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系碩士學位班 98-101 學年度論文口試名單
序
號

口試日期 學生姓名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題目
97-1 學期

1 097.12.18 黃啟訓

王慧蘭 屏北社區大學「屏東學」建構歷程之研究

2 098.01.06 蔡菁菁

王瑞賢 一位國小教師的數學課教室言談之研究

3 098.01.20 蔡秀蓉

陳正昌

國小學童覺知父母品格教育方式與品格、自我
概念關係之研究
97-2 學期
國中學生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態度之調

1 098.05.20 陳彥樺

舒緒緯

2 098.05.25 王音萍

王瑞賢 學校生活世界言談之批判論述分析

3 098.06.12 張仰舒

王慧蘭

4 098.06.29 黃煌閔

王瑞賢 中產階級與伯恩斯坦的教學實踐類型之研究

5 098.07.13 陳意如

孫敏芝

6 098.07.22 黃上乘

王真麗

查研究 - 以高高屏三縣市為例

「真實的呼喚，成為更好的老師」：一位國小
老師專業實踐的敘說探究

以英語影集做大學聽力訓練之行動研究 - 一
位教師的教學省思與自我成長
國小高年級學童線上遊戲道德問題個案研究 以《魔獸世界》為例
98-1 學期

1 098.12.17 江佳韻

王真麗

2 099.01.07 張簡鳳如 王慧蘭
3 099.01.07 陳麗巧

王慧蘭

4 099.01.14 郭淑婷

王儷靜

多元家庭型態概念發展之課程方案行動研究 以生活課程為例
國小社會領域全球在地化課程實施之行動研究
~以高雄捷運及世運為例
國小高年級國語文教科書文化全球化知識之內
容分析
眾生/眾聲 - 教研所學生有關教學政治與教學
關係的表述
98-2 學期

1 099.03.18 黃銀山

陳美玉 高中生學習策略發展之研究

2 099.04.16 陳宏瑋

劉育忠

「型男」意象初探：三位七年級男性的敘說分
析

博物館導覽人員的導覽活動之研究：以國立臺

3 099.06.11 曾令全

湯維玲

4 099.06.29 楊舒涵

王慧蘭 全球文化融入國中英文課程實施之行動研究

5 099.06.30 簡秀姬

陳美玉 心智繪圖在國小說話教學上應用之研究

6 099.07.19 蘇育瑩

王瑞賢

7 099.07.21 余育盈

王慧蘭

8 099.07.22 吳珮如

孫敏芝 大學生家庭概念知覺之調查研究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史前史廳為例

「媽咪，我要買!」 - 玩具消費之親子差異與磋
商策略
偏遠小校特色發展策略之研究 - 以屏東縣微
風國小為例

99-1 學期
國小教師教學信念與實踐之研究 - 從代理代

1 099.12.27 莊英正

王慧蘭

2 100.01.13 鍾雯琦

舒緒緯

3 100.01.14 陳孟君

湯維玲

4 100.01.21 郭佑如

李雅婷 少子化現象下有機生態校園發展之研究

課教師到正式老師
屏東縣國民小學小校裁併校危機及其因應策略
之研究
美國帶好每位學童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ot of 2001)師資培育政策探析

99-2 學期
高雄市國小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與班級常

1 100.06.15 陳虹橞

舒緒緯

2 100.06.29 劉倩懿

舒緒緯

3 100.07.05 何敘瑜

陳美玉 開創性教育產學合作歷程之個案研究

4 100.07.06 何思穎

王瑞賢 不同社會階級兒童對於英語學習相關論述

5 100.07.14 陳俊璋

陳枝烈 部落媽媽從事國小課業輔導之研究

6 100.07.18 張祐誠

高慧蓮

7 100.07.18 曾慧棻

陳正昌

8 100.07.18 黃瀞瑩

湯維玲

9 100.07.28 黃筠珮

劉育忠

規經營策略觀關係之研究
國民中學校長策略領導與學校組織文化關係之
研究 - 以屏東縣為例

STS 教學模式提升國小學童天文概念學習成效
之研究 - 以屏東縣二所排灣族國小為例
影響國中生理財行為的因素 - 以高屏地區國
民中學為例
美國馬里蘭州專業發展學校實習制度之個案研
究
在流浪中代理/在代理中流浪 - 一位國小教師
的敘說研究

100-1 學期
1 100.12.02 夏瑜敏

郭明堂 時下年輕人數位閱讀的態度與興趣之研究

2 101.01.13 林于仙

劉育忠

3 101.01.30 莊素真

王真麗

看見威權主義與權威之間的擺盪 - -國小級任
教師一日學校生活的自我敘說
國小中年級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職業類型之內
容分析
100-2 學期
一位新移民女性在臺適應歷程及其影響因素之

1 101.05.10 陳毓綺

陳枝烈

2 101.05.14 馮心怡

湯維玲 國小國語教科書修辭內容之研究

3 101.06.15 陳妤培

陳枝烈

4 101.06.18 林佳穎

湯維玲

5 101.06.26 陳雪芳

舒緒緯 屏東縣國小實施海洋教育之成效分析

6 101.06.29 林京含

孫敏芝

7 101.06.29 潘雅玲

孫敏芝

8 101.07.10 劉晏伶

顏素霞

9 101.07.13 王韻絜

王慧蘭

10 101.07.31 曾 翔

舒緒緯 實習生之實習困擾及因應策略之研究

個案研究

屏東縣國民小學家長參與子女教育與學生學習
情形對學業成就之研究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中歷史知識之研
究

跨文化溝通與專業成長之個案研究：以華語文
教師在韓國教學經驗為例
新聞素養教學設計可行性之研究：以蘋果日報
頭版為例
高雄市高中職學生壓力知覺及其因應策略相關
之研究
在學校與非營利組織間— 一位國小校長多元
文化教育理念與實踐

101-1 學期
1 101.12.25 許珮茜

王真麗

2 101.12.25 張琬喬

舒緒緯

3 102.01.28 吳哲維

劉育忠

國小教師生活課程專業知能與教學態度之研究
-以高屏地區為例
屏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童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
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沉默的戰術─一位儲備教師生命歷程的自我日
常生活實踐敘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