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術委員會研討會 
跨越學習鴻溝•優化校園永續 

延長徵稿啟事 
本研討會主要目的為：「提升大學教師在臺灣永續教育發展之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對於永續發

展目標的學習成效，強化區域聯盟校際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優化校園永續發展目標，期盼研究及教

學結合在地實務，並協助地方解決公共問題，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繼而落實大學的社會責任理念。」

今年研討會之主題將緊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深化在地

鏈結之相關探討，期望結合彰化、雲林、嘉義地區大學校院能量與專業，誠摯地邀請相關領域之先

進、學者、業界專家及研究生一起共襄盛舉，促進跨領域合作，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同面向未

來，激發出更多創意及火花。 

一、主辦單位：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二、承辦單位：中正大學 

三、會議時間：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四、會議地點：中正大學（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五、徵稿主題： 
  子題一：實踐創新教學課程規劃  子題二：USR 在地化 
  子題三：以院為主導的 SDG 特色 子題四：在地學 

六、徵稿對象：與主題結合之相關領域先進、學者、業界專家及研究生。 

七、投稿方式： 

（一）摘要投稿：請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前於本研討會網頁 https://cyc2021.webnode.tw/
報名，並上傳 1,000 字以內之摘要(extended abstract)，格式請見附件。投稿摘要

經審查通過後，結果將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前公告於本研討會網頁。 

（二）全文繳交：請通過摘要審查之投稿人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並以電腦 word 檔打字、A4 橫式書寫。論文全文 word、pdf 檔及著作授權同意

書(依本研討會提供)請至本研討會網頁 https://cyc2021.webnode.tw/上傳繳交。 

八、投稿論文規定： 

（一）投稿稿件以未公開發表者為限，每人限投 1 篇。 

（二）全文稿件(含圖表)中文字數以 12,000 字以內，英文以不超過 10 頁為限，並依論文主題提供 3
至 5 組關鍵詞，及 500 字以下之摘要(abstract)。論文格式詳見：2021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

術推動委員會學術研討會跨越學習鴻溝•優化校園永續論文格式。 

（三）投稿論文不收取任何費用，亦不支付稿酬。各項文責及圖像使用版權概由作者自負，獲入選

者將安排於研討會中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並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講評討論。 

九、聯絡方式：本研討會各項相關事宜，請洽『2021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學術推動委員會學術研討

會』籌備小組，聯絡電話：(05)272-0411 轉 16101 黃鈺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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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式 
為求摘要書寫統一與工作效率起見，研討會論文發表摘要格式規定事項如下: 
1. 海報論文或口頭論文之摘要內容寫法，按「背景、目的、結果、討論至結論」簡述之。摘要內容

中英文書寫皆可，請用 A4 格式，每篇摘要限定一頁，限於 WORD 版面設定：上、下設定 2.5 公

分，左、右 2.5 公分範圍內。 
2. 先列出摘要題目，然後發表人姓名及服務單位。題目、姓名及單位以中英文並書，英文在前中文

在後。 
3. 摘要內容另行開始，並退後 4 字母開始。國外合作非本國人之發表人姓名與單位不必翻成中文。

發表人英文姓名以姓氏在前，名字縮寫在後，服務單位亦以簡寫或縮寫法書寫之，並只附當地地

名；國外服務單位則需附國名。（請參考範例） 
4. 報告者英文名字之後請打星（＊）號；如發表人屬多單位，1，2，3 區別之，並於最後一名前加“and”。 
5. 摘要請自行校稿，錯誤自行負責。 
6. 摘要請上傳至 https://cyc2021.webnode.tw/ 聯絡人：黃鈺雲 Tel：(05)272-0411 轉 16101 
7. 論文摘要之打字請用 Times New Roman / 標楷體 12 號字。 
8. 發表形式意願請於報名表發表方式欄位進行勾選 
9. 口頭、海報論文摘要參考範例型式如下： 

ABSTRACT TITLE (14 POINT TIMES NEW ROMAN, BOLD, ALL CAPITALS) 

中文標題 (標楷體 粗體 14 號字) 

Author1, Author2 (Initials before surname, 12 point Times New Roman Bold, centered, underline the 
presenter) 

作者 1、作者 2 
1Author affiliation, 2Author affiliation 

1 服務單位 2 服務單位 
ABSTRACT 

Your abstract (excluding the title) is to be no longer than 500 WORDs. Format of the abstract: main text and references in 12 

point Times New Roman font, single line spacing, left and right justified, with two spaces between sentences.  Automatic 

hyphenation should be applied.  Main text paragraphs should be formatted with spacing of 0 point before and after and with a 

single 12 point carriage space between them.  Margins should be set at 2.5cm on all sides and the paper size to A4. 

KEYWORDS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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