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宗旨】：
秉持明新科技大學「堅毅、求新、創造」之校訓，落實全人教育理念，開展博雅課程
精神，邁向「新知識」、「新態度」、「新應用」與「新視野」之多元能力觀點，本院特
舉辦「第二屆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針對（一）通識教學實務應用及規
劃、（二）創新教學與翻轉課程設計、（三）全球永續與當代人文議題、（四）通識教育的
教學實踐研究、（五）通識教育跨域之議題等相關進行析論。期藉本研討會之學術交流，
提昇大專院校通識教育的創新與實踐教學研究，並對學習新趨勢與新課程應用上，達成創
新思辨和跨域整合的教學成效。
二、【會議時間】： 2022 年 11 月 9 日（週三）
三、【舉辦地點】：明新科大鴻超樓 1F 國際會議廳（視疫情亦可能改 Google meet 線上）
四、【指導單位】：教育部
五、【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
六、【徵稿對象】：全國各大專校院教師、研究人員或博士班研究生
七、【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mfiWnmsP5wAbNi38
八、【徵文主題】：
（一）通識教學實務應用及規劃
（二）創新教學與翻轉課程設計
（三）全球永續與當代人文議題
（四）通識教育和教學實踐研究
（五）通識教育跨域之相關議題
九、【投稿規定】：
（一）論文發表：字數以 3 千至 1.5 萬字以內（不含圖表、附錄）為原則。投稿格式，
請參考附件 1，請勿一稿兩投。
（二）海報發表：字數以 1 千至 1.5 千字內為原則。投稿格式，請參考附件 2。
（三）全文稿件檔請於截止前，上傳至 https://forms.gle/qt4qYBd9pyHmYoag8
（四）完成論文發表者，將於會後核予發表證明。並擇優刊載於本校《明新學報》。
（五）所收投稿摘要將由本院邀集學者專家進行論文審查，審查結果將於 2022 年 7 月下
旬通知投稿者。
十、【重要時程】：
（一）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 年 07 月 17 日。
（二）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22 年 07 月 29 日。
（三）論文全文截稿日期：2022 年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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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與會報名表】
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
報名日期： 2022 年 07 月 17 日止
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男

□女

連絡電話
E-Mail
午餐方式





□葷

□素

投稿論文、海報發表請同時填寫【與會報名表】和【論文、海報發表報名表】。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RmfiWnmsP5wAbNi38
電話 (03)5593142 轉 1231、1700 牟立邦教師 libang0314@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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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論文、海報發表報名表】
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
論文、海報摘要截稿日期: 2022 年 07 月 17 日。
投稿題目
發表型式

投稿主題

□論文發表

□海報發表

□通識教學實務應用及規劃

□通識教育和教學實踐研究

□創新教學與翻轉課程設計

□通識教育跨域之相關議題

□全球永續與當代人文議題
作者資料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通訊作者請註記◎，超過三位以上之共同作者，請自行複製增設共同作者欄位，以便填寫。
第一作者

連絡電話：

(或通訊作者)

Mail：

聯絡方式

通訊地址：

中文摘要（500 字
內）
，並附 3~5 關
鍵字




電話 (03)5593142 轉 1231、1700 牟立邦教師 libang0314@must.edu.tw
7 月中旬公告審查結果，入圍者敬請於 2022 年 10 月 11 日前，將全文上傳
至 https://forms.gle/qt4qYBd9pyHmYoa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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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論文全文格式說明】
(論文全文檔案須為 Word 檔)
1、版面設定：論文請以 A4 規格 21cm*29.5cm 編排，本文版面規格: 版面上
界 2.54 cm，下界 2.54 cm，左界 3.17cm，右界 3.17cm；內文段落採單行間距
（此為 MS Word 預設格式）。
2、字型設定：論文字體中文請採楷書(標楷體字型)，英文及數字請採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頁首頁尾採 10 號字，論文標題採 16 號粗體字，作者
姓名、任職單位及職稱採 12 號字，各章節標題採 14 號粗體字，本文、摘要、
關鍵字採 12 號字。
3、頁首頁尾：頁首靠左對齊、於字樣下方以橫線隔開；頁尾靠右對齊、於字樣
上方以橫線隔開。
4、論文架構：論文內容請依下順序撰寫。
 標題：宜簡明
 作者姓名、任職單位及職稱：請以置中方式依序條列
 計畫編號：若為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計畫成果，請於作者下方註明計畫編號
 摘要（以 500 字為限）
 關鍵字（以 5 個詞彙為限，詞彙之間以頓號分隔、粗體）
 本文（章節之編序以：一、1、(1)、… 為原則）
 參考文獻
5、論文篇幅：每篇論文以 3~20 頁為原則及檔案大小不超過 10MB 為限（含所
有內容及圖表），請加入置中的頁碼（論文首頁為第 1 頁）。
6、圖表配置：本文中之圖表請隨文插入（與文字排列），圖表之編號一律以
1,2,…等阿拉伯數字表示，圖標題請以置中方式標註於圖下方；表標題則以切齊
表頭的方式標註於表正上方。圖表號碼與標題間空一個英文字元間隔。
7、數據規範：本文中之數字採用阿拉伯數字，年份請以西元紀年，代表數者應
於千、百萬、十億位處標注逗號，如 36,589,741；小數點後方有效位數最多以 2
位為原則；內文及圖表中所用數據單位請採用公制單位(SI)；單位請以標準方式
書寫，如 mg/L、m/s 等。
8、論文相關說明
 海報論文作者應於 2022 年 10 月 11 日截止前，將海報上傳至指定網頁
https://forms.gle/qt4qYBd9pyHmYoa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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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論文 格式範例】
法治意識與法律通識課程(標題)
作者姓名 第一作者 1* 第二作者 2
XX 科技大學 XX 事業管理系

