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

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計畫書

主 辦 單 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舉 辦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六) 9:00-12:30
舉

辦 地 點: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學大樓)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01 月 10 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
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壹、論壇目的:
一、 提供各大專院校嬰幼兒教保育、社會福利等相關系所師生之學術論文發表的機會。
二、 提供嬰幼兒幼教保育現場實務工作者學術論文發表的機會。
三、 增進各校系所與實務工作者之縱橫向聯繫與學術交流。
四、 提升本系所及全國嬰幼兒教保學術研究之風氣。
貳、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參、研討會日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六) 9:00-12:30
肆、 投稿須知:
一、 徵稿主題：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0～12 歲兒童之相關議題等研究。
1. 嬰幼兒健康照護與發展
2. 嬰幼兒課程與教學
3. 嬰幼兒教保政策、福利與法規
4. 教保機構領導與行政管理
5. 教保機構、家庭與社區
6. 嬰幼兒特殊教育與早期療育
7. 兒童課後照顧與服務
8. 嬰幼兒教保育現況與實務議題
二、 徵稿論文：未曾發表於在其他刊物刊載過之原創性論文、實徵性研究或論述性之文章，
均歡迎投稿。
三、 徵稿對象：各大專院校嬰幼兒教保育、社會福利等相關系所師生、教保育服務實務工作
者。
四、 投稿方式：採隨到隨審，詳見審稿方式
1. 投稿者請將論文稿件（Word 檔）、投稿者基本資料表《附件一》與授權書《附件二》，請
親筆簽名授權書，並掃描存檔後，一併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前寄至
Ntunhs20201110@gmail.com，請註明標題為「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研討會-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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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投稿者」。(注意: E-mail 中「20201110」皆為數字)
2.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回覆確認投稿成功，若於寄件 3 天內未收到投稿成功回覆 E-mail
者，請務必來電確認。
五、

投稿文件:此次徵稿分為全文發表與海報論文發表兩種形式，投稿論文一律採 APA 第七版

格式（以 word 檔寄送稿件）。凡不符本撰稿格式者，預審將予退回，且不計入隨到隨審之期
程。
(一)全文發表
1. 格式：全文以 20 頁為限(含圖表)，總字數最少為 8,000 字，最多 12,000 字。以 A4 直式
橫寫，文稿上下各留 2.54 公分空白，左右兩邊各留 3.18 公分空白，行高為單行間距。
中文字體請用 12 號標楷體，其間標點符號用全形。英文字體請用 Times New Roman，其
間標點符號用半形，詳《附件三》。
2. 內容：論文全文請以中文撰寫，須包括如下所述。
(1) 中英文論文題目。
(2) 作者（姓名、所屬單位）
(3) 中文摘要(限 300~500 字以內)及中文關鍵字(3~5 個)
(4) 內文(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參
考文獻等)。
3. 如投稿以全文發表投稿，經審查委員之決定，同意以全文發表或轉為海報發表，得通知
作者是否同意，如投稿者不同意，則以撤件處理。
(二)海報論文發表
1. 審查格式: 總字數為 800~2,000 字，以 A4 直式橫寫，文稿上下各留 2.54 公分空白，左
右兩邊各留 3.18 公分空白，行高為單行間距。中文字體請用 12 號標楷體，其間標點符
號用全形。英文字體請用 Times New Roman，其間標點符號用半形。
2. 內容:
(1) 文章主題、作者名字與所屬單位，請並置於海報論文上方置中。
(2) 內文建議依序包含五大段落：「摘要」、「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研
究建議」。
3. 海報格式: 大小為 A【0】直式寬(841mm)、長(1189mm)，為維持海報論文發表品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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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表海報必須依上述格式自行製作與張貼。海報中文字體為「標楷體」，其間標點符
號用全形。英文字體為「Times New Roman」，使用期間標點符號用半形，大標字體大小
42、內文標題字體大小 30，內文字體大小 24。
4. 海報論文由發表者自行列印（請勿手繪），研討會當天由本校提供海報論文展示板（寬
90cm、長 120 cm），發表序號置於展示板上緣，請發表者依序號攜至會場指定地點自行
張貼。展示板格式如《附件四》
伍、重要期程：
一、 截稿日期：110 年 8 月 31 日。(採隨到隨審方式，詳見審稿方式)
二、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110 年 9 月 30 日。公告錄取名單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
育系所網頁。
三、 研討會日期︰110 年 10 月 30 日(六) 9:00-12:30。
陸、審稿方式：本論壇【採隨到隨審】
期程

流程

結果

預審
5 個工
作天

1. 進行初步篩選，凡符合本研討會之性質及形式
要件(包括字數、格式、體例等)者，隨即進入
外審。
2. 不符合本研討會性質及形式要件者，得通知作
者補齊及修改後再重新投稿。【不列入隨到隨
審之期程·截稿日期 110 年 8 月 31 日】

