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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2022年「拋專引育—後疫情時代教育專業知能成長」學術研討會 

徵稿辦法 

壹、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 

貳、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學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研究學會 

參、活動日期：2022 年 12月 03日（六）08：30-16：30 

肆、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三樓演講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伍、研討會形式：專題演講、論文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陸、徵稿主題：稿件應以尚未正式發表之學術論文為限。 

一、教育基礎理論 

二、課程與教學（含素養導向教學與重大議題融入教學） 

三、教育政策與改革 

四、科技應用與教育 

五、心理教育輔導與諮商 

六、師資培育之現況與困境 

七、生命教育 

八、雙語教育 

九、其他教育議題 

柒、徵稿對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教育相關研究所在學研究生。 

捌、徵稿流程： 

一、投稿方式： 

以 E-mail 寄至 nknueduaca@gmail.com，包含投稿申請表【附件一】及長摘要，信件主旨

為「投稿：2022年拋專引育學術研討會_姓名」，每人至多投稿兩篇，投稿截止日期為 2022年

08月 26日（五）17:00。 

二、審查方式： 

投稿文件稿件採一階段摘要匿名審查，經專家匿名審查後即通知錄取與否，發表方式

依審查意見決定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 

凡經評審委員錄取之稿件，請於全文上傳截稿日 2022年 10月 28 日（五）17:00前，

將全文及簡報（口頭發表需檢附），以 E-mail 方式寄至 nknueduaca@gmail.com，信件主旨

為「全文（及簡報）：2022年拋專引育學術研討會_姓名」，本會將擇優遴選研究生優秀論

文獎，並於研討會閉幕典禮中公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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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稿重要日期： 

 長摘要徵稿日期：2022/06/28 (二) 09:00 至 2022/08/26 (五) 17:00。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22/10/03 (一) 17:00 前。 

 全文截稿日期：2022/10/28 (五) 17:00。 

 開放報名參加與截止日期：2022/10/11 (二) 09:00 至 2022/11/04 (五) 17:00。 

玖、相關格式說明： 

一、長摘要投稿： 

(一) 長摘要內容： 

1. 前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2. 文獻探討與預計之研究方法 

3. 初步研究發現或預期研究貢獻 

(二) 長摘要格式： 

1. 作者：匿名審查，請勿顯示作者姓名。  

2. 文字：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中文標題粗體字型大

小 18號，摘要內文字型大小 12號。摘要以單欄編排。 

3. 版面邊界：A4尺寸排版，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5 公分。  

4. 段落間距：行距為最小行高 12點。與前段距離 0.5行。 

5. 關鍵詞：中文或英文關鍵詞應行列摘要下方，關鍵詞數量以二至五個為限。 

6. 圖片或表格：所有圖片、表格均須附有標題、編號以及簡要說明，圖表、照片穿

插於文中適當位置，字型大小 12號。 

7. 字數限制：以中文或英文擇一撰寫，中文長摘要全文 1,200 至 1,500字，英文長摘

要全文 1,000至 1,500字（超過字數上限，將退回投稿申請）。  

(三) 長摘要投稿流程： 

1. 投稿方式： 

本研討會論文採 E-mail 寄送作為登錄投稿方式，（非會員）繳交審稿費用後，

請於 2022 年 08月 26日（五）17:00前寄發投稿申請表【附件一】（本人簽名後掃

描）及長摘要之 WORD 及 PDF 檔案，至指定信箱 nknueduaca@gmail.com，信

件主旨為「投稿：2022年拋專引育學術研討會_姓名」。 

2. 審查方式： 

確認完成投稿程序後，本學會將聘請屬於該專長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

投稿文件依專家匿名審查結果，將於 2022年 10月 03日（一）17:00 前，於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網頁公告錄取名單，並依審查意見決定為口頭發表或海報

發表。 

(四) 投稿格式：請參考【附件二】，可直接利用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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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頭發表： 

(一) 說明： 

1. 凡經錄取之稿件，請於 2022年 10月 28日（五） 17:00前將稿件全文 ( WORD及

PDF檔案）及口頭發表簡報（PPT 檔案）寄至指定信箱 nknueduaca@gmail.com，

信件主旨為「全文及簡報：2022年拋專引育學術研討會_姓名」，方完成發表程序。 

2. 未於全文截止期限內繳交全文與簡報檔案，將取消其投稿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3. 通過長摘要審查後，本會將擇優遴選研究生優秀論文獎（可自由參加，請留意相關

訊息），並於研討會閉幕典禮中公開頒獎。 

(二) 全文內容： 

包含完整的研究報告，論文字數 12,000 字為限（格式以 APA 第七版為原則），全

文電子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內容說明如下： 

1. 研究主題與動機 

2. 文獻探討 

3. 研究對象與方法 

4. 研究結果與討論 

(三) 全文格式：請詳見【附件三】說明。  

三、海報發表： 

(一) 說明：海報發表亦需上傳全文，格式及內容同口頭發表，茲說明如下： 

1. 凡經錄取之稿件，請於全文上傳截止日 2022年 10月 28日（五）17:00前，將全

文 ( WORD 及 PDF檔案）以 E-mail 方式寄至 nknueduaca@gmail.com，信件主

旨為「全文：2022年拋專引育學術研討會_姓名」。 

2. 通過長摘要審查後需於時限內提供符合格式要求之全文，方完成發表程序，逾期

未繳交者不予受理。 

3. 通過長摘要審查後，本會將擇優遴選研究生優秀論文獎（可自由參加，請留意相

關訊息），並於研討會閉幕典禮中公開頒獎。 

4. 全文內容： 

包含完整的研究報告，論文字數 12,000字為限（格式以 APA第七版為原則），

全文電子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內容說明如下： 

(1) 研究主題與動機 

(2) 文獻探討 

(3) 研究對象與方法 

(4) 研究結果與討論 

5. 全文格式：請詳見【附件三】說明 

(二) 海報內容與格式說明： 

1. 海報內容：以上傳全文之內容為基礎，參考如下（可視需要自行調整增減）： 

(1) 摘要 

(2) 研究動機、目的或背景說明 

(3)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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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對象與方法 

