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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校2018年「21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第三十六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徵稿須知，

敬請惠予公告並轉知相關單位教師踴躍賜稿。

說明：

一、本校與國立政治大學、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等單位共同

舉辦2018年「21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第三十六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廣邀國內學者

專家從各種不同觀點與實務研討通識教育相關之議題。

二、本次會議敬邀國內外學者賜稿，擬定相關研討子題包括：

通識教育制度發展趨勢、中小學教育與大學通識教育的銜

接、通識教育評鑑回顧與展望、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學、

核心通識課程與經典教育、大學國文深耕與變革、創新數

位與程式教育、跨領域通識課程、新南向政策與新住民教

育、國際文化與外語學習、性別教育與多元文化、通識教

育與創新教學、教學實踐研究與多元升等共識，以及其他

相關議題者。

三、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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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繳交期限：即日起開始至2018年8月22日。

(二)全文繳交期限：2018年9月7日。

(三)會議舉辦日期：2018年10月3日至5日。

(四)投稿網站：http://gec.dyu.edu.tw/(建議以chrome瀏

覽器)；洽詢專線：04-8511888轉4140或2019廖小姐或施

小姐。E-mail：gec@mail.dyu.edu.tw。

(五)相關資訊敬請參閱本次研討會網站：http://gec.dyu.e

du.tw/。

(六)隨文檢「附徵稿公告」及「作者基本資料表」。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2018-07-06
11:56:41



2018年「21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第三十六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 

徵稿公告 

ㄧ、舉辦宗旨 

本次會議主題為「大學巨變中通識教育的危機與轉機」，探討通識教育變

革與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少子化對通識教育的衝擊、通識教育評鑑及未來發展

等議題，共商在變革潮流中，通識教育的因應措施。 

二、研討主題 

本研討會廣邀國內外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大學巨變中通識教育的危機與

轉機」，擬定以下幾個研討子題，歡迎相關論文投稿： 

（一）通識教育制度發展趨勢。 

（二）中小學教育與大學通識教育的銜接。 

（三）通識教育評鑑回顧與展望。 

（四）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學。 

（五）核心通識課程與經典教育。 

（六）大學國文深耕與變革。 

（七）創新數位與程式教育。 

（八）跨領域通識課程。 

（九）新南向政策與新住民教育。 

（十）國際文化與外語學習。 

（十一）性別教育與多元文化。 

（十二）通識教育與創新教學(問題解決/專題導向學習、彈性學分、翻轉教學、 

      設計思考、書院教育、師徒制、AI人工智慧、虛擬學院、職能教育等)。 

（十三）教學實踐研究與多元升等共識。 

（十四）其他與通識教育相關者。 

三、舉辦日期 

2018年 10月 3-5日 

四、實施方式 

1.專題演講、論壇座談會。 

2.論文發表、口頭報告。 



3.教學場域觀摩與交流。 

五、投稿方式 

（一）中文或英文 500字以內的摘要與作者基本資料表，繳交期限：即日起開始

至 2018年 8月 22日。 

（二）論文徵稿採邀請及審查機制並行實施。 

（三）摘要採隨到隨審，即時提供審查結果通知。 

（四）全文繳交期限：2018年 9月 7日。 

（五）研討會日期：2018年 10月 3日至 5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六）投稿網站：http://gec.dyu.edu.tw/。 

洽詢專線：04-8511888轉 4140或 2019 廖小姐或施小姐；E-mail： 

gec@mail.dyu.edu.tw。 

六、論文格式要求 

（一）中文統一用標楷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12大小；行距為

「固定行高」22；文章標題置中加粗，18 大小，內文標題置中、加粗

，14大小。 

（二）論文符合本次研討主題與子題。 

（三）論文須含中、英文論文摘要及關鍵詞，論文摘要 300-500字。 

（四）論文內容須有標題，標題須有層次，如第一層應為：壹，貳，参；第二

層為一，二，三；第三層為（一），（二），（三）；依此類推。 

（五）以 APA或 MLA格式撰寫，全文字數中文不超過 12,000字，英文不超

過 6,000字為度（含參考書目），過長者請縮短。 

（六）繳交論文時請以Word檔案，上傳至網站：http://gec.dyu.edu.tw/。 

（七）論文依照各領域撰寫格式，且全文統一，引用文獻資料請於引文之前或

之後夾註，說明資料來源。 

mailto:fzh@mail.dyu.edu.tw
http://gec.dyu.edu.tw/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the 36th Annual 

