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029569 號函，因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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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106 年本校辦理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獲得極佳的反應。多位參加
的學員表示應精進與提升將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理論與實務結合，尤其必須更親近海洋。其
次，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是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環，也符合社會對人才培育的期待，要落實推
動 108 年新課綱，必須有更多師資培育大學師資學生參與，使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的理論與
觀念普遍推動，於是規劃 2018 年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育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議計畫。主要
理由如下：
一、因應 108 年 8 月新課綱實施，更需多師資生與在職教師參與
108 年新課綱的特點之一是「必修減少，選修課程增加」
，其次，強調素養學習，以「核
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之主軸。重視以素養導向教學，培養學生各方面的素養，將高中生
與大學或社會做更緊密的結合。對於專題、實作與探索課程的規劃，以「跨領域/科目專
題」
、
「實驗(實作)」
、或「探索 體驗」等課程至少 4 學分。而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育是
二大議題，可在教學過程中可培養學生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團隊合作與人際關係的學習
素養。眾所皆知，教育改革要成功，首要條件在於師資的知能。因此，海洋與戶外探索教
育之推動需要更多師資生與在職教師參與才得以普遍推動。
二、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戶外探索教育是透過「體驗學習」來「培養自信心」的教育模式，也就是在透過實際
的體驗活動來培養出面對困難的韌性、責任感、領導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海洋教育亦同。
針對戶外探索教育及海洋教育辦理教學演練與實作體驗，擬於東海岸露營營地(戶外活動
知能與技術：露營、炊事、搭帳、繩索技能)；計畫於東海岸(都歷海灣、馬武窟溪)進行
教學演練與實作體驗，體驗的內容有衝浪教學與體驗 SUP 溪流探險活動。
三、東臺灣與南臺灣三校體育系合辦研討會
臺東大學、屏東大學(培育小學教育師資)及高雄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育師資)均
附有培育學校師資的角色與功能也都發展海洋的相關運動。東臺灣與南臺灣三所體育系早
已簽訂策略聯盟，許多方面都密切合作，三所大學的師資人力、設備與資源相互支援。共
同辦理研討會已是常態，此次研討會結合三所學校的資源共同舉辦交流推動海洋教育與戶
外探索教育之經驗。
四、藉由實作分享，強化參與者的風險管理能力
推動戶外探索教育以及海洋教育最大的阻礙就是風險管理的問題，本次研討會將透過
實作經驗分享與體驗，讓參與研討會人員了解如何藉由課程內容的安排，器材設備的支援、
活動場域的建置來提昇教學活動的多樣性及安全性。強化參與者風險管理的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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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系、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柒、舉辦日期：2018 年 7 月 05 日(星期四)至 06 日(星期五)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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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研討主題：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育之關聯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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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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運動休閒、體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壹拾、邀請對象與人數
總參加人數約 180 人包括:
一、資培育大學教師 25 人(包括臺灣師大、彰化師大、高雄師大、國立體育大學、臺灣體育
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教大、清華大學教育學院、臺中教育大學、臺南大學、
屏東大學、臺東大學及清華大學教育學院)
二、各縣市高中、國中及小學教師 80 人
三、海洋教育及戶外探索教育學者專家 20 人
四、教師會代表 5 人
五、師資培育學生 40 人
六、凡對本研究會有興趣之國內外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師、文史工作者及大專
院校相關系所學生都歡迎參加。
壹拾壹、實施方式與內容
一、專題演講
邀請國內推動山林海洋教育專家博崴媽媽、前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黃聲威教授進行專題研講
二、專題論壇
邀請師資培育大學學者、專家及業者擔任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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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練與體驗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針對戶外探索教育及海洋辦理教學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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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前寄至承辦單位，經審查通過
後，出版於 2018 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壹拾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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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校，分行:合庫東台東分行，帳號:5492717245138，請註明：2018 山海研討會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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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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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報名截止日期
一、早鳥優惠：2018年 6月 1 日（星期五）前投稿得免繳論文審查費用
二、論文發表報名：2018年6 月 22 日（星期五）截止
三、研討會報名：2018年6 月27 日（星期三）截止（額滿為止）
2

壹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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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TPXVVNCszBqpOYElI4m_sZ_fcmR_vUbnRBFoWJIfEQ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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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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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 月15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審查結
果及發表方式。
三、聯絡人及通訊處
(一)電
話：09790338728(顏崇珉總召)、089-517581-3(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二)傳
真：089-517587
(三)E - mail：2017nttudpe@gm.nttu.edu.tw(2018 海洋教育研討會)
(四)網
址：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五)郵寄地址：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六)聯 絡 人：顏崇珉總召、徐維敏行政助理
壹拾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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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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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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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流程
日期
7月5日
（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10:00 報到、開幕
10:00-11:00 海洋教育主題演講
前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黃聲威
教授
11:00-12:00 戶外探索教育主題演講
博崴媽媽演講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海報論文發表
14:00-15:00 論文發表（一）口頭發表

7月6日
（五）

15:00-16:30 車程（東海岸）
18:30-20:00 教學演練與實作體驗(戶外
活動知能與技術:露營、炊
事、搭帳、繩索技能)
05:30-08:30 教學演練實作體驗
第一組：衝浪教學與體驗
第二組：SUP 溪流探險活動
10:00-12:00 專題論壇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論文發表（二）
16:00-17:3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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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備註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東海岸露營
營地
東海岸(都歷
海灣、馬武窟
溪)
師範學院
國內專家學
淑真講堂
者組成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師範學院
淑真講堂

2018 海洋教育與戶外探索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報名基本資料表

論文題目
□海洋教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參加研討會
投稿類別 □戶外探索教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議題
參加項目
□海報論文發表
（請勾選） □其他有關運動休閒、體育教學與實務相關之
（請勾選）
□口頭論文發表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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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共同作者 2
公：

住家：

行動電話：

傳真：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報名方式
參加者（含論文發表者）請上網下載報名表 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並將報名表
E-Mail 至 nttudpeseminar@gmail.com（2018 海洋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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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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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內，標楷體，12 號字，單行間距）

關鍵詞：（標楷體，12 號字，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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