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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2020第22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 

The Outdoor Recreation Association of R.O.C. 
2020 The 22st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Research Symposium  

論文徵稿須知 

【主旨】 
為促進休閒、遊憩與觀光相關領域之各級學術單位、學(協)會組織、政府部門、專業

人員團體等公開發表研究成果與專業技術之交流。 

【日期與地點】 
時間：2020年 09 月 27日（星期日）上午 9 點 30分 

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臺北市木柵路一段 111號）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二) 委辦單位：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三) 補助單位：科技部 

【研討主題】 
 學術論壇主題：環境與社會變遷下的永續觀光發展 (Sustainable Tourism：

Perspective from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s) 
 其它相關主題： 

♦休閒遊憩行為 ♦文化觀光 

♦觀光旅遊市場 ♦休閒城市美學 

♦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 ♦森林遊樂 

♦生態、永續旅遊 ♦城市觀光 

♦鄉村旅遊 ♦休閒遊憩觀光與區域及都市規劃 

♦旅宿業經營管理 ♦休閒、運動、與健康 

♦觀光餐飲 ♦遊憩治療、園藝治療、療癒景觀 

♦新冠病毒對觀光產業之衝擊 ♦博弈產業與遊樂場之管理 

♦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其他與休閒、遊憩、觀光相關主題 

 

【稿件相關時程】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0年8月05日 (三)止 

論文錄取通知日期：2020年8月17日 (一) 

全文繳交、發表繳費截止日：2020年9月04日 (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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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須知】 
(一) 凡稿件與上述研討主題相關者，請於 2020 年 8 月 05 日(三)前，將中文摘要或全文(參

加傑出會議論文獎甄選者)、報名表及著作授權聲明書，採電子郵件方式，投稿至

outdoor22nd@gmail.com，並標明信件主旨為「第 22屆會議論文投稿-第一作者姓名」，

逾期恕不收件。 

(二) 論文摘要或全文以 word檔投稿，摘要檔案命名：「論文標題_第一作者姓名」。格式敬

請參照附件寫作格式，未按照格式規定者，恕不予接受。 

(三) 研討會論文分成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兩種方式，同一篇論文僅能選擇一種發表方式，

請作者於投稿論文摘要 word 檔案的開頭註明發表方式，主辦單位會儘量尊重發表者

意願，但限於場地空間，於必要時會適度調整發表方式。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之論文

摘要分開獨立審查，本學會得視投稿論文狀況給予適當發表安排。 

(四) 投稿者以第一作者身分在口頭及海報論文發表各以一篇為限。 

(五) 論文摘要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將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一)前以電

子郵件通知。 

(六) 摘要通過審查者，請於 2019 年 9 月 04 日(五)前，至少一位作者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

序並繳交全文(15頁內)，俾便於議程安排。線上報名網址：https://ppt.cc/fXdfdx。  

(七) 摘要經審查合格者，投稿作者務必於研討會排定的場次中進行簡報或海報發表，完成

發表者，本會將於研討會中頒發正式發表證明。 
 
 
【註冊繳費】 

非會員 研討會報名費 1200 元 1,200 元 

新入會 

學生會員 109 年費 1,000 元+（學生免繳入會費） 
研討會報名費 500 元 1,500 元 

一般會員 入會費 1,000 元+109 年費 1,000 元+ 
研討會報名費 500 元 2,500 元 

會員 

已繳交 109 年費 研討會報名費 500 元 500 元 

未繳交 109 年費 109 年費 1,000 元+ 
研討會報名費 500 元 1,500 元 

﹡郵局劃撥帳號：11988709 ，帳戶：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劃撥繳費單上請註明：研討會報名-姓名，收據如需抬頭亦請註明。 
 

 

 

https://ppt.cc/fXdf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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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論文及海報投稿事務諮詢： 

聯絡人：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劉松達副教授 
電  話：(02)2236-8225轉分機63354 
E-mail： outdoor22nd@gmail.com 

報名、繳費及入會事務諮詢： 
聯絡人：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秘書 邱雅琦小姐 
電  話：02-2236-7907 / 0988-823869 
E-mail：recreation.service@gmail.com 

 
 

【相關注意事項提醒】 

(一) 摘要收件與回覆之電子信箱：outdoor22nd@gmail.com 

(二) 電子郵件主旨：「第22屆會議論文投稿-第一作者姓名」 

(三) 摘要或全文檔案命名：論文標題_第一作者姓名 

(四)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0年8月05日 (三)止 

(五) 論文錄取通知日期：2020年8月17日 (一) 

(六) 全文繳交、報名繳費截止日：2020年9月04日 (五)止 

(七) 壁報尺寸：寬84×高110公分(直式A0) 
 
 
 
  

mailto:outdoor22nd@gmail.com
mailto:recreation.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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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摘要寫作格式】 

發表方式：□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請勾選)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中文第一作者姓名1* 中文第二作者姓名2…   

英文第一作者姓名   英文第二作者姓名…    

 
 

【中文摘要】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關鍵字】OOOOOO、OOOOOOO (最多6個） 
 

