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領域國際新視野--2021 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時間：2021 年 12 月 10 日(五) 
會場：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一館 第二講堂(臺灣‧花蓮壽豐)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立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華語文中心 
協辦單位：國立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09:20-09:40 報到 

09:40-09:50 
開幕式(貴賓介紹) 

歡迎詞：趙涵捷校長、王鴻濬院長 
頒發 本校校務顧問聘書—信世昌副校長 

09:50-10:00 大合照 

10:00-10:50 
專題演講：華語教學作為獨立領域的理想與現實問題 

主持人：朱嘉雯副教授/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主任/華語文中心主任 
主講人：信世昌教授/國立清華大學副校長/華語中心教授 

10:50-11:00 中場休息 
論文發表 

組別/教室 
時間 

A 組 
[B115 教室] 

B 組 
[D105 教室] 

C 組 
[D107 教室] 

11:00-12:00 
主題：國別化華語本體 

研究 
主持人：傅國忠老師 

主題：華語語用教學研究

 
主持人：董恕明主任 

主題：華語遊戲教學面面觀

 
主持人：李孝慈主任 

12:00-13:00 午餐(敬備餐盒) 

13:00-14:00 
主題：跨文化交流與華語

教學的互動 
主持人：傅國忠老師 

主題：華語技能教學探討

 
主持人：張育欣老師 

主題：課程設計之多元視角

 
主持人：范友院博士生 

14:00-14:15 中場休息 

14:15-15:30 
主題：華語教材的設計與

發展 
主持人：傅國忠老師 

主題：數位華語教學的創

新與思考 
主持人：張育欣老師 

主題：華語詞彙教學的多元

面向 
主持人：范友院博士生 

15:30-15:50 中場休息(茶敘) 

15:50-16:40 

綜合座談：新世紀需要什麼樣的華語文教學人才？ 
主講人：舒兆民副教授/國立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與談人：傅濟功副教授/國立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余伯泉副教授/朝陽科技大學華語中心主任 
                李孝慈主任/慈濟大學華語中心主任 

16:40-18:00 
閉幕式/頒發感謝狀及論文發表證明 

禮成賦歸 
注意事項： 
(一)防疫措施：本會議採實名制，參加者請遵守防疫規範，除了用餐請全程配戴口罩。 
(二)發表證明：於研討會閉幕式統一發放。 
(三)研習證明：完成報名程序且全程參與者，於研討會結束後以 Email 發送電子檔。 



跨領域國際新視野--2021 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分組表 

時間：2021 年 12 月 10 日(五)                                                                          會場：人文社會科學院一館 

論文發表 

組別/教室 
時間 

A 組 
[B115 教室] 

B 組 
[D105 教室] 

C 組 
[D107 教室] 

主持人 傅國忠老師 董恕明主任 李孝慈主任 

11:00-11:15 
羅竹興 

國立政治大學 
成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洪啟祥 

國立臺東大學 

11:15-11:30 
范友院 

國立東華大學 
郭倩妤 

國立清華大學 
游心瑜、陳品璇 
國立臺東大學 

11:30-11:45 
驥馬 

國立東華大學 
鍾昕穎 

國立政治大學 
武氏虹華 

國立東華大學 

11:45-12:00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12:00-13:00 午餐(敬備餐盒) 
主持人 傅國忠老師 張育欣老師 范友院博士生 

13:00-13:15 
張巧瑩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林冠傑 

國立東華大學 
劉佳毓 

文藻外語大學 

13:15-13:30 
鄭曼君、簡瑛瑛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陳安廸 
文藻外語大學 

劉倢妤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3:30-13:45 
王子嫣 

國立政治大學 
黃亭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黎氏清河 

國立東華大學 

13:45-14:00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14:00-14:15 中場休息  

14:15-14:30 
劉殿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余信賢 
佛光大學 

林亦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4:30-14:45 
許愷容 

國家教育研究院 
謝馥璘、劉譯云 
國立臺東大學 

詹佳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4:45-15:00 
紀月慧 

國立政治大學 
胡雅欣、李玠融、齊家敏

國立臺東大學 
汪霜 

國立臺灣大學 

15:00-15:15 
楊斯涵、周芳育 
國立臺東大學 

施令慈、余伯泉 
朝陽科技大學 

呂珞瑜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5:15-15:30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講評與討論 

15:30-15:50 茶敘 
論文發表注意事項： 
(一)每篇文章發表 15 分鐘及每場次主持人開場及講評討論 10-15 分鐘。 
(二)發表者請事先準備 Power Point 簡報檔案，請先於 11/28 前上傳雲端，至遲於 12/5 前完成上傳。 
(三)若該場次發表會議己開始進行，而發表人尚未抵達會場時，主持評論人有權決定是否將其發表時間

重新分配給其他發表者。 



跨領域國際新視野--2021 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組別：A 組                                                                                地點：人社一館 B115 教室  

