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論文徵稿
大會主題：【地球日五十年：從山林到海洋的環境學習】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共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臺北市
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國立東華
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
境教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四、研討會時間：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至 10 月至 25 日(星期日)
五、研討會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202010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7 號）
五、研討會主題與投稿發表形式：本次研討會包括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兩大部分，依審查
結果分為學術論文宣讀與壁報展示兩種方式。投稿者可選擇發表的型式，但主辦單
位會依全文審查結果，保留變更其發表型式的決定權。
（一）學術論文主題類別:
主題

細部內容

1.環境教育政策、法
規、認證

(1)
(2)
(3)
(4)
(5)

區域層級的環境與永續發展政策。
國家或地方政府的環教政策綱領與法律制度。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環境教育機構與場所認證。
政府環境部門組織再造。
環境非政府組織經營管理、民間部門的環境教育計畫。

2.環境教育產業化

(1)
(2)
(3)
(4)
(5)

環教產業化。
環教場域經營管理。
環境學習中心、自然教育中心等經營管理。
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職能與需求分析。
社區主導的生態旅遊。

主題

細部內容
(6) 具備環境教育內涵的生態農場、觀光工廠、休閒度假中心。

(1) 食育教育、學校農園教育、慢食、農事教育、低碳飲食、食物
里程、環境友善的農作、健康飲食、綠色住宿、低碳運輸等。
(2) 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生態環保標章產品、綠色生活倡導。
(3) 環保包裝、環境創意行動等。
3.綠色生活實踐、生態 (4) 生態旅遊的理論與實際案例、綠色博覽會、永續觀光的推動、
旅遊，以及循環經濟
低碳旅遊、休閒教育、遊憩教育、戶外遊憩研究。
(5) 都市公害教育。
(6) 城鄉環境規劃與生態資源管理。
(7) 城鄉環境議題、環境倡導、環境運動、公民行動。
(8) 健康鄉村、永續都市。

4.學校環境教育

(1)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環境教育教學法、環境教育學習、環境教
育評量。
(2) 校園與在地文化、永續校園、綠色學校、生態校園、能源學
校、特色學校、健康促進學校、綠色大學等與環保永續相關的
校園課程發展、教學評量或師資養成。
(3) 環境素養指標、環境素養評量、環境素養趨勢研究與比較研
究。
(4) 各年齡層環境教育課程評估與教學方法。
(1)
(2)
(3)
(4)

5.非正規環境教育

(5)
(6)
(7)
(8)

動物園（博物館）環境教育。
水族館的環境教育。
社區環境學習中心。
自然中心、環境學習中心、農林漁牧休閒學習體驗區域等以場
所為基礎的學習。
環保署、營建署(含國家公園)、水利署、林務局、水保局、特生
中心、觀光局、河川局等公部門的環境教育。
環境傳播的理論與應用、應用媒體推動環境教育的理論與實
例、媒體從業人員的環境教育素養。
環境解說的理論與應用。
生態體驗教育。

6.氣候變遷與防災教
育

(1) 聯合國及國際間永續發展教育十年後的趨勢。
(2) 聯合國及國際間的氣候變遷教育發展。
(3) 全球暖化的議題與教育、節能減碳教育之內涵與實踐、碳足跡
的計算、減量與教育。
(4) 氣候變遷的議題與教育、防災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防災學校的
輔導、演練與成效。

7.自然保育

(1) 環境解說及資源調查。
(2) 自然保育、規劃與應用。
(3) 水足跡的計算、水資源保育教育、水環境場域體驗與學習、水

主題

細部內容

(5)
(6)
(7)

資源場域經營與管理。
海洋教育、海洋環境教育、海岸議題、珊瑚礁議題、藻礁議
題、濕地保育教育。
生態管理與資源利用。
森林環境教育、無痕山林、寂靜山徑、生物多樣性教育。
原住民生態智慧、部落智慧、傳統智慧教育。

