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今年是《親子天下》創辦 10周年。2008年創辦的初衷，就是希望在這全球化、

科技化的大轉型時代，滿足父母與教育者，愈來愈迫切的「學習的需要」。希望

引領孩子發揮天賦潛能，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這幾年，我們透過大規模、持續

性的調查與國內外教育趨勢報導，掀起台灣翻轉教育的溫柔改革。2017年開始，

《親子天下》更進一步啟動教育創新 100專案，每年募集 100個以上的教育創新

實踐，串連體制內外，包含實驗學校、企業、非營利組織等教育創新教育工作者，

打造創新教育領導者對話的平台，期望更好的教育來得更快。 

 

適性而學，打造改變世界的人才 

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從美國的史丹佛大學 2025年辦學藍圖，到台灣即將上路

的 108課綱，都揭櫫了未來的教育，將越來越看重「個人化學習」及「跨域整合」；

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考高分，而是學會用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今年的國際年

會，聚焦於「適性學習」，希望探討科技如何助攻，實現個人化學習的願景。 

 

《親子天下》連續 10年，每年教師節都舉辦的國際教育論壇，也從今年開始轉

型為「教育創新國際年會」，希望透過論壇、座談、工作坊、更多元的主題和分

享型式，加速教育創新社群和領袖夥伴們的交流。今年台北年會主場，共邀請了

30名國內外知名講者：MIT media Lab計畫主持人，scratch創始人，也是《終

身幼兒園》作者瑞斯尼克(Michel Resnick)，和政委唐鳳跨洋對談；矽谷創新學

校的基金負責人和學校創辦者，分享矽谷實驗教育的趨勢和走向。超級知識網紅

阿滴，和線上學習平台領導品牌 hahow好學校創辦人阿諾，對談新世代的教育學

習與創業；教育創新領袖：藍偉瑩、張輝誠、溫美玉、葉丙成、呂冠緯，及體制

外實驗教育的兩個不同典型：五味屋的顧瑜君老師和道禾學校等教育創新 100

入選領袖們，也將安排不同場次的分享。 

 

今年的教育創新 100，首度募集兩岸三地的教育創新夥伴，年會也特別邀請來自

香港和大陸的講者共襄盛舉。中國最大的中小學理科線上學習平台，數位教育的

創業典範-洋蔥數學創辦人楊臨風；中國前衛的實驗高中-北京探月學院創辦人王

熙喬；以及總部位於香港、騰訊創辦人之一陳一丹投資成立，獎金高過諾貝爾獎，

聚焦於教育的一丹獎基金會；以及推進香港數位學習發展的關鍵推手-香港教育

城行政總監鄒弼亮，都特地來分享三地華人圈不同的教育創新經驗。 

年會現場也同步結合教育創新展示專區，希望跨界連接相關產業，讓每一位關心

教育的参與者，都能體驗創新服務。 

2018年教育創新國際年會，希望透過跨域跨界的激盪，讓台灣和世界同步，讓

適性的教育、個人化的學習，成為關心教育的夥伴領袖們，共同的責任與嚮往。 

誠摯感謝關心教育的您，蒞臨盛會 

親子天下執行長    何琦瑜  



2018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 

適性而學 打造改變未來的人才 

國際教育論壇—9/26 台北場 

時間：2018 年 9 月 26 日(三)9:15-16:45(8:40 開放入場) 

地點：台北文創 6 樓(台北市菸廠路 88 號) 

 論壇上午場 

時間 活動內容 

08:40-09:15 報到時間 

09:15-09:30 貴賓致詞 

09:30-10:10 專題演講一：適性而學，打造改變世界的人才 

主持人：唐鳳 行政院政務委員 

主講人：米契爾．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 MIT 媒體實驗室—「終身幼兒園」

計畫主持人 

10:10-10:20 專題演講二：適性而教，親子天下中小學老師大調查 10 年發現 

主講人：陳雅慧 親子天下總編輯 

10:20-10:50 專題演講三：科技助攻，打造適性而學的創新教育 

主講人：布萊恩．葛林柏(Brian Greenberg)  矽谷學校基金執行長 

10:50-11:20 專題演講四：教育創業家，打造讓孩子為自己而學的學校 

主講人：吉雅．張（Gia Truong） 美國灣區「願景教育非營利組織(Envision 

Education)」執行長 

11:20-12:00 專題與談：如何培育教育創新領導人 

主持人：呂冠緯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董事長 

與談人：布萊恩．葛林柏(Brian Greenberg) 

吉雅．張（Gia Truong）  

葉丙成 PaGamO / BoniO Inc. 執行長 

  



