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大學(專)生專題論文競賽
一、 目的
本學會為激勵大學(專)生積極參與環境工程專題研究，提升研究水準，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
的方法與能力，並提昇論文寫作與口頭報告等表達能力，期進一步達到培育未來研究菁英人才之
目的，特舉辦本論文競賽。
二、 參賽條件：
1. 參賽者在參賽當年六月仍然註冊為國內大專院校學生，且經論文指導老師推薦(推薦書表格如
附件一)。
2. 參賽論文必須在就學期間完成。
3. 參賽論文必須由參賽者撰寫完成，指導教授可掛名，惟以 1 位為限，每名參賽者參賽論文至
多以一篇為限。
三、 投稿方式
參賽者請在 110 年 8 月 13 日前以 Email 方式投稿，以 PDF 格式上傳參賽論文電子檔。
Email：2021cienve@gmail.com；王若蓁小姐，04-23590121 轉 33600
四、 論文格式
參賽者必須送繳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之參賽論文至主辦單位，論文頁數不得超過十頁，論文格式須
依照「第三十三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要求之格式。
五、 競賽方式
本競賽分成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承辦單位初篩：屬書面審查，針對所有稿件先由承辦單位進行初篩審查，其內容
與格式均具備完整性者，再委付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初審。
(二)第二階段--專業委員初審：屬書面審查，通過第一階段初篩之論文，將委託專業委員進行初
審評分，承辦單位將以初審分數高低擇優 5-10 名進入口頭決選，其餘論文將邀請為參加海報論
文決選。
(三)第三階段--專業委員決選
1. 入圍口頭決選之論文，將邀請參賽者於年會期間至現場進行口頭發表，由專業委員進行評選，
並擇優 1 至 3 名敘獎，餘參賽論文則並列為特優論文獎，所有參賽者之指導教授均頒發「特
優論文獎指導獎狀」
。凡入圍口頭決選之參賽者，本會將於 10 月中前，先行寄發「學生專題
論文競賽口頭決選入圍證明」，以利參賽者研究所推甄舉證。
2. 未入圍口頭決選之論文，將邀請參賽者於年會期間至現場進行海報發表，並進行口頭講解，
並由專業委員進行評選，並擇優頒發優秀論文獎與佳作論文獎，並將於 10 月中前，先行寄
發「學生專題論文競賽海報決選入圍證明」，以利參賽者研究所推甄舉證。
六、 獎勵
本學會於年會會議期間予以頒獎表揚，口頭決選一、二與三名者頒發本屆論文競賽傑出論文獎及
獎金新台幣 5,000 元、新台幣 3,000 元與新台幣 2,000 元，其餘參賽者則頒發特優論文獎；海
報決選成績優異者，將頒發優秀論文獎與佳作論文獎。
七、 論文截稿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3 日。
八、 注意事項
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任何已發表或未經發表之研究報告及數據，如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除追
回原授與之各項獎勵外，並依相關規定提交懲處。

九、 其他
凡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臨時狀況，概依評審小組之決議行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聯絡方式：宋孟浩副教授，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Email: mhsung@thu.edu.tw；聯絡電話：04-23590121 ext.33630；傳真號碼：04-23594276。

附件一

2021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大學(專)生專題論文競賽
指導教授推薦信
日期：
(A)申請者自填部份
姓名：

性別： □ 男生 □ 女生

學校：

系名：

聯絡方式：
電話:

E-mail: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B) 指導教授填寫部份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服務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信內容:

(篇幅不足之處，請自行增加頁次)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碩、博士生論文競賽
2021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aster and
Ph.D.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ompetition
一、 目的
為激勵碩博士生積極參與環境工程專題研究，提升研究水準，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與
能力，並提昇英文論文寫作與口頭報告等表達能力。
二、 參賽條件
1. 參賽者在參賽當年六月仍然註冊為國內大專院校碩士或博士生，且經論文指導老師推薦(推薦
書表格如附件二)。
2. 參賽論文必須在就學期間完成。
3. 參賽論文須由參賽者單獨撰寫完成，每名參賽者參賽論文至多以一篇為限。
三、 投稿方式
參賽者請在 110 年 8 月 13 日前以 Email 方式投稿，以 PDF 格式上傳參賽論文電子檔。
Email：2021cienve@gmail.com；王若蓁小姐，04-23590121 轉 33600
四、 論文格式
博士生參賽論文請以英文撰寫，碩士生則不限中英文，頁數不得超過十頁，中文論文格式須依照
「 第 三 十 三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要求格式；英文論文格式須依照期刊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earch (SER)」之要求格式。
五、 競賽方式
本競賽分成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承辦單位初篩：屬書面審查，針對所有稿件先由承辦單位進行初篩審查，其內容
與格式均具備完整性者，再委付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初審。
(二)第二階段--專業委員初審：屬書面審查，通過第一階段初篩之論文，將委託專業委員進行初
審評分，承辦單位將以初審分數高低擇優 5-10 名進入口頭決選，其餘論文將邀請為參加海報論
文決選。
(三)第三階段--專業委員決選
1. 入圍口頭決選之論文，將邀請參賽者於年會期間至現場進行口頭發表，由專業委員進行評選，
並擇優 1 至 3 名敘獎，餘參賽論文則並列為特優論文獎，所有參賽者之指導教授均頒發「特
優論文獎指導獎狀」
。凡入圍口頭決選之參賽者，本會將於 10 月中前，先行寄發「學生專題
論文競賽口頭決選入圍證明」，以利參賽者研究所推甄舉證。
2. 未入圍口頭決選之論文，將邀請參賽者於年會期間至現場進行海報發表，並進行口頭講解，
並由專業委員進行評選，並擇優頒發優秀論文獎與佳作論文獎，並將於 10 月中前，先行寄
發「學生專題論文競賽海報決選入圍證明」，以利參賽者研究所推甄舉證。
六、 評審原則
評選標準以「學術與技術內容」與英文表達為主，由本學會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評選。擔
任論文指導教授者不得兼任評審委員。
七、 論文截稿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3 日。
八、 注意事項
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任何已發表或未經發表之研究報告及數據，如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除追
回原授與之各項獎勵外，並依相關規定提交懲處。通過初選論文獲轉投至「第三十三屆年會暨各
專門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權利。

九、 其他
凡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臨時狀況，概依評審小組之決議行之。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聯絡方式：宋孟浩副教授，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Email: mhsung@thu.edu.tw；聯絡電話：04-23590121 ext.33630；傳真號碼：04-23594276。

附件二

2021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aster and Ph.D.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ompetition
Recommendation Form
Date:
(A) Applicant

□ Male □ Female

Name：

Gender：

Affiliation：

Department：

Contact Information：
Tel:

E-mail:

Paper title：

Advisor
(B) For Advisor only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stitu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provide a written evaluation for the Ph.D.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ompetition Committee.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