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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尹書田教育基金 

「尹書田教育講座計畫」結案報告 

計畫期程自 107 年 08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07 月 31 日止 

一、計畫類別 

□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延攬講座及其他類別師資 

□學院創新發展 

 

二、 計畫執行總報告 

感謝尹書田教育基金之支持，幼教系於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7

月31日止，邀請澳門大學胡碧穎教授擔任本系講座教授。透過與講座

教授的專業對話與諮詢，引領本系教師建立學術研究社群；並透過學

術活動，提高幼教系學術研究風氣，逐步提升本系教師期刊發表量。 

在過去一年中，胡碧穎教授數度來台指導，與本系教師建立良好

合作關係。除了提供給本系師生的精彩演講分享及實務工作坊帶領外，

也與本系教師共同研討，啟動數個研究主題，並協助個別教師研究論

文之寫作與發表。 

幼教系再次感謝貴基金會的支持，並期望透過本系師生之努力，

有繼續獲得支持的機會。 

本案於108年7月31日結案，總結這一年的成果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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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式： 

本案透過以下數種方式進行： 

1、 專題演講： 107 學年度上學期兩場、下學期各一場，邀請胡老

師來台進行專題演講。 

2、 研究生工作坊： 

配合專題演講來台期程，胡老師為我們提供研究生論文寫作工

作坊上下學期各一場。 

3、 教師論文討論會（Research Discussion）：透過實體討論會會視

訊會議，與參加本系教師，進行論文討論。 

4、 個別研究諮詢：與個別教師研討論文寫作及發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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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成果與效益： 

(一)活動紀實 

107 學年度上學期活動 

1、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1 

活動名稱：專題演講-師幼互動內涵探究：CLASS 系統之架構與原理 

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主講者：胡碧穎  

參與人數：100 人 

活動流程/內容： 

    胡老師分享 CLASS 系統編碼架構，並分享相關研究發表及應用。 

活動效益：  

     共有本系及本院師生 100 多人參加，胡老師的分享內容與本系研究方向至為

切合，深具啟發性，全院師生反應熱烈，院長也到場致意。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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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2 

活動名稱：專題講座：基於師幼互動理論的 CLASS評估指標剖析和教學活動案例分享 

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行政大樓 1407 教室  

主講者：胡碧穎  

參與人數：45 人 

活動流程/內容： 

     胡老師特別為幼教系學生進行 CLASS 系統評估指標之說明，並讓學生當場練習編

碼，並進行討論。 

活動效益：  

     學生學習如何應用 CLASS 於課堂觀察，並討論後續應用方式。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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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教系教師學術研討會 

活動名稱：教師學術研討會 

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 綜合教學大樓 N304 會議室 

主講者：胡碧穎、張曉  

參與人數：7 人 

活動流程/內容：教師學術研討會：本系教師與澳門大學胡碧穎老師、香港大學張曉老師共同研

討。  

活動效益： 

透過本次研討擬定共同及個別教師合作方向。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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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寫作工作坊 

活動名稱：：碩士班研究生工作坊 

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N101 教室 

主講者：胡碧穎、張曉 

參與人數：27 人 

活動流程/內容： 

     胡老師教導本系研究生論文寫作要領。 

活動效益：  

     胡老師發表經驗豐富，除了發表之共通要訣外，並提供研究生個別諮詢。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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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個別研究諮詢 

活動名稱：教師個別諮詢研究 

時間：107 年 10 月 16 日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8F 

主講者：胡碧穎、張曉  

參與人數：5 名系上教師分別討論 

活動流程/內容：  

      安排個別時段，與本系教師研討個別論文。 

活動效益： 

      共 5 名教師與胡老師討論寫作中的論文，或進行研究設計討論。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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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訊會議 

活動名稱：教師學術研討視訊會議 

時間： 107 年 11 月 30 日 

地點： N304 

主講者： 胡碧穎 

參與人數：7 人 

活動流程/內容：綜合教學大樓 N304 會議室 

 

