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函

地址：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聯絡人：吳欣樺
聯絡電話：(05)5342601#2256
電子信箱：wuhh@yuntech.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12日
發文字號：雲科大教卓字第10721000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2019年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創建
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研討會訊息併徵稿啟事，敬請
惠允公告並鼓勵教師踴躍投稿及報名參加，並請核予公
(差)假出席，請查照。

說明：
一、近年來創新教學已成為熱門議題，教育部發起高教深耕計

畫，更推動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與教育，期待落實教學創
新、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責任等，透過
教學創新將學習主導權歸還給學生。

二、本次研討會將以「創建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為核
心，延續前一年探討大學結構與課責、課程與教學創新、
師生與空間關係及國內外教育議題等，今年更加入教學實
踐研究的探討，期透過交流平台支持國內外專家學者參
與、分享，促進各技專校院更加茁壯並激發出更多創新的
火花。

三、徵稿資訊如下:
(一)子議題包括「大學結構調整與課程創新」、「教師創新

教學行動研究」、「學生參與社會創新教材教法」、
「校園建置特色教室與場域活化」、「新興教育科技與
數位學習」、「校務研究與學校自我課責」、「國際比
較教育及台灣高教公共化議題」、「教學實踐研究」、
「S.T.E.A.M. 教學研究」及「其他教學創新研究」。

(二)徵稿時程:分為兩階段，將依據時程收件並寄發審查通
知。

１、第一階段「摘要徵稿」:107年12月28日(星期五)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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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時前繳交摘要。
２、第一階段「論文投稿」:108年3月1日(星期五)中午12時

前繳交摘要。
(三)徵稿方式 :至本研討會網站報名並上傳檔案 (網址 :

http://conference.tex.yuntech.edu.tw/2019/)
(四)徵稿對象:國內外專家學者、教學現場教師或相關系所研

究生、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團隊。
四、研討會訊息如下:
(一)研討會時間:108年5月18日(星期六)
(二)研討會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

123號)
(三)報名方式:108年4月30日(星期二)前至活動網站線上報

名，網址:http://conference.tex.yuntech.edu.tw/2019/
五、隨文檢附徵稿啟事，敬請惠允公告並鼓勵貴校教師踴躍投

稿及報名參加。
六、本次研討會將提供教師研習時數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

數。
七、活動聯絡人 :本校教學卓越中心吳欣樺小姐，電話 :

(05)5342601分機2256，信箱:wuhh@yuntech.edu.tw。
八 、 本 校 交 通 方 式 請 參 見 本 校 網 站 / 交 通 資 訊

(https://www.yuntech.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南投縣各高中職校、彰化縣各高級中等學校、雲林縣各高
中職校、嘉義縣市各高中職學校、臺南市各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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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 
「創建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 

 
本次研討會將以「創建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為核心，延續前一年探討

大學結構與課責、課程與教學創新、師生與空間關係及國內外教育議題等，今年

更加入教學實踐研究的探討，期透過交流平台支持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分享，

促進各技專校院更加茁壯並激發出更多創新的火花。 
 

壹、論文徵稿 
一、徵稿對象：  

(一) 國內外專家學者、教學現場教師或相關系所研究生 

(二)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團隊 
 

二、徵稿議題： 

(一) 大學結構調整與課程創新 

(二) 教師創新教學行動研究 

(三) 學生參與社會創新教材教法 

(四) 校園建置特色教室與場域活化 

(五) 新興教育科技與數位學習 

(六) 校務研究與學校自我課責 

(七) 國際比較教育及台灣高教公共化議題 

(八) 教學實踐研究（新增） 

(九) S.T.E.A.M. 教學研究（新增） 

(十) 其他教學創新研究 

 

三、研討會形式：本次研討會規劃有工作坊、專題演講、師生論文發表、焦點

團體討論、國際生分享會、錄製體驗。為使研討會達到交流

目的，若為教師發表，每個場次將只發表一篇論文，由發表

人與現場來賓做深度互動(40分鐘/人)；若為研究生發表，則

由大會安排主持／評論人(15分鐘/人)。 
 

四、論文格式規定 

(一) 撰寫體例：APA第六版(林天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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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面規格：A4紙張 

(三) 版面設定：Word標準預設值，上下邊界2.54公分，左右邊界3.17公

分。 

(四) 字型設定：內文中文字型採用新細明體，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全形

字；英文字型採用Times New Roman，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半形字。 

(五) 段落設定：中文每段起始內縮兩字元，固定行高21點 

(六) 注意事項：如遇與格式不符之稿件，將不予審查。 
 

  論文摘要 

(一) 書寫方式：中英文標題、中英文作者、中英文服務單位(以一個單位

為限，不需加註頭銜)、電子郵件、中英文摘要 
(二) 主要內容：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重要結論及 3-5 個關

鍵字。 

(三) 字數限制：中文400~800 字，英文400~800字。中文以一頁為限。 

(四) 論文摘要格式範例請見附件一。 
 

  論文全文 

(一) 字數：中文以不超過15,000字（含圖表、參考文獻、中英文摘要…

等）為原則，英文為5,000～8000字。 

(二) 主要內容：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討論、研究結果。 

(三) 論文全文格式範例請見附件二。 
 
  海報論文 

(一) 版面尺寸：【A0】直式 90 cm(寬) X  120 cm(高) 

