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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議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50182139號函，因應 107年新課綱施行，推動素養導向課程

與教學之師資培育、海洋教育及戶外探索教育等教育議題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提升海洋教育及戶外探索教育議題的教學水準與學術研究風氣。 

二、觀摩各師資培育大學教師、高中、國中及小學海洋教育及戶外探索教育師資課程與教  

學實務。 

三、精進海洋教育及戶外探索教育師資教學理論與實務之能力。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 

伍、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陸、舉辦日期：2017年 7 月 24日(星期一)至 26日(星期三) 

柒、會議地點：國立臺東大學知本校區師範學院淑真講堂(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捌、研討主題：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育之關聯與探索 
     研討子題： 

一、海洋教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二、戶外探索教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三、其他有關體育教學、運動休閒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玖、參加對象：凡對本研討會主題有興趣之國內外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師、文史

工作者、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學生等皆歡迎參與，約 200 人。 

 拾、實施方式與內容 
一、專題演講 

邀請日本戶外山野教育專家，任職於日本琵琶湖成蹊運動大學中野友博教授專題演講；

邀請國內推動海洋教育學者。 

二、專題論壇 

邀請師資培育大學學者、專家及業者擔任主講人、主持人、以及與談人進行圓桌論壇。 

三、論文發表 

公開徵求與本研討會主題有關之學術論文，提出論文進行口頭或海報發表。 

四、教學成果分享 

實作與教學成果觀摩分享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05年執行教育部特色計畫子計畫的成果

分享。 

五、論文集出版 

經本研討會公開發表之論文，得於研討會結束後，將論文全文（一萬字內，APA 第六

版或 MAL 格式）以電子郵件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前寄至承辦單位，經審

查通過後，出版於 2017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拾壹、參加費用 

一、報名費：一般人士參加研討會繳交費用新臺幣 1000 元整；大專校院學生繳交費用新

臺幣 500 元整。費用均含餐點，不含住宿及交通；報名時，請附匯款繳費收據（戶名：

國立臺東大學，分行:合庫東台東分行，帳號:5492717245138，請註明：2017 體育學系研討

會及姓名），一經錄取且已繳費者恕難退費，未於規定時限繳費者不予錄取，並由候補

名單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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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審查費：參加口頭或海報論文發表者，除報名費外，另需繳交論文審查費用（為

論文審查及相關行政作業之用）。學生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請附證明），非學生繳

交 1,500 元整；參加論文發表且符合「早鳥優惠」者免繳論文審查費用。 

註 1：匯款完成請附上匯款證明，E-mail至 2017nttudpe@gm.nttu.edu.tw。 

註 2：學生證明請附上學生證正反面，E-mail至 2017nttudpe@gm.nttu.edu.tw。 

拾貳、報名截止日期 

一、早鳥優惠：2017 年 6 月 16日(星期五）前投稿得免繳論文審查費用。 

二、論文發表報名：2017 年 7月 10 日（星期一）截止。 

三、研討會報名：2017 年 7月 17 日（星期一）截止（額滿為止）。 

拾參、報名方式 

一、參加者（含論文發表者）請上網報名 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本

會將於收到報名資料後三日內以 E-mail回覆，若未收到 E-mail 請來電確認。 

二、投稿須知 

(一)發表內容：與本研討會主題和子題有關者優先錄取。 

(二)請將發表內容之中文或英文摘要（WORD 檔格式，格式詳如附件範本），於期限內 

E-mail至 2017nttudpe@gm.nttu.edu.tw(2017海洋教育研討會)，若三日 後仍未

收到大會回覆，請來電確認。 

(三)經審查通過後，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由審查會決定。 

(四)除海外投稿得隨到隨審，大會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前以 E-mail通知審

查結果及發表方式。 

三、聯絡人及通訊處 

＊ 電 話：0983233012(王紀朋總召)、089-517581-3(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 傳 真：089-517587 

＊ E - mail：2017nttudpe@gm.nttu.edu.tw(2017海洋教育研討會) 

＊ 網 址：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 郵寄地址：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 聯 絡 人：王紀朋、徐維敏行政助理 

拾肆、其他 

一、論文發表須知 

(一)口頭發表：每場 3-4 人，每人各先行發表 15 分鐘，之後統一進行答辯與評論。 

(二)海報發表：張貼於會場周邊海報板（規格為 A0，高 120 ㎝×寬 84㎝），由發表者

依大會指定位置自行張貼。 

二、大會期間全程參與者，由大會頒發研討證書。 

三、參加人員得由服務單位以公差登記，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報支。 

四、可上網查詢及報名：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mailto:E-mail至2017nttudpe@gm.nttu.edu.tw
mailto:E-mail至2017nttudpe@gm.nttu.edu.tw
mailto:E-mail至2017nttudpe@gm.nttu.edu.tw
mailto:2017nttudpe@gm.nttu.edu.tw
http://www.bodyculture.org.tw/
http://www.bodycultur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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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議日程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註 

7 月 24日 

（一） 

09：00～09：30 報到 師範學院淑真講堂 

09：30～10：00 開幕  

10：00～10：30 茶敘  

10：30～12：00 海洋教育主題演講 待聘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00 海報發表  