主持人 傅國忠 老師 
主題 

時間 國別化華語本體研究 

11:00-11:15 
國立政治大學  羅竹興 

義籍華語學習者助動詞「能」的偏誤分析─以TOCFL學習者語料庫為本

11:15-11:30 
國立東華大學  范友院 

話語中表示過去意義的“過，了”與越南語及英語中的類似模式研究 

11:30-11:45 
國立東華大學  驥馬 

華語和日語共同點研究─助於學第二外語的學生 

11:45-12:00 講評與討論 
12:00-13:00 午餐(敬備餐盒) 
主持人 傅國忠 老師 

主題 
時間 

跨文化交流與華語教學的互動 

13:00-13:15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張巧瑩 

跨國銜轉學生華語文學習之跨語言實踐現象研究 

13:15-13: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鄭曼君、簡瑛瑛 

華語電影與跨文化教學：以台緬導演趙德胤的《灼人秘密》為例 

13:30-13:45 

國立政治大學  王子嫣 
在臺灣校園裡重新生根—一位越南跨國銜轉學生之 

學習適應歷程與教學啟示 
13:45-14:00 講評與討論 
14:00-14:15 中場休息 

主題 
時間 

華語教材的設計與發展 

14:15-14: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劉殿敏 

印度國別化華語教材之開發與研究 

14:30-14:45 
國家教育研究院  許愷容 

臺灣華語文能力基準應用於華語文教材原型發展的研究 

14:45-15:00 

國立政治大學  紀月慧 
以文化對比分析法比較馬來西亞、新加坡和台灣小學華文教材的 

「中華文化」異同 

15:00-15:15 
國立臺東大學  楊斯涵、周芳育 

以臺灣文化原創故事為本的華語文繪本教材與電子書編製 

15:15-15:30 講評與討論 
15:30-15:50 茶敘 

 



跨領域國際新視野--2021 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組別：B 組                                                                                地點：人社一館 D105 教室  

主持人 董恕明 主任 
主題 

時間 華語語用教學研究 

11:00-11:1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成婷 

漢語填補詞的語用功能探析 

11:15-11:30 
國立清華大學  郭倩妤 

以法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之語用學習策略 

11:30-11:45 
國立政治大學  鍾昕穎 

華語讚美語二語習得之語用研究：以韓國華語學習者為例 

11:45-12:00 講評與討論 
12:00-13:00 午餐(敬備餐盒) 
主持人 張育欣 老師 

主題 
時間 

華語技能教學探討 

13:00-13:15 
國立東華大學  林冠傑 

以「結構形式理性」提昇漢字識寫能力 

13:15-13:30 
文藻外語大學  陳安廸 

「體演文化教學法」應用於華語口語課程初探 

13:30-13:4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黃亭寧 

華語口說教學策略初探─以連接詞為例 

13:45-14:00 講評與討論 
14:00-14:15 中場休息 

主題 
時間 

數位華語教學的創新與思考 

14:15-14:30 
佛光大學  余信賢 

同步遠距課程華語學習者自我效能與投入程度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14:30-14:45 
國立臺東大學  謝馥璘、劉譯云 

《遊臺東學華語》之虛擬實境教材與教學前測 

14:45-15:00 
國立臺東大學  胡雅欣、李玠融、齊家敏 

華語文播客—On-Air 閒「化」家「常」之研製與前導教學研究 

15:00-15:15 
朝陽科技大學  施令慈、余伯泉 

紐西蘭E-pen Online華語教學研究與發展 

15:15-15:30 講評與討論 
15:30-15:50 茶敘 

 



跨領域國際新視野--2021 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組別：C 組                                                                                地點：人社一館 D107 教室  

主持人 李孝慈 主任 
主題 

時間 華語遊戲教學面面觀 

11:00-11:15 
國立臺東大學  洪啟祥 

《山海經》為題之華語文桌遊教材研製 

11:15-11:30 

國立臺東大學  游心瑜、陳品璇 
《樂活臺東089》在地特色文化華語任務式數位遊戲教材及 

線上課程設計與規劃 

11:30-11:45 
國立東華大學  武氏虹華 

探究遊戲化的方法影響外籍生學習中文態度和意圖的因素 

11:45-12:00 講評與討論 
12:00-13:00 午餐(敬備餐盒) 
主持人 范友院 博士生 

主題 
時間 

課程設計之多元視角 

13:00-13:15 

文藻外語大學  劉佳毓 
美國 ACTFL「外語教師職前培訓計畫標準」與臺灣對外華語教學 

能力認證考試、師資培訓班課程之比較探討 

13:15-13:3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劉倢妤 

華語文教學融入台灣文化推廣之課程設計-以瑞典獎學金生為例 

13:30-13:45 
國立東華大學  黎氏清河 

新冠疫情時代下的兩岸對外華語線上教學研究 —以越南學生為例 

13:45-14:00 講評與討論 
14:00-14:15 中場休息 

主題 
時間 

華語詞彙教學的多元面向 

14:15-14: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林亦婷 

中文會話中「所以」的回應功能初探及教學應用 

14:30-14:4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詹佳玟 

現代漢語「甚至」的篇章分析與教學應用 

14:45-15:00 
國立臺灣大學  汪霜 

《學華語向前走》第一冊生詞表初析 

15:00-15:1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呂珞瑜 

近義詞「注重」、「注意」、「留意」之辨析和華語教學之建議 

15:15-15:30 講評與討論 
15:30-15:50 茶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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