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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徵稿說明 

一、緣起及目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以健康美容與美容造型為兩大發展主軸，有感於臺灣美容科技與

造型技術在研究能量之不足及研發不夠紮實，擬加強運用學術資源，協助美容產業技術之研發

及人才之培育，以達成強化美容產業競爭之優勢。藉由本次研討會，期促進美容、化妝品、美

髮、整體造型、健康產業管理等相關人員之知識交流並與國際接軌。 

二、研討會時間：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9:00~17:00 

三、主辦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四、研討會地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五、籌備委員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 

籌備委員會 服務機關 職稱 

李雅婷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教授兼系主任 

黃宜純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教授 

林恩仕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教授 

黃啓方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副教授兼中護健康學院產研

中心主任 

高而仕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副教授 

王麗菱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助理教授 

王祥齡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助理教授 

蔡宜萱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助理教授 

卓欣穎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助理教授 

葉月珍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助理教授 

林洹瑜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專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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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徵稿及繳費重要時程： 

 1. 111 年 4 月 15 日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  
 2. 111 年 4 月 27-29 日 論文摘要審查結果電子郵件通知日期 
 3. 111 年 5 月 27 日 舉行研討會日期 

七、論文發表主題： 

 (一) 美容科學領域      (二) 美容造型技術領域 
1. 美容生物技術      1. 彩妝、彩繪造型技術 
2. 醫學美容與皮膚科學    2. 髮型造型技術 
3. 中醫美容與中草藥應用    3. 服裝與整體造型設計 
4. 美妝產品研發      4. 美業創新管理 
5. 健康美容相關議題     5. 美學教育 
           

八、研討方式： 

（一）專家演講：邀請美容科學及造型技術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二）論文發表方式：採論文「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本研討會僅提供海報展示架。 

九、聯絡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高而仕老師、卓欣穎老師 電話:04-22195890 

十、報名人數： 

 以 300 人為限 

十一、報名方式與費用： 

（一）採網路報名，請至本校美容系網頁「2022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專區填報: 

 1. 發表論文者請填【論文發表報名表】並且上傳論文摘要 
    https://forms.gle/n9AWa183sZ3f6iL9A 
 2. 僅報名參加，不發表論文者請填【一般學員報名表】 
    https://forms.gle/fWRDVxJkSX8HFTcZA 

（二）費用說明: 
1. 論文發表者報名費每篇 1,000 元整（含午餐、茶敘、大會資料、研討會論文集、論文發

表證明、研習證明），每篇論文僅發放一份資料。同一通訊作者發表第二篇論文以上者，

第二篇論文以後每篇發表費用為 500 元整。 
2. 未發表論文之一般學員請繳交報名費 500 元整；如同一論文作者有第二人以上需個人    

研習證明，亦請繳交報名費 500 元整。（含午餐、茶敘、大會資料、研習證明） 
3. 本研討會費用一律現場繳交，收據由主辦單位於會後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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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論文審查方式： 

 論文摘要將於截稿日後召開論文審查會議審議，論文審查後分為「接受發表」、「修正後

再審」及「未獲通過」，審議結果預計 111 年 4 月 27-29 日發送 e-mail 到各發表者信箱，

屆時請留意信箱訊息。論文摘要請依規定格式撰寫，不符規定者，將不予審查(附件一)。 

十三、論文評分規則： 

（一） 口頭發表 
  1. 學術內容(40%)：含研究內容之水準、參考文獻之引用等。 
  2. 內容掌控(30%)：含圖文安排、簡報製作、流程架構等。 
  3. 口頭表達(30%)：對研究內容之掌控、流暢度、介紹條理清晰等。 

備註: 評審老師將於口頭發表時現場評分 
（二） 海報發表 
  1. 學術內容(60%)：含研究內容之水準、參考文獻之引用等。 
  2. 海報展示及現場解說(40%)：含圖文安排、流程架構、表達方式、介紹條理清晰等。 