(5) 初步研究發現與討論（預期研究貢獻） 

(6) 結論與建議 

2. 海報格式： 

(1) 版面配置：「2022拋專引育—後疫情時代教育專業知能成長學術研討會」、

「論文題目」、「作者名字與所屬機構」，請置於海報上方置中。 

(2) 文字：字型及文字大小不限制，請以大約一公尺距離可辨識之適當大小呈現

於海報上，以利閱讀。 

(3) 圖片或表格：研究結果之圖片或表格，請以大約一公尺距離可辨識之適當大

小呈現於海報上，以利閱讀，數據資料盡可能以圖片表格呈現。 

(4) 輸出尺寸：A1 (59.4cm * 84.1 cm)，請於行前自行列印海報，並於研討會當天

親自攜至海報發表會場張貼，色彩不拘。 

3. 海報範例：僅供參考，可自行設計，詳見【附件四】。 

壹拾、 收費方式： 

一、說明： 

投稿者須負擔審稿費每篇 600元（不含匯費 30元），文章經錄取者不須負擔當天參與

研討會之費用，不另行致贈稿酬；高師大教育研究學會會員（每學期繳清會費者），免收審

稿費，惟投稿兩篇者，需自行負擔審稿費（每篇 600元）。 

二、匯款資訊： 

(一) 學會帳戶：0041305-0188232（郵局） 

(二) 戶名：教育研究學會 

壹拾壹、 指導單位：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壹拾貳、 承辦人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學會學術股 吳依潔、洪淑貞、王棋正 

       E-mail：nknueduaca@gmail.com 

壹拾參、 附則： 

一、來稿無論審查通過與否，一律不退件。 

二、發現有一稿多投之情況，罰則如下：  

(一) 一年內不可再投本研究學會舉辦之學術論壇與學術研討會。 

(二) 主動會知投稿者的另一個投稿單位。 

(三) 考量學術倫理問題，投稿者（碩博士生）若以碩博士論文改寫，則須敦請指導教授同

意並簽名；若未按照上述規定，日後影響學位相關問題等，本學會概不負責。 

三、若已進入審稿程序而撤稿者，非學會成員一概不予退費，學會成員則一學期內不得再投稿

本學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及論壇。 

四、若投稿者稿件錄取後有以下情事：(一) 撤稿、(二) 於發表會當天未出席，罰則如下。 

1. 本研究學會將不給予發表證明。 

2. 一年內不可再投本研究學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以及發行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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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稿申請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22年「拋專引育—後疫情時代教育專業知能成長」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申請表 

論  文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作  者 

姓    名 

中 文  服務 

單位 
例：高雄市暖暖國中 

英 文  

就讀學校 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系所 例：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共  同 

作  者 

姓    名 

中 文  服務 

單位 
例：高雄市暖暖國中 

英 文  

就讀學校 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系所 例：教育碩士班一年級 

*若以碩士論文改寫，則敦請指導教授同意並簽名（非論文改寫此欄免填） 

 碩士論文名稱： 

 指導教授簽名： 

論  文 

字  數 

（含註釋、圖表、參考文獻及空白，限一萬二千字以內，以字數統計中的「字數」計算） 

 

論  文 

領  域 

 □ 教育基礎理論 

 □ 課程與教學 

   （含素養導向教學與重大議題融入教學） 

 □ 教育政策與改革 

 □ 科技應用與教育 

 □ 心理教育輔導與諮商 

 □ 師資培育之現況與困境 

 □ 生命教育 

 □ 雙語教育 

 □ 其他教育議題 

連絡人 

姓名 

                                   

電 話 

 O： 

 H： 

 M： 

傳  真  E-mail   

通訊 

地址 
 

作  者 

聲  明 

本篇著作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且無一稿多投之情況，若有抄襲、違反著作權法或

引起版權糾紛，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作者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請投稿者留下可以確實連絡到您的電話與 E-mail，以便錄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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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長摘要投稿格式】 

 

標題 

 

摘 要  

 

本文將說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22年「拋專引育—後疫情時代教育專業知能成長」學

術研討會「論文長摘要」格式。您可以直接利用本附件進行編輯。論文長摘要相關格式說明如下：

(1)字型與字體大小：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中文標題粗體字體大小

18號，摘要內文字體大小 12 號，均為黑色字。上述各格式明如本附件所示。(2)關鍵詞：中文或英

文關鍵詞應行列於摘要內文下方，數量以二至五個為限。(3)圖片或表格：挑選具代表性之圖片或表

格，撰寫簡要說明，並將圖片或表格置於關鍵字下方位置。(4)頁數與摘要內文字數：長摘要以中文

或英文撰寫，中文長摘要全文 1,200至 1,500字，英文長摘要全文 1,000至 1,500 字，超過頁數上

限，將退回投稿申請。(5)頁碼：由本研討會統一編排。請於 2022年 08月 26日（五）17:00前將長

摘要 WORD檔案及 PDF檔案寄至指定信箱完成投稿登錄 (電子信箱：nknueduaca@gmail.com)。    

 

關鍵詞：論文長摘要格式、標楷體、插圖及表格、關鍵詞、全文登錄投稿至多五個。 

 

圖一、範例圖一 

 

  

 

表 1、範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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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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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海報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