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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從台東出發，太平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對於東部的原住民族群來說，更是

一個心靈、文化與美感認同的來源。本次研討會希望以南島(Austronesian)為主題，

在海洋文化下，發展超越血緣、語言、族群等跨疆界的議題，建立以南島自身為基礎

的世界觀。 

美術產業學系旨在培養藝術創作與數位設計專業的產業相關人才，讓學生能夠具

備良好的創新創意、美感品味、專業技術與多元跨界知識外，更具備正確的職場倫理。

美術產業的創作必須融入生活美學的涵養，更期待提升全民的生活品質和品味。藉本

國際學術研討會，特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及產業界專業人士，盼能凝聚教師研究方向

及提升在地美術產業的水準。 

國立臺東大學與台東縣政府長期以來重視南島文化的傳承、保存與發揚。國立臺

東大學美術產學中心自 2018年起承辦南島國際美術獎、2020及 2022 接續承辦，希望

透過合作提升南島美術的論述，引發國際間對於南島藝術的探討與關注。 

二、 舉辦目的 

生活美學為近來國際美學的趨勢，指出審美/藝術體驗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連續，

必須回歸“生活世界”來重構當代美學和藝術論。 

「南島」從「南島語族」這人類學名詞發展而來，意指居住於南太平洋及印度洋

各島嶼之族群，分布北起臺灣、東達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島、南抵紐西蘭。許

多文獻證明臺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從地理位置可知，台灣文化的多樣性，在於

其與太平洋世界的關連。太平洋，不僅是一個具體空間，更是眾多族群發展歷史記憶

與文化敘事的神祕空間。在全球文化語境下，更能發展多元去中心化的美學論述。 

本研討會自 2016 年起舉辦，迄今已連續舉辦七年，受到各方熱烈回響，成為東

台灣極重要的一場學術盛事。本次與台東縣政府合辦，將從臺灣與太平洋南島文化的

連結和異同性出發。透過對南島族群藝術及文化觀察，構建更開放性的議題。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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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國際研討會梳理和批判這些美學形式與論述，搭建臺東本地文化與太平洋群島藝

術的對話橋樑，尋找創新、與世界接軌。 

針對本年度所舉辦之國際研討預期達到以下目的： 

1. 凝聚學者、研究生、藝術家、業界人士之研究能量 

2. 在地美術產業提升到國際水平 

3. 開拓美術相關產業各方視角 

4. 提供學術交流研討平台 

5. 培育台灣青年對太平洋世界的歸屬感 

6. 推展南島族群藝術與文化 

7. 發展台灣東岸人文藝術資源 

  透過國內外學者專家的相互激盪，期待提供台灣產、官、學、研各領域人士，探

尋能結合生活價值與創造產業培力(empowerment)為目標的聯結模式，以及能依循政

府文化創意與產業政策，永續美好的巧計良方。 

三、 徵稿條件 

1. 參加對象：國內外生活美學機構、教育單位等之研究人員、教師、研究生以及

東部美術產業工作者。 

2. 徵稿內容： 

本屆 2022研討會以「群島之舷－南島族群美學視域」為主軸，規劃各項子題進

行徵稿： 

A. 生活美學發展促進策略 

B. 南島族群生活美學與其美術產業之永續發展 

C. 南島文創產業創新設計與發展議題 

D. 多角度詮釋南島環境、族群文化、生活記憶等議題 

E. 南島族群創作新思維與美術產業新興議題 

F. 在地文化產業推廣、創新與發展 

G. 原住民文化、藝術、工藝、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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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海洋文化的傳統與當代發展 

I. 在地美學新思維 

3. 截稿日期：

A.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22年 8月 26日（隨到隨審，摘要通過即可繳全文，