備註: 
 1. 評審老師將於 12:30-13:40 至海報張貼處評分，請發表人於海報前現場解說 
 2. 本研討會僅提供海報發表，無提供作品展示區，請發表人將作品以海報方式呈現。 
 3. 若因疫情嚴峻改為線上舉辦，則取消現場解說，上述評分比例不變。  

十四、獎勵辦法： 

（一）口頭發表取前三名，第一名獎金 3,000 元、第二名獎金 2,000 元、第三名獎金 1,000 元。 
（二）海報發表分為「美容科學領域」及「造型技術領域」，各領域取前三名，第一名獎金

2,000 元、第二名獎金 1,500 元、第三名獎金 1,000 元。 
（三）得獎獎狀於會後印製，將寄至就讀系所。 

十五、證明文件發放 

 本研討會「研習證明」及「論文發表證明」，將於研討會結束後發放。每一篇論文發放

一張「論文發表證明」並註明論文所有作者。 

十六、研討會論文集之出版 

 本研討會公開發表之論文，經本會聘任之專家學者審查接受後，將共同彙集成論文集，

並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簡稱 ISBN ) 進行論文摘要

之出版。 

十七、研討會舉辦方式 

 本次研討會雖以實體研討會方式規劃，如 COVID-19 疫情嚴峻時，亦可能改由線上直播

方式辦理，請報名參加者，注意本系研討會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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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摘要格式說明 

 

本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摘要格式規定事項如下: 
1. 口頭論文或海報論文之摘要格式請參考範例書寫(附件一)，並於摘要後列出 3-6 個關鍵詞。

摘要格式寫法不符規定者，將不予接受審查。請用 A4 紙張，每篇摘要限定 500 字內，限於

Word 版面設定為：上、下於 2.54 cm，左、右於 3.17 cm。 
2. 先列出摘要題目，然後發表人姓名及服務單位。題目、姓名、服務單位及摘要內容中文或英

文擇一書寫即可，如選用使用英文書寫姓名，請依姓氏在前，名字縮寫在後，服務單位書寫

全名。摘要內容另行開始，並退後 4 字母開始。 
3. 通訊作者請於名字後註記（*）號。 
4. 請完成報名須上傳摘要至 https://forms.gle/n9AWa183sZ3f6iL9A，上傳後請再以電話確認（電

話號碼: 04-22195890）。 
5. 論文摘要之中/英文打字請用: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6. 發表形式意願請勾選：□口頭論文 □海報論文。 
7. 口頭發表注意事項：每場口頭報告時間為 15 分鐘(設有按鈴提醒)及討論時間 5 分鐘，共 20

分鐘。 
8. 海報格式：單面，大小為直式 A1(594mm*841mm)，自行印刷攜帶至研討會現場張貼，海報

須呈現題目、姓名、服務單位及摘要與完整研究內容。 
9. 海報發表注意事項： 

(1) 報到後請自行至海報張貼地點依指定編號張貼海報，於 5/27(五)10:30 前張貼完畢。 
(2) 評審時間：5/27(五)12:30-13:40，請發表人於海報前現場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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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摘要格式 

 

（論文題目：標楷體+18 點+粗體+置中+單行間距） 

 

李××1, 張 OO2*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作者及服務單位：標楷體+12 點+置中+單行間距） 

 

摘要 

（摘要字體：標楷體+14 點+粗體+置中+單行間距） 

 

    本文說明 2021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完稿排版格式，欲發表於本研討會論文，煩請

務必依照本論文摘要格式進行編排。為便於中英文之檢索，請務必填妥中文或英文「論文題

目」、 「摘要」及「關鍵詞」。請於 500 字內，介紹本論文之主要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至

結論等內容為原則。 
 
（標楷體+12 點+左右對齊+單行間距；英文、數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點） 

 

 
 
關鍵詞：美容科學、造型技術、研究成果 

（關鍵詞：標楷體+12 點+置左+粗體，關鍵詞以 3-6 個為原則）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