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各位教育界同工鈞鑒： 

 

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及香港教育大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及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聯合舉辦「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論壇協辦單位包括香港教育大學旗下的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宗教教育與

心靈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系及幼兒教育學系。大會希望透過兩岸四地的研討交流

平台，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屆時將邀請各地的學者及中、小、幼綠色學校代表

分享他們的理念與實踐經驗。 

 

我們期望各位教授及學者能夠出席是次論壇，互相觀摩，共同切磋，共同推動可

持續發展教育發展。茲將論壇詳情羅列如下： 

 

大會內容：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理 

日期：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及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地點：香港 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 

報名手續：請填妥附頁回條，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前, 傳真或電郵至黎玉貞 

  博士(852-29487160 或電郵地址 dh1acei@gmail.com)。  

 

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繫，電郵地址

dh1acei@gmail.com  

 

敬祝 

教安﹗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香港教育大學                   

會長                                    副校長(學術)   

 

                                

劉寶蓮博土                          李子建教授 

謹啟 

 

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 

 

附件：  

(一) 論壇簡介、議程及參觀活動資料   (二) 論壇報名表格 (三) 住宿資料 

mailto:dh1acei@gmail.com
mailto:dh1ac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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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論壇簡介、議程及參觀活動資料 

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度) 

‧ 論壇主辦及協辦組織單位 

   主辦單位：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香港教育大學   

   協辦單位： 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地點、日期 

香港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 主題、目的、內容 

主題︰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理 

就上述主題，兩岸四地的幼兒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教育三大領域

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現狀、問題及最新研究和實踐成果等內容，分組進行廣

泛深入地交流研討。 

目的︰ 

「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分別在香港、澳門、臺灣及中國大陸相繼舉 

辦了七屆，本屆於 2017 年在香港舉行，是為促進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 

門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資訊交流，分享各地的先進經驗與成果及各地發 

起的長期環境教育合作專案。論壇為國內、香港、台灣、澳門兩岸四地的政府 

組織、環保組織及教育團體之間關於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交流平台，目的是加強 

溝通與瞭解，提高各方資訊交流、資源分享與合作的可能性，分享兩岸四地在 

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先進經驗與成果。通過「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來自 

香港、澳門、臺灣和內地的可持續發展教育學者、地方環境科學學會代表、環 

保宣教機構代表、綠色學校和綠色社區代表、環境教育及科普教育基地代表聚 

首在一起，以其從事的研究和工作視點，剖析兩岸四地近年可持續發展教育的 

思路、走向和做法，形成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為推進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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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論壇內容包括實地考察及兩岸四地嘉賓分享，講者包括兩岸四地政府環境機

構的代表、來自內地、臺灣、香港及澳門的學者，以及大專院校及中、小學

及幼兒的教師，以“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理”

為探討主題，分享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理論及實踐經驗。包括： 

1 分享不同教育階段在進行組織動員社區網絡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

的成功經驗，探討青少年推動綠色生活的形式； 

2 評析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保育和教育的政策及實踐、挑戰與展望； 

3 尋求幼兒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組織之間相互合作、共同

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的途徑； 

4 關注、分享及探討學校及教育機構在進行綠色校園生活的規劃建設、項

目管理、資源調動以及以基地建設推動可持續教育的成功經驗。 

‧ 論壇日程 

1.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2. 地點：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 

3. 會議日程安排： 

 

第一日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嘉賓抵達會場報到。 

第二日 2017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參與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

壇」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及分組論壇。中午午膳

及「論壇」商議下屆主辦事宜。下午專題演講及

分組論壇。 

第三日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分組參觀香港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及萬

宜世界地質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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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海峽兩岸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日程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 研討會第一天行程 

Saturday, 11 November 2017  Day 1 Schedule 

 

08:30-09:15 報到  Registration 

09:15-10:00 
開幕禮  Opening Ceremony 

10:00-10:20 
茶敍  Tea Break 

10:20-11:30 
論壇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11:30-12:30 午餐  Lunch 

海報發表交流

及展覽 

 

Poster 

Presentations / 

Exhibition 

12:30-14:30 

學術論文發表 I 

Academic 

Presentations I 

實務交流與

論壇 I 

Forum on 

Practices I 

 

