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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 

—教保專業實踐的對話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2012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施幼托整合的國家，亦開啟台灣嬰

幼兒教育的新局。近年來，嬰幼兒教育在學術與現場實務的努力下，

已逐漸提升嬰幼兒教育之品質，但在多元化的發展下，必定呈現出不

同的發展樣貌。而且在各種取向的嬰幼兒教育發展下，其運作中所涉

及的專業理論基礎、課程教學、教保策略、經營管理與園所、親師合

作的推動等，皆值得加以探究。 

    基於對前述主題的關心，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將舉辦「2019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教保專業實踐的對話」，擬募集新近的相關研究

成果，以及教保活動的歷程與發展，提供一個討論與經驗分享的平台，

希冀能增進教保現場或即將進入教保現場之嬰幼兒教保人員之專業成

長。 

二、主辦單位：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三、研討會預定時間：108年10月31日（星期四） 

四、研討會預定地點：南亞技術學院教學大樓8樓C801演講廳 

             （32019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五、徵稿對象：國內大專院校教師、研究生、學術機構研究人員、 

    嬰幼兒園實務工作者，及關心嬰幼兒教保及兒童發展相關人士

等。 

六、徵稿主題/型式： 

    本研討會擬徵求稿件議題如下： 

（一）嬰幼兒各領域發展相關歷程研究 

（二）幼兒園課程教學相關歷程研究 

（三）課後照顧各領域發展相關歷程研究 

（四）家庭、社會與多元文化相關歷程研究 

（五）當前嬰幼兒問題與趨勢相關研究  

（六）其他嬰幼兒教保相關政策、法令議題探討 

（七）其他嬰幼兒及兒童產業與經營管理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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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表形式與發表時間：採口頭報告或海報發表由大會安排決議後

寄發通知;每篇發表時間約為15分鐘。 

八、稿件格式和注意事項： 

（一）稿件需為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中英文不拘，請勿一稿兩投。 

（二）請於108年9月30日（一）前繳交中文摘要500字，英文摘要300

字，並含3-5個關鍵字，格式請參照「論文撰寫格式」。 

（三）本系收到貴作摘要後一星期內寄發審查結果，「通過」者，請

於108年10月21日（一）前繳交全文，論文以不超過15,000字為

原則，格式請參照「論文撰寫格式」。 

 

稿件郵寄及繳交資料：   

   1.郵寄原稿Word和PDF檔案光碟一份或email: syin@nanya.edu.tw 

     （e-mail主旨請註明，「投稿2019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 

   2.投稿者基本資料（詳見附件） 

          3.信封上請註明「投稿2019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之資料」 

          4.郵寄地址：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九、重要日期： 

    摘要截稿日期：108年 9 月30日（一）（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全文繳交日期：108年10 月21 日（一） 

聯絡人：陳秀梅 

電話：03-4361070ext. 8714 

Email:syin@nanay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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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 

—教保專業實踐的對話 

 
主辦單位 : 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研討會時間：108年 10月 31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南亞技術學院教學大樓 8樓 C801演講廳 

          (32019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號）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議程 

時 間 活動內容 致詞／主持人 

8：50～9：00 報到、資料領取 幼兒保育系 

9：00～9：10 開幕式/引言致詞 
幼兒保育系 

陳主任麗真  

9：10～10：00 
嬰幼兒教保實務經驗分享：待聘 

Q & A 
引言人：待     聘 

演講者：待     聘 

10：00～10：20 
茶敘 

「海報論文」鑑賞 
幼兒保育系 

10：20～11：10 
幼兒園教保實務經驗分享：待聘 

Q & A 
引言人：待     聘 

演講者：待     聘 

11：10～12：00 
課照教保實務經驗分享：待聘 

 Q & A 
引言人：待     聘 

演講者：待     聘 

12：00～13：10 午 餐&「海報論文」鑑賞 幼兒保育系 

13：10～15：10 論文發表：待聘 
引言人：待     聘 

演講者：待     聘 

15：10～15：20 閉幕式 
幼兒保育系 

陳主任麗真  

15:2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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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 

—教保專業實踐的對話 

徵稿 

   

主辦單位 : 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研討會日期：108 年 10 月 31日（星期四） 

研討會地點：南亞技術學院教學大樓 8 樓 C801演講廳 
          （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即日起至108年10月21日（星期一）前，請於時間內完成報名，額滿

為止。 

聯絡人：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陳秀梅老師 

聯絡電話：(03）4361070 分機: 8714 

聯絡地址: 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Email: syin@nanya.edu.tw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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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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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教保產業實務研討會」 

—教保專業實踐的對話 

 
主辦單位 :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研討會日期：108 年 10 月 31日（星期四） 

聯絡地址：32019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 
           

論文發表基本資料表 

論文題目  

論文發表人  

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第二作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第三作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聯絡人 
□同論文發表人 

其他： 

聯絡資訊 
手機： 

email： 

論文領域 

□嬰幼兒各領域發展相關歷程研究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相關歷程研究 

□課後照顧各領域發展相關歷程研究 

□家庭、社會與多元文化相關歷程研究 

□當前嬰幼兒問題與趨勢相關研究  

□其他嬰幼兒教保相關政策、法令議題探討 

□ 其他嬰幼兒及兒童產業與經營管理相關議題 

論文發表者聲明 

本篇論文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他人作品。若有

侵犯他人著作權，本人願負全責。 

論文發表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論文發表人午餐選擇：□葷食    □素食 

*本表需親筆簽名，並請以掃描檔夾檔寄送 

*請將本表（pdf格式）、論文摘要（word格式）及論文全文（word 格式）於 108

年 10月 21日（星期一）前寄至 syin@nanya.edu.tw，並請註明「2018幼兒教保

新思維」學術研討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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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遊戲治療□□□□□□□□之效益，同時針對目前

□□□□□□□□□□□□情形進行深入探討，以做為幼兒園教師教學時之

□□□，□□□□□□□，□□□□□□□□□□□□□□□□。 

1. □□□□□□□，□□□□□□□。 

關 鍵 字 ： □□□□ 、 □□□□□□□ 、 □□□□□□□ 、

□□□□□□□□□ 

 

□□□□□□□□□□□□□□□□□□□□□

□□□□□□□□□□□ 

 

王大雨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壹、緒論 
  

□□□□□□□□□□□□□□□□□□□□□□□□□□□□□□□□

□□ □□□□□ □□□□□□□□□□□， 

一、早期療育現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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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中，應包括論文內文及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及內文撰寫格式：請依照 APA格式。 

版面格式：設定為 A4，上下 2.54cm，左右 3.17cm。 

檔案格式：Word和 PDF文件格式各一。 

題目與摘要：論文題目、中文及英文摘要請置放於同一頁，中文摘要

約 500字，英文摘要約 300字。 

論文格式： 

 中文字型請用標楷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論文標題：字體大小 16、粗體。 

 標題項次之標號：最上層採壹、貳、參、肆……；次一層，一、

二、三、四……；次之(一)、(二)、(三)、(四) ……；次之 1、

2、3、4……；次之(1)、(2)、(3)、(4) …… 

 內文標題之最上層(壹、貳、參、肆……)：字體大小 12、粗體。 

 內文其他標題：字體大小 12 

 內文：字體大小 11 

 行距固定行高：單行間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