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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Chuan University’s 2023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銘傳大學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2023 健康照護資訊與管理相關科系學生專題競賽發表會 

一. 舉辦目的：為因應健康產業未來發展，並提昇學生專題研究能力，本系將於 202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舉辦「2023 健康照護資訊與管理相關科系學生專題競賽發表會」，

希望藉由各校師生的熱烈參與促進相關領域的學術交流。 

二. 主辦單位：銘傳大學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三. 研討會時間：2023 年 3 月 17 日（五） 

四. 研討會地點：本校桃園校區科技大樓（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五.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及線上投稿，不收取報名費用。 

六. 投稿須知：請以 WORD 檔案格式上傳論文，內容需上傳「摘要檔」及「全文檔含摘

要」，全文以 15 頁為限，摘要頁不列入全文頁數計算。格式不符及未繳交著作授權同

意書，一律不受理參加發表。論文格式及著作授權請參見附件。論文摘要及全文請於

指定時間內郵寄至：jennwong@mail.mcu.edu.tw 翁紫容老師信箱。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nZ3are 

七. 發表方式：一律採口頭發表，每組報告 10-15 分鐘，並準備簡報檔案，報告時間請自

行掌控。 

八. 重要日程： 

徵稿  - 【論文摘要】截止 ： 2023 年 2 月 3 日(五) 報名連結請掃瞄： 

 

審 查 結 果 通 知 ： 2023 年 2 月 6 日(一) 

論 文 全 文 截 稿 

(含繳交著作授權同意書正本) 
： 2023 年 2 月 24 日(五) 

研 討 會 日 期 ： 2023 年 3 月 17 日(五) 

九. 獎勵方式：特優一組(奬狀+獎金 3 仟元)、優等二組(奬狀+獎金 2 仟元)、 

佳作數組(奬狀+獎金 1 仟元)。 

十. 聯絡人：翁紫容老師 jennwong@mail.mcu.edu.tw 

陳資婷助教 1112692@mail.mcu.edu.tw 

電話：（03）350-7001 分機 3396、3510 傳真：（03）359-3880 

備註： 

1. 專題發表順序與場次於發表會前一週以 email 通知各組聯絡人並公告於本系網頁最新消

息。

mailto:jennwong@mail.mcu.edu.tw
https://reurl.cc/nZ3are
mailto:jennwong@mail.mcu.edu.tw
mailto:1112692@mail.mcu.edu.tw


2 

 

(附件 1)論文格式 

論文格式 

 
摘要頁 

中英文摘要，請務必參照下列格式撰寫：其基本的格式為 A4 紙張，邊界上

下各留 2.54cm，左右各留 3.17cm，範例如下。 

 

中文題目（標楷體、16 點、粗體、置中） 

英文題目(Times New Roman、16 點、粗體、置中) 

 

作者姓名(12 點，標楷體，置中) 

服務學校或機關部門 

系所(單位)職稱 

作者姓名(英文，12 點，Times New Roman，置中) 

服務學校或機關部門(英文) 

系所(單位)職稱(英文) 

 

摘要（標楷體，14 點，粗體，置中；中英文摘要） 

本文須以 Word 或相關軟體編輯。摘要內容中文採標楷體 12 點，英文及數字

採 Time New Roman 12 點，摘要不超過 2 頁。 

 

關鍵字：12 點，3-5 組為宜。 

E-mail 及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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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中文題目 (標楷體、16 點、粗體、置中) 

英文題目 (Times New Roman、16 點、粗體、置中) 

 

中文作者姓名 (標楷體、12 點、粗體、置中) 

英文作者姓名 (Times New Roman、12 點、粗體、置中) 

中文單位名稱 (標楷體、12 點、置中) 

英文單位名稱 (Times New Roman、12 點、置中) 

 

中文摘要 (標楷體、10 點、粗體、置中) 

本文舉例說明「銘傳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採用之排版格式。論文必須附有摘要。摘

要內容請用標楷體、10 點字。 

 

關鍵字：3-5 組為宜，請用標楷體、10 點字。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10 點、粗體、置中) 

Abstract uses size 10 Times New Roman font. Please prepar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Keywords: 3-5 keywords. Please use size 10 Times New Roman font. 

