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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幼兒教育與照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計劃書 

(徵稿辦法) 

一、 緣起與說明 

    本次國際研討會希冀透過國內外學者的對話，了解亞洲幼兒教育與照顧之發

展趨勢。本次研討會非常榮幸邀請到台灣學者簡楚瑛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左佩文(Dr. Pei-Wen Tzuo)助理教授、南韓 Myongji University 的 Kayoun Chung

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及圓桌論壇，分享各國幼教師資培育發展趨勢。本次研討會

也將邀請國內幼兒教保領域的學者專家，分享國內幼兒教保之專業發展。 

本次研討會的徵稿內容涵蓋五大主題：幼兒教保之課程與教學、幼兒教保之

行政、幼教師與托育專業人員之培育、幼兒教育與照護專業人員之專業發展、幼

兒與家庭教育相關議題。研討會論文發表的甄選將透過公開徵稿與匿名審查之過

程，審查通過之論文，將在研討會中以論文或海報方式進行發表。 

期望透過本次研討會，提供國內幼兒教保科系師生、幼教師、教保員等相

關人員之幼兒教育與照顧發展趨勢與新知。 

二、目的 

1.提供與會人士對幼兒教育與照顧等相關議題之對話平台，增進幼兒教育與照

顧之發展趨勢之了解，以提升國內幼兒教育與照顧之品質。 

2.藉由國際學術對談與交流，擴展國內幼兒教育與照顧之視野。 

三. 時間 

    西元 2015年 6 月 26日 (五) 

四.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五. 承辦單位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六.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七. 出列席人員 

    歡迎大專院校教育相關科系與師資培育機構之教師、研究生、大專學生，及

幼兒教師、教保人員、幼兒教育與照顧行政人員報名參加。 

八、經費： 

由承辦單位籌措。 

九、研討會地點 

    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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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方式 

    請填妥附件一的報名表，傳真或 Email至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報名。 

十一、聯絡方式 

    請洽系所助理，電話:(05)2721001轉 2151。 

    傳真:(05)242-7187。Email: zeng7417@gmail.com 

十二、附則 

   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報支，敬請原服務單位准予公假。本校將發給研習者

公務人員或教保人員研習時數 8小時。 

十三.論文徵稿 

(一)徵稿主題:本次研討會以「幼兒教育與照顧之發展趨勢」為主題，文稿以一

萬兩千字為限，以下列次主題之相關研究為主: 

次主題一、幼兒教保之課程與教學 

次主題二、幼兒教保之行政 

次主題三、幼教師與托育專業人員之培育 

次主題四、幼兒教育與照護專業人員之專業發展 

次主題五、幼兒與家庭教育相關議題 

 

（二）徵稿對象: 國內外大專院校教師、學術機構研究人員、研究生、及幼兒教

師或專業人員。 

（三）徵稿方式： 

1.摘要截稿日期：2015年 04 月 19日(日)。 

本次研討會論文摘要審查採網路投稿方式，有意參與論文投稿者，請將(1)

摘要審查文稿（以 1,000 字為限，可列五個關鍵詞，摘要內容需含：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主要的研究結果、結論等）及(2)投稿者基本資料表（附件二），以主

旨「摘要審查--論文名稱 / 作者姓名」傳送至 zeng7417@gmail.com。   

2.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5年 04月 30日(四)（審查結果將公布於本系網

站上，經錄取後即需履行出席發表之義務）。 

3.海報論文格式截稿日期：2015年 06月 14日(日)(通過摘要審查後，請自行傳

送 zeng7417@gmail.com 索取格式) 

 

（四）審查方式 

    本研討會徵稿採論文摘要審稿。論文摘要將採匿名審稿，由審查委員會委員

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共同審查。 

（五）文責版權 

    論文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須無條件同

意刊載於本研討會手冊，以利學術交流。 

mailto:zeng74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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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研討會議程 

 

日期：2015 年 06 月 26 日（星期五） 

地點：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程內容 

8：30~8：50 報到 

8：50~9：00 開幕式 

致詞：林聰明 校長 

9：00~10：00 

   專題演講 1 

主持人：歐慧敏 主任   

演講者：簡楚瑛教授 

講  題：台灣幼教師資培育發展趨勢 (暫定) 

10：00~11：00 

專題演講 2 

主持人：邀請中   

演講者：Dr. Kayoun Chung 

講  題：南韓幼教師資培育發展趨勢  (暫定)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 10~12: 10 

專題演講 3 

主持人：邀請中   

演講者：左佩文(Dr. Pei-Wen Tzuo)  

講  題：新加坡幼教師資培育發展趨勢 (暫定) 

12：1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10 

海報論文發表 海報論文發表 

海報論文發表者與與會人員的專業對話 

14：10~15：40 

口頭論文發表 

 

 

口頭論文發表 

 

 

主持人：邀請中 

評論人：邀請中 

15：40~16：00 茶敘時間 

16：00~17：00 

圓桌論壇 

 

圓桌論壇(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邀請中 

討論人: 新加坡學者、南韓學者、台灣學者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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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討會報名表 

「2015幼兒教育與照顧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序號(免填)  

服務單位/ 

學校名稱 

 職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帳號  

午餐       葷食      素食 

 

說  明： 

1. 報名參加本研討會之人員於填妥上方報名表之後，需於 2015年 06月 22日前

Email或傳真至本系。 

本系地址：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本系傳真電話：(05)242-7187 

Email帳號：zeng7417@gmail.com 

本系網址：http://childhood2.nhu.edu.tw/main.php 

2. 參加研討會之學員請於 06 月 26日上午 8:30〜 8:50報到。 

3. 參加研討會與會者之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報支，並請原服務單位准予公差

假。 

4. 本校交通位置圖與交通車時刻表(往返車站)，請查本校網址： 

http://www2.nhu.edu.tw/page/NHUMAP 

mailto:zeng74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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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2015幼兒教育與照顧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論文名稱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學校、系所及全銜） 

第一作者   

共同作者 

 

 

 

 

聯絡人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

/Email 

公： 

 

宅：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論文 

關鍵詞 

 

摘要字數            字                        

全文字數            字 

投稿領域 

 

□幼兒教保之課程與教學 

□幼兒教保之行政 

□幼教師與托育專業人員之培育 

□幼兒教育與照護專業人員之專業發展 

□幼兒與家庭教育相關議題 

備  註 

    論文全文格式務必請依 APA 格式撰寫,摘要及論文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97 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並以單行間距之

12 號新細明體或 Times New Roman 字體橫向列印於 A4 規格紙張，文

稿上下各留 2.54公分空白，左右兩側各留 3.17公分空白。 

本篇論文未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他人作品,若有侵犯他人版權,

由作者自行負責。 

論文發表者親自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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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論文授權書 

 

2015幼兒教育與照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名稱：                                  

    茲代表下列立授權書人授予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有權將上述

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各篇論文摘要，收錄於本研討會手冊(光碟或紙

本)，供相關學術研發目的之公開利用。上述論文之全文資料亦得以

微縮或光碟重製後不限地域或時間予以發行，並供相關學術研發目的

之公開利用。 

    本授權內容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

排他性之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

用均為無償。 

 

此致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立授權書人姓名(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