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16 兩岸幼兒教育實務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 學習從“幼”起 ･ 師培立根基- 

壹、 會議緣起 

教育為一個國家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幼兒教育更是培育全人發展及品德涵養的重要

基石。在整體教育環境邁入普及化之時，幼兒教育未因少子女化的衝擊浪潮而減低整體教育

界對於幼兒教育的關注，不論是幼兒教育機構、幼兒教學體制或是幼兒學習環境等，皆在在

不斷的受到學界及業界的檢視與挑戰，進而形成一個獨特、多元而複雜的教育生態。 

其次，無論哈佛商學院或法學院，為培育高素質的專業工作者，各學科皆儘量採用實際

案例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反覆問答論辯中，逐步長出分析、歸納、應用的能力。既然教師也

是專業工作者之一，那麼幼教師資培育機構或幼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成長也應激發出學前教

師高層次的心智，才算稱職。其專業成長之道，哈佛商學院歷經數十年才發展定型的實際案

例分析教學方式應是最為可參酌採行的主要型態。若能適量採行，則對調整現職教師心中普

遍存在的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脫節的感受與心聲，應會有相當幫助。因每個教育個案，若確

實是班級與學校現場真實發生的問題或事件之描述，且也與經過精心編寫，則討論完一個個

案例就等於研究了一個個幼兒教育問題。討論的案例愈多，對教育實務的瞭解就會愈深，而

處理教育問題的經驗與能力就會愈高，則整個幼兒教育的品質及功能必然會提高不少，且也

更能彰顯教育專業的存在價值。 

此外，教育的執行與運作經常受到許多如民俗風情、文化涵養、學生品格養成背景、家

庭教育背景、教學環境之建立等各種不同的內、外在因子的影響，其結果往往能在學生良莠

素質、勤惰學習、品德表現等各方面顯示出差距，並在無形中對教師在於教學設計及環境經

營上形成一種挑戰。幼兒學與教師教的關係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環節，過往的單向教學已隨者

思想及環境的改變，進而轉換為互動式的引導教學，如何將大量的理論框架融入實務型態的

教育模式中，開發及提升幼兒在創造力及多元能力之基礎培養已是幼兒教育之主流。 

2015 年廣西師範學院舉辦了第一屆「2015 桂台幼教發展研討會」，共有來自臺灣與大陸

相關學者約 150 人與會，藉由主題演講、論文發表與討論，以及教學分享與體驗等活動，與

會人士受益良多，也獲得許多實際參與者之響應與共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首府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所累積的師資培育教學實務與學術能量，使得本系得以

受邀至大陸相關大學，分享幼兒教育與教學成果，獲得廣西師範學院教授對台灣幼兒教育的

認同，進而開始擴大彼此間學術交流平台，共同為促進幼兒教育未來發展之美善而努力。 

    有鑑於幼兒教育的角色已逐漸從為國家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而服務的工具性角色，轉換為

促進幼兒個體成長、發展與潛能開發的實質性角色，本系決定舉辦以「兩岸幼兒教育實務與 

前瞻學術研討會 - 學習從“幼”起，師培立根基」為主題之兩岸學術研討會，期盼透過兩岸相

關領域學者專家齊聚一堂，析論幼兒教育理論與實踐，以及幼兒教育與相關領域的結合得探

討與應用，此即為舉辦此次兩岸研討會之緣起。 



貳、會議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台灣首府大學人文教育學院 

二、主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三、協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叁、會議子題 

    本研討會基於關注兩岸幼兒教育發展與實務之理念，特針對下列主題進行探討，故也以

此為徵稿重點: 

一、"教"與"學"之教育理論與實踐 

二、幼兒教育與家庭之理論架構與探討 

三、文學與美感藝術教育之策略與運用 

四、文化與教育之環境建構與關聯 

五、幼兒教育之經營與管理 

六、教師專業之培育與實務 

 

肆、會議日期及地點 

一、2016 年 12 月 13 日(二)上午 8:30~下午 17:00，本校致遠樓 5 樓 

二、2016 年 12 月 14 日(三)上午 8:30~上午 11:30，本校致勤樓 TA201 多功能展演會議廳 

 

伍、會議內容及發表形式 

本研討會主要以下列方式進行: 

一、專題演講：邀請相關議題之專家學者進行演講。 

二、口頭論文發表：將錄取口頭論文共計 12~18 篇。 

三、海報論文發表：將錄取海報論文 10~30 篇。 

四、教育實務論壇：針對幼兒教育發展與實務之主題，邀請兩岸職場及學術界之專家學者

共同進行討論及交流。 

 

陸、重要期程 

一、稿件截稿日期:2016 年 11 月 18 日(五) 

二、公布稿件通過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五) 

三、全文修正後繳交日期:2016 年 12 月 2 日(五) 

四、會議報名起訖日:即日起~2016 年 12 月 9 日(五) 

 

