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宜大學  

「2018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術研討會-學生跨域學習 vs.社會影響」 

暨優久大學聯盟校務研究分享會 

【徵稿簡章】 

壹、研討會緣起  

教育部自 2017 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 

USR），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強化大學、社會、產業三者的相互連結和互

動。於是大學師生突破以往教學場域限制，融入在地社會發展，透過跨域合作參與，培養發現

問題、解決問題、預見問題的能力；同時導入跨域、跨場域教學的創新教學元素，發揮大學連

結在地、創造在地價值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不僅有助師生主動學習社

會變遷與在地關懷，進而帶動地方產業未來發展；更可以藉由校務研究針對大學投入社會參與

進行盤點與分析，釐清學校定位、聚焦核心競爭力，奠定大學擘畫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基石。 

貳、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以跨域學習與社會影響為主題，審視 USR 的創新教學元素在學生學習、教師教

學、課程活化與招生策略等不同面向的建構與實證，尋求高等教育深耕的問題與可能發展的方

向。爰此，以校務研究的高度，逐一盤點高等教育投入 USR 的各項創新教學元素，落實大學、

社會、產業三者的連動，開展跨域合作與社會參與，創造在地價值的社會影響力，據以發展大

學的自我定位及辦學特色。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二、協辦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優久大學聯盟、靜宜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

公室、靜宜大學教發中心 

肆、研討會主題  

本研討會以「2018 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生跨域學習 vs.社會影響」為主題，並延伸出以下

七個子議題：  

一、在地深耕：跨域課程、產學合作、產業學院、服務學習與特色課程等議題。 

二、學生學習：學生自主、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和相關因素等學習議題。 



三、教師教學：教師專業、教學方法和內涵與 TA相關等教學議題。 

四、課程活化：課堂教具的變革、翻轉教室、磨課師等課程活化議題。 

五、招生策略：少子化現象的生源分析、招生策略及招生成效等招生議題。 

六、IR 分析技術：智慧校園、巨量資料、人工智慧、地理資訊系統等 IR 應用。 

七、高等教育其他議題。 

伍、 研討會時間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全天） 

陸、研討會地點  

靜宜大學主顧樓演講廳 115 室 

（校址：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到七段 200號，交通資訊與校區配置圖詳如附件一） 

柒、徵稿辦法  

一、徵稿對象：學術及實務界專業人士、大專院校碩博士生。  

二、論文長度：論文全文（含中、英文摘要、本文、註釋、參考文獻、附錄、圖表、標點符號），

字數以 8,000 字至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 20 頁為限（含中、英文摘要）。 

三、徵稿流程：本次徵稿採 e-mail 投稿，投稿者請於收件截止日期前，於 107 年 09 月 30 日前

將稿件摘要寄至：nikilai7621@pu.edu.tw，標題註明：「投稿人：○○○-2018 校務研究高教

深耕研討會-投稿子議題類別」 

四、論文全文繳交截止日期：10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 

五、稿件格式：為利本研討會編輯與刊印作業，僅訂撰稿格式如附件二。 

六、本屆研討會發表、登載之論文，文責自負，並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 詳如附件三。 

七、本校擁有研討會論文集最後登載權。 

捌、重要日程 

一、論文摘要收件截止日期：107 年 09 月 30 日（日）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日期：107 年 10 月 09 日（二） 

三、論文全文繳交截止日期：107 年 10 月 28 日（日）  

四、研討會舉行日期：107 年 11 月 16 日（五） 



 

玖、 研討會聯絡人 

聯絡人員：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校務研究辦公室 賴靖怡 專案助理  

聯絡電話：04-2632-8001#11143 

電子信箱：nikilai7621@pu.edu.tw 

  

mailto:nikilai7621@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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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下 178.6KM 中港交流道(台中/沙鹿)→請選擇沙鹿方向出口→接省道台 12 線

往(西)沙鹿與台中港方向行駛(沿臺灣大道)→約 11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2) 國道三號：下 182.8KM 龍井交流道(龍井/台中)→請選擇台中方向出口→第一個紅 

 綠燈(約 700 公尺)左轉→往省道台 12 線沙鹿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左轉→約 4 公里即

