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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徵稿辦法 
   一、徵稿目的

(一) 提倡原住民族學術研究風氣，並增進原住民從事學術研究之能力，以提升研究
水準。 

(二) 鼓勵大眾研讀原住民族相關著作及文獻，並撰寫原住民族相關領域之論文，提
出新思維與創見，作為推動原住民族後續發展之參考。 

(三) 建置原住民族學，為長遠之民族文化、命脈、教育進行扎根與傳承，並為台灣
原住民族在國家社會及學術殿堂的發展奠定基石。 

(四) 促進台灣原住民族當前重要議題於學術交流平台上之發聲。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國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三、論文發表日期及地點  
(一) 日期：107 年 10 月 25〜26 日(星期四、五，共兩天) 
(二)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含 1 樓國際會議廳及 3 樓階梯教室) 

 四、徵稿對象  

(一) 論文發表組 
1. 學生組：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之原住民籍及非原

住民籍學生(含 107 年 7 月應屆畢業生)。 
2. 社會組：(1)國內一般社會人士，不限身分及族群別，包括學術機構研究人

員、大專院校及各級學校教師、部落文史工作者等。 
(2)在臺外籍人士。 

(二) 海報發表組 
不限身分及族群別，凡對徵稿主題有興趣之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或一般社會人
士(含在臺外籍人士)。 

 五、徵稿主題  

包括下列 9 大領域且與原住民族相關之議題研究︰ 

1. 歷史與文化 
2. 教育與語言 
3. 社會 
4. 政治與國際關係 
5. 產業與經濟 
6. 衛生及醫療保健 
7. 農、林、漁、牧【含守護山林、發掘景觀文化等】 
8. 原鄉建設、認識原鄉相關議題等 
9. 其他 

 六、徵稿類型  

(一) 研究論文：與原住民族相關議題之實證研究。 
(二) 專題論著：原住民族相關領域中值得深入探討之專題。 
(三) 文獻評論：新發展的學術議題可用於原住民族發展的思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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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獎勵辦法  

(一) 論文發表組： 
1. 優選論文： 

(1) 學生組及社會組各取優等 5 名及佳作 5 名，發表會後並彙整出版「優選
論文集」。 

(2) 優等每名可獲頒獎金 2 萬元及獎牌和獎狀；佳作每名可獲頒獎金 1 萬 2
仟元及獎牌和獎狀。 

2. 入選論文： 
(1) 未獲優選之論文再依成績排序，學生組及社會組各選出前 5 名（合計 10

名）進行入選論文口頭發表，並頒發獎金 3 仟元及獎狀。 
(2) 會後彙整出版「入選論文集」。 

 (二) 海報發表組： 
凡參與海報發表者均可獲頒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八、投稿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 投稿程序： 

論文發表及海報發表均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資格審查與論文摘要審查，
經審查通過後，方可參加第二階段之全文審查或海報發表，各階段茲說明如
下： 

 1. 第一階段  

(1) 學生組投稿者請填寫「投稿者基本資料」(如附件一)及各為 300〜500
字的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三），且須檢附以下資料： 

A. 原住民身分證明(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證明具原住民籍身分。 
B.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如附件二)。 

(2) 社會組投稿者請填寫「投稿者基本資料」(如附件一)，及各為 300〜500
字之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三)；若為原住民籍身分者請檢附身分證明(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 論文發表組及海報發表組投稿者請於 107 年 8 月 17 日(五)前將上列資
料一律以電子郵件夾帶電子檔附件方式寄送至國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
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aptc7075@gmail.com) 

(4) 本中心收到資料後將於 3 日內以 E-mail 寄出確認函，若您遲未收到相關
郵件，請主動與本中心聯絡，聯絡電話：05-2717075/2717077。 

 2. 第二階段  

(1) 論文發表組： 

A. 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核者請於 107 年 8 月 31 日(五)前提供論文全文
(含中、英文摘要)。 

B. 按照論文格式(如附件四、五)撰寫 10,000 至 16,000 字論文(含圖表)，
一律以電子郵件夾帶電子檔附件方式寄送至嘉義大學原住民中心
aptc7075@gmail.com。 

mailto:aptc7075@gmail.com
mailto:aptc70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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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中心收到資料後將於 3 日內以 E-mail 寄出確認函，若您遲未收到
相關郵件，請主動與本中心聯絡。 

(2) 海報發表組： 

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及摘要審核者，請以 A0 尺寸(高 120cm×寬 84cm)
版面印製全文海報，並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五)前郵寄寄達嘉義大學原
住民中心，由本中心代為張貼，或自行於發表會當天進行張貼並參與口
頭發表。 

(二) 投稿注意事項： 

1. 投稿論文得以碩、博士論文改寫之後投稿。 

2. 投稿論文除了不得一稿兩投之外，凡已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或曾參加
論文競賽且獲獎之論文，不得投稿，否則取消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
獎牌。 

3. 投稿論文屬於多人合著時，若有得獎，以列名首位作者為頒發獎金、獎牌
之對象。 

4. 凡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委託之研究計畫不得改寫後參與投稿。 

 九、論文格式  

(一) 論文發表組： 

1. 摘要：中、英摘要均以 300〜500 字為限，且均需包含 3〜5 個關鍵詞。 

2. 全文：內容應包括有題目、作者、單位、中英文摘要、關鍵詞、前言、研
究方法、結論及討論等，一律以 A4、直式橫字、APA 格式撰寫，並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編輯，字數以 10,000〜16,000 字為限，詳細撰寫格
式及字體等規定如附件四、五。 

3. 投稿論文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或原住民語文投稿(但需檢附中文稿，以利審
稿作業)。 

