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實施計畫

一、宗

旨：以博雅通識教育教學理論發展為基礎，各領域教學實務應用為原
則，掌握最新體育運動時事發展動態導向，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全
面照護樂齡銀髮族趨勢，含括通識教育素養之影響帶動樂齡生
活、文史學、休閒、人文社會、健康養生、運動競技訓練和運動
科學及創新產業的跨領域學術整合研究，提升通識教育暨體育運

動與樂齡生活發展之學術研究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
四、承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體育中心
五、協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
六、辦理時間：107 年 06 月 15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修平科技大學樹德樓 A0607 會議室
八、參加對象：凡對通識教育暨運動及樂齡發展學術研究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師生
或業界人士。
九、參加人數：預定 60 人
十、辦理方式：
（一）專題演講：係針對通識教育暨運動及樂齡生活發展之文史學、管理、
心理、教育、生理、訓練科學、運動與健康促進等相關領域，邀請
國內專家學者進行二場專題演講（如研討會日程表）。
1.不同通識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與研究創新之探討
2.教育大數據研究方向之啟發
3.跨領域通識教育學術研究的結合與應用
4.相關領域研究之實驗設備的介紹與應用
（二）研究發表：就相關主題進行口頭或海報發表。
1.本會設審查委員會，由相關領域之學者教授組成之，負責稿件審查
作業，並遴選刊載於大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專集。其中
選出不同領域的優秀論文數篇，進行每篇 15 分鐘的口頭發表，由
特邀之學者專家主持發表，並進行討論與講評。
2.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皆可依全文發表或摘要發表分別收錄於論文
集光碟出版。
（三）儀器及書籍展示：配合研討會，邀請樂齡生活實用輔助器材及運動
科學儀器、體育書籍廠商現場介紹展示。

十一、截止日期：
論文徵稿暨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十二、投稿須知：如附件一
十三、研討日程：如附件二
十四、報 名 表：如附件三
十五、論文格式：如附件四
十六、同 意 書：如附件五
十七、附
則：
（一）為鼓勵優秀學者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本研討會全程不收費用)
（二）參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
（三）研討會當日提供午餐、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四）交通路線請上本校研討會專區查詢。
（http://www.hust.edu.tw）
（五）全程參與研討會者由大會核發研習證書 8 小時。

附件一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投稿須知

一、舉辦時間：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
二、舉辦地點：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
修平科技大學樹德樓 A0507、A0409 會議室。
三、研討主題：凡有關對通識教育暨運動及樂齡生活發展之文史學、管理、心理
、教育、生理、訓練科學、運動與健康促進等相關領域研究探討。
四、發表方式：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
五、參加對象：凡對通識教育暨體育運動與樂齡發展學術研究有興趣之人士。
六、投稿須知：
（一）論文格式
1、全文或長篇摘要(extended abstract)發表之中文、英文不拘，須以原創性
或綜評性文章，包括目的、方法、結果、結論等。長篇摘要涵蓋 (篇名
、作者資訊、摘要、圖表、關鍵詞與參考文獻)，關鍵詞以 3-5 句為原則
，得依領域慣例撰寫。
2、稿件一律採電腦打字（12 點字體，單行間距，中文採標楷體，標點符
號用全型；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字型，標點符號用半型），檔案
名稱請用作者「姓名_投稿論文名稱」，如「何小敏--「籃球進球率之
相關探討」。經排版後不得超過 A4 紙張 4 頁（每頁 38 字×34 行）。
3、稿件首頁應包含標題、姓名、所屬單位（含子單位）及聯絡人電子郵件
信箱（E-mail）帳號。
4、書寫請用 APA 格式，請參考網址：http://www.rocnspe.org.tw/publish.php
、未能符合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
5、投稿請檢附論文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凡曾刊載於其它刊物或抄襲之
稿件，作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海報格式
海報尺寸(長 120cm×寬 90cm)內容包括論文名稱、作者及單位職稱(含
電子信箱)、摘要、緒論、方法、結果與討論、關鍵字和參考文獻等。
（三）投稿方式
1、論文截止日期：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2、報名方式：稿件投遞一律採用電子郵件附加檔案方式，請於截稿日前寄
e-mail 至 aku550410@hust.edu.tw。投稿；論文題目、姓名及聯絡電話。並
請電洽：04-24961100#6811 修平科技大學體育中心阿䓢.嘎兆小姐進行確認
。

附件二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日程表
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場地

08：30-08：50

報到

大會幹事部

樹德樓 1 樓

開幕式

修平科技大學

會議室

08：50-09：00

鄧校長作樑 博士

A0607

台師大運休所院長

09：00-10：30

專題講座

主講人：季力康教授

會議室

（一）

台師大運休餐管所

A0607

主持人：陳美燕教授

10：30-10：45

茶敘時間

修平科技大學

會議室

何主任育敏

走廊

台師大運休餐管所

10：45-12：15

專題講座

主講人：陳美燕教授

會議室

（二）

台師大運休所院長

A0607

主持人：季力康教授

12：15-13：30

午餐時間

大會幹事部

會議室
A0408

第1場
第2場

13：30-15：00

口頭發表
（每場 15 分鐘）

第3場
第4場
第5場

主持人：
評論人：

會議室
A0507、A0409

(待聘)

第6場

修平科技大學

會議室

何主任育敏

走廊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00

海報發表

論文審查委員

結業式

修平科技大學

會議室

(綜合座談)

