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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著作 

一、 期刊論文 
 
研究方向為以下研究領域： 

（一）「通識教育」領域 

（二）「幼兒、兒童教育與兒童產業」領域 

（三）「教育理論」領域 

（四）「課程與教學」領域 

       以上研究方向皆有相關期刊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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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與自主性。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第 

    五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桃園縣。(*本文通訊作者) 

38 許孟勤、施宜煌*（2011，10 月）。臺灣當前環境教育的重要議題－海洋教育。  

    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第五屆醫護、婦 

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桃園縣。(*本文通訊作者) 

39 江昱明、施宜煌*（2011，10 月）。幼兒道德教育的實踐－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教 

學評量方式。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第 

五屆醫護、婦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本文通 

訊作者) 

40 Chou, C.T., Huang, P.Y. & Shih, Y.H. (2011, December).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on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in  

     senior high schoo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PAC conference/The  

     Twentie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TA-ROC), Taipei, Taiwan. 

41 施宜煌、林美珍（2011，6 月）。通識教育在臺灣高等教育的實踐：重要性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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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論文發表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輔導中心主辦之 

    「2011 性別文化、教育與通識教育研討會」，基隆市。 

42 Huang P. Y., Shih, Y. H. & Chou, C. T. (2011, April). EFL learners’mental processin 

g of multi-word uni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SJ International Spring Forum  

     2011, Shizuoka University, Japan.  

43 施宜煌、林美珍 （2011，1 月）。幼兒學習檔案應用在幼兒教學上的發現。論 文 

    發表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教務處主辦之「教學觀摩會暨教育研討會」，基 

    隆市 

44 

 

施宜煌（2011，1 月）。發展以「愛」為基礎的幼兒教育。論文發表於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教務處主辦之「教學觀摩會暨教育研討會」，基隆市。 

45 施宜煌（2011，1 月）。國內幼兒道德教育研究情形之探討。論文發表於經國 

    管理暨健康學院教務處主辦之「教學觀摩會暨教育研討會」，基隆市。 

46 

 

施宜煌、藍梅英（2011，1 月）。發展托兒所優質班級經營之芻議。論文發表於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教務處主辦之「教學觀摩會暨教育研討會」，基隆市。 

47 

 

 

 

施宜煌、黃平宇 （2010，11 月）。Words, Words, Words: the decentred subject  

    of education。嘉義大學教育系洪如玉教授主持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 

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當代教育哲學名著研讀：Andrew Stables (II)： 

Education for Diversity（主讀人之一） 

48 施宜煌、許孟勤、林美珍（2010，10 月）。讓學生生活美好－談教師實踐人文 

    教育教學的重心。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 

    「第四屆醫護、婦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49 施宜煌、陳姣伶、毛萬儀（2010，10 月）。探尋幼兒教育的生命力－幼師的專 

    業發展內涵。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第 

    四屆醫護、婦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50 

 

 

Shih, Y. H., Xu Y. Z. & Mao, W. Y. (2010, July). A study on the affective aspects of  

     moral education for early children. Postr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teaching conference of CKU, Keelung,Taiwan. 

51 

 

Shih, Y. H. (2010, July). The praxis of freedom in the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Postr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teaching conference of CKU,  

      Keelung,Taiwan.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N1MZf/search?q=aue=%22Chou%2C%20Chi-ting%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JqMXq/search?q=aue=%22Xu%2C%20Ying-Zhen%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MAO%2CWAN-YI&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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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hih, Y. H. (2010, July). I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unuseful or useful. Postr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teaching conference of CKU, Keelung, 

     Taiwan. 

53 Shih, Y. H., Gao, Y. X. & Chui, S. H. (2010, July). Character educ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An exploration on the orientation of caring . Postr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teaching conference of CKU, Keelung ,Taiwan. 

54 施宜煌（2010，4 月）。探討臺灣主要兒童產業。論文發表於南亞技術學院幼兒 

保育系主辦之「幼保就業新領域－兒童產業面面觀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55 施宜煌、藍梅英（2010，4 月）。理想的托兒所－從班級經營做起。論文發表於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主辦之「幼兒保育系專題製作發表會」，基 

    隆市。 

56 施宜煌（2009，10 月）。通識教育的依歸—人文精神。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第三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 

    術研討會」，桃園縣。 

57 

 

張素如、施宜煌（2009，6 月）。「關懷」融入幼兒品格教育之探討-以一間中班 

的繪本教學為例。論文發表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主辦之「2009 

年幼兒園所教師之行動研究學術研討會」，基隆市。 

58 

 