8 環境倫理

(1)
(2)
(3)
(4)
(5)
(6)
(7)

動物權與動物保育。
島嶼生態與環境教育。
環境倫理與環境哲學。
代間正義、環境正義。
環境教育史及環境教育研究趨勢。
土地倫理、環境典範。
生命教育。

9.企業社會責任

(1)
(2)
(3)
(4)

社會學習理論與企業環境教育。
企業環保獎與環境教育。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實例、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教育。

(4)

(1)
(2)
10.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3)
網絡與里山倡議
(4)
(5)
(6)

自然保護區規劃與經營
其他有效的地方本位保育措施(OECMs)。
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育和利用。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的保全活用。
生態系統服務與城鄉互惠交流。
里山倡議融入正規與非正規環境教育。

11.韌性社會

(1)防疫教育。
(2)公共衛生與環境問責。
(2)人類世代韌性化發展。
(3)全球化與環境科技治理。
(4)環境創新管理。
(5)綠色經濟、永續經濟發展。
(6)韌性國土、韌性城鄉、韌性社區、韌性生活。
(7)韌性教育發展。

12.其他

環境的人文歷史、自然文學、環境藝術創作、環境音樂創作、寂靜
山徑教育、環境建築創作、森林療癒、環境運動、公民科學、地球
科學及防災、仿生及奈米教育、基因教育等。

1. 學術論文投稿與撰稿方式：
文稿以中文或英文為限，稿件請以電腦打字(Window Word 版)。投稿者請將論文摘
要(含長摘要與短摘要)與投稿人基本資料表(附件一)以線上投稿方式傳遞，以利審稿與

論文編撰作業。投稿研討會的論文，在審查階段採長篇摘要形式撰寫，內容應含研究目
的、研究重要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及參考文獻，僅呈現必要的圖表，並縮小
在可視的範圍，避免佔用篇幅。論文之摘要（包括標點符號與參考文獻）單篇論文或壁
報論文字數至少為 1000 字，至多 2000 字，不超過三頁為原則。本長摘要僅供評論人參
考，非正式發表，也不對外提供。投稿人請另提供 500 字內短摘要，將作為印製大會手
冊之用。
論文摘要撰稿格式請參閱附件二，壁報格式請參閱附件三。
2. 徵稿截止日期：109 年 7 月 31 日
3. 審查結果及發表方式：
論文將於 8 月下旬審查完畢，並於 9 月 1 日於環境教育學會網站公佈錄取口頭發表
及壁報展示的文章名單，預計 9 月中旬排定研討會議程並公告。口頭發表論文部份將有
專家學者現場評論，請發表者親自報告，而投稿學術論文的短摘要，將全部刊印在研討
會手冊上。
4. 學術論文投稿信箱
學術論文全文投稿信箱: conf.csee@gmail.com
（二）實務論壇（實務經驗、作品分享）主題類別：
1.政府組織機構所推動環境政策與實務

6.社會環境議題行動之倡導及推動經驗實務

2.環境戶外場域之經營管理、課程規劃及解說實務 7.環境藝術（動手作、遊戲、說故事、演戲）
實務分享
3.社區環境優化發展策略及實務

8.傳播媒體所推動之環境策略與實務

4.環境網路資訊平台及夥伴學習網絡策略及實務

9.企業社會責任之環境策略與實務

5.校園環境教育及管理策略及實務

10.民間組織所推動環境策略與實務

1. 實務論壇投稿方式：
投稿者請將論文摘要(含長摘要與短摘要)與投稿人基本資料表(附件一)以線上投稿
方式傳遞，以利審稿與論文編撰作業。長篇摘要的文字數至少為 1000 字，至多 2000
字，不超過三頁為原則。投稿人請另提供 500 字內短摘要，將作為印製大會手冊之用。
2. 實務論壇徵稿截止日期：109 年 7 月 31 日
3. 實務論壇審查結果及發表方式：
大會將於於 9 月 1 日於環境教育學會網站公佈錄取文章名單，口頭發表請發表者親
自報告，而全部投稿文章的短摘要將刊印在研討會手冊上。