14：00～15：30 專題論壇(一) 國內學者專家組成 

15：30～16：00 茶敘  

16：00～17：30 論文發表（一） 分二組海洋教育與戶

外探索教育同時進行 

7 月 25 日 

（二） 

09：00～10：30 戶外探索教育主題演講 
日本琵琶湖成蹊運動

大學中野友博教授演

講 

10：30～11：00 茶敘  

11：00～12：00 教學成果分享(一) 

本校執行教育部 105

年特色計畫子計畫成

果分享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00 海報發表  

14：00～15：30 專題論壇(二) 國內學者專家組成 

15：30～16：00 茶敘  

16：00～17：30 論文發表（二） 
分二組海洋教育與戶

外探索教育同時進行 

7 月 26 日 

（三） 

09：00～10：00 教學成果分享(二) 

本校執行教育部 105

年特色計畫子計畫成

果分享 

10：00～10：30 茶敘  

10：30～12：00 論文發表（三） 
分二組海洋教育與戶

外探索教育同時進行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6：00 綜合座談  

16：0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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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議報名表 

姓 名  姓 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訊資料 

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基本資料 

(保險用)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參加身分 
□一般人士（報名費 1,000 元） 

□學生（報名費 500 元，附學生證明） 

論文投稿 

□無 
□有（符合「早鳥優惠」者 免費；非學生 1500 元；學生 1000 

元，並附在學證明） 

發表意願（有投稿者填答）：□口頭 □海報 □皆可 

餐飲調查 □葷食 □素食 

備註： 
 
一、敬請多加利用網路報名：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二、若非網路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089-517587）。  

三、投稿論文發表者，請將論文中文或英文摘要（500 字以內，格式如附件）以電子郵 

件寄至 2017nttudpe@gm.nttu.edu.tw(2017海洋教育研討會)。 

四、早鳥優惠：2017 年 6月 16 日（星期五）前投稿得免繳論文審查費用。 

五、論文發表意願僅供審查參考用，大會有最後決定權。  

六、本報名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http://www.bodyculture.org.tw/
mailto:2017nttudpe@gm.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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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投稿範本 

論文題目（標楷體，18 號字，粗體） 

 
作者姓名／服務單位（標楷體，12 號字） 

 

 

摘 要（標楷體，14 號字） 

 

內文（500 字以內）（標楷體，12 號字，單行間距） 

 

 

 

 

 

 

 

 

 

 

 

 

關鍵詞：（標楷體，12 號字，粗體） 

 

 

 

 

 

 

 
-- 

 

通訊作者連絡方式：姓名，E-mail（標楷體，10 號字） 

 

 

附註：1.本格式為中文摘要參考格式 2.請以標楷

體打字，使用 WOR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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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論文稿約 
 
一、徵稿範圍 

(一)凡與本次研討會主題及子題相關之論文皆歡迎投稿。 

(二)編審單位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凡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發表及刊登。 

二、投稿方式 

(一) 論文發表報名：2017 年 7月 10 日（星期一）截止。 

(二) 投稿須知： 

1. 發表內容：與本研討會主題和子題有關者優先錄取。 

2. 投稿請將發表內容之中文摘要（以 Word 檔電腦打字，500 字以內，標楷體， 

題目 18 號字，內文 12 號字，單行間距）參考格式如實施計畫附件，於期限 

內以電子郵件逕寄至 2017nttudpe@gm.nttu.edu.tw。 

3. 口頭發表：每場-3-4 人，每人各先行發表 15 分鐘，之後統一進行答辯與評

論。 

4. 海報發表：張貼於會場周邊海報板（規格為 A0，高 120 ㎝×寬 84 ㎝），由發

表者 依大會指定位置自行張貼。 

三、論文集徵稿格式 

(一) 研討會結束後，凡於本次會議期間確實發表之論文皆歡迎投稿。請自行以 

Word檔電腦打字，並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前以電子郵件

2017nttudpe@gm.nttu.edu.tw(2017海洋研討會)，並請自留備份。 

(二) 稿件首頁摘要包含題目、作者（如為多人共同研究，第一作者需列第一位）、

單位 名稱及職稱、關鍵字，頁底並附註 E-mail 信箱、聯絡地址、聯絡電

話。 

(三) 每篇稿件以一萬字以內為宜，包含中、英文摘要（500字以內）、參考文獻及

關鍵詞（Keywords），中文摘要置第一頁。 

(四) 論文格式 

1. 字型為新細明體，字型大小為 12 號字，間距為單行間距。 

版面設定為上：2.45 ; 下：2.45 ; 左：3.17 ; 右：3.17。 

2. 論文標題，字型大小為 18 號字，粗體。 

3. 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型，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型。 

4. 書寫格式為求統一，宜採用 APA第六版或 MAL 格式。 

四、審查結果 

(一)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束後，將會馬上通知結果。 

(二)若有修改意見，請投稿者依據審查意見逕行修改。 

mailto:2017nttudpe@gm.nttu.edu.tw
mailto:2017nttudpe@gm.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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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文需經過審查委員匿名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五、會後投稿之全文，審查通過後申請 ISBN並出版論文集，其版權屬於本會，且非經

本會同意亦不得重刊於其他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