施宜煌（2009，7 月）。再思教育愛對教師教育實踐的啟示。論文發表於經國 

    管理暨健康學院教務處主辦之「教學觀摩會暨教育研討會」，基隆市。 

59 

 

 

施宜煌、江昱明、李慧娟（2008，11 月）。發展以「關懷」為取向的幼兒品格教 

    育。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主辦之「幼保專業倫理 

的建構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60 施宜煌（2002，12 月）。新世紀教育的省思與展望：從歷史角度省察知識經濟 

    時代的台灣人文教育。論文發表於中國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視聽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學校建築學會、中 

    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課程與教學學會暨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聯合主辦之 

    「教育研究與實務的對話：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61 施宜煌（2002，12 月）。一位國小原住民女學生同儕關係發展之探討。論文發 

    表於中國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 

    國視聽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學校建築學會、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課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JqMXq/search?q=aue=%22Xu%2C%20Ying-Zhen%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MAO%2CWAN-YI&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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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教學學會暨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聯合主辦之「教育研究與實務的對話： 

    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62 施宜煌（2002，11 月）。從以學生為教學主體的觀點論《禮記》〈學記〉教學 

    觀的轉化與實踐。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辦之「第四屆 

    教育哲史討論會」，臺北市。 

63 施宜煌（2001，12 月）。師資培育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因應與發展願景之探討。 

    論文發表於中國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 

    會、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中國視聽教育學會暨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聯 

合主辦之「知識經濟與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64 施宜煌（2001，4 月）。田培林的教育愛及其對當前教育的啟示。論文發表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辦之「第一屆教育哲史討論會」，臺北市。 

65 施宜煌（2001，6 月）。教室裡的春天--建構良好師生關係的策略：哈伯馬斯溝 

    通行動理論的探析。論文發表於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主辦之「第五屆教育 

社學論壇－變遷中的臺灣教育社會學與教育革新學術研討會」，臺南市。 

四、專案計畫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補助單位 

民主與美感教育：J. Dewey 之

美感經驗對於我國教育民主化

的意涵 

共同主持人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130- 

032- 

讓幼兒感受美－探究幼兒美感

教育教學的實施原則 

主持人 2017/01/01~ 

  2017/12/3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六位資深幼兒教師對八年級幼

兒教師班級經營的建議--以師

生關係互動層面為焦點  

共同主持人 

 

2017/01/01~ 

  2017/12/3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道德判斷與想像的融會： J . 

Dewey「慎思」觀對我國道德

教 

育的啟示 

共同主持人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計畫編號： 

MOST 105-2410-H-13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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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教育理念：D e w e y 與 

Kilpatrick 觀點的比較及其教育 

啟示 

主持人 2015/08/01~ 

  2016/12/31 

科技部 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254 

-001- 

帶著生命之書去旅行—六本繪

本在幼兒生命教育實踐之個案

研究 

共同主持人 

 

2016/01/01~ 

  2016/12/3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國內兒童生命教育繪本出版業

者探究－三之三國際文教機構

與道聲出版社 

共同主持人 

 

 

2013/01/01~ 

  2013/12/3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Francis Wayland Parker 兒童中

心教育理念探究 

 

  主持人 

 

2012/08/01~ 

  2013/12/31 

 

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254-001- 

培育安全教育與基礎急救知識

人才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0/01/01~ 

  2011/06/30 

教育部技職司北區教學資 

源中心 

提升師生行動研究知能 共同主持人 2010/01/01~ 

2011/06/30 

教育部技職司北區教學資

源中心 

2009 年幼兒保育暨兒童相關

產業就業講座 

 

主持人 

 

2010/03/01~ 

  2010/06/30  

 

 

行政院勞委會北基宜花

金馬中心 98 年「結合大

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

助計畫」 

2008 年幼保產業就業講座 主持人 

 

2009/03/01~ 

  2009/06/30  

 

行政院勞委會北基宜花

金馬中心 97 年「結合大

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

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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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指導 

研究生 學 校 論文題目 畢業年度   學位 

沈雅惠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十二年國民教育改革下國二學生學習

動機之研究—以山海班為例 

101 學年度   碩士 

林麗卿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孟子惻隱之心思想及其對國民小學生

命教育的啟示 

101 學年度   碩士 

陳碧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陶養心靈健康的幼兒—  M a r i a 

Montessori「自由」教育觀及其對幼兒 

生命教育的啟示 

104 學年度   碩士 

李佩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基隆市國小教師利用自然步道進行戶

外環境教育之個案研究—以獅球嶺自

然步道為例 

104 學年度   碩士 

林舒琪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一位高功能自閉症國中生的學校生活

經驗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105 學年度 

 