活動效益：活動流程/內容： 

本次會議由 6位系上教師參與，與胡老師討論個人的研究計畫。主要包括： 

丁雪茵老師：性別教育研究與組織文化研究 

劉淑英老師：藝術教育研究 

謝明芳老師：幼教師資專業成長研究 

曹亞倫老師：托嬰中心師生互動研究 

丘嘉慧老師：資料庫資料分析研究 

周育如老師：幼兒社會發展研究 

並進行下一季工作討論。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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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下學期活動 

1、視訊會議 

活動名稱：視訊討論會議  

時間： 108 年 4 月 2 日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N304 會議室 

主講者： 胡碧穎 

參與人數：11 人 

活動流程/內容：幼教系師生與胡碧穎老師藉由視訊會議共同討論研究議題及方向。 

 

活動效益：  

       本會議主要是進行中的論文之繼續研商，並加入研究生的論文協助。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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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題演講 

活動名稱：專題講座：「CLASS 視角下師生互動質量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及其機

制」 

時間：108 年 5 月 7 日  

地點：第三會議室  

主講者：胡碧穎  

參與人數：120 人 

活動流程/內容： 

      由於本系教師與研究生已與胡老師合作應用 CLASS 系統進行研究，並協

同本系大學部師資生於幼兒園進行試作，為擴大本系大學部學生對此系統之應用

與實際參與，請胡老師針對課室應用進行演講。 

活動效益：透過講座讓參與的學生對幼教教學技巧能更具體的認識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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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寫作工作坊 

活動名稱： 研究生論文寫作工作坊 

時間： 108 年 5 月 7 日 

地點： N102 

主講者： 胡碧穎 

參與人數：21 人 

活動流程/內容： 

      本系教師與碩班課程組學生，針對課程與教學領域之研究論文進行寫作工作

坊，並請胡老師提供諮詢。 

活動效益：藉由講授及小組分享討論的形式幫助參與者對論文寫作更加認識與熟練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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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研討 

活動名稱：  

時間： 108 年 5 月 7 日 

地點： N 大樓 9 樓小會議桌 

主講者： 胡碧穎 

參與人數：6 人 

活動流程/內容： 

     本系個別教師與胡老師研討論文，晚上本系並請胡老師共進晚餐，感謝她一年

來的幫忙！ 

活動效益：針對幼教系教師個別的研究議題討論，幫助幼教系老師研究進行發表。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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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師生發表成果 

在胡老師的指導及協助下，本系 107 學年度發表成果如下： 

（另有研究還在進行寫作或已在投稿過程中） 

 

1、發表成果 

(1) 教師期刊論文發表 

教師姓名 研究主題 

孫良誠 
賴妤璿、孫良誠, 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建構及其

權重研究,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43, 1, pp1-28(TSSCI) 通訊作者 

周育如 

Tsai, S. & Chou, Y. J.* ( 2019).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omin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sources control strategi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TSSCI 通訊作者 

辛靜婷 

Hsin, C.-T.*, Liang, J.-C., Hsu, C.-Y., Shih, M., Sheu, F.-R., & Tsai, 

C.-C. (2018), Young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early years of schooling,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40299-018-0419-9 (SSCI) 第一作者 

陳湘淳 

Y-s Lee & H-C Chen(2018), Eye movement indices of memory 

reveal re-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Visual Cognition, DOI: 10.1080/13506285.2018.1502225 

(SSCI) 第二作者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5%AD%B8%E5%89%8D%E7%89%B9%E6%95%99%E5%B7%A1%E8%BF%B4%E8%BC%94%E5%B0%8E%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5%BB%BA%E6%A7%8B%E5%8F%8A%E5%85%B6%E6%AC%8A%E9%87%8D%E7%A0%94%E7%A9%B6-68583812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5%AD%B8%E5%89%8D%E7%89%B9%E6%95%99%E5%B7%A1%E8%BF%B4%E8%BC%94%E5%B0%8E%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5%BB%BA%E6%A7%8B%E5%8F%8A%E5%85%B6%E6%AC%8A%E9%87%8D%E7%A0%94%E7%A9%B6-68583812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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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 

教師姓名 研究主題 

周淑惠 

面向未來的教育: 探究性主題課程與 STEM 

具 STEM 精神之幼兒探究課程。 

嬰幼兒 STEM 探究與教保實務。 

探究取向主題課程之理論與實務。 

周育如 

Infant Brain Detects Inconsistency between Belief and Action: A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Stud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Maternal Emotion Expression and 

Young Children’s Moral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arental Theory of Mind and Parent-Infant Attachment in 

Early Infant Development. 2019 PEC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ldhood of Tomorrow.  