通過:進入外審。
不通過:通知作者補齊及修
改後再重新投稿。

一審
15 個
工作
天

1. 審稿完畢後將審查意見表 E-mail 寄予原作者。
2. 無須修改，則當日直接發表。
3. 修改後，則進入【二審】階段，修改期限為 5
個工作天。
4. 如需修改與同意以海報論文格式發表者，審稿
時間重新計算。

通過:則當日直接發表。
需修改:通知作者修改後進
入【二審】，期限
為 5 個工作天。
不通過: 不予採用。

二審
5 個工
作天

1. 審稿完畢後將審查意見表 E-mail 寄予原作者。
2. 無須修改，則當日直接發表。
3. 修改後，則進入【三審】階段，修改期限為 5
個工作天。

通過:則當日直接發表。
需修改:通知作者修改後進
入【三審】，期限
為 5 個工作天。
不通過: 不予採用。

三審
5 個工
作天

1. 審稿完畢後將審查意見表 E-mail 寄予原作者。
2. 修改後經審查通過者，則當日直接發表。
3. 【三審】未通過則不予採用。

通過:則當日直接發表。
不通過: 不予採用。

一、 作者需於各級審查修改期限內回覆，逾時者以放棄投稿論。
二、 凡一稿多投、與徵稿主題不合、已在其它刊物刊登過，或有違反著作權法之虞的稿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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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研討會所訂撰稿原則與格式，一律予以退稿。
三、 本論壇外審為雙向匿名的方式進行審稿，審查結果如下:
全文發表
1. 無須修改直接發表

海報論文發表
1. 無須修改直接海報發表

2. 依建議修改後發表

2. 依建議修改後發表

3. 修改後需再審查

3. 修改後需再審查

4. 原以全文發表投稿，經委員審視，改以海報論文發表，格 4. 不予採用
式內容須重新審查。
5. 不予採用
四、 通過審查者，會依審稿結果 E-mail 通知投稿者以「全文發表」或「海報論文」方式發
表。
五、 投稿論文不論錄取與否，其原稿恕不退件，請作者自行留存底稿。
 文責版權：論文須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須無條件同意刊
載使用，以利學術交流。
柒、主辦單位聯絡資訊:
一、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網址：
https://phco.ntunhs.edu.tw/files/13-1013-50112.php?Lang=zh-tw

二、 聯絡人：廖宏昌
E-mail：Ntunhs20201110@gmail.com (注意:E-mail 中「20201110」皆為數字)
電 話：（02）2822-7101 分機 7602
傳 真：（02）282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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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論文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由主辦單位填寫）

中文
論文題目
英文
投稿形式

□ 全文發表

論文字數

□ 全文發表稿件共________字
□海報論文發表稿件共________字
（以上字數含摘要、正文、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

論文主題

投稿者聲明

姓

□ 海報論文發表

請選一項合適者，惟主辦單位保留審查權
□(1)嬰幼兒健康照護與發展
□(5)教保機構、家庭與社區
□(2)嬰幼兒課程與教學
□(6)嬰幼兒特殊教育與早期療育
□(3)嬰幼兒教保政策、福利與法規
□(7)兒童課後照顧與服務
□(4) 教保機構領導與行政管理
□(8)嬰幼兒教保育現況與實務議題
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投稿、刊載或已接受刊載於其他刊
物。如有不實而致使貴校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本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名

所屬單位

聯連絡電話
絡
人
E-mail
作
者
一
姓
名
作
者
二連絡電話

職

稱

聯絡地址

所屬單位

職

E-mail

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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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作者授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有權將上述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各篇論文
及摘要，收錄於論壇手冊(光碟或紙本)，供相關學術研發目的之公開利用。上述論文之全文資料
亦得以微縮或光碟重製後不限地域或時間予以發行，並供相關學術研發目的之公開利用。
本授權內容無需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排他性之發行權利。依本
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此致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授權人(作者一)姓名：

作者簽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授權人(作者二)姓名：

作者簽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6

日

《附件三》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全文發表格式

頁首：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
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2.54 cm

論文中英文題目(16pt，粗體)
作者姓名
所屬單位(12pt)

摘要(14pt，粗體)
12pt 繕打
(全文發表之摘要限 300~500 字內)
關鍵字：
（3～5 個，11pt 繕打，中文以標楷體，
英文 Times New Roman）

中文內文：以標楷體 12pt 繕打(全文發表 20 頁內)
3.18cm

標點符號全形、行高為單行間距
英文內文：以 Times New Roman 12pt 繕打
標點用半形，行高為單行間距

2.5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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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cm

《附件四》
2021 年第十八屆全國托教論壇「嬰幼兒教保服務新思維」

海報論文發表格式

紙張大小為 A0
寬 90cm
841mm
論文題目(42pt，粗體)
作者姓名
所屬單位(24pt)

依序包含五大段落:
摘要(30pt，粗體)
關鍵字：
（3～5 個，中文以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研究目的(30pt，粗體)
研究方法(30pt，粗體)
研究結果(30pt，粗體)
研究建議(30pt，粗體)

中文內文：以標楷體 24pt 繕打

標點符號全形、行高為單行間距
英文內文：以 Times New Roman 24pt 繕打
標點用半形、行高為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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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120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