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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校「2018中華大學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學術研
討會」徵稿啟事，惠請鼓勵貴校教師踴躍投稿，並請協助
於網頁公告，請查照。
訂

說明：
一、主辦單位：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二、協辦單位：中華大學教務處課務與服務學習組、教學發展
中心。
三、徵文範圍：凡與高等教育課程教學實施、一般性高等教育
相關學術研究、通識教育與專業課程之融滲、現代公民核
心能力養成之相關理論與實踐等主題，皆歡迎賜稿。

線

四、相關時程：
(一)論文全文截稿日期：2018年3月23日。
(二)論文全文錄取通知：2018年4月27日。
(三)研討會日期：2018年6月1日。
五、研討會相關下載網址：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http://w
ww.generaleducation.chu.edu.tw/files/11-1007-10088
.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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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會聯絡人：請洽蔡欣潔小姐、張芝菱小姐，電話：03-5
186604、03-5186615。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課務與服務學習組、教學發展中心

校長 劉維琪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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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學術研討會格式說明
作者一 1(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作者二 2(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摘要
本文係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2018 中華大學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學
術研討會」投稿全文知完稿格式說明，煩請投稿者能依照本格式進行編排。
關鍵字：3-5 組為宜，請用 12 點字

Abstract
The abstract is to be at the left-hand column in 12 point Times New Roman as it is here,
and below the Chinese abstract. Use the word “Abstract” as the title, in 14-point Times New
Roman, and initially capitalized. Abstract should be within limit of 800 words.
Keywords: 3-5 keywords, Please use size 12 Times New Roman font.

一、論文格式
稿件請以縱向單欄單行間距打字(one column per page)，採左右對齊的方式。內文
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均可，論文全文字數建議 10,000 字，存檔格式一律 WORD。
(一) 版面設定
請選用 A4 版面，每頁左右邊各留 2.5 公分，天地邊(上下)各留 2.5 公分。
(二) 字體大小
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Font，中文使用標楷體。
(1) 題目:16 點加粗體 Main title:16- point, boldface
(2) 作者姓名:12 點 Authors’ Names: 12- point (First Name Last Name)
(3)
(4)
(5)
(6)
1
2

服務單位:11 點 Authors’ Affiliations: 11- point
摘要及關鍵字:12 點 Abstract and Keywords: 12- point
章節:14 點加粗體 Section Title:14- point, boldface
小節標題:12 點加粗體 Subsection Titles: 12- point, boldfa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單位)、教授(身分或職稱)、ed@chu.edu.tw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研究生
*通訊作者請於「身分或職稱」後加列聯絡信箱(e-mail address)

(7) 內容:12 點 Main Text:12 -point
(8) 參考文獻:12 點 References: 12- point
(9) 註解: 10 點 Footnotes: 10- point
(三) 章節及小節標題與段落排列
論文題目及各章標題順序為一、二、…，並請置於中央(居中)，小節標題為
(一)(二)(三)，並請自文稿之左緣開始。每段文章開頭皆內縮兩個中文字大小。
(四) 摘要
中文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英文不超過 800 字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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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字後請空一行。
(五) 文獻引用
文獻或書目資料，以括弧註來註明資料來源之引註。中文則應註明作者的姓名，
年代採用西元年代，依文獻之註記方式照樣著錄。例如:
1. 當作者為一人時:
正文引用：Andy(1988)、(Andy, 1988)；王小明 (2008)、(王小明，2008)
2. 當作者為二人時：
正文引用：Lin and Chen (2001)、(Lin & Chen, 2001)；陳小花與林小強(1995)、
(陳小花、林小強，1995)
3. 當作者為三到五人時：
(1) 文中第一次引用時列出所有作者，
(2) 第二次以後只頇列出第一位作者，而中文以「等」代替其他作者，西文則以「et al.」
代替其他作者，再加上年代即可。
4. 作者為六個以上時:
(1)當引用的文獻是六人或六位以上作者群，則不論是否第一次引用均以第一位為代表，
西文以「et al.」代替其他作者，中文則以「等」來表示，其後再加註年代。

二、圖表
圖表可列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之後，並依序編號。列在文中者，請儘可能靠近正文中
第一次提及的位置。請註明標題，圖標題置於該圖下方，表標題置於該表上方。

三、方程式
方程式應置中，若方程式超過一個，方程式應編號，編號靠右對齊並從 1 開始。
F(x)=G(x)+5*H(x)

(1)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 頁碼：完稿頁碼請以阿拉伯數字依順序標記在每頁下方中央處。
(二) 致謝：請置於全文之末，參考文獻之前。

參考文獻
僅限於在文中引據之論文、書籍等，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中文按姓名筆劃，
英文依姓氏字母順序排列。範例如下：
[參考文獻格式: 論文]
作者名，(發表年份)，篇名，刊名，卷數(或期數)，頁數
Gurin,P.(1985).Wo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9(2),143-163.
蘇金輝(2014)。音樂發展中女性主義隱含之研究。台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0(2)，
頁157-174。
[參考文獻格式: 書籍]
作者名(譯者名)，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公司。

徵稿啟事
主旨

促進高等教育相關領域的教學經驗及研究成果交流，
提升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效果及學術研究風氣。

主辦單位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日期

中華大學教務處課務與服務學習組
中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地點

中華大學育成展覽廳

協辦單位

研討主題
徵文範圍
相關時程

投稿原則

論文投稿

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
凡與高等教育課程教學實施、一般性高等教育相關學術研究、通
識教育與專業課程之融滲、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之相關理論與
實踐等主題，皆歡迎賜稿。
1.論文全文截稿日期： 2018年3月23日
2.論文全文錄取通知： 2018年4月27日
1.論文摘要：中文摘要以500字為原則，英文摘要以800字為
原則
2.論文全文：內容請包括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摘要/
關鍵字、本文及參考文獻，字數以一萬字為原則。
3.格式說明請參考附件檔案。
1.作者聲明(請上研討會網站下載或掃QRcode)：
請以正本郵寄至「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中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蔡欣潔小姐收」。
2.論文全文(含摘要)：請以WORD電子檔上傳至
http://www.generaleducation.chu.edu.tw/files/87-10071231.php?Lang=zh-tw

|大會聯絡人|
研討會問題洽詢：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欣潔小姐、張芝菱小姐
|聯絡電話|
電話： (03)5186604、(03)5186615 傳真：（03）5186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