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2~11.13

2020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研討會地點：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
研討會地址：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學術論文邀請函
嘉南藥理大學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及中華民國化粧品科技學會所共同舉辦「2020 國際化粧
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謹訂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
廳舉行。針對本年度國際研討會，仍延續去年廣受好評之研究論文口頭發表與壁報論文展示，
進行學術交流。研討主題共分成「化妝品原料與製備相關評估」、「化妝品行銷與經營管理」與
「其他與化妝品相關主題」三大領域。
懇切希望台端能共襄盛舉，將研究成果與參與會議之國內外先進分享。為能順利進行大會
論文集之編輯工作，敬請 台端依所附『2020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學術論
文摘要格式規定』(附件一)撰稿，並上傳至投稿網址。經「學術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接受後，
即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作者並給予口頭發表順序或壁報論文發表編號。論文摘要截稿日期為 11 月

5 日（以論文組收到稿件之日期為憑）。學術論文發表規定請詳閱（附件二）。論文展示位置將於截
稿日期後，公布於大會網址。

時間：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地點：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研討會網址: https://reurl.cc/WL8dGy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8kV8W
論文投稿網址: https://reurl.cc/0OWWM6
聯絡人: 張琮雪 小姐 06-2664911 ext 2424

2020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
技術交流展示會 敬邀
2020.10.20

劉庭妤 小姐 06-2664911 ext 2402

附件一

「2020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
論文摘要格式
1. 研討會時間：2020 年 11 月 12-13 日(星期四, 五)
2. 論文摘要上傳截止日期：11 月 5 日
3. 規格：A4, 左右留邊 3.18 cm, 上下 2.54 cm
4. 論文標題: 14 號字體, 內文 12 號字體
中文：標楷體
英文：Times New Roman
5. 關鍵字至多 5 個

論文格式範例：

Designed and synthesis of an activity-based trapping probe
(FITC-TrapG) for -glucuronidsereporter imaging
Yu-Ling Lu1*(呂玉玲), Kuan-Yi, Liu1(劉冠誼), Steve Roffler2*, and Tian-Lu
Cheng3*
1
Chia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2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3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Center, Kaohsiung, Taiwan
-glucuronidase (G) is both an attractive reporter gene and a promising
prodrug-converting enzyme for cancer therapy. Imaging ofG activity in living
animals would be a convenient method to monitor reporter gene expression and G
prodrugtreatments. In this report, we developed….
關鍵字：至多 5 個
Email :

附件二

2020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
2020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主辦單位: 嘉南藥理大學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舉辦地點: 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舉辦時間: 2020 年 11 月 12-13 日 9:00～17:00

學術論文發表規定
A.研究論文口頭發表
1.
2.
3.
4.

研究論文口頭發表地點在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三樓。
研究論文口頭發表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發表時間為 7 分鐘、討論時間為 3 分鐘）
發表時間為 11 月 13 日下午 13 時 30 分開始。
發表者另須將擬發表之論文內容以 PowerPoint 格式製作，並於 11 月 8 日前以電子郵件

（e-mail）方式寄送 chnacosmetic@gmail.com，俾利電腦播放測試。
5. 為鼓勵會員踴躍參加口頭論文發表，凡參加者致贈精美實用化粧品一組，另外為提升學術
水準， 本會將於展示當天聘請專家學者，就口頭論文發表中評選優良組別，於大會中頒
發獎狀與獎金。評選之標準如下：
（1）論文內容
（50%）
（2）PowerPoint 製作 (30%）
（3）演講技巧
（20%）
獎金如下:
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500 元
第三名: 1000 元
6. 研究口頭論文發表，請務必完成大會報名手續，否則取消參與優良論文評選之資格。

B.壁報論文展示
1. 論文壁報展示地點在國際會議廳一樓。
2. 壁報論文展示大小為 90 公分寬、120 公分高（A0 尺寸）。
3. 展示時間自 11 月 12 日 10:30 至 11 月 13 日 12:00。請作者於 12 日上午 10:00～10:30 張
貼完成。 壁報討論時間為 12 日 12:00～13:00。請作者於 13 日 12:00～13:00 間取回壁
報，逾時恕不保管。
4. 展示之論文內容請包括標題、作者姓名及單位、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結論等。參與
展示的論文指定報告或作者之一應於壁報討論時間（11 月 12 日 12:00～13:00）在場，以
解說論文內容。
5. 大會提供壁報面板與黏貼膠布。展示者不可自行使用膠水、膠帶或雙面膠等黏貼。

6. 為鼓勵會員踴躍參加論文壁報展示，提升學術水準，本次研討會將於展示當天聘請專家學
者，就展示論文中評選各組之優良展示論文，於大會中頒發獎狀與獎金。評選之標準如
下：
（1）海報編排
(30%)
（2）研究內容表達 (30%)
（3）研究成果
(40%)
第一名: 1500 元
第二名: 1000 元
第三名: 500 元
7. 壁報論文切勿提早取下，且壁報論文展示之報告人，亦請務必完成大會報名手續，否則取
消參與優 良論文評選之資格。
聯絡信箱: chnacosmetic@gmail.com
聯絡人: 張琮雪 小姐 06-2664911 ext 2424 劉庭妤 小姐 06-2664911 ext 2402
Line 連結: https://line.me/R/ti/g/NGli8W_q3z

投稿網址: https://reurl.cc/0OWWM6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e8kV8W

大會網站:https://reurl.cc/WL8d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