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 
－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論文發表徵稿啟事 

一、研討會目的： 
     

語言是超自然的產物，是大自然以外的另一種創造，是人類全體智慧的結晶。

0～6 歲是幼兒語言的敏感期，嬰幼兒運用吸收性心智學習語言，幼兒的語文能力

是透過不斷學習與練習逐漸成熟，因此嬰兒從出生後，家庭與學校對幼兒的語言發

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為追求更高教保品質與創新知能之專業成長，擬於

109 年 4 月 30 日舉辦「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

與實踐」。本研討會的內容包括「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兩部分，透過對幼兒

語文教育相關論文研究發表，達到交流互動與增進教育效益之目的。 
 
二、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三、研討會日期與時間：109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8:40～下午 5:00。 
四、研討會預定地點：朝陽科技大學。 
五、徵稿對象：國內大專院校教師、研究生、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幼兒園實務工作

者，及關心幼兒教保相關人士等。 
六、徵稿主題/型式： 

本研討會擬徵求與幼兒教保相關議題之研究，以「學術論文」與「海報發表」

型式發表。 

七、發表方式： 
 1.口頭發表：依研討會場次進行口頭論文發表，論文全文內容以15,000字為限。 
 2.海報發表：日期109年4月30日（星期四）9:30 ~15:30 ，請作者於當天早上9:30

前將海報張貼於會場展板上，並於中午12:10-13:30至現場與參觀

者互動討論，於15:30自行取回海報作品。 

八、稿件格式和注意事項： 
（一）稿件需為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中英文不拘，請勿一稿兩投。 
（二）投稿者請於 10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前繳交中文或英文摘要（500

字內）。論文摘要參照 APA 格式，標題字體大小 14、粗體，摘要內文字

體大小 12，單行間距。 
（三）收到摘要審查結果「通過」者，請繳交論文電子檔供主辦單位審核，論

文海報格式請參照「論文海報發表~格式說明」（附件一）。 
（四）繳交稿件資料：   

   1. 投稿者需繳交「摘要、投稿者基本資料」（附件二）及論文授權同意

書（附件三）」；審查通過者請繳交「論文電子檔(word)」。 



2. 繳交稿件方式以 E-mail 檔案或郵寄光碟方式投稿，地址如下。 
  (1) E-mail：cyutecde168@gmail.com，主旨請註明「投稿 2020 學術研

討會」。 
     (2)郵寄地址：413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朝陽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信封上請註明「投稿 2020 學術研討會」。 
（五）資料下載：研討會議程、徵稿啟事及投稿者基本資料等相關表格，請至

本校幼兒保育系網站（http://ecde.cyut.edu.tw/）最新消息下載。 
九、重要日期： 

摘要截稿日期：10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論文摘要審查結果通知：1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論文及海報電子檔繳交日期：109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 

聯絡人：幼兒保育系  崔玉霞 小姐 
電話：04-23323000 ext. 7393            Email: cyutecde168@gmail.com 

mailto:cyutecde168@gmail.com
http://ecde.cyut.edu.tw/
mailto:cyutecde168@gmail.com


附件一 

【論文海報發表-格式說明】 

本研討會之海報發表採一篇論文一面看板，此次研討會之海報之展版尺寸為直

式 60cm(寬)×90cm(高)，請作者依需求自行設計格式並製作海報，於研討會當天張

貼。 

一、 海報內容 

包含題目與作者資料，依序如下： 

1. 論文中文名稱 

2. 論文英文名稱 

3. 作者中、英文姓名 

4. 學校及系所名稱 

 其餘海報內容版面請自行排定。 

二、 海報內容格式 

1. 以中文或英文打字。 

2. 將每張海報紙上下側及左右邊各留 3 公分。 

三、 海報張貼注意事項 

1. 海報展板由本承辦單位提供，請作者自行製作並印製海報，並於 109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前將海報電子檔案 Email 至 cyutecde168@gmail.com。 

2. 海報張貼時間: 109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9:30 ~15:30，請作者於當天早上 9:30
前將海報張貼於會場展板上，並於中午 12:10-13:30 至現場與參觀者互動討論，

於 15:30 自行取回海報作品。 

※本研討會主辦單位具有改變活動辦法的權利，將另外以電子郵件通知，請各位

與會人員密切注意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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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 

－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投稿者資料表 

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投 稿 序 號         （免填） 

字  數  語 文 類 別 □ 中文    □英文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一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 
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聯絡電話：（H）                  （O）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含郵遞區號）：  

 

投稿 
型式 

□論文口頭發表（請勾選√） 

□論文海報發表（請勾選√） 

論文 
遞送方式 

投稿者資料表（Word 檔）及後續論文或論文海報電子檔請 

以光碟郵寄本系或 E-mail 傳送至 cyutecde168@gmail.com 

（信封封面或 e-mail 主旨請註明「投稿 2020 學術研討會」） 

註：投稿者保證所投稿件為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性論著 

mailto:cyutecde168@gmail.com


附件三 

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 

－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寄送論文摘要時請同時簽署寄送本授權同意書） 

論文投稿作者在投稿論文時所填寫的資料以及上傳之檔案，均需同

意本授權書所規定之各項說明。無此項授權將無法完成投稿作業。 

 

論文題目（中文）：                                                   . 

論文題目（英文）：                                                   . 

作    者：                                                           . 
 

茲同意「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所授權之其他單位，將本人（以及共同作者）所著，投稿至「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之上列論文，刊登

於研討會論文集（紙本、電子版）、專書（紙本、電子版）或研討會相關網站。本

項授權牽涉到印刷紙本與電子版製作，不可撤回。 
本項授權為非排他性授權，本人仍可在符合學術倫理的情況下，將本論文授權

與他人，或將論文投稿至學術期刊與其他書籍。本人於「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

業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投稿之論文，已確實取得其他論文作

者同意，事後若有其他作者有任何疑義，本人願負全部責任。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立同意書人（通訊作者）：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020 追求卓越的教保專業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

之理論與實踐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函 

朝陽科技大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於辦理活動期間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並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之機關名稱：朝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二、 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係為辦理「2020追求卓越的教保專 業

學術研討會－幼兒語文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三、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CＯＯ一（包括：姓名、職稱、通訊地址及e-mail

等）、識別類CＯＯ三（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本校將於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

間為報名起至相關活動結束止。 

 

2、 利用方式及對象：本校將於上述期間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進行各項聯繫及通知(電

子郵件、電話、書面)使用。 

 

五、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

求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

權利。 

 

六、 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您若有欄位未填寫，將影響上述目的業務使用

及所提供之服務，並對您的權益將造成影響。 

 

七、 本校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告知函個人資料

利用情形或法律規定外，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