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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教育新常態 

未來教育線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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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資訊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未來Family 

活動形式：線上視訊直播 

活動場次：線上論壇1場次 

活動場地：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3巷2號2樓 

主題：疫後教育新常態 

未 來 教 育 線 上 論 壇 

線上論壇 

• 時間：110年11月27日（六） 14:30-16:30 

• 直播視訊平台： Google Meet （需事先報名） 

• 報名人數：250人 

• 對象：全國關心教育之家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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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規劃 

• 日期：110年12月11日、18日（六）10:00-12:00 

• 直播視訊平台系統：Google Meet （需事先報名） 

• 研習時數:：2小時 

• 規劃場次:：2場 

• 人數：各80人，以全國中小學教師、教育工作者為主 

場次 主軸 講師規劃 

12/11 英語國際觀Ｘ跨域科技 

1.台北市天母國小 沈佳慧老師 

2.台中市翁子國小 楊宗榮主任 

3.台北市內湖高中 陳怡蓉老師 

12/18 閱讀理解Ｘ自然科學 

1.清華大學附小 葉惠貞老師 

2.高雄市文府國小 莊婷媜老師 

3.國立竹東高中 韓中梅老師 

教師跨域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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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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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規劃 

時間 長度 活動內容 

13:50~14:30 40分 線上報到 

14:30~14:35 5分 
【指導單位致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 戴淑芬 

14:35~14:40 5分 
【主辦單位分享】 

未來親子學習平台社長 許耀雲 

14:40~15:00 20分 
專題演講1：後疫情時代下的跨界學習新型態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 彭冠宇 

15:00~15:20 20分 
專題演講2：教育數位轉型 混成學習的關鍵能力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呂冠緯 

 15:20~15:40 20分 
專題演講3：適性自主學習 讓孩子成為未來人才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校長 朱元隆 

15:40~16:30 50分 

【座談交流：疫後教育新常態】 

 主持人：未來親子學習平台社長 許耀雲 
 與談人： 

1.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 彭冠宇 

2.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呂冠緯 
3.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校長 朱元隆 4 

• 時間：110年11月27日星期（六） 14:30-16:30 
• 直播視訊平台：Google Meet（需事先報名） 

未來教育線上論壇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素養 

。 

數位 跨域 

彭冠宇副執行長過去曾任職於鴻海
集團、台達電子、矽統科技等企業，
企業高階主管經驗及知名管顧經驗
超過20年，專長跨界合作與管理、
行銷溝通、企業及組織溝通、員工
及公共關係管理等。 

講師介紹 
邀請產業與教育教專家 

擔任講者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彭冠宇副執行長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兼執行長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朱元隆校長   

呂冠緯董事長放下醫師的高薪工作投
入均一大家庭，期望透過「藏鏡老師」
的身份拋磚引玉，讓更多老師、教育
專家投入線上教育內容開發，透過網
路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同時也兼顧
一流的教學內容。 

參與自然科學領域綱要的制定過程，
具備學校行政、地方教育局處、教育
部的工作經驗，對課綱的理念與實踐
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校內推動素養導
向課程設計、自主學習、課程諮詢及
國際文憑課程(IB)等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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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長度 議程 12/11內容 12/18內容 

10:00~10:05 5分 主持人開場 英語國際觀Ｘ跨域科技 閱讀理解Ｘ自然科學 

10:05~10:35 30分 講者1 台北市天母國小 沈佳慧老師 
清華大學附小 葉惠貞老師 
 

10:35~11:15 30分 講者2 台中市翁子國小 楊宗榮主任 
高雄市文府國小 莊婷媜老師 
 

11:15~11:35 20分 講者3 台北市內湖高中 陳怡蓉老師 
新竹縣竹東高中 韓中梅老師 
 

11:35~12:00 25分 交流對談 由主持人主持訪問三位老師  

議程規劃 

教師跨域增能研習 

教師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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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國際觀  
台北市天母國小 沈佳慧老師 

跨域科技   
臺中市翁子國小 楊宗榮主任 

109年臺北市優良教師（語文與社會科學類） 
 
外語學習結合資訊科技，給予孩子一輩子帶得
走的自主探究能力，以及能順利應變未來的素
養能力。教育初衷為看重每一位孩子，啟蒙孩
子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培養每一位學生
具備未來的能力。 

曾獲2020 Super教師獎 
 
「科學要服務更多孩子」，在校內成立科學
研究社，先以低成就學生優先參加並啟發自
信心，後續連社區資源，讓孩子從「做中學、
學中做」，找到多元發展舞台，更奠定了校
內深厚的科學能量。 

講師介紹 

英語國際觀X跨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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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研習 

英語與創新科技 
台北市內湖高中 陳怡蓉老師 

2021年獲選 遠見·天下文化【未來教育 臺灣
100】教師 
 
專長是高中英語教學創新教案、跨領域的素養
導向的課程設計、數位科技資訊融入教學及國
際教育 & SDGS融入英語課程與班級經營等，
獲獎無數。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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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 
清華大學附小  葉惠貞老師 

自然科學 
高雄市文府國小 莊婷媜老師 

榮獲教育部輔導教師卓越獎 
 
葉老師風趣幽默，擅長將抽象的理論轉換成
具體的教學策略。擁有近三十年豐富教學資
歷的葉老師總在課堂注入活力與巧思，將語
文課化為滿滿正能量的饗宴。著有《素養小
學堂》 

2021年獲選 遠見·天下文化【未來教育 臺灣
100】教師 

高雄文府國小自然老師莊婷媜的教學
只有一個目的，讓學生上課快樂、專
心，又聽得懂，連教書超過三十年的
中山大學教授都來取經。 

講師介紹 

閱讀理解X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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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研習 

12.18 

2021年獲獎遠見·天下文化【未來教育 
臺灣100】 

竹東高中校定必修：問題解決課程，
帶著孩子透過思考解決複雜問題，
並產出創新產業！ 

問題解決 
國立竹東高中 韓中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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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線上論壇：11/27(六) 14：30-16：30       

            https://reurl.cc/XlNpaR 

 

跨界增能研習：12/11(六)、12/18(六) 10：00-12：00     

              https://reurl.cc/6DY9dr  

 

辦理方式：線上會議系統Google Meet，採視訊會議進行，活

動前2天會以電子郵件、簡訊提供視訊會議連結。 

 

活動資訊：https://reurl.cc/1o7MeY 

https://reurl.cc/6DY9dr
https://reurl.cc/6DY9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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