論壇下午 A場 論壇下午 B 場 

【教育創新 100】共創、互連、新教育 【教育創新 100】兩岸三地，體制外新勢力 

14:00~14:20 報到 14:10~14:30 報到 

14:20~14:25 引言 14:30~14:40 主持人：張輝誠 學思達教學法開創者 

14:25-15:05 【新世代新學習新創業】 

專題演講 

主講人： 

阿滴 阿滴英文創辦人 

阿諾 好學校共同創辦人暨

執行長 

14:40~14:55 講題:前瞻 2030 全球教育 

主講人：李家倫 一丹獎行政總裁 

15:05-15:45 【STEAM 新素養】專題演

講 

主講人： 

藍偉瑩 均一師資培訓中心

執行長 

鄭志鵬  台北市龍山國中

教師 

陳良輔   南投縣僑光國小

學務主任 

 

14:55~15:10 講題：洋蔥數學如何幫助學生學得會 

主講人：楊臨風 洋葱數學創辦人 

15:10~15:25 講題：探月學院如何打造望向未來的學

校體系 

主講人：王熙喬 北京探月學院創辦人 

15:25~15:40 講題：香港教育城如何打造創新教育藍

圖 

主講人：鄭弼亮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15:45-16:05 休息 15:40~16:20 專題與談：2030 教育想像，如何打造改

變世界的人才 

主持人：張輝誠 

與談人： 

李家倫   一丹獎行政總裁 

楊臨風   洋葱數學創辦人  

王熙喬   北京探月學院創辦人  

鄭弼亮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16:05-16:45 【體制內外共創，翻轉語文

教育】 

專題演講 

主講人： 

溫美玉 南大附小教師 

楊子漠 翻滾海貍工作室企

劃長 

彭遠芬 台南市建功國小教

師 

 

  



論壇下午 C 場 

【教育創新 100】科技教育的創新與應用 

14:00-14:15 報到 

14:15-14:20 引言 

14:20-15:20 專題演講一：科技如何驅動教育公平 

主講人：主講人：吉雅．張（Gia Truong）  美國灣區「願景教育

非營利組織(Envision Education)」執行長 

15:20-15:30 專題 Q&A一 

15:30-16:20 專題演講二：運用科技培養孩子「探究」素養 

主講人：楊易霖   台南市樹林國小教師  

智慧教室實戰分享：郭人豪   台南市大同國小註冊設備組組長  

※  內容偏重教學分享，建議具相關教學經驗之國小老師及教

育工作者參加  

16:20-16:30 專題 Q&A二 

 

教育創新工作坊 

時間 601 室 602 室 603 室 

10:00-12:00  講題：紙箱實驗室—藝術整合創客

教育 
講題：探索孩子的天賦與素養能力 講題：魔「數」脫逃 

講師：四季藝術教育機構創辦人唐

富美帶領教學團隊陳怡君、姚智凱 

講師：楊惠如  台東縣寶桑國中老師 

彭川耘  社團法人中華點亮生命教育

協會 秘書長 

講師：數學咖啡館講師群 

12:00-14:00  休息 

14:00-16:30  講題：資訊融入教學-智慧教室應用 講題：反璞歸真，建立教與學的真實

對話 

講題：為每個孩子找到屬於他們的學

習  

講師：陳文凱  台南長興國小教師 

王宗科  台北辛亥國小教師 

講師：道禾教育基金會 道禾三代塾 

教師團隊 

講師：顧瑜君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教授 

 

 

 



2018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 

適性而學 打造改變未來的人才 

國際教育論壇—9/27 明日人才的教育創新專場 

時間：2018 年 9 月 27 日(四)13:30-16:00(13:00 開放入場) 

地點：台北文創 6 樓(台北市菸廠路 88 號) 

時間  流程  

13:00-13:30  報到  

13:30-13:35 
主持人：親子天下總編輯陳雅慧 

培育下一代明日人才的創新之路  

13:35-13:55 
專題演講 1：明日人才的教育願景  

講師：布萊恩．葛林柏(Brian Greenberg)  矽谷學校基金執行長 

13:55-14:15 

專題演講 2：幫助孩子為自己而學  

講師：吉雅．張（Gia Truong） 美國灣區「願景教育非營利組織(Envision 

Education)」執行長 

14:15-15:50 

Panel Discussion：打造一個豐富流動的教育生態圈 

主持人：葉丙成 PaGamO / BoniO Inc. 執行長 

與談人：Brian Greenberg x Gia Troung x 公益信託林堉璘宏泰教育文化公益

基金 林鴻南執行長 x 財團法人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 陳明麗執行長  

15:50-16:00  現場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