可抵達本校。 

(3)國道三號：下 176.1KM 沙鹿交流道(大雅/沙鹿)→請選擇沙鹿方向出口→往省道 12 線

(西/右)沙鹿台中方向直走至臺灣大道左轉→約 2 公里即可抵達本校。 

 

附件一 



2、搭乘台灣高鐵 

(1) 轉搭計程車：高鐵台中站經國道三號，下龍井交流道至靜宜大學，車程約 40 分鐘。 

(2) 轉搭高鐵台中站免費快捷專車至台中榮總站，再轉搭計程車或 BRT 站停靠公車至終點

站靜宜大學，車程約 40 分鐘。 

(3) 轉搭台鐵區間車前往沙鹿火車站，再轉搭計程車或公車至靜宜大學，車程約 10 分鐘。 

3、搭乘公車 

(1) 轉搭客運巴士：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台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後第一站「朝馬」站

即下車，至臺灣大道改搭 BRT 或停靠公車至終點站靜宜大學，車程約 30 分鐘。 

(2) 搭統聯客運：可於中港轉運站下車，至對面 BRT 站搭乘停靠公車至終點站靜宜大學，

車程約 30 分鐘。 

(3) 搭海線火車至沙鹿火車站者：於沙鹿站下車後，改搭計程車到校，或至中山路康是美

前「沙鹿車站」站牌搭乘 162 號公車，在終點站靜宜大學「希嘉學苑」站下車，車程

約 10 分鐘。 

(4) 搭山線火車或國光客運至台中火車站者：請到台中火車站前「第一廣場」站牌搭乘往

靜宜大學之公車，車程約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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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校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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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格式說明】 

為利本研討會編輯與刊印作業，僅訂撰稿格式如下：  

一、字型及格式：  

1. 正題目：標楷粗體 24 號字，置中。  

2. 副題目：標楷體 20 號字，置中。 

3. 作者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標楷體 14 號字，置中。 

4. 中文摘要（標題）：標楷粗體 16 號字，置中。 

   摘要內容：標楷體 12 號字（文的左緣和右緣需調整切齊）。  

5. 關鍵字：標楷體 14 號字。 

6. 第一層標題：標楷體 16 號字，置中。  

第二層標題：標楷體 14 號字，置中。  

第三層標題：標楷體 12 號字，置中。  

7. 內文、內文接續：標楷體 12 號字，分段落，左右對齊。 

8. 參考書目（文獻）：抬頭同「第一層標題」，內容同「內文」。  

9. 每頁抬頭：標楷體 12 號字。 

10. 圖表：置中，內容標楷體 12 號字。  

11. 行距：以「單行間距」為原則。 

12.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全形。 

二、標題順序：  

    每篇論文均需有前言、結論，中間各節均請自擬小標題，標題序號依「壹、一、（一）、

1、（1）、A、（A）、a、（a）」等序表示。  

三、圖片或照片：  

為了使圖表在論文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應注意下列幾點： 

1. 圖的標題應放置於圖的下端（如：圖一、圖二），而表的標題則應放置於表的上端

（如：表一、表二），且先出現表的說明文字，後出現圖表。 

2. 每一圖表的大小以不超出一頁為原則。圖表如大於半頁以上，應單獨放置在一頁，

如小於半頁，則可和文字敘述資料同放在一頁上。但如果表 的大小超過一頁時，可

在前表的右下方註明（續後頁），且在後表的左上方註明（接前頁）。 

3. 論文文字之後再呈現圖表。 

四、資料引用：請詳閱 APA 格式第六版，採文內注釋，亦可採取 MLA 格式。 

五、參考文獻：請詳閱 APA 格式第六版，亦可採取 MLA 格式。 

 

附件二 



六、著作財產權事宜： 

1. 本研討會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

人著作權。  

2. 經本研討會接受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作者同意授權。 

3. 本研討會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

載、列印等行為。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 

4. 文稿有抄襲爭議者，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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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本論文投稿於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辦之「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術研討會-學生跨域

學習 vs.社會影響」，本稿件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以

任何形式正式出版，授權人有權為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 

二、本論文經   靜宜大學  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出版單位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庫銷

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作者同意出版單位依其決定，依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合作之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

業者。除無償合作之狀況外，出版單位應以本同意書所載任一聯絡方式通知作者其再授

權之狀況。 

四、作者保證本論文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

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靜宜大學      

   同意本論文刊登於研討會論文集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號碼：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