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徵稿說明】 

一、研討會日期：107 年11 月15日（星期四）。 
二、研討會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K107演講廳。 
三、研討會主題：為促進校務研究議題及教學實踐進行成果分享與交流，以期在分享互

惠下共創校務研究之綜效，本研討會徵稿分為校務研究提案構想書及教學實踐研究

兩大主軸，其中教學實踐研究採摘要投稿，詳細說明如下： 
(一） 校務研究主軸之徵求重點（提案構想書） 
 學生學習成效、學習態度探究與應用 
 弱勢生議題與學習輔導 
 畢業生流向與應用分析 
 招生策略與學校課程規劃 
 校務營運治理及品質保證 
 在地深耕實踐、資源運用與永續經營 
 其他與校務研究暨高教深耕相關議題 

(二） 教學實踐研究主軸之徵求重點（摘要投稿） 
 創新教學策略與實務應用 
 跨域(界）學習與人才培育 
 學生學習品保與輔導機制 
 多元文化與國際交流 
 產學合作能量 
 教學評量精進方案 
 教學助理人才網絡 
 其他與教學實踐暨高教深耕相關議題 

四、重要日程： 
(一） 投稿：本研討會分為教學實踐研究採摘要投稿（250字為限，另可附圖）、

校務研究提案構想書採全文投稿（2000字為限，字數不包含參考文獻，以圖文並

茂方式呈現），投稿請至本研討會之系統進行線上投稿。投稿者可選擇海報發表

或口頭簡報（擇一）方式進行發表。 
(二） 投稿及稿件繳交時程： 
 投稿截止： 9/17（一），採隨到隨審，2週內通知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公告：9/30（日） 。 
 研討會報名註冊：9/30（日）- 10/31（三）。 
 構想書全文及海報定稿繳交截止：10/20（六）。 
 研討會議程公告：10/26（五）。 
 研討會日期 ：11/15（四）。 



 最終修訂版繳交截止：11/16（五） 。 
五、投稿說明： 

1. 教學實踐研究摘要投稿 
(一) 投稿者請詳實填寫報名表(格式參考如附件一）。 
(二) 中(英）文摘要（250字為限，另可附圖），內容須包含研究主題名稱、

研究問題動機、作者姓名與相關資訊、研究目的，預期研究方法，預

期研究成果及效益、關鍵字等。(格式參考如附件二）。 
2.  校務研究提案構想書投稿 

A. 投稿者請詳實填寫報名表(格式參考如附件一）。 
B. 投稿字數為中(英）文全文，（2000字為限，字數不包含參考文獻，

以圖文並茂方式呈現），內容須包含提案構想書題目、作者、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預期結果與效益、關鍵字等(格式參考如附件三）。 
C. 校務研究提案構想書應包含以下項目： 
 研究主題（列出題目並簡要說明） 
 研究目的（學校現況與問題描述，本研究計畫可協助改善或解決的

問題等） 
 文獻探討（對文獻做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 
 研究方法（擬運用之資料分析技術，若已確定將使用的工具軟體請

一併述明） 
 預期研究結果（預期本研究計畫成果，對校務發展所能提供之成效） 
 參考文獻及附錄，並請不用編入頁碼。 

論文獲接受並希望收錄刊登者，請簽署同意授權書並回傳，(格式參考如附件

四），本研討會接受之論文摘要集將申請ISBN序號。 
六、研討會聯絡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中心  蔡小姐、劉小姐 
聯絡方式： 04-22181065、04-22181062、04-22188500 
Email：cia@gm.ntcu.edu.tw 
線上投稿網站：http://www.ipress.tw/J0141 

七、著作財產權事宜： 
1. 本研討會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

犯他人著作權。 
2. 經本研討會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本研討

會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等行為。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3. 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八、審稿方式：本研討會稿件將採匿名審稿方式，徵詢並邀請2至3位專家學者進行線上

審稿。 
九、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中心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2018 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徵稿報名表 

投稿序號： （承辦單位填寫）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請標註論文報告

者） 
服務機關與單位 （就讀學校系別） 職稱（年級）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共同作者 
( 請 依 序 列

出）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投稿 
主題與類別 

□ 校務研究提案構想書 
□ 教學實踐研究 

□ 口頭簡報 
□ 海報發表 

論文通訊人

通訊住址 

TEL 
(O） ： 
(H）： 

行動電話(必填）： 
傳真： 

E-mail： 

通訊處： 
□□□-□□ 

附件一 



2018 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範本） 

作者一 
服務單位 

E-mail 
 

作者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中心 

E-mail 
(字型為標楷體、12 點，置中、單行間距。） 

 
摘要 

(內文：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12 號字、左右對齊、單行間距） 
本文舉例說明 2018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投稿格式，供投稿人撰寫論文/提案

