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徵稿須知
第一階段摘要繳交：2022 年 7 月 18 日(一)
第二階段全文繳交：2022 年 9 月 30 日(五)

一、研討會資訊
時間：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四樓 F405、F406（暫訂）

二、主題：「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
本次會議以「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為主題，稿件內容可包含以
下議題：
(一)校長專業素養與創新領導
(二)校長法治素養與專業發展
(三)科技領導與危機管理
(四)實驗教育與雙語教育領導
(五)校長領導未來想像
(六)SDGs 永續導向學校治理
(七)其他

採全文徵稿。全文經大會與撰稿者同意後，將優先推薦於本系發行之《教育政策
與管理》期刊（第八期預定於 2022 年底發刊）。

三、文稿撰寫格式。
本研討會採摘要審查(第一階段)及全文收稿(第二階段)等兩階段。
第一階段摘要撰寫體例如下：
(一)中文摘要以 800-1,000 字為原則，以英文撰稿者 350-500 字為原則。
(二)摘要須包含中、英文(中英文撰稿者皆須提供)、關鍵字(3-5 個)，逾期不受理。
(三)摘要文稿需以 Word 2007 以上版本繕打，12pt 字，中文字體請使用標楷體，英
文字體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四)摘要需以匿名方式處理，內文請勿出現撰稿者姓名及可辨識作者的相關資訊。
第二階段將採全文收稿，於第一階段摘要完成審查後，由大會通知接受發表名單。
第二階段全文撰寫體例如下：
(一)內文採中、英文撰寫皆可，另需檢附中文及英文摘要。
(二)全文字數：中文 11,000 字以內，英文 6,000-8,000 字。

(三)中、英文撰稿者皆須包含中、英文摘要、關鍵字(3-5 個)、參考文獻等，逾期繳
交視同棄權，且將不排入論文發表之議程。
(四)全文格式範例，請參考附件 3。
來稿文章請遵守學術倫理，應未曾在其他學術會議或期刊發表。

四、投稿方式
(一)投稿者基本資料表，請見附件 1。
(二)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請見附件 2。
(三)上述檔案以 e-mail 傳送至 ntuedem@gmail.com，主旨欄請註明：【2022 校長學
研討會投稿】論文題目_姓名(例如：【2022 校長學研討會投稿】教育領導的理
論基礎_林大修)。
(四)重要截稿日期
第一階段摘要繳交：2022 年 7 月 18 日(一)前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2022 年 7 月 29 日(五)前
第二階段全文繳交：2022 年 9 月 30 日(五)前
(五)審查結果以 e-mail 通知，相關資訊公告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網站(http://em.ntue.edu.tw/)。

五、聯絡資訊
(一)研討會主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張芳全主任
(二)聯絡窗口：劉冠逵助教、何怡瑩助教
(三)聯絡電話 : (02)2732-1104 轉 62242、62134
(四)傳真電話 : (02)2738-2081
(五)電子信箱：ntuedem@gmail.com(劉冠逵助教)；dem@tea.ntue.edu.tw (何怡瑩助
教)。

附件 1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2022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
論文 中文：
名稱 英文：
□校長專業素養與創新領導
□校長法治素養與專業發展
□科技領導與危機管理
子 題
□實驗教育與雙語教育領導
(可複選)
稿件基本
□校長領導未來想像
資料
□SDGs 永續導向學校治理
□其他
徵稿規 □本人已詳閱貴研討會徵稿規則，並接受貴研討會之文章審查流
則
程。
□同意
□不同意
刊載同
若全文經貴系推薦，可優先於貴系發行之《教育政策與管理》期
意
刊審查(需另投稿)（預定於 2022 年底發刊）。
作者資
服務單位（學校系所或機關全
姓
名
職
稱
料
銜）
第一 中文：
作者基本 作者 英文：
資料
第二 中文：
作者 英文：
其他 中文：
作者 英文：
通訊作
者
行動電話：
聯絡電 公：（ ）
話
通訊作者
宅：（ ）
傳真號碼：（ ）
資料
通訊地 郵遞區號及地址：
址
電子信
箱
以上投稿之稿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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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刊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作者簽章(含日期)：
第一作者: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YYYY/MM/DD)
第二作者: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YYYY/MM/DD)
其他作者: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YYYY/MM/DD)
（如有兩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親筆簽名，表格可自行延長）

附件 2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2022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授權人茲以下列空格處之論文名稱為題之稿件投稿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022 東亞地
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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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有權為本同意書
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 貴學術研討會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
紛，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該投稿稿件若蒙錄取並出刊發行，授權人同意將該篇
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予「2022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的教
育領導：挑戰與展望」。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微縮或
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後典藏、散布出版方式發行或上載網站及提供相關圖書館之期刊
論文線上資料庫檢索使用，藉由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以利學術資訊交流。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並得進行
格式之變更。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行及利用均為無償。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
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授權書說明：每位作者請於下方欄位親筆簽名，並提供相關資料。
論文名稱：
授權人（第一作者）簽名：【

】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地址：
授權人（第二作者）簽名：【

】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地址：
授權人（第三作者）簽名：【

】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表格可自行延長

附件 3 全文參考格式
（一）摘要

論文名稱
（標楷體、粗體置中、字型 24）
作者

服務機關單位（或就讀學校） 職稱(標楷體、置中、字型 12)
摘要
(標楷體、置中、字型 14)
內容文字（標楷體、Time New Roman，字型 12）
關鍵字: 標楷體、粗體、內容字型 12 號

--------------------------------------------正文請插入分頁換新頁撰寫
（二）內文

壹、○○○（標楷體、置中、粗體、字型 18）
一、○○○（標楷體、頂格排列、粗體、字型 16）
（一）○○○（標楷體、頂格排列、粗體、字型 14）
1、○○○（標楷體、退二格排列、粗體、字型 14）
內容文字（標楷體、Time New Roman、退二格排列、字型 12）

----------------------------------------參考文獻請插入分頁換新頁撰寫
（三）參考文獻
1.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2.書寫方式可參閱 APA(第七版)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