永續發展教

育論壇 

Special 

Forum on 

ESD 

14:30-14:45 茶敍  Tea Break 

14:45-16:30 

學術論文發表 II 

Academic 

Presentations II 

實務交流與工作坊 II 

Forum on Practices II 

 

  16:30-16:40 小休   Break 

  16:40-17:10 宣佈下屆論壇地點 

Announcement of next location of Forum 

閉幕禮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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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 研討會第二天行程 

Sunday, 12 November 2017  Day 2 Schedule 

08:30-12:00 

分組參觀活動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報名日期：截止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報名手續：請填妥附頁回條(附件二)，連同銀行存款記錄或滙款紀錄於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前傳真或電郵至黎玉貞博士 

              傳真: 852-29487160 或電郵地址 dh1acei@gmail.com  

 

報名費用：港幣 550圓(2017年 8月 15日前) 及户外活動費用  

          港幣 650圓(2017年 8月 15日或以後) 及户外活動費用 

請存入香港東亞銀行户口: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195-40-00248-5 

* 香港以外電滙附加銀行手續費 70港幣 

住宿費用：自行負責, 請參考附件三 

膳食: 報名費用已包括 11/11研討會的午餐及茶點 

分組户外活動費用(包括交通費)：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每人港幣 360 元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每人港幣 220 元 
 

 

mailto:dh1ac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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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細則 

 

1. 徵稿重要日期：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徵稿限期：2017年8月31日(四)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預計於2017年9月15日(五)公佈審查結果。 

2. 投稿方式：學術論文全文、實務論文全文請經由email投稿，主旨請說

明「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研討會投稿，並註明投學術論文或

實務論壇論文」，實務交流及海報發表只需提交摘要(二百字以內),

信件傳送後會方確認是否收到。 

3. 論文授權書：為確保作者權益，及本研討會之合法使用權，每篇論文之代表

作者煩請填妥下頁著作權授權書，並經掃描為 PDF 或影像檔，與文章稿件

一併電郵至 dh1acei@gmail.com。 

 

4.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論文投稿者均須報名始可論文發表，論文經審查

通過者，將分為口頭發表/壁報展示，論文發表者請委派至少一名代表

出席研討會。 

5. 研討會相關事宜洽詢： 

 報名、繳費、論文投稿、研討會籌辦事宜請洽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

會秘書黎玉貞博士。 

 傳真:852-29487160，電郵地址: dh1acei@gmail.com。 

 

 

 

 

 

 

 

 

 

 

 

 

 

 

 

 

mailto:dh1acei@gmail.com
tel:852-XXXXXXXX，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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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論文撰寫格式 

 

一、字數限制：學術論文字數以6,000-8,000字以內為宜；實務論壇論文字

數以5頁內（含摘要）。 

二、摘要格式：中文摘要以不超過300字為原則，關鍵字以3-5個為原則。 

 

三、文稿格式：  

1.紙張：請以A4 (21 x 29.7 cm)大小紙張製作，上下左右請留2.5公分寬

的空白。 

2.字型：中文請以「新細明體」繕打，英文請以「Times New Roman」

繕打。 

3.字體：論文題目為18號加粗字體，各章節標題為16號加粗體字，其

餘一律12號標準字體，單行間距。 

4.論文順序以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摘要、關鍵詞、正

文內容、引用文獻等次序撰寫。 

5.本文敘述之順序，中文用：一、(一)、1、(1)；英文用：I、1、(1)、a。 

6.圖表說明請以圖1、圖2等表示，置於圖之下；表格說明請以表1、表

2等表示，置於表格之上。 

7.本文中引用文獻的撰寫方式，請依照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第五版或六版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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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書  

一、授權內容： 

以下簽名文章著作人已徵得其他共同著作人同意，將發表於【2017 港澳兒童教

育國際協會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之著作（包括學術論文摘要及

全文、壁報展示、實務論壇講義摘要及全文等） 
 

文章名稱：                               

                                           

                                                                                                                                              

無償授權【2017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透過網際網路、無線網路、研討會論文集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他人進行檢

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人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文章著作人擔

保本著作為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

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文章著作人姓名：【                                   】 

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      【          年       月        日    】 

通訊電話：      【                           】 

電郵地址：      【                            】 

通訊地址： 

【                                                       】 

文章著作人簽署：(任一並列作者簽名即有效，但建議每人都簽) 

