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
徵稿辦法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為南華大學幼教系歷年來舉辦的研討會，為中南部
地區幼兒教育學術研究提供討論之平台。本次研討會將邀請國內外著名幼教學者與大家分享
幼兒教育發展趨勢之相關議題。本研討會亦將邀請國內幼教學者、幼教實務工作者與研究生
針對研討會主題發表相關論文，並分享幼教實務經驗，期待透過學術研究發表與討論，共同
思考國內外幼兒教育與照顧之發展趨勢。

一、 目的：
1.提供幼兒教育與照顧之專業人士的對話平台。
2.探討當代幼兒教育與照顧之相關議題。

二、論文主題：
本研討會主題為「幼兒教育與照顧之趨勢」
。子題包括：
（一）教保課程精進相關議題；(二)
0-2 歲教保模組相關議題；(三) 學前融合與輔導相關議題。

三、研討會內容：
本屆研討會內容包括：專題演講、論文發表與討論、綜合座談、以及幼兒教具與生活創
藝作品展覽。

四、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三) 協辦單位：嘉義縣幼稚教育學會、嘉義市幼稚教育學會

五、研討會日期：
民國 109 年 05 月 29 日（週五）

六、研討會地點：
南華大學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七、執行措施
(一) 寄送研討會海報、邀請函等給教育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歡迎教育相關科系與師資培
育機構之教師、研究生、大專學生、幼兒教師、教保人員、幼兒教育與照顧行政人員
報名參加。
(二) 本研討會為系上重要之學術活動，全體師生皆需出席，因故不克出席者須依行政程序
辦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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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方式：
請每位參加者皆至此報名網址填寫報名相關資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b-zs-pzKh13AVAtRd9fIQY73g90t4vuftmkkMaH
ZKX_ub1A/viewform?vc=0&c=0&w=1
請於 109 年 05 月 22 日（週五）前完成報名手續。

九、聯絡方式：
請於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洽系所助理曾小姐電話：(05)2721001 轉 2151。

十、論文徵稿
【以下需提供之資料檔案請統一傳送至 seesea@nhu.edu.tw，傳送後請來電洽詢並確認
(05-2721001#2151)曾小姐)】
(一) 徵稿主題：本次研討會以「幼兒教育與照顧之趨勢」為主題，文稿以一萬兩千字為限，
以下列子題之相關研究為主：
子題一、教保課程精進相關議題
子題二、0-2 歲教保模組相關議題
子題三、學前融合與輔導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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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4 月 6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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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供以下資料(1)摘
要審查文稿（含：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以 1500~2000 字為
限，可列 3~5 關鍵詞）及(2)投稿者基本資料表（附件一）。
2.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109 年 4 月 10 日(五)（以 E-mail 通知錄取，經錄取後即需履行出
席發表之義務）。
3.全文截稿日期：109 年 4 月 27 日(一) (限一萬兩千字以內，以郵戳為憑，請參照 APA 格式
撰寫) 。
全文需繳交文件如下：
(1) 論文電子檔乙份(Word 檔及 PDF 檔)，論文首頁含中英文摘要(含中文摘要 500 字以內及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三至五個；若為英文稿件請加附中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包含：壹、
緒論，貳、文獻探討，叁、研究方法，肆、研究結果，伍、結論與建議，以及參考文獻。
(2)論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乙份(需親自簽名並請務必掃描回傳 Email) (不需紙本)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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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授權書乙份(需親自簽名並請務必掃描回傳 Email) (不需紙本)（附件二）
本次研討會論文全文採網路投稿，以夾帶檔案方式傳送。
(四)審查方式
本研討會徵稿採兩階段審稿。第一階段為論文摘要審稿；第二階段為論文全文審稿。論
文將採匿名審稿，由審查委員會委員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共同審查。本次研討會在徵稿部分預
計錄取口頭發表論文 5 篇，海報論文 1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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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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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研討會議程
109 年 05 月 29 日（週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

Time

Content
報到

Moderator/Commentator/Presenter

08：30~09：00

備註

Registration
09：00~09：1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09：10 ~ 10:30

南華大學 楊思偉副校長
兼人文學院院長、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張筱雯系主任

專題演講 I

幼兒園文化課程
(暫定)

Keynote Address I
10：30 ~10：50

10：50 ~12：00

茶敘

Coffee Break

工作坊 Workshop

幼兒園文化課程
(暫定)

12：00~13：00

13：00~14：00

午餐

含論
文評

海報論文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14：00~16：00

Lunch

析

口頭論文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16：00~16：30

含優
良海
報論
文頒

綜合座談
Discussion

獎
16：30

賦歸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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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2020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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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作者
傳真號碼：

聯絡人
公：

宅：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論文
關鍵詞
摘要字數

字

論文全文
字數
投稿領域

字
□ 幼兒教育相關議題
□ 幼兒與家庭相關議題
□ 幼兒教育與照顧專業人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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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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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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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二 論文授權書

2020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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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權之各篇論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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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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