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98 級獨立研究發表會 議程
日期: 98 年 1 月 17 日(六)
地點
時間

9:00-9:40

9:50-10:30

10:40-11:20

11:30-12:10

A 場次
C213 教室

B 場次
C214 教室

C 場次
C215 教室

D 場次
C218B 教室

編號: 982131
題目: 國小一年級與幼
稚園學童大肌肉動作發
展之研究
學生: 陳怡帆、方彥婷、
謝旻伶
指導教授: 邱志鵬
講評人: 王宗騰
編號: 982132
題目: 我看繪本故事中
所描寫的族群關係
學生: 鄭亞倩、吳雨珊
指導教授: 邱志鵬
講評人: 盧雯月

編號: 982141
題目: 不同教學模式對
幼兒語文能力影響之研
究
學生: 楊憶雯、宋亭葦、
廖乃瑤
指導教授: 林佩蓉
講評人:陳淑琦
編號: 982142
題目: 毛毛蟲故事討論
課程裡的師生討論
學生: 連士慧、李湘寧、
席安妮
指導教授: 林佩蓉
講評人: 陳鴻銘

編號: 982151
題目: 幼稚園經營與教學
現況--以台北市為例
學生: 李盈蓁、王思潔、莊
倩婷
指導教授: 蕭美華
講評人: 鍾雅惠

編號: 982181
題目: 故事脈絡與呈現方
式對國小二年級學童再認
作業的影響
學生: 廖怡婷、劉育菱、
林佳潔、黃詩婷
指導教授: 陳修元
講評人: 盧雯月
編號: 982182
題目: 脈絡效應、朗讀速
度與語文能力的關係—以
小二學生為例
學生: 許庭寧、王文君、
蕭憶儒
指導教授: 陳修元
講評人: 鍾雅惠
編號: 982183
題目: 「Bookstart 閱讀起
步走」現況調查—以台北
市為例
學生: 謝欣妤、鄭莉儒、
陳筱芳、張瓊云、葉敬妤
指導教授: 盧雯月
講評人: 蔡延治

編號: 982152
題目: 亞斯柏格症候群學
前兒童在角落時間人際關
係表現之探究
學生: 簡嘉慧、陳若榛、黃
瑋凱、黃已茹、吳惠桑
指導教授: 蕭美華
講評人: 魏惠貞
編號: 982133
編號: 982143
編號: 982153
題目: 美國各州兒童居
題目: 不同家庭語言環
題目: 從教學日誌探討實
家照顧法令條文之比較
境對幼兒語言理解能力
習生在實習中的師生互動
研究—以喬治亞州、佛羅 影響之探討
與教室言談
里達州與阿拉巴馬州為
學生: 劉敏秀、林哲因、 學生: 李靜雯
例
楊文慧、江采芹、黃雲秋 指導教授: 蕭美華
學生: 葉家蓉、高雯珊、 指導教授: 林佩蓉
講評人: 鍾雅惠
許心玨、張晏菁、黃喬薇 講評人: 陳修元
指導教授: 邱志鵬
講評人: 魏惠貞
編號: 982134
編號: 982144
題目: 台、美、英三國幼 題目: 幼兒如何解讀迪
教政策之初探
士尼卡通之研究
學生: 童郁雰、吳玟瑾、 學生: 李慧英
陳怡君、邱佳娟
指導教授: 林佩蓉
指導教授: 魏惠貞
講評人:蕭美華
講評人: 邱志鵬
午休

12:10-13:30

共2頁

編號: 982184
題目: 一位幼稚園教師運
用鼓勵技術情形與信念之
研究
學生: 高宛蓉、簡名吟、
張珺涵、蕭濤穎
指導教授: 張英熙
講評人: 陳銀螢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98 級獨立研究發表會 議程
日期: 98 年 1 月 17 日(六)
地點
時間

A 場次
C213 教室

B 場次
C214 教室

13:30-14:10 編號: 982135

14:20-15:00

15:10-15:40

編號: 982145
題目: 大學生服務學習
題目: 美國各州設立幼
對參與者的自我認同及
兒托育中心條文之比較
生涯決策影響之研究
研究—以愛荷華州和伊
學生: 李苑禎、余思吟、 利諾州為例
鄭伊筑、江妃瑛
學生: 顏嘉佑、周一凡、
指導教授: 張英熙
翁煒哲、黃子豪
講評人: 潘榮吉
指導教授: 邱志鵬
講評人: 陳銀螢
編號: 982136
題目: 服務學習參與程
度與個人影響之相關比
較—以台大病童服務為
例
學生: 黃佩洵、陳慧玲、
林禹先、林書瑜
指導教授: 張英熙
講評人: 潘榮吉
編號: 982137
題目: 台大病童服務學
習檢討會分析
學生: 王友靖、江長鴻
指導教授: 張英熙
講評人: 潘榮吉

共2頁

C 場次
C215 教室

D 場次
C218B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