柒、徵稿對象 

舉凡關注幼兒教育發展相關議題之各界專家學者人士與研究生。 



捌、收稿方式 

一、論文發表：採全文審查制，稿件字數以 15,000 字以內為原則，內文需包括中英文摘要， 

關鍵字，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及參考文獻等。 

二、海報論文：採摘要審查制，以 200~500 字為原則，需包含有中、英文摘要及研究成果。 

海報尺寸為 59 公分*84 公分(A1，直式)。 

三、論文寫作格式請依照 APA 第六版格式進行撰寫，論文版面格式之編排請參閱附件一。 

四、投稿者請備妥投稿稿件紙本乙份，連同「論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附件二)及「著作

財產權同意授權書」(附件三)正本各乙份，郵寄至本系(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72153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五、投稿稿件請以電子檔形式（含 word 及 PDF 檔）寄至 early@tsu.edu.tw，郵件主旨請註

明「投稿學術研討會-作者姓名」 

六、投稿稿件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需無條件授權本

研討會刊載於論文集中，以利學術交流。 

七、本研討會徵稿論文將由本系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採雙匿名方式進行審

稿。 

 

玖、其他資訊 

一、如有其他欲詢問事宜，請不吝於致電詢問(06-5718888#821、822)，或電郵您的問題至

本系電子郵件信箱(early822@mail.tsu.edu.tw)。 

二、研討會報名： 

(一) 直接複製本連結點   https://goo.gl/forms/2q4xam6XZ4RkwVFJ3 

(二) 無法直接進行連結者，亦可逕至本系網頁(http://early.tsu.edu.tw/files/11-1009-1725.php)

點選報名連結  

mailto:寄至early@tsu.edu.tw
mailto:early822@mail.tsu.edu.tw
https://goo.gl/forms/2q4xam6XZ4RkwVF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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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 年 12 月 13 日(二)~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三) 

時間 
分

鐘 
2016 年 12 月 13 日(二)活動流程 地點(暫定) 

08:20~08:50 30 報到 致遠樓 5F 

08:50~09:00 10 

開幕式 

主持人 

貴賓致詞 

致遠樓 5F

國際會議廳 

09:00~10:20 80 

演講 I 

主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致遠樓 5F

國際會議廳 

10:20~10:40 20 
茶敘 

海報論文發表 

致遠樓 5F 

10:40~12:00 80 

演講 II 

主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致遠樓 5F

國際會議廳 

12:00~13:30 90 餐敘 致遠樓 5F 

  論文發表 Section 論文發表 Section  

13:30~14:30 60 

"教"與"學"之教育理論與實踐 

 

主持人: 

幼兒教育與家庭之理論架構與

探討 

主持人: 

致遠樓 5F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14:30~14:45 15 茶敘、海報論文發表 致遠樓 5F 

14:45~15:45 60 

文學與美感藝術教育之策略與運

用 

主持人: 

文化與教育之環境建構與關聯 

 

主持人: 

致遠樓 5F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時間 
分

鐘 
2016 年 12 月 13 日(二)活動流程 地點(暫定) 

15:45~15:55 10 海報論文發表 致遠樓 5F 

15:55~16:55 60 

幼兒教育之經營與管理 

 

主持人: 

教師專業之培育與實務 

 

主持人: 

致遠樓 5F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發表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與談人 

與談人 

17:00~  賦歸  

 

 

時間 
分

鐘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三)活動流程 地點 

09:15~09:30 15 報到 致勤樓 2F 

09:30~11:00 90 

教育實務論壇 

主持人 

引言人 

分享人 

與談人 

致勤樓 2F 

TA201 多功

能展演廳 

11:00~11:15 15 
閉幕式 

主持人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16 兩岸幼兒教育實務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 學習從“幼”起 ･ 師培立根基- 

論文版面格式編排 

一、全文請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繕打，採直式 A4 紙張由左向右橫向書寫。 

二、邊界採預設值左邊為 3 cm，上、下、右邊各為 2cm。 

三、全文(含圖、表)中文字一律採用標楷體，英文字及數字一律採用 Time New Roman。 

內文格式編排設定範例如下： 

抬頭(18 號字置中、粗體) 

小標題(16 號字、粗體，如無則免) 

作者姓名(14 號字置中、粗體) 

作者任職處及職稱(12 號字置中) 

(如有多位作者，請依照作者排序向下進行繕打) 

 

摘  要(14 號字置中、粗體) 
(間隔一行) 

摘要內容採用 12 號字，固定行高 21 點，左右對齊。摘要內容長度以不超出 A4 大小之紙

張為原則。 

英文摘要之字體大小及格式亦同。 

 

 

 

 

 

 

 

 

 

 

關鍵字： 12 號字，靠左對齊，以五個為限。 

附件一 



壹、正文格式(14 號字、粗體) 

 

貳、標題分層：第一層(標楷體、14 號字、粗體） 

本層標題無需內縮，內文繕打每段開頭需內縮 2 個全形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一、標題分層：第二層(標楷體、12 號字、粗體) 