4. 論文投稿篇數每人以一篇為限。 

(二) 海報發表組： 

1. 摘要：中、英文摘要均以 300〜500 字為限，且均需包含 3〜5 個關鍵詞。 

2. 內容：建議應包含研究題目、作者、單位、中(英)文摘要、關鍵詞、前言(研
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與討論、重要參考文獻及
圖表等項目，發表者可視所欲傳達之訊息內容彈性調整主題項目，以有效
呈現研究成果。 

 
3. 格式︰不限。圖文編排、版面設計、字體大小、樣式及配色等均由投稿作

者自行創意發揮，惟整體版面呈現需方便觀者瀏覽、聚焦，以達到海報發
表最大效益。  

4. 以 A0 尺寸(高 120cm×寬 84cm)直式橫書海報版面為統一輸出格式，並於
發表會當天張貼。 

5. 海報投稿篇數每人以一篇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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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評審作業程序  

(一) 論文發表組： 

1. 資格與摘要審查： 

審查小組針對第一階段投稿者之身分(如戶籍謄本、學生證等)與論文摘要
資料進行審查，以確認是否符合徵稿規定；若資格未符，將直接通知取消
其參與投稿及後續評選之資格。 

2. 全文一次審： 

(1) 經資格審查通過並於期限內完成論文全文繳交者，承辦單位即會將論文
稿件送交 2 位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雙向匿名書面審查。 

(2) 審查項目包括：文字表達的流暢度與正確性、論文組織架構之嚴謹度與
完整性、對相關文獻探討之周詳程度、研究方法及步驟之適切程度、結
果與討論之妥適性、論文之學術重要性或應用價值、研究內容與見解的
原創性及新穎性等七項，總計 100 分(如附件六)。 

(3) 若 2 位審查委員之評分差距超過 20 分(含)以上，即請第 3 人參與審查，
再將其分數納入統計，取得 3 人平均作為最後成績，以平均達 75 分為
合格，未達 75 分者則該篇論文將不予納入合格名單。 

(4) 推薦等級區分： 

A. 極力推薦：內容頗佳，極力推薦(85 分以上)； 
B. 推薦：稍作修正，仍予推薦(75〜84 分）； 
C. 不予推薦：內容欠佳，不予推薦(75 分以下)。 

3. 決選(審查結果會議)： 

完成一次審之論文，將由「論文審核委員小組」召開論文審查結果會議，
依據審查分數及推薦等級，篩選出各組優選及入選論文名單： 

(1) 優選論文： 

A. 學生組：甄選 10 名參加公開論文發表。 
B. 社會組：甄選 10 名參加公開論文發表。 

※ 社會組中原住民籍與非原住民籍之獲獎篇數比例由本次論文審查小組
會議討論後決定。 

(2) 入選論文： 

自未獲優選之學生組及社會組論文中，再依成績排序各選出名列第 11
〜15 名之論文，兩組合計 10 篇(實際篇數由本次之審查小組會議議決，
各組最多選出 5 篇)，於論文發表會進行口頭發表，並接受現場評論。 

4. 口頭發表 

(1) 優選論文：發表者簡報時須穿著原住民族服飾，以充分展現原住民族文
化內涵特質及對發表會之重視。每人發表時間 20 分鐘，並進行現場評
分及詢答。評分項目包括：論文簡報論述條理性及組織能力、論文內容
表達完整性、台風(含民族服飾)穩健度、簡報製作及表達技巧、問題回
應合理性等，總計 100 分(如附件七)。 

(2) 入選論文：每人口頭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由於此組為非競賽性質，現
場不進行評分作業，僅提供論文發表及交流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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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論文經審查後入圍優選及入選且具口頭發表資格之投稿者，請於發表
會辦理前提供承辦單位有關研究題目、作者、服務單位、中英文摘要、
關鍵詞等資料，以 A4 版面一頁為限，以利編印會議手冊，供研究者
及與會人員參考。 

◎ 簡報 PPT 檔務請於發表會三天前(10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繳交承
辦單位，以利議程安排。 

5. 總決選： 

(1) 以書面審查分數加上口頭發表分數作為總決選之審查依據；書面審查佔
總分 70%，口頭發表佔總分 30%。 

(2) 俟論文業務組完成各篇之總分統計後，交由論文審核委員小組於總決選
會議依總分排序來決定優等與佳作名次： 

A. 學生組：選出 5 名優等、5 名佳作 
B. 社會組：選出 5 名優等、5 名佳作 

※ 備註： 

◎ 若決選出現總分相同情形，則依書面審查分數高低排序。 
◎ 學生組優選錄取比例暫定為—非原住民 2 名、原住民 8 名。 
◎ 社會組優選錄取比例暫定為—非原住民 3 名、原住民 5 名、在台外籍

人士 2 名(若從缺仍補回非原住民名額)。 

(二) 海報發表組： 

1. 資格與摘要審查： 

針對第一階段投稿者之身分與論文摘要資料進行審查，以確認是否符合徵
稿規定；若資格未符，將直接通知取消其參與投稿及後續評選之資格。 

2. 海報發表 

(1) 參與海報發表之作者須自行以 A0 尺寸(高 120cm × 寬 84cm)版面印
製海報，可自行至發表會現場張貼，亦可先行郵寄，委託承辦單位代為
張貼。 

(2) 於規劃之海報發表時段請海報作者於張貼之海報前進行 5 分鐘口頭發
表，向與會者簡介研究成果內容並做意見交流。 

※ 備註：投稿者請於發表會辦理前提供研究題目、作者(含服務單位)、論文
摘要、關鍵詞等中英文對照，供承辦單位編印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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