 

 

2017 年       月       日 

＊本著作權授權書請於文章被接受後，親筆簽名並將正本郵寄至「港澳兒童教育

國際協會秘書黎玉貞博士收，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 B2/1F/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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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簡介(任擇一項報名)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之旅 (半天 )  

簡介：  

米埔沼澤及后海灣內灣的濕地位處香港的西北端，數十年來成

為候鳥的天堂。在 1 9 9 5 年，圍繞米埔及后海灣內灣 1 , 5 0 0 公頃

的濕地，正式被列 為國際重要的拉姆薩爾濕地。充足 的食源讓

這裡成為東亞至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候鳥中繼站與越冬地，每年

南遷北往的鳥類共紀錄了多達 6 8 , 0 0 0 頭雀鳥在米埔及后海灣

內灣一帶越冬，然後在春季飛返北面的繁殖地。   

 

在米埔並可找到全港 7 2 %的雀鳥品種，也可找到多種全球瀕危

的雀鳥，包括佔全球 2 5 %的黑臉琵鷺。我們今次的活動範圍 為

拉姆薩爾濕地。由 專業導師帶領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除遊覽

米埔自然保護區外，更沿浮橋通往 后海灣泥灘，近距 離觀賞 上

萬頭的候鳥。沿 途經過觀鳥屋，水禽飼養池，野 生生物教育中

心。帶你近距離了 解紅樹林生態環境，遙望整個后海 灣泥灘景

色及一大片魚塘，讓你更認識整個香港的拉姆薩爾濕地。   

 

在米埔可以近距離觀看過千水鳥渡冬情景，讓參加者更加近距

離接觸鳥兒覓食情況。 2 0 0 7 年 1 1 月米埔自然保護區 會 開放一

條全長 6 0 0 米的新浮橋，一直伸延至海中心，比舊有的浮橋更

近距離觀賞過千隻侯鳥。每年 1 1 月至 4 月是鳥類品種最多的

黃金檔期，要看 過 千 隻，過 百 種 的 雀 鳥 在 你 面 前 停 留、飛 翔 ，

可要好好的掌握報名時間。  

 

精華點： 

•踏入新浮橋零距離觀賞群鳥飛過情景  

•探索米埔自然保護區濕地生態  

•探究招潮蟹、彈塗魚自由覓食情況  

•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  

•遊覽浮橋、魚塘、觀鳥屋及野生動植物教育中心 

 

費用：每位 $ 3 7 5  (以最少 23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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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半天) 

 

萬宜水庫東壩一帶是觀賞火山岩勝地，也是香港最奇特地質景觀的所在之處。火

山岩整齊有致地豎立於水濱，巨型石柱由不同的多角形節理組成，嘆為觀止，典

型的六角形節理岩柱更是引人入勝，無論規模、面積、岩質都是世界罕見！ 

http://www.geopark.gov.hk/b5_s4f7.htm 

特色 

 鄰近市區的世界級地質步道 

 世界罕見的酸性火山岩六角節理岩柱- 

 近距離欣賞平均直徑達 1.2 米之六角形岩柱 

 專業地質導賞員全程講解 

行程 

1. 東壩主壩：縱觀萬宜地質步道及萬宜水庫的歷史 

2. 萬宜地質步道：了解岩石的分類 

3. S 型石柱群：了解入侵岩、結理及斷層的形成 

4. 防波堤壩：遠觀破邊洲、海蝕洞，錨形石防波堤作用 

 

費用：每位$220 (以最少 26 人計算) 

費用包括--專業地質導賞員(普通話/英語導賞)及來回東壩及西貢市交通費 

備注 

1. 強烈建議自備個人海外旅遊保險 

2. 因交通、天氣及其他環境因素，導賞員會以客人安全為前提對行程的時間 

及地點作調整 

3. 行程會因應環境、交通情況及其他突發事件(例如大雨、地震、戰爭或天 

然災害等)而有所變更，我們不會作事先通知。我們保留更改、取消或更換

為其他景點的權力，並且不會承擔任何因以上無法預計情況下的行程更改所

引致的損失。 

 

 

 

 

 

http://hongkong.ecotravel.hk/de/package/it_004/
http://www.geopark.gov.hk/b5_s4f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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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論壇報名表格 