公告日為 2022年 9月 2日） 

B. 全文繳交截稿日期：2022年 10月 7日（隨後公告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

議程公告日為 2022年 10月 14日） 

C. 註冊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11月 1日 

D. 報名方式: 請下載本頁頁尾之文件，填妥後寄至本系信箱。 

E. 研討會網址

https://art.nttu.edu.tw/p/404-1026-71856.php?Lang=zh-tw 

郵件主旨設為：《2022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 

F. 檔案名稱設為：《摘要稿－論文題目》或《全文稿－論文題目》 

G. 投稿信箱：doainttu@gm.nttu.edu.tw 

4.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5. 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國立臺東大學美

術產學中心 

6. 活動日期： 2022 年 11月 11日（週五）8：20–17：00

7. 活動地點：臺東藝文中心演講廳、臺東藝文中心會議室（950台東縣台東市南京

路 25號）

8. 聯絡方式：

A. 聯絡人︰柯良志老師、周夢嬋助教 

B. 聯絡電話︰+886-89-318855轉 5715 

C. E-MAIL︰doainttu@gm.nttu.edu.tw 

9. 投稿格式：

⚫ 摘要： 

A. 本會採摘要審稿，由學者專家依中文摘要或英文摘要進行評審，採隨到隨

https://art.nttu.edu.tw/p/404-1026-71856.php?Lang=zh-tw
mailto:doainttu@gm.nttu.edu.tw
mailto:doainttu@gm.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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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方式進行，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欲參加之發表類別(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作者論文發表類別由本會依據審稿結果進行最終認定。 

B. 摘要內容編排應請依 APA格式︰單行間距，字體︰題目(16)、作者姓名/服

務單位(12)、摘要(標題 14；內文 12)、關鍵詞(12)，以 300-500字為限，

請用標楷體繕打(如附件一)。 

C. 摘要必須回應出完整的論文，內容應包括︰目的(Purpose)、方法(Methods)、

結果(Results)、結論(Conclusion)，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5個以內之關鍵

詞(Key words)。 

⚫ 全文︰ 

A. 完稿後之全文電子檔將收錄於論文集，本研討會論文集均申請 ISBN。 

B. 論文格式包括︰(1)標題、作者姓名、服務單位、中文摘要/關鍵字。(2)

問題背景(前言/緒論)、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

(3)參考文獻撰寫格式以 APA第六版為主，質性、文學、史學與哲學的研

究，可以使用各該領域慣用之格式。 

C. 全文內容編排應請︰單行間距，字體︰題目（16）、作者姓名/服務單位（12）、

中文摘要/關鍵字（標題 14；內文 12）、本文（標題 16；次標 14；內文

12）及參考文獻（標題 14；內文 12），字數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中文請用

標楷體繕打、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繕打。 

⚫ 未能符合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 

⚫ 本會不接受一稿兩投之稿件，凡曾刊載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之稿件，一概拒絕

接受，一切法律問題自行負責。 

⚫ 投稿之論文上傳限定為 doc、docx及 pdf兩種格式，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0MB。 

10.發表須知︰ 

A. 口頭發表每場 30分鐘，含 20分鐘發表與 10分鐘討論，本次研討會口頭發

表為  12  場；海報發表採 5分鐘口頭即席報告模式進行。 

B. 口頭發表資料以 PowerPoint檔製作，並於 2022年 11月 10（四）前，將檔

案寄交至本研討會信箱，本會將輸入大會準備之電腦中。（本會備有電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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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設備） 

C. 海報發表海報規格為直式、A1（594mm 寬 x 841mm 高），並於發表當天報到

時間將海報依個人編號自行張貼。（本會備有膠帶與圖釘） 

11.注意事項： 

A. 活動免繳報名費，本會提供便當（報名時請備註葷、素）；與會人之差旅

交通及相關費用請自行支付。 

B. 參加本研討會活動者，會後將發給研習時數證書。具教師身分報名者，請

逕自登錄「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4.inservice.edu.tw/）登錄，以利核發教師研習時數作業。

