀚松/社團法人屏東縣腦性麻痹服務協會 

黃玫瑰/高雄幸福家庭心理諮商所 

盧耀華/大仁科技大學生物科技中心 

主持人：李百麟 教授兼所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與談人：黃誌坤 副教授兼主任/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與談人： 陳福成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人體運動學系博士) 

題目:  措手不及的生命消逝--一位單親父親喪子的哀慟經驗 

作者:  賴昀姝、張菀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題目:  探討身體活動及正念對高齡者幸福感與注意力的影響 

作者:  鄭駿樺、王永昌、陳美齡、黃淑芬、李百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疫情時代下高齡者心理健康之因應策略 

作者:  蘇怡潔/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14:40-15:55 
六樓第三

會議室 

醫護繼續

教育 

題目:  運用 POEC 教學策略在臨床醫學教育的實踐：一個反身性的思考 

作者:  王永昌/高雄榮民總醫院 

傅佳君/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主持人：王政彥 特聘教授兼副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士) 

與談人：黃挺碩 副教授兼部長/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外科部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與談人：李維哲 副教授兼特約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外科部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研究所) 

題目:  多元文化融入醫學人文教育-多元文化素養量表之編制與驗證 

作者:  陳偉權/高雄榮民總醫院 

林育志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題目:  台灣醫師肺部超音波教學工作坊培訓效果探討 

作者:  唐家婉/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余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翁根本/高雄榮民總醫院 

謝凱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6:10-16:30 
十樓國際

會議廳 
綜合座談 

李百麟教授兼所長、王政彥特聘教授兼副校長、何青蓉

教授、韓必霽副教授、楊馥助理教授、陳思維助理教授

暨全體與會貴賓 



※海報發表論文 

註：口頭發表:每位發表人發表 15 分鐘，每位與談人 10 分鐘，觀眾提問 10 分鐘 

    海報發表: 每位發表人發表 5 分鐘 

時間 
地點 

(行政大樓) 

議題 主題/發表論文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13:00-14:15 
六樓第三 

會議室 
海報發表 

題目:  運用擬真情境教育於醫護實習學生醫療糾紛處理能力之初探 

作者:  吳秀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黃文慧、沈靜茹/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主持人 1：楊馥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 

主持人 2：陳思維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 

                         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學博士) 

 

題目:  中高齡者老化態度與學習動機關係之研究  

作者:  陳映妤/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樂齡者參與聽障者社區融合活動之初探 

作者:  陳宛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中高齡學習者持續學習動機- 以社會學想像角度探討 

作者:  葉名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高齡者參與團體音樂活動與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作者:  張浚祐、吳玲玲、洪芳蘭、曾宣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線上親職團體帶領初探~~以高雄市某國小家長成長團體為例  

作者:  黃俊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以大歷史的觀點勾勒台灣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的趨向 

作者:  盧玟丞/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黃君儀/高雄市鼓山高級中學 

題目:  新冠疫情下住宿式機構住民參與社會活動對認知功能之影響 

作者:  孫鳳眉、李百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題目:  高齡者媒體識讀素養對假消息因應方法之研究 

作者:  呂佩霓、車姵馠、張孟維、王慧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