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流展示會 

2018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投稿說明 
一、 投稿截止日期 : 107 年 7 月 15 日 17:00 截止。 

二、 所有投稿論文摘要一律採 Email 繳交，請依據本頁面之規定及範例詳細暨正確填寫。 

三、 摘要內容不限中英文撰寫(英文為佳)，作者姓名須中、英文並列 (通訊作者加*)。 

四、 字數 : 內文限英文 300 字、中文 600 字以內。 

五、 字體及行距行高 :  請依摘要模板格式撰寫 

中文 – 標楷體 ; 英文 – Arial ;  

                      字體大小 – 12 號字 ;行距 – 單行間距 ; 

                      摘要題目 – 16 號字 ; 每個英文字字首英文字母大寫，介係詞除外。 

六、 存檔 : 檔名為摘要投稿-投稿者單位-姓名 (例 : 摘要投稿-高雄醫學大學-王小明)。 

七、 投稿方式 : 1. 請先至「繳費方式」完成繳費 

               2. 參閱「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資料 

               3. 至網站「論文徵稿」區下載投稿專用表格 

               4. 詳細填寫投稿資料並將摘要檔案寄至 2018ICTCE@gmail.com 

八、 每位報名繳費者至多投稿兩份摘要論文。 

九、 通過審查之論文將被大會接受並編派論文編號。 

十、 大會手冊內容將根據您上傳的資料彙整，內容之正確與否概由作者自行負責。 

十一、 投稿問題請寄信至 2018ICTCE@gmail.com，信件標題為「投稿問題-姓名」。 

 

競賽項目評選辦法 
一、 參賽者需於 107 年 7 月 15 日截止期限內完成摘要投稿。 

二、 口頭論文比賽獎項及獎金:  

金質獎 (1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8000 元 

銀質獎 (2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6000 元 

銅質獎 (2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3000 元 

佳作數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1500 元 

三、 壁報論文比賽獎項及獎金:  

金質獎 (1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3000 元 

銀質獎 (2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2000 元 

銅質獎 (3 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1000 元 

佳作數名 : 獲頒獎狀乙幀及獎金 500 元 

四、 獎狀及獎金於 107 年 9 月 15 日閉幕典禮頒發，獲獎人需親臨現場頒獎，未親臨受獎者視同放

棄獎項，本會不予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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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論文報告注意事項 
一、 競賽方式 : 以簡報呈現，中、英文報告皆可。 

二、 競賽時間 : 每位演講者 10 分鐘，口頭報告 8 分鐘，2 分鐘為討論時間。 

三、 審查機制 : 投稿論文經初審後，口頭報告名單請至首頁公告查詢，其餘論文將自動轉成壁報論

文競賽。 

四、 演講格式 : 演講者需自行準備電子檔於發表前 1 小時至大會分配之會場進行測試，內容請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版本製作。 

五、 參與口頭論文報告需同時張貼壁報論文，論文格式請參照壁報論文報告注意事項。 

 

壁報論文報告注意事項 
一、 競賽方式 : 以海報呈現，中、英文報告皆可(英文為佳)。  

二、 競賽時間 : 1. 論文張貼時間為 9 月 14 日-15 日 

2. 報告者現場說時間為 9 月 14 日 13:00–14:20 ; 報告者須於壁報論文解說時段

配戴名牌解說論文內容 

3. 拆除時間為 9 月 15 日 17:30 – 18:00  

三、 海報格式 : 直式，W90 X H120 公分。 

四、 大會將提供論文看板、標示名牌及圖釘。大會將於看板上標示論文摘要編號，論文作者請依照

編號於正確看板位置張貼壁報論文。 

 

 

 

 

 

 

 

 

 

 

 

 

 

 
 

研討會網址: http://t.cn/RuuVpqH 相關訊息依網路公告為主 



2018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Abstract Sample 

Presentation Title 
(Arial, Bold, Centered, 16 pt with Initial Caps) 

(One line blank) 
Author(s)' Name(s), Underline Speaker's Name, Corresponding author’s Name* 

(Arial, Plain, 12 pt., centered) 
Affiliation(s) and Address (es) (Arial, Italic, 12 pt., centered) 

 (One line blank) 
Abstract text starts here... 

 
 
 
 

 
 
 
摘要投稿分類 / Abstract category :  
□化粧品科技   

Cosmetic Technology 
□天然物/成分開發與活性評估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Bioactive Natural Products 
□化粧品相關議題  

Cosmetic Related Issues 
 
競賽方式 / Competition :  
□ 口頭論文競賽  

Oral Presentation 
□ 壁報論文競賽 

 Poster Presentation 
 
中文姓名 / Name :                   
聯絡電話 / Phone : 
E-mail :  
 

Please read thes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and prepare your abstract using this template.
(1) Do not change the layout of this document. 
(2) The abstract c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or Chinese using 12 pt. Arial or 標楷體, right-
left justified, plain text, with single line spacing. The left and right margins should be 30 mm 
and top and bottom margins be 25 mm, respectively. 
(3) Abstracts must not exceed 300 words in English / 600 words in Chinese. 
(4)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saved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and sent as an attachment. 
The format to be uses for file names is as follows: 2018 International Cosmetic-Speaker’s 
Name.docx (Example: 2018 International Cosmetic-John.docx) 
(5) The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one A4 page. 
(6)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f the abstract is June 30, 2018. 
 

(Please delete this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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