 

1. 本文 (章標題：標楷體、14 點、粗體) 

 

1.1 段落標題 (節標題：標楷體、12 點、粗體) 

段落章標題與節標題須採用粗體。每段章標題與節標題前請留一行空白，無論以中文或英文撰

寫，請一律以阿拉伯數字示之。每一段落首行以縮排 2 字元開始。 

 

1.2 內文 

文稿中文請以 10 點標楷體，英文則是 10 點 Times New Roman，單欄(single-column)，行距為

固定行高 18 點；版面邊界設定為：上、下各留 2.54 公分，左、右各留 3.17 公分。 

 

2. 圖片、表格與方程式 

 

2.1 圖片與表格 

1. 圖表請置於原文中適當位置，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並以阿拉伯數

字標記之。 

2. 太多細節與繁多之圖表請放在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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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程式 

方程式應置中，並且於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應編號，編號靠右對齊並從 1 開始。 

 

F(x)=G(x)+5*H(x) (1) 

 

3. 註腳 

文中如有註腳，請用阿拉伯數字順序不重複地寫在右上角，並於該頁下方引註。 

例：休閒產業在全球經濟發展日漸扮演活躍而重要的角色 5。 

----------------------------------------------------- 

5吳宗碧（1994），休閒活動與經濟發展，中華工專學報，9，101-102。 

 

4. 參考文獻格式 

文獻部份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中文按作者姓氏筆畫，字型大小 10 點。各類文獻範例如

下： 

1、 書籍： 

 中文 

作者或編者 (出版年)。書名：副書名 (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例：王錫璋 (1997)。圖書館的參考服務：理論與實務 (初版)。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西文 

Author(s) or Editor(s) (Year of Publication). Title: Subtitle. Edi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Lee, T. (1998). Economics fo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 期刊： 

 中文 

作者 (出版年,月,日)。文章篇名。刊載期刊名，卷(期)，頁碼起迄。  

例：顧敏 (2002,3,1)。廿一世紀的圖書館是廣域圖書館。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8(3)，45-51。 

 西文  

Author(s) (Date of publication).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ume Number(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例 1：Mylod, D. E., Whitman, T. L., & Borkowski, J. G. (1997). Predicting adolescent mothers'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7, 457-478. 

例 2：Miller, R. G. (2002, May). Shaping digital library content.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8(3),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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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討會論文： 

 中文  

作者 (出版年,月,日)。論文篇名：論文副篇名。在編者編，論文集名稱，頁碼起迄。出

版地：出版者。  

例：張保隆、謝寶煖、盧昆宏 (1997,10)。品質管理策略與圖書館業務機能相關性之研究。

在銘傳大學編，1997 海峽兩岸管理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0-195。臺北市：編者。  

 西文  

Author(s) (Year). Title: Subtitle. In Editor(s) (Ed(s).), Title of Proceeding ,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 1：Borgman, C. L. (1988). Human factors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In N. Tudor-Silovie, & I. Mihel, (Eds.), Information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39-165. London: taylor Graham. 

例 2：Tanner, R., & Williams, G. (2002). 3GPP functional and performance testing of user 

equipment. In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3G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2002. (Conf. Publ. No. 489), 5-9. New York: IEEE. 

