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和科技大學 2018年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研討會 

徵稿公告 

一、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目的為提供各學門領域從事教學實踐或產學與技術應用研究之師生論

文發表場域，促進學術交流，以達精進專業能力效益。 

二、徵稿主題 

以「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為主軸，涵蓋下列議題： 

(一)教學實踐研究、數位科技運用之教學方式或創新教學策略研究 

(二)產學合作應用之研究 

(三)各領域創新技術研發與應用之研究 

(四)大學社會責任研究 

(五)技職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三、主辦單位 

美和科技大學人事室 

四、研討地點 

美和科技大學北校區興春樓地下一樓 GB107 集會堂(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號，交通資訊與校園配置圖如附件) 

五、徵稿日程 

本研討會採「論文摘要」方式審稿，經通知錄取後，請於期限前繳交全文並出席

發表，若未如期繳交全文，視同放棄投稿。相關重要日期如下： 

(一)論文摘要收件截止日期：107年 09 月 02 日(日)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日期：107年 09 月 21 日(五) 

(三)論文全文收件截止日期：107年 10 月 01 日(一) 

(四)研討會舉行日期：107年 10月 26日(五)，詳細議程另行公告。 

六、投稿發表注意事項 

(一)本研討會免報名費，即日起受理投稿，請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及「論文

摘要」Word 檔案寄至電子信箱：personnel@meiho.edu.tw，郵件主旨請註明

「投稿美和 2018 教學產學技術應用研討會」，本校收到後將回覆確認信。 

(二)論文摘要須摘出論文內容重點，字數約 500字為原則，論文全文至多 15 頁，

均以 Word 檔格式投稿。論文格式請詳閱或套用「論文格式說明」。 

(三)論文於研討會公開發表後，本校將收錄全文彙編論文集並申請 ISBN 書號。 

七、聯絡人 

聯絡人員：美和科技大學人事室 曾亞瑄小姐 

聯絡電話：08-7799821 分機 8122  傳真：08-7690040 

電子信箱：personnel@meiho.edu.tw 

研討會網址：http://conf.meiho.edu.tw 

mailto:personnel@meiho.edu.tw
mailto:personnel@meiho.edu.tw
http://conf.meiho.edu.tw/Public/ActNews/ActNews.aspx?Serial=41


美和科技大學 2018年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研討會 

論文格式說明 

 

一、論文規範 

1. 論文摘要及全文請以電子檔案(Microsoft Word文件類型)投稿，全文包含摘要頁、內

文、圖、表及參考文獻至多以15頁為限，且勿加入頁碼。 

2. 同篇論文有兩位以上作者時，應依論文貢獻程度順序排列，並在姓名下方註明作者

所屬服務機關及職稱。若第一作者為同一作者，以兩篇為限。 

3. 首面包含中英文題目、作者中英文姓名與服務機關、Email、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4. 為利後續論文集排版作業，請依以下格式說明編排，或至本研討會網頁直接套用論

文格式範本。 

二、編輯格式 

1. 本論文集採用A4規格(21公分×29.7公分)，以橫式單欄排列；各頁邊界上留2.5公分、

下留2.5公分、左留2.5公分、右留2.5公分空間，裝訂邊0公分。 

2. 題目：中文論文標題字形為16pt、標楷體、粗體，英文字形為14pt、Times New Roman、

粗體。中英文皆為置中。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1行、與後段距離為0.5行，行距：

最小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英文題目

每一個英文字的第一字母大寫，其餘字母、介系詞、冠詞均小寫。 

3. 作者姓名、服務機關職稱：中英文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排列於中英文標題下

方，若為通訊作者，請以星號上標並以註腳方式註明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和

地址。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為Times New Roman，中英文字型大小皆為12pt，置

欄位中央，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0.5行、後段距離為0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

12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作者服務單位全名若過長，

請適當摘要或簡稱。 

4. 摘要：中文摘要以不超過500字、英文不超過120字為原則。摘要標題格式與主標題

相同，摘要內文格式與內文相同。關鍵字勿超過五個，請列於摘要之後。除關鍵字

勿縮排外，其他格式與內文相同。 

5. 內文：字型大小為12pt，左右對齊，段落首行縮排2字元。字型中文內文為標楷體，

標題為標楷體，英文為Times New Roman。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5行，行

距：最小行距，行高：18pt，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6. 章節標題、子標題、次子標題與段落：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其餘如下表所示： 

