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2022年學術研討會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傳播、創新與應用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Communications,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徵稿公告
徵稿資訊
一、活動時間：2022年3月11日(五)
二、活動地點：銘傳大學臺北校區大會議室
三、主辦單位：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四、徵件期間：即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一)晚上23：59止
五、初審結果公布：2022年1月12日(三)

徵稿說明：
一、銘傳大學2022年學術研討會傳播主題共分為6大子題
1.智媒行動中的傳播理論與方法
2.智媒行動中的傳播科技與創新思維
3.智媒行動中的品牌傳播與行銷
4.智媒行動中的跨域整合與產業變革
5.智媒行動中的社群媒體與傳播敘事
6.其他傳播研究相關子題
二、 請參閱投稿細則(附件一)，於截止時間內，將中、英文論文摘要(附件二)
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三)、論文授權書(附件四)之電子檔傳送至
報名電子表單(表單連結)。
三、 研討會提報之論文皆由專業委員以匿名審查的方式進行，初審通過名單
將 於 2022 年 1 月 12 日 ( 三 ) 公 布 於 銘 傳 大 學 傳 播 學 院 網 站 以 及 MCU
ADSM臉書粉絲團，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附件一、投稿細則

銘傳大學2022年學術研討會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傳播、創新與應用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Communications,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投稿細則
一、重要時程：
1.論文摘要投稿期限：即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一)
2.論文摘要初審公告：2022年1月12日(三)
3.論文全文投稿截止：2022年1月31日(一)
4.論文全文複審公告：2022年2月18日(五)
5.研討會報名費繳交：2022年1月12日(三)至2022年1月31日(一)
二、中英文摘要及論文全文規格說明
摘要內容應說明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預期，約500字(以一頁為
限)及五個以內之關鍵詞，中英文橫式各一頁。投稿論文全文不得超過10,000
字(含圖片、表格、參考文獻等)。請依研討會論文全文模板(附件五)進行相
關編輯。
三、報名須知
欲投稿者之初審徵件於2022年1月10日(一)晚上23：59止，將中、英文論文
摘要(附件二)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三)、論文授權書(附件四)之電子
檔傳送至報名電子表單(表單連結)。
四、繳交文件
1.中英文論文摘要(附件二)：內容應說明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
預期，約500字及五個以內關鍵詞，中英文橫式各一頁。
2.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三)
3.論文授權書(附件四)

附件二:論文摘要
2022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學術研討會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 傳播、創新與應用
《論文摘要》
學校單位

第一作者(順位)
發表人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第二作者(順位)
發表人姓名

職稱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中文：
論文題目
英文：

【摘要】(300-500字)
【關鍵字】
中文

論文摘要

【Abstract】
【Keywords】
英文

附件三-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2022 銘傳大學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傳播、創新與應用
學術研討會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銘傳大學於民國 111 年 3 月 11 日辦理 2022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傳播組
主題為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傳播、創新與應用學術研討會。基於智慧財產
權、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電
E-mail、地址及活動期間之活動歷程等。
話、
一、 對於本人 2022 銘傳大學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傳播、創新與應用學術研
討會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主辦單位銘傳大學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
銘傳大學相關法規，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另入圍者姓名及論文題
目將登載於銘傳大學傳播學院網站。
二、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研討會結束後一年內，銘傳大學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
之規定，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三、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 2022 銘傳大學 Intelligent Media in Action:傳播、創新與
應用學術研討會間繼續儲存於銘傳大學，除應本人之申請、銘傳大學行政管理或
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項外，銘傳大學不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
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五、 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
六、 銘傳大學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
利用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如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與業務承辦人聯繫
業務承辦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聯絡方式：02-2882-4564 轉 2461
imcc2461@eta.mcu.edu.tw

◎若不同意論文授權者，將不予發表。
◎非常感謝您的授權！上述同意書填妥簽名後，敬請將同意書掃瞄，將掃瞄圖檔上傳
至報名表單
電子表單(Google 表單連結)：

銘傳大學 2022 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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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主辦單位為學院)，同意內容如下：
Whereas I have granted to Ming Chuan University (with the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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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授權內容：

Article 5 Authorized Content:
論文編號

論文題目

所有作者姓名

Paper No. Title of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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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Identification Card No.)：

地址(Address)：

電話(Telephone No.)：

中華民國

年
MM /

月
DD/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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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