  碩士 

 

龔意雅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生命教育應用在國小六年級校園霸凌

防治之行動研究－以「靜思語」課程

為例 

105 學年度 

 

  碩士 

呂秀琴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一位成年早期居家腹膜透析病患之生

命敘說 

105 學年度 

 

  碩士 

余靜怡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管理研究所 

國民中學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個案研

究 

  撰寫中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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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研究生 學 校 論文題目 畢業年度   學位 

劉宛蓁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銀髮族的休閒參與、休閒阻礙、休閒滿

意度與生活型態之相關研究-以新北市

某健身房為例  

99 學年度   碩士 

李碧惠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校長領導風格與特教教師工作滿意及

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以基隆市國民中

小學(含學前)為例  

99 學年度   碩士 

林瑞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John Dewey「教育即生活說」在臺北市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應用研

究  

99 學年度   碩士 

蕭靖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Paulo Freire 教師圖像之研究：以《教師

即文化工作者》為例  

100 學年度   碩士 

林俐禎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基隆市國小教師

休閒參與之研究  

100 學年度   碩士 

鄭慧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準備早餐行為

意圖—以基隆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家長

為例  

100 學年度   碩士 

江如瑤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幼兒園戶外遊戲空間與課程大綱六大

領域考量因素之研究─以基隆市國小

附設幼兒園為例 

101 學年度 碩士 

林雅琦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影響義工服務意願因素之研究─以基

隆市文化局為例 

101 學年度 碩士 

張菁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家長教育期望與學童休閒參與、近視之

相關性研究─以基隆市國小一年級家

長為例 

101 學年度 碩士 

江慧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基隆市幼兒園課後照顧課程發展的困

境 

105 學年度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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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2017 －1.著作《幼教教師實踐「教育愛」的方式》與《「教師即陌生人」隱喻對教師教學 

         的啟示》二篇論文被選為香港教育大學(EdUHK)課程的討論教材 

       2. 著作《一位批判邂逅者的生命圖像－Paulo Freire》一文為中國大陸南昌大学       

          教育學系学者 Kuang Wei 之《Critical Pedagogy Practices in University in China's  

          Mid-sized Inland City》一文的參考文獻。(該文發表於英國倫敦《Research  

          Evidence and Policy Learning for Global Education Conference》學術研討會) 

       3. 行政院科技部 106 學年度學術專案研究獎勵 (共同主持人)  

   民主與美感教育：J. Dewey 之美感經驗對於我國教育民主化的意涵  

   (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130-032-) (2017-2018) 

       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評鑑－優等教師 

       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獎勵第五名 

 

2016 －1. 行政院科技部 105學年度學術專案研究獎勵 (共同主持人)  

          道德判斷與想像的融會：J. Dewey「慎思」觀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啟示 

    (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130-032-) (2016-2017)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教師評鑑－優等教師 

       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4 學年度招生獎勵第四名 

       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TSSCI 學術著作獎勵 

       5. 著作《通識教育涵義探微》一文為中國大陸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學者刘晖、兰应 

          飞之《两岸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课程比较——以屏东大学和广州大学为例》一文 

          (刊於 CSSCI《高教探索》2016 年第 2 期)的參考文獻。 

       

2015 －1. 行政院科技部 104 學年度學術專案研究獎勵 (主持人) 

          兒童教育理念：Dewey 與 Kilpatrick 觀點的比較及其教育啟示 

          (科技部計畫編號：NSC 104-2410-H-254-001-) (2015-2016)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優等教師 

       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校級，教學表現全校前 



 

21 

          20名) 

       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術著作獎勵 

         

2014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術著作獎勵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2學年度教師評鑑－優等教師 

 

2013 －1.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校級，教學表現全校前 20 

         名)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術著作獎勵 

       3. 著作《人文精神對大學通識教育的啟示》一文為中國大陸北京联合大学高等教 

          育发展中心學者梁燕之《台湾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开展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刊 

          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 年第 15 卷第 12 期)的參考文獻。 

 

2012 －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學年度學術專案研究獎勵 (主持人) 

         Francis Wayland Parker 兒童中心教育理念探究 

        (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101-2410-H-254-001-) (2012-2013) 

       2.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術著作獎勵 

 

2011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99 學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校級，全校只有 10 名教師獲獎)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TSSCI 學術著作獎勵    

      

2010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98 學年度 進修學院優良導師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TSSCI 學術著作獎勵 

 

2009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97 學年度 進修學院優良導師  

       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97 學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校級，全校只有 10名教師獲獎) 

       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術著作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