本層標題無需內縮，內文繕打每段需內縮 2 個全形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一）標題分層：第三層（標楷體、12 號字、粗體） 

本層標題無需內縮，內文繕打每段開頭需內縮 2 個全形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1. 標題分層：第四層（標楷體，12 號字） 

本層標題需內縮 1 個全行字元(或 2 個半形字元)，內文繕打每段開頭需內縮 2 個全形

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1) 標題分層：第四層（標楷體，12 號字） 

本層標題需再內縮 1 全行字元(或 2 個半形字元)，內文繕打每段開頭需再內縮

2 個全形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a. 標題分層：第五層（標楷體，12 號字） 

本層標題需再內縮 1 個全行字元(或 2 個半形字元)，內文繕打每段開頭需再

內縮 2 個全形字元(或 4 個半形字元)。 

 

參、圖表編號 

    圖表請隨文插入置中，表、圖之編號一律以表 1. 表名稱、表 2. 表名稱、圖 1. 圖名稱、

圖 2. 圖名稱等方式標示，號碼與標題之間空一個全形字元(或 2 個半形字元)，置中，表之編

號與名稱置於表上方，圖之編號與名稱置於圖下，圖和表若引自他處，請註明出處。 

 

肆、參考文獻（標題，標楷體、12 級） 

    請依 APA 格式第六版撰寫，12 號字，書寫時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範式簡述如下： 

一、期刊與雜誌類 

(一) 作者為一位： 

作者（年代）。篇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期刊（雜 誌）名稱，卷（期），頁數。  

(一) 作者為二到六位，需全列出作者姓名： 

作者 1、作者 2（年代）。篇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期刊(雜誌)名稱，卷(期)，頁數。 

(二) 六位以上作者群，則僅列出前六位，中文於第六位後加「等」 字，英文文獻加“et al.”：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作者 4、作者 5、作者 6 等（年代）。篇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期刊(雜

誌)名稱，卷(期)，頁數。 

二、 書籍類 

(一) 個人書籍作者： 

作者（年代）。書名（版數）(英文文獻則為斜體)。出版地：出版社。 



(二) 團體機構作者，請列全名： 

機構名稱（年代）。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出版地：出版社。 

(三) 編輯的書籍： 

主編姓名(年代) 。書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出版地：出版社。 

(四) 收錄於書中的一章： 

作者（年代）。篇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載於<出處>（主編姓名），書名（頁碼）。出版地點：

出版商。  

(五) 翻譯類書籍： 

作者（年代）。篇名(英文文獻則為斜體) (譯者姓名)。出版地點：出版商(原著出處)。 

三、其他研究報告或論文 

(一) 未出版之碩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未出版碩士論文）。學校名稱，地點。  

(二) 會議／專題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 

1. 載於專題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年代及月份）。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載於<舉辦單位>舉辦之「研討會名稱」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數），地點。  

2. 發表於專題研討會但未出版之論文： 

作者（年代及月份）。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發表於<舉辦單位>主辦之「研討會名稱」

學術研討會，地點。 

3. 發表於會議中但未出版： 

作者（年代及月份）。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發表於<舉辦單位>主辦之「研討會名稱」

學術研討會，地點。 

(三) 委託／贊助研究報告 

1. 沒有計畫編號者：  

作者（年代）。計畫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研究報告名稱。地點：出版者名稱。  

2. 有計畫編號者： 

作者（年代）。計畫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研究報告名稱(編號)。地點：出版者名稱。 

3. 出自特定資料庫之報告： 

作者（年代）。計畫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地點：出版者名稱(資料庫出處及編號)。 

4. 網路資料 ：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英文文獻則為斜體)。取自<網址> 

 

伍、附錄 

請標明附錄一、附錄二、附錄三…；附錄編號與文件標題之間需間格 2 格，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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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基本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一
作
者 

中    

英    

通
訊
資
料 

通訊電話 (公)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住址  

通
訊
作
者 

中    

英    

通
訊
資
料 

通訊電話 (公)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住址  

第
三
作
者 

中    

英    

通
訊
資
料 

通訊電話 (公)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住址  

發表資訊 

發表

類型 
□口頭論文   □海報論文 

論文

題目 

中  

英  

投
稿
領
域 

□  "教"與"學"之教育理論與實踐 

□  幼兒教育與家庭之理論架構與探討 

□  文學與美感藝術教育之策略與運用 

□  文化與教育之環境建構與關聯 

□  幼兒教育之經營與管理 

□  教師專業之培育與實務 

 

附件二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2016 兩岸幼兒教育實務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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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同意授權書 
 

 

立書人  

 

茲同意投稿本研討會之著作 

文章題目：  

 

 

 

若經  貴校接受並發行論文集、專書及光碟片，其版權皆屬  貴校所有，除經  

貴校同意外，不予轉載。並同意授權貴系透過電腦網路廣為流傳。 

 

此致 

 

台灣首府大學 

 

立書人簽章：                  

日期： 2016 年    月    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