發表方式：□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中文題目（16點，細明體，粗體） 
英文題目（16點，Times New Roman，粗體） 

中文第一作者姓名*   中文第二作者姓名**   (12點，細明體） 
英文第一作者姓名*   英文第二作者姓名**   (12點，Times New Roman） 

 
【摘要】（字數請勿超過1,000字） 

【引用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依照筆劃遞增排列，第二行以後內縮兩個中文字(四

個英文字)，請依照 APA格式書寫。 
 
 

 

 
                                                        
1第一作者任職單位與名稱 
2第二作者任職單位與名稱 
* 通訊方式：地址。電話：…。E-mail：…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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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 22 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 

會議論文暨海報論文徵選報名表 

是否參加傑出會議論文獎：□是 □否 (請勾選) 

論
文
名
稱 

中文論文

題    目 

 

英文論文

題    目 

 

作
者
基
本
資
料(

一)  

姓    名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作
者
基
本
資
料(

二)  

姓    名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作
者
基
本
資
料(

三)  

姓    名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簽 
 

署 

以上各欄位所填寫之資料確實，所提申請之論文亦係本人之創作，絕無抄襲剽竊之情事。茲為負責

起見，特署名如下，以示慎重。 
 

            申請人(第一作者)：                   (簽名) 日期：                

備 
 

註 

1. 本申請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2. 報名徵選者請於 2020 年 08 月 05 日(三) 前，填妥本報名表並親簽後掃描，連同摘要或全文(參

加傑出會議論文獎甄選者)WORD 電子檔 email 至 outdoor22nd@gmail.com。 

3. 標明信件主旨為「第 22 屆論文投稿-第一作者姓名」，逾期恕不收件。 

4. 摘要或全文檔案命名：論文標題_第一作者姓名。 

5. 摘要通過審查者，請於 2020 年 9 月 04 日(五)前，至少一位作者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並繳交

全文，俾便於議程安排。線上報名網址：https://ppt.cc/fXdfdx。 

附件二 

mailto:email%E8%87%B3outdoor22nd@gmail.com
https://ppt.cc/fXdf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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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2020第22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 

The Outdoor Recreation Association of R.O.C. 
2020 The 22st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Research Symposium  

 
 

【著作授權聲明書】 
 
授權人茲以下列空格處之論文著作投稿於「2020 第 22 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

本稿件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版，授權

人有權為本聲明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2020第 22屆休閒、遊憩、

觀光學術研討會」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該投稿稿件

授權人同意將該篇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予「2020第 22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

討會」出版論文摘要集。本聲明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論文名稱：                                                        

授權人代表：                                                      (簽章) 
(本人已取得其他作者同意簽署，否則須自負法律責任。)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註 1：所謂非專屬授權是指被授權人所取得的權利並非獨占性的使用權，授權人尚可將

相同的權利重複授權給他人使用。 

註 2： 著作授權聲明書請簽名、掃描後，連同論文摘要寄至：

outdoor22nd@gmail.com 
 

 

中華民國 109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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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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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寫作格式】 
中文題目（16點，細明體，粗體） 

英文題目（16點，Times New Roman，粗體） 

中文作者姓名*，中文作者姓名** (12點，細明體） 
英文作者姓名, 英文作者姓名(12點，Times New Roman） 

 
【中文摘要】(12點，細明體）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關鍵字】OOOOOO，OOOOOOO (12點，細明體） 
 
【Abstract】(12點，Times New Roman）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Keywords】OOOOOO , OOOOOOO (12點，Times New Roman） 
 
 
首頁部分須載明：中英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文任職機構、通訊地

址及電話。作者如不只一位，請加註*，**，***等對應符號，以利辨識。 
撰寫順序為： 

1. 中英文題目、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2. 正文（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分析結果、以及討論與建議）。 
3. 參考文獻或註釋。 

 
標題：字體 16 點，新細明體，粗體，置中對齊，單行間距，前後段距離 0.5 行，與

後段之間不空行。 
內文：字體 12 點，中文用新細明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第一行內縮兩字，

單行間距，前後段距離 0.5 行，與後段之間不空行。 
 
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標點為全形。英文字體為Times New Roman，單行間

距，A4版面，邊界上下左右各留2.5cm。 
論文章節之編號以中文為：壹、一、（一）、1.、（1），英文為：I、
（I）、A、（A）、a、（a）、i、（i），文字敘述中之數字，用阿拉伯數

字表示。「壹、一、（一）、1、(1)、a、(a)」為序。 

圖片標題在下，表格標題在上，順序以圖 1（Fig. 1）、表 1（Table 1），圖 2（Fig. 
2），表 2（Table 2）等表之，圖表及照片請以黑白為主，全文以 15 頁為限。  

                                                        
* 作者任職單位與職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作者任職單位與職稱：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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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 
(一)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1.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 
(1)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貳、 文獻回顧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參、 研究方法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肆、 分析結果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伍、 討論與建議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依照筆劃遞增排列，第二行以後內縮兩個中文字(四

個英文字)，請依照 APA 格式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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