Who will become the leader?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lated factors of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ominance. Paper presented in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Using belief-based action prediction as the measure of Theory of Mind 

understanding: The comparison of two EEG indicators. 

辛靜婷 

The performances and retention effects of young indigenous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a culturally relevant literacy curriculum in Taiwan. 

 Young indigenous children’s performances on a funds of knowledge 

integrated phonological curriculum in Taiwan.  

The use of balanced teaching approach in a literacy curriculum to 

enhance kindergarteners’ reading-related abilities. 

Children's performances on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and teachers' 

teaching strategies of a bicultural phonics curriculum.  

陳湘淳 

Electro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of the visu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working memory strategy in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5%91%A8%E6%B7%91%E6%83%A0-11575352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5%91%A8%E6%B7%91%E6%83%A0-11575352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5%91%A8%E6%B7%91%E6%83%A0-11575352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5%91%A8%E6%B7%91%E6%83%A0-11575352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7%B3%BB%E4%B8%BB%E4%BB%BB-%E5%91%A8%E8%82%B2%E5%A6%82-11209030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8%BE%9B%E9%9D%9C%E5%A9%B7-80852796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9%99%B3-%E6%B9%98%E6%B7%B3-81120228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9%99%B3-%E6%B9%98%E6%B7%B3-81120228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9%99%B3-%E6%B9%98%E6%B7%B3-81120228
http://www.gdece.nthu.edu.tw/zh_tw/test/faculty/%E9%99%B3-%E6%B9%98%E6%B7%B3-811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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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研討會論文發表 

學號 姓名 研討會名稱 類型 發表日期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106192508 謝昕縈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運用情緒繪本開展情緒言談對原

住民幼兒情緒能力之影響 
江麗莉 

106192512 蔡曉玫 
2019年優質幼兒教育

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8.5.18 

新住民家長對母語學習政策的看

法 
江麗莉 

106191701 邱彥君 
2019清華教育學國際

論壇 

口頭

發表 
108.5.17 

與孩子們共同建構的自我—桃樂

絲的說故事劇場 
劉淑英 

210592008 紀鈴鈺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幼兒園閱讀護照實施方案： 家長

與幼兒之經驗與觀點 
謝明芳 

106191509 翁郁如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教師評價對幼兒選擇性相信之影

響 
周育如 

210524805 陳筱涵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探究融入泰雅文化聲韻課程之學

習成效： 幼兒聲韻處理能力之發

展 

辛靜婷 

106192510 洪琬婷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幼兒不同認知能力關係之探討 丘嘉慧 

106191506 施郁菁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家庭讀寫活動與幼兒詞彙能力關

係之探討 
丘嘉慧 

106192506 呂育萱 

The 20th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海報

發表 
108.7.13 

The Effect of Story Structure 

Instruction on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Ability 

曹亞倫 

106192514 鄭雨君 
2018 ICEL國際學術

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8.22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Typically-and Atypically-Developing 

Preschool’s Children from Teachers 

and Parents Rating 

陳湘淳 

106191501 吳曉昕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兒童空間工作記憶中的視覺保留

策略 
陳湘淳 

106191508 萬姍叡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認知負荷對兒童工作記憶與瞳孔

大小的影響 
陳湘淳 

10410852 唐藝 
2018第九屆教育創新

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

發表 
107.11.16 工作記憶廣度之腦波指標初探 陳湘淳 

https://mail.nd.nthu.edu.tw/cgi-bin/adb2main?command=showcontact&workingabid=&workingdirid=D74%400%3A48&contactid=C95%400%3A70&tofield=&ssnid=&m=154659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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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系教師與胡老師繼續合作進行中之研究 

教師姓名 研究焦點 

 鐘梅菁 
1、幼兒園融合教育之研究 

2、幼兒園教師融合教育專業知能之研究 

  周育如 

1．Taiwanese Parents’ Moral Teaching in Shared Reading 

and Young Children’s Moral Attributions 

2．The connections among parenting quality and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abiliti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 a 

longitudinal study 

 

