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推展運動校園與創新體育教學論壇實施計畫 

壹、 活動目的與說明：學生運動體適能與運動表現是各國教育部重視的一環，許多研究結果也紛

紛顯示肥胖與動量低的族群年紀也逐漸的降低，在運動體適能表現也隨著年齡漸長逐漸的下

降，所以各國對於體育課程的教學方式不斷的改善與創新，融入許多創新教學元素，如問題

導向、合作學習與翻轉教育模式等等，為能了解各國或各校在體育教學方式與運動校園活動

推廣的發展，同時增進新加坡、越南與大陸在體育教學活動之交流，特舉辦此次研討會，希

望藉由彼此的經驗分享，提高體育教學與推展運動校園活動的質量。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肆、 承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發展處 

伍、 協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 

陸、 時間：2018年 11月 29-30日（星期四-五），活動時程表詳如附件一。 

柒、 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孟祥體育館二樓教室 

捌、 參加對象：全國各級學校教師、運動健康產業業者、運動及休閒相關科系所學生及有興趣者

等均可報名參加。因場地關係，人數皆有限制，與會人數 100 人，口頭人數 18

人，海報篇數 50篇，錄取順序以完成繳費先後順序為主。敬請提早報名，若報

名人數額滿，將不增開名額，請各單位見諒。 

玖、 研討主題： 

（一）運動及體適能之發展趨勢。 

（二）銀髮族運動及體適能之發展趨勢。 

（三）校園運動推廣。 

（四）創新體育教學。 

（五）運動（生理、心理）學之應用。 

（六） 其他健康促進之相關議題。 

壹拾、 舉辦方式： 

一、專題講座：邀請邀請新加坡共和理工學院(REPULIC POLYTECHNIC)運動健康休閒學院

David Chin 教授、越南北寧體育大學副校長阮文福博士、國際學院院長丁光

玉博士、山東臨沂大學陳慶傑教授、瀋陽師範大學周瑩教授和田英教授及本校

與國內專家學者專題演說。 

二、口頭發表：接受各界與會學者投稿相關論文，以口頭發表方式進行相關研討與交流。 

三、海報發表：接受各界與會學者投稿相關論文，以海報發表方式進行相關研討與交流。 



壹拾壹、 徵文對象：全國各級學校教師、運動健康產業業者、運動及休閒相關科系所學生及有興

趣者等均可報名參加。 

壹拾貳、 報名方式： 

一、報名表：請依所附報名表詳實填寫，如附件二。 

二、報名費用（含手冊、午餐、茶敘）： 

參加型態 費用 備註 

僅參加會議 NT 500元 含手冊、午餐、茶敘、研習證書 

僅發表論文、海報 NT 800元 含手冊、午餐、茶敘、發表證書 

＊發表論文費用以篇為單位（一篇800，兩篇1600..以此類推）。  

＊與會人員於閉幕典禮結束後頒予研習證書。 

＊口頭及海報發表人員於發表後頒予發表證書（不另發研習證書）。 

＊口頭及海報發表人員若作者兩位(含)以上，頒予一張發表證書。 

三、繳費方式： 

報名費請至郵局購買匯票（匯票抬頭註明：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或以現金袋方式寄至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體育室收（請註明「報名2018推展運動校園與創新體育教學論壇」），聯絡電話：08-

7703202 # 7228，聯絡人：林靜宜小姐。 

壹拾參、 投稿須知 

一、請填寫報名表勾選投稿（如附件二）。 

二、本次研討會僅採摘要審查（不需附論文全文），論文摘要格式如附件三。 

三、大會僅接受電子稿件，利用電子郵件方式，請將稿件摘要及報名表一併寄至活動信箱：

kuolab99@gmail.com，聯絡電話：08-7703202 轉 7228，聯絡人：林小姐。 

四、郵寄稿件摘要電子檔，主旨名稱請寫「2018論壇投稿(姓名)」，工作小組確認繳費及報名文件

後，將利用電子信件方式發確認信至寄件者電子信箱，另於本活動網站定期公告報名情形。 

五、本次大會手冊（將申請 ISBN）僅收錄論文摘要。建議發表者將論文全文根據與會評論建議修

正後，依主題投稿本校發行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休閒觀光與運動健康學報》。 

壹拾肆、 稿件截稿日期：2018年 10月 14日（日）。 

壹拾伍、 稿件審查通知：2018年 10月 29日（一）。 

壹拾陸、 與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月 31日（三）止。 

壹拾柒、 繳費截止日：即日起至 10月 30 日（二）止，以郵戳為憑。 

壹拾捌、 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活動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18newsouthbound-npust 

 



