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度「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

專題演演暨歷史教材分析與研究第二次例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中午 12：30
地 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2、603 會議室
主持人：甄曉蘭教授
出席者：陳麗華、葉德蘭、宋珮芬、莊珮柔、陳秋龍、黃惠貞、朱瑞月、洪碧霞、
陳培文、何思瞇、詹美華、王立心、彭致翎、李涵鈺、王瑋筑
記 錄：廖苑君

壹、 專題演講
相關演講資料整理已上傳本計畫網站。
貳、 議題討論
議題一：各分組研究夥伴名單，提請確認。
決議：本年度研究夥伴共 28 人，名單如附件 1。
議題二：研究論文交稿期程與交稿形式，提請討論。
決議：1.交稿期程調整如附件 2。
2.交稿形式，待各組研究題目及資料蒐集後再進一步討論。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14:00

附件1

姓名

服務單位

民族或多元文化的議題
王雅玄
洪雯柔
林郡雯
莊珮柔
陳秋龍
黃欣柔
彭致翎
王瑋筑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國立暨南大學比較教育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與評量中心

sunny.wang@ccu.edu.tw
hungwj@ncnu.edu.tw
linchunwenellen@gmail.com
pjchuang@ck.tp.edu.tw
needaki@gmail.com
hui@mail.naer.edu.tw
chiling@mail.naer.edu.tw

主權或領土的爭議
黃春木
宋佩芬
宋明娟
楊國揚
洪碧霞
黃惠貞
葉芳吟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國立臺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高雄市立前鎮高級中學
新北市立板橋高級中學
台北市立民生國民中學

tmhwang@gmail.com
sungpeif@gmail.com
audreymcs@gmail.com
yang@mail.naer.edu.tw
amanda@cjhs.kh.edu.tw
akirahjhuang@yahoo.com.tw
aquafyy@gmail.com

02-2303-4381
02-2621-5656 #2933

戰爭的敘寫與解釋
陳麗華
藍適齊
許全義
汪栢年
王立心
李涵鈺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國立中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國立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立蘭陽女子高級中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newcivichope@gmail.com
lanshichi@gmail.com
stephenabelhsu@gmail.com
lyt012@lygsh.ilc.edu.tw
hi@mail.naer.edu.tw
hanyu926@gmail.com

02-26215656 #3032

宗教的理解與互動
甄曉蘭
葉德蘭
陳培文
陳惠珠
王偲宇
何思瞇
詹美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國立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高雄市立高雄高級中學
臺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
桃園縣立壽山高級中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sharon@ntnu.edu.tw
theresay@ntu.edu.tw
hotk0929@mail.kshs.kh.edu.tw
huichu.chen@gmail.com
wsy0321@yahoo.com.tw
serena@mail.naer.edu.tw
meihua@mail.naer.edu.tw

05-272-0411 #36207
05-226-3411 #1751.2233
02-2303-4381 #801.803
02-2303-4381 #801.803
02-3322-5558
02-3322-5558 #632

02-3322-5558 #697
07-822-6841 #131.132
02-2960-2500
02-2336-3566

04-2222-6081 #215.275
0911-219-032
02-3322-5558 #648
02-3322-5558 #

02-3366-3148
07-286-2550 #504.506
03-2382-0484 #107
02-3322-5558 #665
02-3322-5558 #660

附件 2

關於今年研究例會和專題演講，調整如下：
103 年度歷史教材分析與研究例會、專題演講規劃

時 間

主持/主講人

2 月 22 日(星期六)

甄曉蘭教授

10:00-13:00 開會

專題演講

3 月 15 日(星期六)

楊瑞松副教授/
政大歷史系

10:00-12:00 演講
12:00-13:00 開會

廖咸浩教授/
臺大外文系
專題演講

4 月 19 日(星期六)
10:00-12:00 演講
12:00-13:00 開會

5 月 17 日(星期六)
10:30-12:30 開會

6 月 28 日(星期六)
10:30-12:30 開會

8 月 16 日(星期六)
10:30-12:30 開會

張隆志教授/中央
研究院臺史所
蔡源林副教授/政
大宗教所

陳麗華教授
甄曉蘭教授
王雅玄教授

（依實際情形滾動調整）

例會焦點/演講主題
(一)研究主題決定

預期目標
確認今年度例會時間與規劃內
容

1. 認識「歷史記憶‧殖民論
講題--想像民族恥辱：近代
述‧國族認同與建構」相關
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
內涵
病夫」
2. 確認研究夥伴各分組名單
講題--未完成的現代化：台
3. 確認研究交稿期程&交稿
灣電影中的日本想像
形式
1. 認識「歷史記憶‧殖民論
述‧領土主權‧宗教文化」
相關內涵
(講題確認中)
2. 各組討論研究題目、方法和
目的
3. (4/30 前提交研究題目)
1. 確認各組研究題目
(二)資料蒐集&分析架構 2. 分享資料蒐集情形&可能
研擬
的分析架構
1. 各組研究進度報告
(三)各組構想分享&回饋 2. (8/15 前提交論文前言&文
獻探討)

(四)研究發現分析&寫作 1. 各組完成文獻初步探討
2. 提出寫作架構
架構研擬
1.

9 月 20 日(星期六)
10:30-12:30 開會

甄曉蘭教授

(五)研究報告撰寫

2.
3.
1.
2.

10 月 25 日(星期六)
10:30-12:30 開會

甄曉蘭教授

研討會發表事宜討論

3.
4.

11 月 22 日、29 日

歷史教材研究與發展研討會

臺北/嘉義各一場（暫擬）

各研究論文初稿分享與討
論
確認研討會發表篇數與發
表場次、議程初稿
(10 月 20 日各篇論文交稿)
確認研討會議程
確認邀請專題演講名單、師
生圓桌論壇名單
(11 月 5 日研討會手冊資料發表論文、演講稿收齊)
(11 月 15 日提交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