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十二屆六方論壇 U-6 Forum」
」
各位老師您好，
各位老師您好，

六方論壇於
六方論壇於 2006 年由嶺東科技大學發起，
年由嶺東科技大學發起，旨在促進各會員學校間之實質交流
與合作，
與合作，並提供各校學者們一個彼此相互觀摩學習
並提供各校學者們一個彼此相互觀摩學習、
彼此相互觀摩學習、探討不同議題之學術交流
探討不同議題之學術交流
平台。
平台。論壇於每年十月份舉行，
論壇於每年十月份舉行，由所有會員學校輪流主辦，
由所有會員學校輪流主辦，目前共有
目前共有臺
共有臺灣文藻
外語大學
外語大學、
大學、臺灣嶺東科技大學、
灣嶺東科技大學、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大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安徽大
大陸安徽大
學、智利聖多瑪斯大學、
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及美國休士頓聖多瑪斯大學等六所會員學校。
及美國休士頓聖多瑪斯大學等六所會員學校。自 2006
年開辦以來，
年開辦以來，已先後在各會員學校
已先後在各會員學校舉行
各會員學校舉行。
舉行。
今年第
今年第十二屆之「六方論壇」
六方論壇」將由智利聖多瑪斯大學主
智利聖多瑪斯大學主辦，以「高等教育之
高等教育之多
元文化主義」
元文化主義」為主題，
主題，邀請臺
邀請臺灣、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大陸、美國及智利會員學校
美國及智利會員學校之學者專家
於聖多瑪斯大學參
聖多瑪斯大學參加論文發表。每所會員學校可有兩位
每所會員學校可有兩位專任教師
有兩位專任教師代表
專任教師代表本校前往
代表本校前往
參加論文發表，
參加論文發表，參加老師可依本校
參加老師可依本校研發處
可依本校研發處法規申請補助
研發處法規申請補助。
法規申請補助。請注意，
請注意，老師們之論
文摘需先經本校校內初審通過後，
文摘需先經本校校內初審通過後，再送交主辦單位審核。
交主辦單位審核。敬邀本校老師們
敬邀本校老師們共襄
盛舉，
盛舉，踴躍投稿。
踴躍投稿。

2017 年「第十二屆六方論壇 U-6 Forum」
」
舉辦日期
舉辦日期 : 2017 年 10 月 12 ~15 日
舉辦地點
舉辦
地點 : 智利特木科
智利特木科

研討會主題
研討會主題 :

高等教育之多元文化主義

校內摘要截稿日期
校內摘要截稿日期

: 2017 年 6 月 12 日，英文摘要 250 字以內，
字以內，請以附件格
附件格

式傳送摘要至郵件
傳送摘要至郵件信箱
郵件信箱:oicc@mail.wzu.edu.tw
信箱
校內審查結果通知
校內審查結果通知
英文全文截稿日期
文全文截稿日期
簡報繳交截止日期
簡報
繳交截止日期

: 2017 年 6 月 14 日
: 2017 年 8 月 31 日
: 2017 年 9 月 10 日

敬祝 研安
國際暨兩岸合
暨兩岸合作處 敬邀
TEL：（
：（07）
、2613
：（ ）342-6031 轉 2612、
E-Mail：
：oicc@mail.wzu.edu.tw

Call For Paper
2017 U-6 FORUM
Universidad Santo Tomas
(Temuco, Chile)
Dear teachers,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submit your paper for 12th U6 International Forum to be held
at Universidad Santo Tomas – Temuco, Chile on October 12 to 15, 2017. The aim of the
forum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member school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include Anhui
University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Taiwan), Ling Tung University (Taiwan) and Universidad Santo
Tomas (Chile).
The theme of the 2017 U-6 Forum is “Multicultur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Two
faculty members from each participating university a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Papers that rely on quantitative modeling or analysis should be written and presented in a
manner suitable for a general audience.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for the conference is
English; abstracts, final papers, and the presentation must b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ervices will not be available. All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orum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and distributed at the forum.
Critical dates:
•
•

Event Dates: October 12-15, 2017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June 12, 2017. Email a maximum 250 word
abstract written in English to oicc@mail.wzu.edu.tw (using the attached submission
form).

•
•

Announcement for Internal Selection Result: June 14, 2017
Due date for submitting the full paper: August 31, 2017.

Abstract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coordinating office at Wenzao,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t: oicc@mail.wzu.edu.tw by June 12, 2017. An internal
selection process will be made at Wenzao and the selected two abstracts will then be made
through the OICC at Wenzao to Universidad Santo Tomas (Temuco, Chile) for review.
Sincerely Yours,
Cooperation & Exchange Sect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TEL: (07)342-6031 ext. 2612,2613
E-mail: oicc@mail.w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