摘要
民主國家所謂的法治，其核心概念並非僅在於強調人民有守法的義務，以及對違法
者應課予處罰。更是著重於國家機關應該受到以保障人權為本旨的法律秩序所拘束。而
國民的是否具備法治意識，則攸關國家法治文化的是否形成，以及民主憲政能否健全運
作。
大學法律通識課程的教學目的，因而應是在於培養學生以人權與民主為核心、基礎
的法治意識。為達成前述教學目的，課程設計理念上首應將以人權為核心。
憲法基本原則融入課程的設計、講述與討論中，使學生清楚意識到法秩序的存在價
值、體系與功能，能對法律議題有契合憲法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力，以及維護公共利
益的思考。
在教學方法上，應避免偏重於抽象法學理論的講述，宜藉由法律時事討論或法律專
題討論，培養學生能以課堂上所學的法律知識應用於客觀判斷生活周遭的法律事件之基
本能力，並藉由師生的互動討論與質疑，培養學生反思與批判論述的能力。
關鍵字：人權、民主、法治意識、法律通識課程

論文內文編輯格式
一、 主標題
(一) 次標題
1. 次標題
(1) 次標題
內文敘述
參考文獻：參考APA格式第五版。
(1)期刊類：作者(年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頁別。
1.沈姍姍（1996）
。教育選擇與控制理念的另類思考。教育資料與研究，4，14-15。
2.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2)書籍類：作者(年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1.吳明清（2000）。教育研究-基本觀念與方法分析（3 版）。臺北市：五南。
2.Rosenthal, R.(1987).Meta-analytic procedures for social research(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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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請將表格標題放於表格上方
圖 1. 請將圖標題放於圖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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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
【海報全文格式說明】
(論文全文檔案須為 PDF 檔)
(一) 海報標題
包含題目與作者資料，依序如下：
1. 中文字體請用「標楷體」，英文字體請用「Times New Roman」。
2. 海報需有【明新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創新與實踐教學學術研討會」】字樣。
3. 題目
4. 作者姓名
5. 學校名稱、系所單位及職稱
(二) 海報內容
1. 中文字體請用「標楷體」，英文字體請用「Times New Roman」。
2. 內文建議依序包含六大段落：
「摘要」
、
「研究目的」
、
「研究方法」
、
「結果與討
論」、「結論與建議」、「參考文獻」，並可視需要自行調整。
3. 字數以 1 千至 1.5 千字內為原則。

(三) 海報格式與相關說明
1. 海報之大小為 A0 直式(約寬 84CM*長 114cm)，請參與者自行轉成(請勿手
繪)300dpi 以上之 PDF 檔，並於 2022 年 10 月 11 日前上傳至指定網頁
https://forms.gle/qt4qYBd9pyHmYoag8
2. 海報上傳限定 100MB 以下之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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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2022 年通識教育教學創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
【議程】
2022 年 11 月 9 日（視疫情亦可能改 Google meet 線上）
報

08：30-09：00

到

開幕暨致詞、全體合影

09：00-09：10

專家學者講座（國際會議廳）

09：10-10：00

中國科技大學 徐惠莉 副教授
題目：通識創新教學設計及其教學研究之轉化

10：10-12：00

會場一

會場二

會場三

（平面會議室）

（ B1 階梯會議室）

（通識薈萃空間）

通識教育研討會場 A

通識教育研討會場 B

通識教育研討會場 C

午

12：00-13：30

13：30-15：20

15:20-15:40

15:40-16:30

餐

會場一

會場二

（平面會議室）

（ B1 階梯會議室）

通識教育研討會場 D

通識教育研討會場 E

休

息

綜合互動/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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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呈列展
（通識薈萃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