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城市學學術研討會
「創新城市 翻轉學習」議程表
2017.6.4 (日)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開幕式：5F 微型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報到 (5F 微型國際會議廳)

09:00-09:10

開幕致詞

主辦單位致詞：劉嘉茹 校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頒發最佳論文獎：劉嘉茹 校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09:10-09:15

團體合照
【5F 微型國際會議廳】

09:20-10:20 專題演講
演講者/題目： 范巽綠 局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創新城市 翻轉學習
10:20-11:40 圓桌論壇
主持人：劉嘉茹 校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與談人/主題：
張乃千 局長(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區域發展與城市競爭
曾文生 局長(高雄市政府經發局)
城市創新與產業發展
尹立 局長(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城市文創與行銷
高義展 副教授兼教務長(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學者與談
胡以祥 助理教授兼秘書處處長(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學者與談
11:40-12:00 綜合討論

【論文發表：A、B、C 場次】
場次 A1~A2：C301 教室
13:30-15:10 場次 A1
主持人 / 何青蓉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翻轉教室：成人戶外教育的創意教學方案-以高雄空大快閃活動及高齡

何青蓉教授

旅遊學習課程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陳欣欣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高齡學習者的翻轉學習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之探究

何青蓉教授

高義展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體驗式教學與學生情緒反應之關聯性-以參加校外競賽之會計系學生

高義展副教授兼教務長

為例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沂佩 / 靜宜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蘇于瑄 / 靜宜大學會計學系助理
近年來台越雙邊教育成果展成效探討

高義展副教授兼教務長

阮氏美香 /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學校推展家庭教育之評析─以高雄市某國小為例

高義展副教授兼教務長

吳佩真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5:10-15:30 茶敘

15:30-16:50 場次 A2
主持人 / 劉鴻陞 副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暨碩士班)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論新竹影像博物館的定位與經營

劉鴻陞副教授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暨碩士

張筱婷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生

班

台灣地區幼兒園創新經營績效評估指標之研究

劉鴻陞副教授

蔡純姿 /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理教授兼研發處主任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暨碩士
班

老人食堂高齡經營者學習歷程之探究

陳欣欣副教授兼系主任及輔導處處長

黃瓊華 /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成人學習者生涯規劃課程之研究

陳欣欣副教授兼系主任及輔導處處長

江敏華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人力資源博士生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快樂賦歸

場次 B1~B2：C302 教室
13:30-15:10 場次 B1
主持人 / 胡以祥 助理教授兼秘書處處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中國大陸城市治理與城管執法制度職能運作問題研析

胡以祥助理教授兼秘書處處長

蔡宗哲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助理教授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侯政男 /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潘台雄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副教授
王昇徽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助理教授
新中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與趨向之研究

胡以祥助理教授兼秘書處處長

王重陽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兼任教師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上海與中國大陸主要省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比較

胡以祥助理教授兼秘書處處長

潘慧真 / 宣貴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管理顧問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鄭博文 /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
翁嘉禧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經濟組副教授
高雄鐵路地下化─翻轉城市交通與景觀之研究 (以鳳山分段為例)

葉如萍助理教授

林明達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左營海軍眷村與周邊商圈發展關聯性初探-以左營大路商圈為例

葉如萍助理教授

陳品璇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碩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15:10-15:30 茶敘

15:30-16:50

場次 B2

主持人 / 侯政男 副教授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暨碩士班)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當傳統開放教育遇到百家爭鳴的 MOOCs

侯政男副教授

宗靜萍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暨碩士班

許賀雅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研究助理
從小報新聞談事件行銷之轉化學習： 以「邱主任」事件為例

侯政男副教授

張天雄 / 吳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暨碩士班

城鄉資訊教育推廣之成效分析－以高雄市打寇島競賽為例

侯政男副教授

鍾乙豪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暨碩士班
快樂賦歸

場次 C1~C2：C303 教室
13:30-15:10 場次 C1
主持人 / 劉淑惠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我國發展再生能源政策之借鏡—德國模式引領風潮

劉淑惠教授

林怡伶 / 花蓮港務警察總隊警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學系碩士生
台灣社會脈絡下對墾丁國家公園土地利用的影響

劉淑惠教授

吳貞儀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鄭春發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副教授
林園區居民對環境污染的識覺與調適

劉淑惠教授

黃炳蒼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從近代城市的興起看性別角色與家庭的變遷

余嬪教授兼所長

李恭蔚 /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所

社會差異 vs 城鄉差異：比較台北、香港、台灣全區男女擇偶機會的異

余嬪教授兼所長

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所

張榮富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授
戴翠倫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生
古佩樺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生
宋家旺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生
15:10-15:30 茶敘

15:30-16:50 場次 C2
主持人 / 謝貴文 副教授(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文章 / 發表人

評論人

社區再造下的民間文學── 以土溝美術村、吉貝耍部落為研究場域

謝貴文副教授

蔡蕙如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地景的馴服、逃逸與創造─以高雄舊城龜山一帶地景文學為例

謝貴文副教授

李友煌 /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及文化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旗津大陳新村的研究

謝貴文副教授

周秀慧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快樂賦歸

§交通方式§
1. 本校校址：81249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436 號
2. 搭乘捷運紅線至 R4「高雄國際機場站」1 號出口步行通過高雄
公園後即達本校。
3. 可於高雄車站前搭乘 12 路公車至「市立空大站」下車即可。

§研討會位置§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學樓 5 樓國際微型會議廳

§聯絡方式§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研發處
電話: 07-8012008 轉 1427 洪小姐
E-mail:rdd@ouk.edu.tw
報名網站：http://ilms.ouk.edu.tw/signup.php?id=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