Workshop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General Education 

Call for papers 

 

I. Purpose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is “Crisis and Turning Poin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exploring issues such as GE reforms as well as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low-birth rate impacts on GE, GE evaluation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so on. We communicate ideas about instruction 

measures on GE in the tide of changes. 

 

II. Topics 

The general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is “Crisis and Turning Poin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We invite paper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rends in GE developments. 

2. The joint of G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econdary schools and colleges. 

3. Reviews and prospects in GE evaluation. 

4.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ocal studies. 

5. Core curriculum in GE education and classical education. 

6. Deep cultivation and reforms in college Chinese Courses. 

7. Digital innovation and programming instruction. 

8. Interdisciplinary GE education. 

9.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new immigrants’ education. 

10.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new southbound policy. 

11. Gender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12. GE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such as problem solving / 

project-based learning, micro-credit courses, flipped learning, design thinking, 

academy education, mento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academy, and 

competency education). 



13.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and proposals in multiple promotions 

14. Others related to GE education. 

III. Dates 

Wednesday-Friday, October 3-5, 2018. 

 

IV. Procedures 

1. Keynote speech, and topic forum. 

2. Paper presentations, and oral reports. 

3. Instruction field visits and exchanges. 

 

V. Instructions for Submission 

1. Upload abstracts about 5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language, and contributors’ 

basic data, deadline of abstract submission: Wednesday, August 22, 2018. 

2. Papers are either by invitations or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s. 

3. Abstracts are reviewed as soon as we receive them, and immediate notification 

of the results are followed. 

4. Deadline of ARTICLEs Submission: Friday, September 7, 2018. 

5. Dates: Wednesday-Friday, October 3-5, 2018. 

6. Submission site: http://gec.dyu.edu.tw/ 

Phone: 04-8511888 Ext 4140, Ext 2019，Ms. Liao or Ms. Shi; E-mail： 

gec@mail.dyu.edu.tw 

 

VI. Format 

1. The title of the paper is centered and typed in 18-column bold, the text is in 

Times New Roman, sized 12, and line spacing is in “fixed line height” 22. 

2. Papers should focus on one of the topics/sub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3. Papers must contain abstracts and keywords in English or in English/Chinese. 

Abstracts should be about 300-500 words long. 

4. Headings are hierarchical and in Times New Roman 14-point and boldface, for 

example, “1. Introduction” for the 1st level, “1.1. ” for the 2nd, “1.1.1.” for the 

3rd, and so on.  

5. Papers are written in APA or MLA style and do not exceed 6000 words. 

6. Please upload abstracts and full papers in Word document to http://gec.dyu.edu.tw/ 

7. The format of the whole paper should be consistently. Please cite the cited 

materials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itation to specify the sources of the data. 

http://gec.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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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21 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第三十六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the 36th Annual Workshop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General Education 

發表者基本資料表 Contributors’ basic data 
中文題目  

Chinese Title 
 

英文題目  

English Title 
 

作者  

Author 

姓名 
Family name,  

First name 

國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職稱 
Position 

學校與科系 / 機構與部門 
Affiliation 

    

    

    

發
表
人  N

am
e of subm

itter 

名 
First name 

 

姓 
Family name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電話 Phone Numbers 

日(Ｏ)： 

夜(Ｈ)： 

手機(Mobile)： 

E-Mail： 

 

午膳 Food □素 Vegetarian  □葷 Meat  □ 自理 Self-prepared 



備註 
Note 

摘要若經審查通過，論文全文請於 9 月 7 日前繳交。 

When articles accepted, deadline of articles submission: September 7, 2018. 

簽名 Submitter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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