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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配合教育部戶外教育實施計畫，落實戶外探索於全國各級學校體育之發展，本執行中

心積極規劃戶外探索活動推展、專業人才增能與戶外探索理念推廣之策略，希冀鼓勵大家走

出戶外，探索自然，在挑戰自我、學習與人合作的團隊情境中，強化學生問題解決、堅強意

志、挑戰逆境等適應環境的重要能力。 

    國際研討會以「戶外探索與素養導向融合」為主題，透過專題演講、主題短講、實務工

作坊、論文發表與高峰論壇等方式辦理，邀請國內外戶外探索知名專家學者、有興趣之教師、

研究人員以及推展戶外探索之企業廠商共同與會，藉此提供資訊交流平臺，深化戶外探索理

念。 

    立基於戶外探索計畫過去四年所累積的能量與資源，期待以下一個五年為週期的開始，

與地方政府、學校及社會企業之緊密結合，達到互利互惠、資源共享之長期目標，讓戶外探

索的精神，持續深入到學校體育教學之中，帶動各級學校，發展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戶

外探索內涵，對教育環境發揮正向之影響力。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三、協辦學校：國立體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國立臺東大學 

參、活動資訊 

一、活動日期：110年 11月 19日（五）至同年 11月 20日（六） 

二、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和平校區）體育館 3樓金牌講堂 

三、參與人員：國內外戶外探索知名專家學者、有興趣之教師、研究人員及推展戶外探索

之企業廠商等，預計 250 人。活動採線上與現場同步進行，另因應疫情影

響，現場人數上限 60人，後續將視疫情隨時滾動調整。 

肆、報名資訊 

一、本活動免報名費。另現場參與者提供午餐，惟住宿及交通自理。 

二、即日起開放線上系統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bk5nD），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

為止。活動資訊於 1周前以 Email通知，若未收到相關資訊，請來電確認。 

三、本研討會投稿形式包含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詳細規定請參閱簡章第 4頁徵稿說明。 

四、聯絡人：許雅淳小姐，Tel：02-77493243，E-mail：ychsu1126@ntnu.edu.tw  



2 
 

伍、活動日程表 

2021/11/19(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者 地點 

08:30-09:00 30 分 報到 
體育館

3 樓 

09:00-09:10 10 分 
開幕典禮 

- 開幕致詞/合影 - 
金牌 

講堂 
09:10-10:20 70 分 

國際專題演講

（1/2）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謝智謀教授 

分享人：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李克凡副教授 

與談人：國立體育大學-吳冠璋教授 

10:20-10:30 10 分 休息 

10:30-12:00 90 分 
特色主題成果分享會

（1/2）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潘義祥教授 

主講人：【巡迴教學輔導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王伯宇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郭癸賓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洪煌佳教授 

【探索活動成果分享】 

臺北市立大學-薛銘卿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莊鑫裕副教授 

新北市文山國中-詹其穎老師 

金牌 

講堂 

12:00-13:00 60 分 午餐時間  

13:00-14:10 70 分 
戶外探索與素養導向

論壇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崇旗教授 

與談人：國立體育大學-潘義祥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蔡居澤副教授 

金牌 

講堂 

14:10-14:20 10 分 休息  

14:20-14:40 20 分 
戶外繩索場訪視 

經驗分享 
分享人：國立體育大學-王俊杰副教授 

金牌 

講堂 
14:40-15:30 50 分 繩索場實務分享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王俊杰副教授 

分享人：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高嘉楠經理 

樂晴戶外有限公司-郭孟鑫專案經理 

樂晴戶外有限公司-盧冠賢專案經理 

15:30-15:50 20 分 茶敘  

15:50-17:20 90 分 戶外探索實務工作坊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學-薛銘卿副教授 

主講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區域訓練專員 

-林宏勳講師 

體育館 

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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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0(六)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者 地點 

08:40-09:10 30 分 報到 
體育館

3 樓 

09:10-10:20 70 分 國際專題演講（2/2） 

主持人：國立清華大學-劉先翔教授 

分享人：澳門大學-鄭智明書院導師 

與談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王伯宇副教授 

金牌 

講堂 

10:20-10:30 10 分 休息  

10:30-12:00 90 分 
特色主題成果分享會

（2/2）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信亨助理教授 

主講人：【教案設計分享】 

國立清華大學-劉先翔教授 

新竹市新科國中-謝孟育老師 

待聘1名 

【師資增能研習】 

國立宜蘭大學-李晟瑋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蕭如軒講師 

新北市三重高中-顏端佑老師 

金牌 

講堂 

12:00-13:00 60 分 午餐時間  

13:00-14:30 90 分 
論文發表 

（海報及口頭發表） 

主持人：國立宜蘭大學-李晟瑋助理教授 

主持人：澎湖縣五德國小-許程淯老師 

體 002 

體 003 

14:30-14:50 20 分 茶敘  

14:50-15:40 50 分 

戶外探索策略聯盟 

高峰論壇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美燕教授 

與談人：策略聯盟學校 

金牌 

講堂 

 

※備註：如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改為線上舉行，其中「戶外探索實務工作坊」無法實

體操作，擬改為影片方式進行。另海報論文發表，改以影片播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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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論文徵稿方式 

一、徵稿對象：各級學校教師及戶外探索相關領域之碩、博士班研究生。 

二、徵稿期程： 

（一）徵稿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2 日（五）截稿。 

（二）審查結果通知：110 年 10 月 29 日（五） 

三、選稿方式： 

（一）研討會論文發表分為二類：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二）投稿須提供中文及英文摘要，各以 1 頁為限。 

（三）摘要須包含發表題目、作者（含單位職稱）及關鍵字（3 至 5 個）。 

（四）版面設定 

1、口頭發表： 

（1）摘要版面設定為 A4 版面、內文 12 級字、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 New Roman 及

單行間距。 

（2）口頭發表共 12 分鐘（發表 8 分鐘，答辯 4 分鐘）。 

2、海報發表：經審核錄取者，請依下列規格製作全開海報 1 張，並於發表當天張貼於

活動會場。 

（1）海報發表採 1 篇論文 1 面看板。 

（2）委員審查時，作者答辯約 3-5 分鐘。 

（3）海報版面尺寸【A0】為直式 84.1cm（寬）x 118.9cm（高），請作者統一格式製作。 

（4）海報標題須包含研討會名稱、研究題目、作者姓名、就讀/任職學校及系所名稱／

服務單位及職稱。 

（5）海報內容：請呈現研究結果為主，凡與戶外探索有關之理論、實務相關之論述、

研究報告、案例成果等皆可。 

柒、交通方式 

一、捷運： 

（一）古亭站：『古亭站』4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 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二）台電大樓站：『台電大樓站』3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二、公車：搭乘 18、235、237、278、295、672、907、和平幹線（原 15）至「師大站」或 

「師大綜合大樓站」 

三、自行開車： 

（一）國道一號：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二）國道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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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2、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四、校內停車場 

（一）校本部 

 

 

 

 

 

 

 

 

 

 

 

 

 

（二）圖書館校區 

 

 

 

 

 

 

 

 

 

 

 

 

 

※資料來源：https://www.ga.ntnu.edu.tw/par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