壹拾玖、 附則： 

一、參加人員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及差旅費。 

二、研討會期間供應午餐，其餘住宿、交通及相關費用請自理；自行開車學員，請依相關規定繳

交停車費用。 

三、與會人員凡全程參與研討會者核發研習證書。 

四、口頭發表方式：發表時間，每場次 12分鐘，口頭報告 10分鐘，提問 2分鐘。 

(一)第一次響鈴：發表進行 8分鐘後，按鈴一聲提醒，發表時間尚餘 2分鐘。 

(二)第二次響鈴：發表進行 10分鐘後，按鈴二聲提醒，應立即結束發表。 

(三)第三次響鈴：發表及討論時間累計達 12 分鐘，長按鈴一聲提醒，結束討論。 

五、海報發表方式： 

(一)海報格式(A0紙張大小寬 84cm*長 118.8cm)。 

(二)發表方式：發表者於海報發表時間站立於海報前，口頭報告答覆相關問題，進行交流。 

六、發表時間場次以大會安排為主，請勿來電或來信自選場次。 

七、報名參加會議者，因故無法參加，請於 11 月 15 日前通知本會辦理退費事宜，否則概不退

費。 

八、報名參加發表論文者，經審稿後概不退費。 

貳拾、 活動位置：請參閱附件四。 



附件一 活動日程表 

活動日程表 

 

時間 11 月 29 日(四)  

13:30-14:00 
報到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 

14:00-14:30 

始業式/貴賓介紹/長官致詞 

主持人：屏東科技大學 戴昌賢 校長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 

14:30-16:00 

專題演講 

運動健康教育以問題導向教學模式之新加坡經驗 

主持人：屏科大教務長  馬上閔教授 

主講人： 新加坡共和理工學院運動健康休閒學院 David Chin 教授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體教三 

16:20-17:50 

專題演講 

運動校園活動推展經驗 

主持人：屏科大 林秀卿教授 

主講人：瀋陽師範大學運動科學學院周瑩院長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體教三 

時間 11 月 30 日(五) 

08:30-09:00 
報到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 

09:00-10:30 

專題演講 

改善運動能力活動推展之山東臨沂大學經驗 

主持人：屏科大  巫昌陽教授 

主講人：山東臨沂大學  陳慶傑教授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體教三 

10:40-12:10 

專題演講 

休閒運動與健康發展--越南現況與未來 

主持人：屏科大  蘇蕙芬教授 

主講人：越南北寧體育大學副校長  阮文福教授、丁光玉教授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體教三 

12:50-13:20 

午餐 (海報發表) 

主持人：屏科大 楊嘉恩教授 

評論人：臺灣體大乃慧芳教授 屏科大郭癸賓教授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西側中廊 

13:30-14:50 

〔口頭發表 A、B〕 

主持人：屏科大 陳家祥教授 (A) 體教七 

評論人：瀋陽師範大學田英教授、屏東大學涂瑞洪教授 

主持人：屏科大 陳科嘉教授 (B) 體教五 

評論人：臺灣師大吳崇旗教授、北寧體大丁光玉教授 

14:50-15:30 茶敘時間 

15:30-16:00 

〔綜合座談/分享交流〕 

主持人：屏東科大 馬上閔教授、林秀卿教授 

地點：屏科大孟祥體育館二樓-體教三 



附件二 報名表 

編號：                

2018推展運動校園與創新體育教學論壇報名表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參加型態 
□ 參加會議 
□ 發表論文 

發表型態 
□ 口頭發表 
□ 海報發表 

論文題目  

論文作者  

飲食習慣 □ 葷食              □ 素食 

投稿主題 

(僅可選擇一
項勾選，無則
免填) 

□運動及體適能之發展趨勢。 
□銀髮族運動及體適能之發展趨勢。 
□校園運動推廣。 
□創新體育教學。 
□運動（生理、心理）學之應用。 
□其他健康促進之相關議題。 

作者聲明 
（無則免填） 

茲保證「投稿者申請表」所填資料無誤。本文如有一稿多投或其他違

反學術倫理、侵犯他人著作權情事，作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作者：                        身份證字號：                  

注意事項 

1.填妥後，連同投稿摘要以電子郵件寄至 kuolab99@gmail.com， 

主旨名稱請寫「2018論壇投稿(姓名)」。 

2.投稿截止日為 2018年 10月 14日（日）。 

3.若投稿發表 2篇（含）以上者，請填寫 2張報名表，以此類推。 

4.第二、三..作者若參與研討會者，請勾選「僅參加會議」方框。 

5.僅參與會議者報名截止日為 2018年 10月 31（三）。 

6.請將報名表、投稿摘要及報名費一併繳交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附件三  摘要範例 

論文題目（標楷體，16號字，置中） 

 

作者一 1、作者二 2（標楷體，12號字，置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教授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 2  

（標楷體，12號字，置中） 

 

摘要（標楷體，14號字，置中） 

 

    目的：本研究主旨與目的。方法：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對象，研究設計及統計分析方法等。

結果：研究發現的結果與數據呈現。結論：針對本研究彙整結論。（標楷體，12 號字，左右對齊） 

 

 

 

 

 

 

 

 

 

 

 

 

 

關鍵詞：○○○、○○○、○○○、○○○、○○○ 

（標楷體，12號字，左右對齊） 

 

通訊作者：作者一 

聯絡電話：08-1234567 

電子信箱：111@mail.npust.edu.tw 

地  址：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附件四  活動位置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孟祥體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