 

4、 研究報告： 

 中文 

作者或主持人 (出版年月)。報告名稱 (報告性質 報告編號)。出版地：出版者(第一作者

之所屬機構)。(資料來源及編號)  

例：李德竹主持 (1998)。我國大學圖書館館員學習利用網際網路態度之研究 (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87-2413-H-002-029)。臺北市：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

研究所。 

 西文 

Author(s) (Year of Publication). Title of Report (Report no.). Place: Publisher(First Author's 

Affiliation). (Source & Number)  

例 1：Osgood, D. W., & Wilson, J. K. (1990). Covariation of adolescent health problem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NTIS No. PB 91-154 377/AS) 

例 2：Kantor, P. B., Saracevic, T., & D'Esposito-Wachtmann, J. (1995). Studying the cost and 

value of library services: Final report (Technical Report APLAB/94-3/1,2,3,4.). New 

Brunswick, NJ: Alexandria Project Laborator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tudies,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ERIC ED 382206) 

例 3：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990). Clinical training in serious mental illness 

(DHHS Publication No. ADM 90-1679). Washington, ,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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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博、碩士論文 

例 1：賴文彬(1992)，製造業生產過程成本與效率之分析，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高雄。 

例2：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例3：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6、上述未舉例者敬請參考銘傳大學教務處網頁/最新公告/APA 參考說明（文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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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著作授權同意書 

銘傳大學 2023 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3 International Symposia o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授權同意書 COPYRIGHT PERMISSION FORM 

 

為了順利發表您已錄取之論文，請填寫簽署此授權同意書。大會將在收取您簽署之授權同意

書後始確認該論文錄取。In order to smoothly publish your accepted paper, please fill in and 

sign this COPYRIGHT PERMISSION FORM. The symposia committee will confirm your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upon receiving your completed COPYRIGHT PERMISSION 

FORM. 
 

茲同意將本人下列（如五、授權內容）已發表之著作，非專屬且無償授權予銘傳大學（研討

會主辦單位為-健康學院)，同意內容如下： 

Whereas I have granted to Ming Chuan University (with the School of Health hosting 

the symposium) the rights and license to my paper listed below as submitted for 

presentation (please refer to Article 5, Authorized Content), and agree to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一、 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後典藏、散

布、發行或上載於網站，並藉由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學目

的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等利用，以利學術資訊交流。 

Article 1 The authorized unit is not limited to place, time or times, to reproduce, 

distribute publish or upload on a website, by print, discs or other digital 

means, and publicly transfer the works to readers for online indexing, 

reading, downloading and printing based on the non-profit nature and 

teaching purposes for benefiting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二、 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Article 2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ollection and online services, the authorized unit 

ha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format.  

三、 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行、公開傳輸及其他利用行為均為無償。 

Article 3  The collection, reproduction, publication, public transmission and other 

usage are non-pai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uthorization form.  

四、 本人同意提供授權內容之紙本、電子檔及作者簽署之授權同意書予被授權單位。 

Article 4  I hereby agree to authorize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 of these authorized 

works to the authorized unit by paper, digital file and copyright permiss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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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授權內容： 

Article 5  Authorized Content:  

論文編號 

Paper No. 

論文題目 

Title of Paper 

所有作者姓名 

Names of All Authors 

 

 

 

  

六、 本人同意被授權單位基於處理研討會相關事務所需，得蒐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Article 6  I hereby agree to authorize the authorized unit to collect and us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dealing with affairs related to the symposia.  

七、 立授權書人保證對上述著作擁有授權他人之權利。如有不實或與第三人產生爭議時，授

權人願自行解決爭議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Article 7  I warrant that I have the right to authorize rights to the above works to 

other parties, and accept responsibility to resolve any related disputes 

and bear full legal liability for any dishonesty or dispute with a third party.  

 

 

立授權書人(Duly Signed by)： 

 

                                                                                            （簽章）(Signature/Seal) 

 

電子信箱(E-mail address)：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MM /             DD/             YYYY 

 

◎若不同意論文授權者，將不予發表。 

Works that are not thus authorized will not be published.  

 

◎非常感謝您的授權！上述授權書填妥簽名後，敬請將授權書送至各組承辦人。 

Your authoriza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Please completely fill in and sign this form, then 

submit to the responsible staff member for your symposium s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