致：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秘書黎玉貞博士 

 

傳真號碼：852-29487160 

電郵地址：dh1acei@gmail.com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及香港教育大學 

第八屆兩岸四地教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報名表 

敬覆者： 

有關來函已悉。本校/ 機構將派出下列代表參加是次研討會 

 

姓名 職銜 學術論文/實務論壇題目/海報發表 

   

   

   

   

   

   

   

 徵稿細則及著作權授權書，請閱另文 

 

參觀活動 

姓名 職銜 米埔水鳥天堂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dh1acei@gmail.com
http://hongkong.ecotravel.hk/de/package/it_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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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住宿資料 
 

帝都酒店 Royal Park Hotel 

 

房間類別  

標準客房: 2017 年 11 月 10-13 日 港幣$950.00 淨房價 (每房每晚)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 

 

標準客房優惠 

*免費報紙 

*免費使用 Wi-Fi 及寬頻上網服務 

*免費使用健身中心設施包括健身室、游泳池及蒸汽浴室 

*早餐每位費用為 HK$90+10%服務費 

*半價享用客房內迷你冰箱之飲品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酒店及香港教育大學 (座位有限,須提早預約)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酒店及尖沙咀 (座位有限,須提早預約) 

 

有關住宿查詢，請與酒店聯繫： 

Freddie WU Sales Manager  

電話: (852) 2694-3896  傳真: (852) 2695-9291 

香港沙田白鶴汀街 8 號 

網頁: http://www.royalpark.com.hk ∣電郵地址: Freddiewu@royalpark.com.hk 

訂客房免費電話 Toll Free Reservation Hotline: 

中國內地可使用下列電話: 4001 200809 (Applicable to both mobile phone and fixed 

line in Mainland 適用於固網及移動線路) 

 

http://www.royalpark.com.hk/
mailto:Freddiewu@royalp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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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Sha Tin 

 

客房種類 標準淨房價(每間每晚) 

山景客房 (備有單/雙人床房型) 

住宿連一位早餐 

住宿連兩位早餐  

港幣$1,100 +10% 服務費 

港幣$1,220 +10% 服務費   

港幣$1,340 +10% 服務費 

海景客房 (備有單/雙人床房型) 

住宿連一位早餐   

住宿連兩位早餐  

港幣$1,400 +10% 服務費 

港幣$1,520 +10% 服務費 

港幣$1,640 +10% 服務費 

嘉賓軒山景客房  

住宿連一位嘉賓軒專享禮遇  

住宿連兩位嘉賓軒專享禮遇  

 

港幣$1,700 +10% 服務費   

港幣$2,000 +10% 服務費 

嘉賓軒海景客房 (備有單/雙人床房型) 

住宿連一位嘉賓軒專享禮遇  

住宿連兩位嘉賓軒專享禮遇  

 

港幣$1,700 +10% 服務費   

港幣$2,000 +10% 服務費 

*嘉賓軒賓客可免費享用寛頻上網及每日免費租用會議室 1 小時。另外，賓客更

可到位於 25 樓、設空中花園的嘉賓軒酒廊免費享用早餐、全日咖啡茶服務及傍

晚的雞尾酒及佐酒小食，並可於嘉賓軒住客尊用的接待處辦理入住登記及退房手

續。  

The charge for the third person is at HK$300+10% service charge(Room Only) or 

HK$420+10% service charge(Room with breakfast) per night but is available at no charge for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years old. 

*The above rates are based on Hong Kong dollars (HK$) and are quoted on a per room, per 

night basis,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Additional Service Available to Regency Club or Suite Guests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from 6:30 AM to 10:30 AM Mondays to Fridays (until 11:00 AM 

on Saturdays, Sundays & Public Holidays) 

--Evening cocktails and snacks from 5:00 PM to 8:00 PM daily 

--Complimentary coffee, tea and soft drinks throughout the day 

--Use of  Regency Club meeting rooms for one hour per day (advance reservations are 

required) 

--In-room DVD player (a selection of movies is available from Regency Club Lounge) 

 

有關住宿查詢，請與酒店聯繫：Christopher Kwok  Sales Coordinator  

電話： +852-3723 7304   

香港沙田澤祥街18號 

網頁: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  電郵地址: christopher.kwok@hyatt.com 

mailto:christopher.kwok@hyat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