五、 差異分析：  

1、 達成項目：所有項目皆依計畫進行，專題演講、研究生工作坊、

教師學術討論與及個別諮詢皆如期完成。 

2、 未達成項目：原本要與澳門大學進行互訪，但洽詢後，因澳門

大學正在遴選校長，對方擔心有政治因素未能同意，故這個項

目後來沒有進行。 

六、 經費支用明細表 

項目 推動單位 小計 說明 

榮譽金 幼教系 248,561 
榮譽金(200,000)所得稅(43,902)

及二代健保公提 (4659) 

機票款 幼教系 6460 10/16-10/18澳門台北來回 

日支生活費 幼教系 12,229 10/16-10/18至校交流日支生活費 

機票款 幼教系 6537 
5/6-5/8澳門台北來回機票

(MOP1680*3.8913) 

日支生活費 幼教系 18,334 6000元*3日+334(二代健保公提) 

總計  29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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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未來發展與建議 

本案經尹書田基金會補助，邀請發表質量俱佳的胡老師來台

協助，對提昇幼教系研究風氣有很大的幫助。 

發表的成果也超過預期，不論教師或學生，都得到很多幫助。

目前本系教師與胡老師的合作有數篇還在進行中，有一些已經在

寫作或投稿中，預期將有進一步成果。 

希望未來還可以再邀請胡老師繼續幫忙，也希望能有機會再

度得到貴基金會的支持。 

 

八、相關補充資料 

   發表期刊論文之連結： 

教師姓名 研究主題 連結網址 

孫良誠 

賴妤璿、孫良誠, 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專業能力指

標建構及其權重研究,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43, 1, 

pp1-28(TSSCI) 通訊作者 

https://reurl.cc/ZmzLl 

 

周育如 

Tsai, S. & Chou, Y. J.* ( 2019).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omin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sources control 

strategi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TSSCI 通訊作者 

https://reurl.cc/qEb3N 

 

辛靜婷 

Hsin, C.-T.*, Liang, J.-C., Hsu, C.-Y., Shih, M., Sheu, 

F.-R., & Tsai, C.-C. (2018), Young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early years of schooling,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40299-018-0419-9 (SSCI) 第

一作者 

https://reurl.cc/bvyo6 

 

陳湘淳 

Y-s Lee & H-C Chen(2018), Eye movement indices of 

memory reveal re-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Visual Cognition, 

DOI: 10.1080/13506285.2018.1502225 (SSCI) 第二作

者 

 

https://reurl.cc/9lQqv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5%AD%B8%E5%89%8D%E7%89%B9%E6%95%99%E5%B7%A1%E8%BF%B4%E8%BC%94%E5%B0%8E%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5%BB%BA%E6%A7%8B%E5%8F%8A%E5%85%B6%E6%AC%8A%E9%87%8D%E7%A0%94%E7%A9%B6-68583812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5%AD%B8%E5%89%8D%E7%89%B9%E6%95%99%E5%B7%A1%E8%BF%B4%E8%BC%94%E5%B0%8E%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5%BB%BA%E6%A7%8B%E5%8F%8A%E5%85%B6%E6%AC%8A%E9%87%8D%E7%A0%94%E7%A9%B6-68583812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5%AD%B8%E5%89%8D%E7%89%B9%E6%95%99%E5%B7%A1%E8%BF%B4%E8%BC%94%E5%B0%8E%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5%BB%BA%E6%A7%8B%E5%8F%8A%E5%85%B6%E6%AC%8A%E9%87%8D%E7%A0%94%E7%A9%B6-68583812
https://reurl.cc/ZmzLl
https://reurl.cc/qEb3N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Young-children-s-conceptions-of-learning-A-cross-sectional-study-of-the-early-years-of-schooling-98442014
https://reurl.cc/bvyo6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www.gdece.nthu.edu.tw/achievements/writing/Eye-movement-indices-of-memory-reveal-re-processing-of-visual-information-Evidence-from-Chinese-characters-64591684
https://reurl.cc/9lQ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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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變更紀錄 

    無。 

十、本案連絡人及連絡電話 

    幼教系主任  周育如 (分機 7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