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教育学与心理学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教育学与心理学大会将于2016年09月在郑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接主办方最新通知，本次会议现已取消。接主办方最新通知，本次会议现已取消。

2016教育学与心理学大会为广大从事教育学与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专家提供交流平台。会议组委会诚
邀全球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参加此次国际会议，就教育学与心理学为主题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共同
促进全球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月21日 11:00-17:00 报到

9月22日

09:00-12:00 特邀嘉宾演讲

12:00-14:00 午餐

14:00-17:30 口头报告

18:30-20:00 晚宴

9月23日 08:00-18:00 郑州一日游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Tika Ram Pokhrel,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Education, Kathmandu University, Nepali

 

Biography: Biography: Mr PokhrelMr Pokhrel  has been working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Kathmandu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is area of interest is to improve quality of education. He has been
working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grity in education, and use of ICT in education. His major

focus is to transform education system so that students develop the 21st century skill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ir formal education. He has attended various international seminar,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 as invited speaker and published various journal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journals.

Topic: Topic: The Need for Developing Integrity Among Young Learners in Schools

Abstract: Abstract: Integrity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illars of life and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form school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status of a research in academic integrity in the selected schools of Nepal. The existing
practices of school students in those six fundamental values of academic integrity: Honesty, trust, fairness,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2014) a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Further, the role of integrity in sustainable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main thrust of the paper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mpete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liv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evelop
integrity in students will be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票务类别 包含内容

D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

E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午餐+欢迎晚宴+午餐+欢迎晚宴

F票 参会+会议资料+礼品+旅游+午餐+欢迎晚宴++午餐+欢迎晚宴+酒店酒店住宿（两晚）住宿（两晚）

 

参会费用所含内容说明：

1、参会：参会：听取会议主会场报告及分会场报告

2、住宿（含早餐）：住宿（含早餐）：酒店住宿两晚（仅F票），会议预计在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举行，预计酒店住宿协议价为
600元/晚

3、午餐和欢迎晚宴：午餐和欢迎晚宴：会议期间的午餐及欢迎晚宴（仅E、F票；D票需参会者自理餐费；如需现场购买，标准为：
午餐150元，晚宴 200元）

4、会议资料：会议资料：胸牌， 程序手册，纸质期刊一本（作者文章所发表的一期的纸质版，国内邮寄免费，国外邮寄需加
收邮费）等

5、礼品：礼品：会议精美纪念礼品一份

6、旅游：旅游：郑州一日游，缴费的参会者在会后可享受免费旅游（如不参加旅游，无退费）

旅游信息旅游信息

2016教育学与心理学大会将于2016年9月22-23日在中国郑州召开。郑州处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之
间，文物资源众多。著名旅游景点如少林寺，黄河风景区，嵩山都位于郑州，威震海内外的中国功夫也是从这里走
向世界。河南是戏曲大省，除传统的豫剧、曲剧和越调三大剧种外，还有十多个地方剧种，几百年来戏曲一直都是
郑州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老百姓的生活起着伦理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

 

少林寺 少林寺 

少林寺是佛教在中国的主庙。它位于嵩山附近，靠近河南省登封市。佛教的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少林寺以武术和
禅宗闻名，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号称“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
功夫而名扬天下，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黄河风景区黄河风景区

体验黄河文化的最好的地方在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风景区位于郑州市西北部，地处黄河南岸。这里风景优
美，有绿地，清澈的海水，亭台楼阁，错落有秩的雕像。经过长达20余年的发展，景区现已成为国家的旅游胜
地，里面拥有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吸引着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黄河风景名区是一个欣赏中国母亲河（黄河）
的最佳地点。

嵩山嵩山

嵩山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是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它曾长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将相最为重视的要塞。在古
代，嵩山曾有30多位皇帝、150多位著名文人所亲临，更是神仙相聚对话的洞天福地。嵩山是中国道教圣地，佛教
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新儒教的诞生地。



河南文化河南文化

河南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造纸、火药三大技术均发明于河
南。“豫”是河南省的简称，郑州是其省会。河南以豫剧闻名，豫剧（英文：Yu Opera）起源于河南，是中国五
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其它戏曲如曲剧、越调、曲河南坠子等，也是河南较为重要的地方戏曲形
式。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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