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永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一、舉辦宗旨 

本校承續 2020 永續發展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之後，繼續辦理終身學習、回流教育、推廣教育及產

業管理等領域，使理論與實務兼顧，特舉辦學術研討會。 

二、 研討會主題 

(一)推廣進修與終身學習。 

(二)回流教育及終身學習。 

(三)永續教育發展之研究。 

(四)大學多元化發展與終身學習。 

(五)產業發產及管理之研究 

(六)其他與本會相關議題。 

三、 研討會日期、地點 

(一)日期：民國 111 年 05月 27 日（星期五） 

(二)地點：長榮大學行政大樓六樓第三討論室（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四、 主辦/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協助單位：應用社會科學在職碩士學位學程、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日語進修學士學位學程、觀光

與餐飲服務事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運動競技學系 

五、 參加對象 

(一)國內從事永續教育(進修)、推廣教育、產業管理之學者專家。 

(二)大專院校相關領域之教師及學生。 

六、 預期成效 

(一) 期望經由本研討會過程中各領域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之對話與探討，藉以提升研究水平，拓

展與會人員之視野。 

(二) 期望增加國內相關領域研究之參考文獻與資訊，豐富本校永續教育發展與進修推廣終身學習及

產業管理之研究，最終可對本校或國內教育政策的擬定、規劃、推行與改善提出貢獻。 

七、 實施方式與內容 

(一)口頭發表：發表人報告、評述人分析及發表人回覆。 

(二)海報發表：以張貼海報方式來進行發表。 

(三)會議研討：論文大綱（ppt）報告及 Q&A。 

八、 主要時程 

(一)論文摘要截稿日期：民國 111 年 04 月 25 日(星期一)。 

(二)論文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民國 111 年 05 月 09 日(星期一)。 

(三)論文全文截稿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一)。 

(四)研討會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27 日(星期五)。 



「2022年永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徵稿說明 

一、徵文對象：國內外教師及對永續、推廣教育及產業管理關心之人士。 

二、請提供論文摘要： 

(一)來稿請以電腦軟體 word A4 規格橫排打字，總字數約 200~600 字，文稿

限中文或英文。 

(二)論文標題之字型設定為 16pt，粗體字，文內中文一律採用 12pt，1.5 倍行

高，新細明體書寫；英文則採用 12pt，Time New Roman 書寫。摘要之結

尾，請附上 3 至 5 個重要關鍵詞。 

三、論文摘要截稿日期：請於民國 1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前，將撰寫之「論

文摘要」、「個人簡歷與聯絡方法」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繳交 E-mail：

kyhh@mail.cjcu.edu.tw 郵件主旨請註明「長榮大學 2022 年永續教育與產業

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件」，主辦單位收件時，會以電子郵件告知收件完成。 

四、論文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民國 111 年 5 月 09 日（星期一）前。 

五、通過審查後，請提供論文全文： 

(一)請以電腦軟體 word A4 規格橫排打字，論文全文總字數以 15,000 字以內

為原則。 

(二)論文標題之字型設定為 16pt，粗體字，文內中文一律採用 12pt，1.5 倍行

高，新細明體書寫；英文則採用 12pt，Time New Roman 書寫。 

(三)注釋與文獻參考方面，請採各學科通行格式。 

六、論文全文截稿日期：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前，將撰寫之論文全

文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繳交 E-mail：kyhh@mail.cjcu.edu.tw 郵件主旨請註明

「長榮大學 2022 年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件」，主辦單位收

件時，會以電子郵件告知收件完成。 

七、請提供 Office Powerpoint 檔案： 

(一)每位發表者發表時間約 15 分鐘，檔案大小請限制於 10Mb 以內。 

(二)檔名請命名為：「研討會-發表人姓名.ppt」，範例：「研討會-李大仁.ppt」。 

(三)請 E-mail：kyhh@mail.cjcu.edu.tw 郵件主旨請註明「長榮大學 2021年永

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件 ppt」，主辦單位收件時，會以電

子郵件告知收件完成。 

八、相關問題請電洽永續教育學院柯俞先先生 06-2785123 分機 8001。



2022年永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時間：民國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8：30 

二、會議地點：長榮大學行政大樓六樓第三討論室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三、主辦單位：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四、報名方式：1.請填寫報名表報名，報名截止日期至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 

       2.請至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網頁(http://sites.cjcu.edu.tw/dce/)下載表格，填妥後於

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前 E-mail：kyhh@mail.cjcu.edu.tw，主旨請寫研討會報名。 

五、連絡電話：06-2785123 轉 8001，傳真：06-2785067 

六、報名費用：1.口頭發表：1000 元 

              2.海報發表：1000 元 

              3.刊登發表：1000 元 

              4.參加人員：500 元 

七、全程參與研討會者，會後頒予研習證明。 

---------------------------------------------------------------------------------------------------------- 

報  名  表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飲    食     葷       素 

論文發表與否     是       否 

論文發表方式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刊登發表 

 
 
 
 

mailto:kyhh@mail.cjcu.edu.tw


2022年永續教育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基本資料表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報告者(請打ˇ) 

第一作者     

合著者     

    

    

連絡作者 姓名: 

住址: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發表形式 

(請勾選)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刊登發表 

備註 1. 茲保證以上所填資料無誤，且本文未同時一稿多投、違反

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且為原創性作品，如有違

反，責任由作者自負。 

2. 茲同意文章作品將於長榮大學「2022 年永續教育與產業管

理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並同意接受攝影、拍照、錄音等

各種影音圖像處理。作者有關當天會議發表的影像、語音

與作品等，皆同意授權長榮大學作各種形式的公開發表與

發行。 

作者簽章:                           年   月   日 

 

         

              (如有兩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 

 

    備註：1.合著者若超過 3 人，表格請自行增列。 

          2.論文摘要截稿日期：民國 111 年 04 月 25 日(星期一)。 

          3.論文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民國 111 年 05 月 09 日(星期一)。 

          4.論文全文截稿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一)。 

          5.研討會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27 日(星期五)。 

          6.本報名表及論文全請寄 E-mail 至 kyhh@mail.cjcu.edu.tw 

 
 
 
 
 
 
 
 



 
 

六樓第四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