構想書時參考之用。已由本研討會審查接受之論文/提案構想書，煩請務必依照本格式進行編

排，若無法依規定進行排版者將不予接受刊登。論文來稿之摘要檔，應包含研究主題名稱、

研究問題動機、作者姓名與相關資訊、研究目的，預期研究方法，預期研究成果及效益、關

鍵字等。整段摘要（不包括標點符號）以 250 字為限，另可附圖。摘要之後，請列出三至五

個關鍵詞。請以中(英）文撰寫，並以 MS-Word 排版。 
 
關鍵詞：關鍵詞一、關鍵詞二、至多五項(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12 號字、

左右對齊、粗體、單行間距） 

附件二 

mailto:xxx@xxx.xxx.xx


2018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論文全文(範本） 

(中文/英文標題字型為標楷體、16點、粗體，前後 0.3 行距，單行間距。） 
 

一、 來稿請以 Microsoft Word（for windows）編輯。論文以 A4 格式紙張（21 × 29.7 公分）。

所有內容，包括正文、圖像及表格等必須置於版面邊界以內，頁碼將由論文集編輯統一

設定。 
二、 本次研討會全文暨投稿之文章請力求精簡。論文稿件內容包括正文、參考文獻及圖表，

總頁數為 3-5 頁（全文以不超過 A4 紙張 5 頁，但不包含參考文獻為限）。請作者務必依

照由大會提供的格式編排論文稿件，或使用此範本編排論文。 
三、正文 

1. 內文：正文中文/英文採用標楷體，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皆為 12 點

字型，單行間距，不需分欄。每段首行皆第一行 2 字元。其餘行置左開始。所有

正文皆左右對齊。段與段之間勿加入空白行。 
2. 段落標明方式，說明如下： 

壹、第一層標題 
第一層標題，例如「壹、前言」使用標楷體、14 點、粗體，前後段距離 0.3 行距，單行間距。 

一、第二層標題 
第二層標題使用標楷體、13 點、粗體、前後段距離 0.3 行距，單行間距、縮排 1 字

元，如「一、研究動機」。 
(一）第三層標題 
第三層使用標楷體、12 點、粗體、前後段距離 0.3 行距，單行間距、縮排 2

字元，如｢(一）研究對象｣。 
1.第四層標題 
應避免使用類似這段落的次次小節。如無可避免，使用標楷體或 

Times New Romans、12 點、粗體、前後段距離 0.3 行距，單行間距、縮排 
3 字元，如 1.預期成果與效益。 

3. 注釋：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該頁頁底。 
四、圖表編排 

1. 圖表置於正文內。 
2. 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並以阿拉伯數字區分不同之圖、

表（表 1：xxxxx；圖 1：xxxxx），範例如下： 
表 1：表格範例 

 

    

    

 

附件三 



 
圖 1：圖片範例 

3. 對圖、表內容（如表中之符號）做簡要說明時，請置於圖、表下方。 
 

文獻引用與參考文獻參考文獻：文獻部份請將中文/英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畫或

字母順序排列。中文/英文參考書目之年份可用民國歷年或西元歷年，請忠於原文獻之使用方

式。參考文獻的標題為標楷體、14 點、粗體，前後段距離 0.3 行距，單行間距。中文/英文資

料之排列以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為主，英文則按作者姓氏字母之先後順序為準。本說明如有不

夠詳盡之處，請依 APA 格式第六版撰寫及引用，建議參考 APA 格式第六版（林天祐，民

100）。另，有關文獻引用與參考文獻，建議投稿者使用書目管理軟體進行編排整理。 
範例如下： 
中文文獻 
作者甲（1996）。書名。出版地(城市）：出版商。 
作者乙、作者丙（1997）。書名：副題。出版地(城市）：出版商。 
作者丁、作者戊、作者己（1998）。文章題目。期刊名稱，期別(卷別），首頁數-尾頁數。 
作者庚、作者辛、作者壬、作者癸（2006 年，5 月）。論文文章題目。論文發表於第 X 屆 
XXXXXX 研討會。發表地點，國家。 
英文文獻 
Alpha, A.（1996）. Title of book. City: Publisher. 
Beta, B., & Gamma, G.（1997）. Title of book: Subtitle of book. City, ST: Publisher. 
Delta, D., Epsilon, E., & Zeta, Z.（1999）.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Subtitle of Journal, 
volumenumber(issue number）, first page-last page. http://dx.doi.org/xx.xxx/yyyyy 
Sigma, S. A. （ 2000, April ） .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Title, Place, 
Country.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6th ed.） .（2009）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eta, T. C., & Kappa, K.（2001）. Article tit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 number, first page-last page.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1, from http://xxxxxxxxxxxxxxxx 



2018年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論文刊登同意授權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任一並列作者簽名即有效） 

已徵得其他共同著作人之同意，將發表於『2018年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研究暨教學實踐學

術研討會』之論文：  
 

                                                      
 
 
同意授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行必要之編輯、修改、整理、印刷書面刊物，亦同意以電

子形式儲存利用(例如以光碟形式發行，網站刊登、電子資料庫或電子書）；為符合各資料庫

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以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列

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為學術研究目的之參考。 
 

此 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立授權書人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E-mail：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立授權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

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能有著作權。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