類別 編輯順序 格式 

主標題 壹、貳、參… 置中對齊、14pt、粗體。 

子標題 一、二、三… 靠左對齊、12pt，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

為 0.5 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18pt，請

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類別 編輯順序 格式 

次子標題 (一)(二)(三)… 1.縮排 2字元、靠左對齊、12pt，段落間距與

前、後段距離皆為 0.5 行，行距：最小行距，

行高：18pt，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

貼齊格線」。 

2.次子標題之內文為縮排左 2字元，指定方式

第一行，位移點數 2字元。 

7. 註腳：中文採用標楷體10pt字形，英文採用Times New Roman 10pt字形。 

8. 圖片：圖片標題字型大小以12pt為原則，標楷體，置於圖片下方且置中，與前段距

離0列、後段距離0.5列。圖形編號請用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例如「圖1」而非「圖

一」。 

9. 表格：表格標題字型大小為12pt，標楷體，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與前段距離0.5列、

後段距離0列。表格編號請用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例如「表1」而非「表一」，表

格請盡可能排成同頁。 

10. 參考文獻：字型大小為12pt，左右對齊，首行凸排2字元，字體中文為標楷體，英文

為Times New Roman。而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3行，行距：最小行距，行

高：12pt，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11. 正文引註及參考文獻，請參照「APA格式第六版」。 

三、本研討會發表、登載之論文，作者自負全責。 



美和科技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 稿 主 題 

□教學實踐研究、數位科技運用之教學方式或創新教學策略研究 
□產學合作應用之研究 
□各領域創新技術研發與應用之研究 
□大學社會責任研究 
□技職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作 者 及 

通 訊 作 者 

（請依貢獻程度

順序排列，得自

行增加欄位。） 

姓 名 職 稱 學 校 或 機 構 系 所 或 部 門 

    

    

    

發 

表 

人 

姓 名  

通 訊 

地 址 
□□□ 

電 子 信

箱(必填) 
E-Mail： 

電 話 
手機(必填)： 

日：（  ）                 夜：（  ） 

午 膳 □葷    □素( □蛋奶素  □全素)    □不用餐 

投稿注意事項： 

1. 論文摘要收件截止日期為 107 年 09 月 02 日(日)，請將「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及「論

文摘要」Word 檔案寄至電子信箱：personnel@meiho.edu.tw，郵件主旨請註明「投

稿美和 2018 教學產學技術應用研討會」，本校收到後將回覆確認信。 
2. 研討會網址：http://conf.meiho.edu.tw 
3. 洽詢專線：08-7799821 分機 8122，人事室曾亞瑄小姐 

mailto:personnel@meiho.edu.tw
http://conf.meiho.edu.tw/Public/ActNews/ActNews.aspx?Serial=41


美和科技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研討會 

著作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 美和科技大學 接受發表刊登後，作者同意不限次數、非專屬授權

予出版單位做下述利用： 

1.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彙製論文集； 

2.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

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再授權合作之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出版單位得依其決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合作之圖書館或

其他資料庫業者。除無償合作之狀況外，出版單位應以本同意書所載任一連絡

方式通知作者其再授權之狀況。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

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約對授權著作

仍擁有著作權。 

四、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應由全體作者簽署。若由單一作者代表簽署

時，該簽署之作者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

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此致       美和科技大學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簽名並掃描，連同論文全文於 107 年 10 月 01 日(一)前 E-mail

至 personnel@meiho.edu.tw，正本請於 107 年 10 月 26 日(五)繳交至活動報到處。 

mailto:personnel@meiho.edu.tw


     美和科技大學交通資訊與校園配置圖 
 

學校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三種方式） 

A.搭乘台灣高鐵 

• 至「高鐵左營站」下車→轉搭火車至「屏東站」→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轉

直走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運，皆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可到達

本校，車程約 20~30 分鐘。 

B.搭乘臺鐵火車 
• 至「屏東站」下車→火車站左前方國光客運或往左轉直走約 1 分鐘可達.屏東客運，

皆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皆可到達本校，車程約 20~30 分鐘。 

C.搭客運（屏東客運/國光客運） 
• 至「屏東」火車站左前方轉搭往麟洛、內埔、美和、恆春墾丁方向的（屏東客運/

國光客運）可到達本校，車程約 20~30 分鐘。 

＊時刻表＆票價查詢：台灣高鐵、臺鐵火車、屏東客運、 國光客運。 
◎開車 

• 由南二高「麟洛交流道」下→左轉接台 1 線→內埔、潮州方向(南下) →美和。 

• 由中山高至「高雄」→轉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 由高雄市--走省道台一線，經屏東市→往潮州方向即可到達美和。 

• --或走 88 快速道路，終點下交流道，左轉直開即可到達美和。 

 

 

http://www.thsrc.com.tw/tc/ticket/tic_time_search.asp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king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http://www.thsrc.com.tw/tc/ticket/tic_time_search.asp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http://www.ptbus.com.tw/tak/shoetak.asp
http://www.kingbus.com.tw/time&price.php


 

校園配置圖 

 


	徵稿公告暨格式說明_美和科大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_美和科大
	著作授權同意書_美和科大
	交通資訊校園配置圖_美和科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