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徵稿辦法  

 

舉辦時間：2020 年 9 月 24 日(週四 )、25 日(週五)。  

舉辦地點：臺灣彰化基督教醫院福懋大樓彰基國際培訓中心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彰基文史博物館、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亞太學院、東海大學歷史

學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聯絡資訊：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04-2284-0324 轉 552 

          cchmnchu@gmail.com 

 

一、研討會宗旨：  

為了紀念宣教士對臺灣的貢獻，彰基文史博物館與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

亞太學院、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合作，訂於 2020 年舉辦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會主題：分享 ----宣教士在福爾摩沙的足跡  

Conference Title: Sharing Spaces -- Brit 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Formosa  

 

三、研討會時間：2020 年 9 月 24 日、25 日。  

 

四、研討會地點：臺灣彰化基督教醫院福懋大樓彰基國際培訓中心 (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建寶街 20 號 ) 

 

五、徵稿主題：  

1、Translating God: Missionary Linguistics（語言與聖經翻譯研究）   

2、Social Development and Missionary Values（社會融入與價值分享）  

3、Medical Mission Hist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are（醫療宣教與社會

照護）  



4、Missionary Historiography in Taiwan（臺灣宣教史研究）  

5、Missionary Recordings of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宣教士的在地環境記錄）  

6、The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Women Missionaries（女性宣教士研究）  

7、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The Transnationalism of missionary movements

（宣教的國際化與在地化挑戰）  

8、Practice of historical Archive research（檔案歷史研究實務）  

 

    除上述主題外，其他有關臺灣基督教文化研究、或不限於臺灣的宣教士

歷史研究、各福音派跨宗派宣教議題、基督教文化與歷史的當代挑戰等，皆

歡迎投稿。  

 

徵稿類型：  

A. 研究論文：歡迎學術型相關論文投稿發表。  

B. 個案分享報告：歡迎神學院、教會、文史工作者與宣教士針對執行個案

及歷程提出報告發表。  

 

六、收件辦法暨投稿須知：  

A. 摘要審查  

1.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0 年 5 月 10 日(週日)24：00 前。  

2.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2020 年 6 月 1 日(週一 )。  

3. 請於上述期限前備齊資料，以電子檔寄至電子信箱  

cchmnchu@gmail.com。主旨標明「2020 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摘要」，摘要檔名請標明「摘要-主題編號 -論文名稱-作

者」(例：摘要-1-廈門話字典與福音宣教-王曉明)，以利進行審稿作

業。摘要投稿說明事項如下：  

         (1) 本研討會接受中、英文摘要投稿。  

         (2) 本研討會請以微軟 Word 檔案格式投稿。  

         (3) 摘要字數以 500 字為原則。  

         (4) 關鍵字以 5 個為限。  



         (5) 投稿人收到電子郵件回覆函即完成投稿流程，未收到者請來

電確認。  

4. 由本會籌備小組送請相關學者進行雙向匿名論文摘要審查。審查結

果將於 2020 年 6 月 1 日(週一)於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http://www.history.nchu.edu.tw/、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http://history.thu.edu.tw/zh-tw/官網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

果。  

 

B. 全文繳交  

1. 全文(含中、英文摘要)繳交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週一) 24：

00 前。  

2. 僅接受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全文，全文 (含摘要)請寄至電子信箱

cchmnchu@gmail.com。主旨請標明「2020 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全文」，全文檔名請標明「全文-主題編號-論文名稱-

作者」。(例：全文-1-廈門話字典與福音宣教-王曉明) 

 

C. 論文發表簡報檔  

1. 論文發表簡報檔繳交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10 日(週四) 24：00

前。  

2. 僅接受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論文發表簡報檔，若檔案過大，則不在

此限，得以光碟寄送。簡報檔請寄至電子信箱

cchmnchu@gmail.com。主旨請標明「2020 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簡報檔」，全文檔名請標明「論文發表簡報檔 -

主題編號 -論文名稱-作者」(例：論文發表簡報檔-1-廈門話字典與福

音宣教-王曉明)。作者應至少有一人出席研討會進行口頭發表。  

 

D. 論文收錄與刊登  

1. 論文完稿收件截止日期：2021 年 2 月 1 日(週一) 24：00 前。  

2. 論文口頭發表經審查委員審查修正通過後，將收錄於 2021 年出版之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七、收件地址與聯絡方式：  

A. 郵寄地址：  

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B.聯絡方式：  

聯絡人：張永昇  

聯絡電話：04-2284-0324 轉 552 

電子信箱：cchmnchu@gmail.com 

 

八、重要日程表  

日期  事項  

2020 年 5 月 10 日(週日)24：00 前  摘要投稿截止日  

2020 年 6 月 1 日(週一)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  

2020 年 8 月 31 日(週一) 24：00 前  全文(含摘要 )繳交截止日  

2020 年 9 月 10 日(週四) 24：00 前  論文發表簡報檔繳交截止日  

2020 年 9 月 24 日、25 日  舉辦「2020 年基督教新教宣教士文

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年 2 月 1 日(週一) 24：00 前  論文完稿收件截止日  

 

九、本會得保留上開辦法、規則、議程變更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