(二) 主要內容：依序為中英文發表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服務單

位或學校系所、論文內容。 

(三) 字數建議：1,500 字以內。 

(四) 海報設計自由發揮，唯需便於閱讀及良好解析度1024*768pixel呈現。 

(五) 海報敬請自行列印，並攜帶至發表會場。 

 
五、注意事項： 

(一) 投稿稿件應以尚未正式發表之學術論文為限，稿件若經全文審查通

過，作者需簽署【論文著作授權同意書】，無償授權該篇論文之著作

權予主辦單位，若著作違反相關規定，文責由通訊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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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稿稿件請以MS-Word編輯，並以APA第六版(林天佑著)撰寫。 

(三) 欲投稿海報論文者，請繳交論文摘要以供審查。 
 

六、審查機制： 

本研討會之摘要與全文採匿名審查，通過全文審查者，可至會場發表

（若為教師發表，每個場次將只發表一篇論文，由發表人與現場來賓做深

度互動(40分鐘/人)；若為研究生發表，則由大會安排主持／評論人(15分鐘/

人)。）。欲將論文納入論文集(將申請ISBN碼)者，請於108/4/5(五)內繳交

修訂全文。 
 

七、重要時程：  
論文摘要截稿：2018年12月28日（五） 

摘要審查公告：2019年1月11日（五） 

論文全文截稿：2019年3月1日（五）。 

全文審查公告：2019年3月22日（五）。 

全文修訂截稿：2019年4月5日（五）。 

研討會 舉辦日期：2019年5月18日（六）。 

研討會 報名日期：2019年1月11日 至2019年4月30日（免報名費）。 
 
貳、焦點團體討論議題徵求 

為使研討會團體討論議題契合與會者所需，故徵求各方提供關於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教學創新方面（教學、空間、制度）或其他面向之議題及

與談人，徵求之相關說明如下： 

一、焦點團體討論時間：40分鐘 

二、議題徵求截止日：2018年12月28日（五） 

三、如有意提供議題及與談者，請至本研討會網站之「講者募集」填寫。 
 
參、創新教學法分享引薦教師 

此次研討會為瞭解目前學界較新穎之教學法，希冀徵求願意展示、分

享創新教學法之教師，或有適合之人選，亦請推薦，徵求之相關說明如

下： 

一、創新教學法演示時間：40分鐘 

二、引薦教師截止日：2018年12月28日（五） 

三、如有意參加或推薦者，請至本研討會網站之「講者募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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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 

伍、聯絡方式： 
（一）承辦人員：吳欣樺  

TEL：05-534-2601#2256 

Email：wuhh@yuntech.edu.tw  

（二）研討會網站：http://conference.tex.yuntech.edu.tw/2019/ 請自行下載相

關附件。 

http://conference.tex.yuntech.edu.tw/2019/


APA-6 

中文題目（18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置中） 
【空一行】 

第一作者姓名 1、第二作者姓名 2（12 號字體，標楷體，置中） 

○○大學○○學系 1、○○大學○○學系 2（12 號字體，標楷體，置中） 

Email Address1, Email Address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空兩行】 

摘要（16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置中） 

【空一行】 

論文摘要應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重要結論及 3-5 個關鍵字，

字數 500~1,000 字。（12 號字體，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齊左） 

【空一行】 

關鍵詞：關鍵詞 1、關鍵詞 2、關鍵詞 3…（12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齊左） 

 

 

 

Title（18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空一行】 

The First Author1, The Second Author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Affiliated Institution1, Affiliated Institution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Email Address1, Email Address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空兩行】 
Abstract（16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空一行】 
The abstracts should cover the research question, purpose of study, method, and 

results in 400-800 words. Keywords are limited to 5. （12 號字體，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齊左） 

【空一行】 

Key words: Keywords 1, Keywords 2, Keywords 3…（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齊左） 

 



APA-6 

中文題目（18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置中） 
【空一行】 

○○大學○○學系 1、○○大學○○學系 2（12 號字體，標楷體，置中） 

Email Address1, Email Address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空兩行】 

摘要（16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置中） 

【空一行】 

論文摘要應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重要結論及 3-5 個關鍵字，

字數 400~800 字。（12 號字體，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齊左） 

【空一行】 

關鍵詞：關鍵詞 1、關鍵詞 2、關鍵詞 3…（12 號字體，標楷體，粗體，齊左） 

 

 

 

Title（18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空一行】 

The First Author1, The Second Author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Affiliated Institution1, Affiliated Institution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Email Address1, Email Address2（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 

【空兩行】 
Abstract（16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空一行】 
The abstracts should cover the research question, purpose of study, method, and 

results in 400-800 words. Keywords are limited to 5. （12 號字體，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齊左） 

【空一行】 

Key words: Keywords 1, Keywords 2, Keywords 3…（12 號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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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4 級字體，標楷體，粗體，齊左） 
一、 （12 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一） （左縮4字元，12 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1. （左縮6字元，12 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1) （左縮 8 字元，12 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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