鄧校長作樑 博士

A0607

16：00-16：30

備註

會議室
走廊

1.口頭發表將聘請專家學者主持及評論。
2.全程參與者將視需求發給 8 小時研習證明(請於報名表上進行勾選)。

附件三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報名表

□全文發表

□摘要發表

□僅參加研討會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膳食

□不拘
□素食

中文題目：

論文題目

通訊處

英文題目：

地址：
電話：

手機：

E-mail：

日期地點

一、日期：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
二、地點：修平科技大學樹德樓會議室

報名方式

一、請於 107 年 5 月 30 日前至修平科技大學 http://www.hust.edu.tw。
二、地址：41280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
三、電話：04-24961100#6811。

證明書需求

備註

一、研習證書
二、發表證書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一、參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
二、研討會當日供應午餐，有關交通路線請上本校研討會專區查詢。
三、因個資法實施，報名表之相關個人資料僅供本研討會使用。

附件四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徵稿論文格式
撰寫論文內容說明：
一、格式
文章以 A4 大小的紙張，每頁上下緣各留 3.17 公分及左右兩側各留 2.54
公分，文字請選用標楷體中文，英文及阿拉伯數字請選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
二、論文題目與作者
論文題目宜簡明，字形為14點字型粗體，置中於第一頁第一行。作者部
分包含姓名、所屬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中文請以標楷體12點、電子郵件
英文及阿拉伯數字請選用Times New Roman字型，採單欄單行間距置中。
三、內文
內文標題、字型均採用標楷體 12 點字型單行間距，標題加粗。英文及
數字部分請使用 Time New Roman 字體。為求統一以及便於排版，請依『體
育學報』稿約及參考文獻撰寫格式範例書寫，請參考網址：
http://www.rocnspe.org.tw/publish.php。

範例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作者 1* 作者 2
1＊
服務機關
2
服務機關
*
聯絡人電子郵件(aku550410@hust.edu.tw)
摘要
本文係舉例說明 2015 體育運動發展學術研討會完整論文檔所採用之排版格
式，供投稿人撰寫論文時參考之用。全文須附中、英文摘要，各 500 字以內，摘
要內容含研究的目的、方法、結果、結論，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5 個以內之關鍵
詞（Key words）
。英文摘要置於全文（引用文獻）之後。英文摘要包括英文題目、
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電子信箱，以 Times New Roman 字型書寫並以 MS Word
格式呈現。將完整論文檔，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前 e-mail 寄到 aku550410
@mail.hust.edu.tw，請自行完成掃毒，切勿夾帶病毒，以利光碟論文集製作。並

請以「姓名_投稿論文名稱」
，如「何小帥_休閒運動傷害與預防」
。經審查委員審
查通過之論文，請依大會規定格式編排，未依規定或未能配合大會工作進度，大
會有權取消其刊登之權利，有關資訊請上網查詢：http://www.hust.edu.tw。
關鍵詞：決策分析、資料包絡分析法、績效評估
一、緒論
二、方法
三、結果
四、討論
引用文獻
範例
鄭志富（2002）。學校運動場館經營與管理。學校體育，12（3），2-4。
廖智倩、闕月清（2001）。小學體育教師體育目標認同傾向之研究。體育學報，
30，9-19。
謝伸裕（1997）。基礎運動生物化學。台北市：力大。
鄭志富、吳國銑、蕭嘉惠（譯）
（2000）
。運動行銷學。台北市：華泰。(Pitts, B. D.,
& Stotlar, D. K., 1996)
張櫻玉（2002）
。打擊動作工作分析與修正調整。2002 國際適應體育研討會報告
書（頁 365-370）。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與研究發展中心（1998）。適應體育導論。台北市：
教育部。
蘇木川（1998）。老人用手杖之研究與設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大同工學院工
業設計學系暨研究所，台北市。
陳重佑（2000）
。不同動量打擊練習過程中的肢體動力學控制。未出版博士論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高正源（2002，4 月 30 日）。運動產業。麗台運動報，4 版。
Chang, C. L. (2006). Impacts of the fencing glove interface and grip related on grip
force and pinch, Physical Education of Journal, 39, 3, 43-56.
Thomas, J. R., & Nelson, J. K. (2001). Research method in physical activity (4th ed.).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Reaburn, P., & Coutts, A. (2000). The joys of field research: The Simpson Desert
cycle challenge experience [Abstract]. Book of Abstracts (p. 315). Brisbane,
Australia: 2000 Pre-Olympic Congress.
Thomas, J. R., Salazar, W., & Landers, D. M. (1991). What is missing in p< .05?
Effect size.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62, 344-348.
Emanuel, J., Mills, S., & Bennett, J. (1980). In search of a better handl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uman Factors and Industrial Design in Consumer
Products. Medford, MA: Tufts University.

附件五

2018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研討會
論文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

茲保證上述論文由作者（們）撰寫，內容絕無抄襲或圖
表著作財產權問題，且內容均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本論文
經每位作者同意發表，若貴會接受刊登，其紙本印刷版及電
子版之著作財產權屬貴會所有。
每位作者簽名：

日期：

稿件聯絡人（請詳細填寫）：
姓 名
聯 絡 市話：
電 話 手機：
郵 寄 □□□
地 址

服務單位
E-mail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