4. 實務論壇文章投稿信箱
實務論壇全文投稿信箱: conf.csee@gmail.com

六、研討會報名：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經審查通過者(含口頭發表與壁報展示者，可僅委派一名出席)，
請於 109 年 9 月 7 日前報名與繳清報名費用，始得列入發表議程。
七、研討會相關事宜洽詢：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聯絡人：張慈恩小姐(詢問報名繳費相關事宜)
聯絡電話：02-29115292
傳真：02-29115392
E-mail：csee@mail2000.com.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聯絡人：陳葦恬 小姐(詢問投稿審稿問題)
所辦電話：(02) 7749-6551
傳真： (02) 2933-6947
地址：11677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E-mail：conf.csee@gmail.com

附件一 2020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 投稿人基本資料表

論文類別
發表型式

□學術研討會論文
□口頭發表

□實務論壇講義
□壁報展示

論文題目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作者姓名

性

別

服務單位
職

稱

E-mail
Address
電話
以下請填寫研討會論文發表人之聯絡資料，謝謝！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備

註

□□□

附件二 摘要範本

中文標題-16 字粗體字
第一作者 1，第二作者 2，第三作者 3*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2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

3,*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通訊作者，雲林縣古坑鄉荷苞村山峰17號。
e-mail: author@affiliation.country

【長摘要】(1000-2000 字)
中文論文摘要寫在此處。投稿研討會的論文，在審查階段採長篇摘要形式撰寫，內容應含
研究目的、研究重要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及參考文獻，僅呈現必要的圖表，並
縮小在可視的範圍，避免佔用篇幅。論文之摘要（包括標點符號與參考文獻）單篇論文或
壁報論文字數至少為 1000 字，至多 2000 字。待接受論文發表後，需另提供 500 字內短摘
要，作為印製大會手冊之用，本長摘要僅供評論人參考，非正式發表。

【關鍵詞】關鍵字 1；關鍵字 2；關鍵字 3；關鍵字 4；關鍵字 5

參考文獻（請參閱 APA 格式）
作者甲（1996）。書名。城市：出版商。
作者丁、作者戊和作者己（1998）。文章題目。期刊名稱，期別，首頁數-尾頁數。
Alpha, A. (1996). Title of book. City: Publishe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eta, B., & Gamma, G. (1997). Title of book: Subtitle of book. City, ST: Publisher.
Delta, D., Epsilon, E., & Zeta, Z. (1998). Title of journal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Subtitle of
journ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first page-last page.

【短摘要】
(限 500 字以內)

【關鍵詞】關鍵字 1；關鍵字 2；關鍵字 3；關鍵字 4；關鍵字 5

附件三 壁報撰寫格式
通過以海報方式發表之論文，作者請依下列規格製備全開海報一張，張貼於研討會場
論文海報指定張貼處。
項目
海報規格

內容

備註

全開直式（約高 110cm × 寬 80cm）
論文發表者需自備。

海報顏色

顏色不拘，底色以淡色系為宜

張貼方式

張貼於與論文編號相同之揭示版

會場備有膠帶，供張貼使用。

海報張貼時間

109 年 10 月 24 日 08：30~10：00

海報撤除時間

109 年 10 月 25 日 16：00~17：00

會後若未撤除者，將由服務人
員代勞，唯海報可能有破損或
遺失。

海報內容格式
（字體規格）

海報內容需含題目、作者、職稱、研究動機、方法、重要研究結果
及圖表。
題目：3 cm × 3 cm（為標楷體，字型 120 點以上）
主標題：2 cm × 2 cm（為標楷體，字型 72 點以上）
次標題、作者：1.5 cm × 1.5 cm（為標楷體，字型 56 點以上）
內文、職稱：1 cm × 1 cm（為標楷體，字型 40 點以上）
海報左右邊留 3 公分，上下邊留空 4 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