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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屆國際地籍測量學術研討會 訊息通知 

第 11 屆國際地籍測量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本研討會)，依例輪

由日本主辦，日本土地家屋調查士會連合會業規劃 2018 年 11 月 20 - 

21 日於日本福岡縣福岡市舉辦： 

(一) 本研討會主題為「地籍資料之運用~Society 5.0~ 以政府及民間合

作為基礎」，子題包括「地籍法律、制度、政策及教育之變革」、

「地理空間資訊」及「地籍測量及製圖技術」。 

(二) 按例中日韓每個國家每子題需 2 篇論文發表(超過部分由主辦單

位規劃收錄於論文集或現場海報展示)，本會亦編列預算補助投

稿且參加之人員(補助辦法詳附件)，歡迎會員踴躍投稿參加。 

(三)依規劃，日本將於 2018 年 3 月底發出徵稿通知，有投稿及參加

意願者敬請於 107 年 3 月 10 日前將規劃投稿題目送本會彙整，

有關研討會議程詳如附件。 

(四) 相關事項請洽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邱明全先生，電話：04-

22522966#205 ，E-mail: mcc121@ms15.hinet.net。 

(五)有關研討會要項、論文徵稿、行程規劃及補助辦法詳附件。 

 

附件 

(一) 研討會要項 

1. 時間：2018 年 11 月 20 日(二) - 11 月 21 日(三) 

2. 地點：日本福岡縣福岡市 

3. 主辦單位：國際地籍測量學會 

4. 承辦單位：日本土地家屋調查士會連合會 

5. 協辦單位：福崗縣土地家屋調查士會、地籍問題研究會 

6. 研討會主題：地籍資料之運用 ~Society 5.0~ 以政府及民間合作為基礎 

（議程表如下） 

日期 時間 議程（暫定，以主辦單位最後決定為準） 

11 月 20 日 19:00 – 21:00 歡迎晚宴 

mailto:mcc121@ms1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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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 

08:30 - 09:30 報到 

09:30 – 10:00 開幕式 

10:00 – 10:15 休息 

10:15 – 10:45 專題演講 

10:45 – 11:05 休息 

11:00-12:15 

論文發表 

（75 分） 

會場 1 會場 2 

「地籍法律、制度、

政策及教育之變革」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問） 

「地理空間資訊」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

問） 

12:15 – 13:15 午餐 

13:15 – 14:30 

論文發表 

（75 分） 

會場 1 會場 2 

「地籍測量及製圖技

術」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問） 

「地籍法律、制度、

政策及教育之變革」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

問） 

 14:30 – 14:45 休息 

14:45 – 16:00 

論文發表 

（75 分） 

會場 1 會場 2 

「地理空間資訊」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

問） 

「地籍測量及製圖技

術」 

論文發表 3 名（台、

日、韓各 1 名） 

1 人 25 分（含提問） 

16:00 – 16:15 休息 

16:15 – 16:45 總結（30 分） 

16:45 – 17:00 閉幕式 

17:00 – 17:30 集合留影 

17:30 – 18:30 總會開會（60 分） 

19:00 – 21:00 檢討會（120 分） 

主辦單位及論文發表者等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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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徵稿： 

1. 投稿 (依往例暫訂，後續依主辦單位規定再通知 ) 

投稿意願表達：2018 年 3 月 10 日。  

摘要 (含中英文 )截稿期限：2018 年 5 月 20 日。  

全文中文版截稿期限：2018 年 7 月 20 日。  

全文英文版截稿期限：2018 年 8 月 20 日。  

2. 論文格式(依往例暫訂，後續依主辦單位規定再通知) 

 格式  MS WORD 編撰，請提供英文稿與中文稿（建議分二檔案），

版面 A4，上邊界 25mm/左邊界 25mm/右邊界 25mm/下邊界

38mm，頁尾 20mm，〉，字體：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及數字採

Times New Roman. 

Format  Text should be typed by MS WOR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4 

(210mm x 297 mm) paper size with clear margins as follows: top, left and 

right 25mm, bottom 38mm and footer 20mm. Use 新細明體 and Times 

New Roman fonts.  

 標題  新細明體 14 號字，粗體、置中對齊、下空一列（14 號字） 

Title   Bold letters, Times New Roman 14, centred, leave one line 

empty (14) 

 作者  新細明體 12 號字，粗體、姓大寫 

Name(s) of the author(s) Times New Roman 12, centred, bold, 

uppercased family name 

 關鍵字  3-5 字（詞），新細明體 12 號字，置左對齊、下空 2 列（12

號字） 

Keywords  3-5 keywords, Times New Roman 12, left, leave two lines 

empty (12) 

 摘要  請勿超過 1 頁，新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Abstract   Please do not exceed one page. Times New Roman 12, 

justified 

 全文  10-15 頁，新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Full paper   should be in between 10-15 pages. Times New Roman 12, 

justified 

 參考文獻  置於文末按字母順序排列，依學術論文體例，新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References should be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by the common sequence of academic writings. Times New Roman 

12, justified 

 作者簡歷（一般列第一作者）  略述現職、經歷、著作、會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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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Biographical note is a short summary on current position, past 

experiences, publications, memberships. Times New Roman 12, justified 

 通訊  列於文末，包括作者 e-mail 機關、住址、電話、傳真…，新

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Contacts should be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and give the author's 

institution,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fax number, e-mail address. 

Times New Roman 12, justified 

 

(三) 初步行程規劃：(暫訂 5-6 天，以最後與旅行社洽商為準) 

去程  2018.11.17 或 2018.11.18 

回程  2018.11.22  

總人數（含眷屬）以 1 輛巴士承載量為上限（約 40 人）。  

(四) 經費補助：為鼓勵本會會員及相關機關人員參加本研討會，本會

已編列補助經費，其補助原則如下：  

1. 本會理監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秘書處成員參加者補助 12,000

元、會員參加者補助 3,000 元。  

2. 理事長及承辦人員全額補助。  

3. 投稿經本會審查通過並出席研討會者，每篇補助新台幣 6,000 元

整（出席之作者一人具領後自行分配）。 

4. 機關或公司提供之差旅費或津貼超過本會補助額度者不予補助。 

5. 眷屬不予補助。 

6. 超過報名截止期限(於檢送行程資料時指定)後報名者，不予補

助。 

7. 補助總額超過本會編列補助款額度時，除每篇投稿仍維 6,000 元

外，其餘補助按比例折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