（若未登錄主將不核予時數）。參加人員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公假。 

https://www4.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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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摘要表 

【2022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徵文摘要格式 □海報發表 □口頭發表文

論文篇名(標楷體，粗體 16 級) 

第 1作者 1, 第 2作者 2 ,第 3作者 3* 

1單位,學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2單位,學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3*通訊作者: 聯絡 email 單位,學

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摘要(標楷體，粗體 14 級) 

摘要(標楷 14級)內容，中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字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12 級」

字體，單行間距。第一行內縮二字。以 300-500字為限。摘要必須回應出完整的論文，內容應

包括︰目的(Purpose)、方法(Methods)、結果(Results)、結論(Conclusion)，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5 個以內之關鍵詞(Key words)。 

關鍵詞：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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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 

「2022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論文子題 A ~ J   

字  數 
 

（字數請用電腦字數統計） 
語 文 類 別 □  中文         □ 英文 

論文名稱 
中文： 

English：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一作者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第二作者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 ：  

第三作者 

中文：  中文：  

English ：  English ：  

作者電話 

及 

聯絡地址 

（O）                            FAX：（H）                            

行動電話： 

e-mail（請務必填寫）： 

通訊處（含郵遞區號）： 

發表類型 
□ 海報發表      □ 口頭發表  

□ 第二以後作者  □ 僅參加研討會  

飲    食 □ 葷 食      □ 素 食   

論文遞送方式 

1. 報名方式: 
網址: https://art.nttu.edu.tw/p/404-1026-71856.php?Lang=zh-tw 
Email 電子檔資料（含投稿者報名表、摘要或全文、著作授權同意書）、務必 e-mail 傳送
至負責人信箱：doainttu@gm.nttu.edu.tw 

2.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22 年 8 月 26 日（隨到隨審，摘要通過即可繳全文） 
全文繳交截稿日期：2022 年 10 月 7 日（隨後公告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 
註冊報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3. 需全程參加會議方可領取研習證書，若有發表論文者亦須確實出席發表，才會發給發表證
明，請詳閱徵稿須知。 

以上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投稿刊載或已接受刊載於其他刊物。如有不實，文責由本
人自負。稿件請作者授權本校（國立臺東大學）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出版方式發行。 

作者代表簽章：ˍˍˍˍˍˍˍˍˍˍˍ       111 年ˍˍˍ月ˍˍˍ日 

 

https://art.nttu.edu.tw/p/404-1026-71856.php?Lang=zh-tw
mailto:doainttu@gm.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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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著作授權同意書 

著作授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著作人）發表於國立臺東大學【2022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著作，篇名-                                                   

同意無償授權國立臺東大學，將本人著作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等各種方式公開

傳輸發行，且為提供學術發展之用，同意國立臺東大學將本人著作編成學術專書，

並得重製本人著作。 

    著作人同意國立臺東大學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

料庫業者。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

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智慧財產權及其他任何權利。若因審稿、校

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著作人同意視為相同著作，不影響本同意書之效力。  

    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

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通 訊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立同意書人(著作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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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全文論文格式  

論文篇名（標楷體，粗體 16 級） 

第 1作者 1, 第 2作者 2 ,第 3作者 3*  

1單位,學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2單位,學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3*通訊作者: 聯絡 email 單位,學

校名稱, 地址,城市,國家  

摘 要（標楷體，粗體 14 級）  

摘要(標楷 14級)內容，中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字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12 級」

字體，單行間距。第一行內縮二字。以 300-500 字為限。摘要必須回應出完整的論文，內容應

包括︰目的(Purpose)、方法(Methods)、結果(Results)、結論(Conclusion)，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5個以內之關鍵詞(Key words)。 

    

   

  

 

 

 

 

 

 

 

關鍵字：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粗體 12 級，關鍵字 3-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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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以中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壹、緒論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一) 研究目的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 美術產業 XXXXX？  

 

主段落標題：壹、貳、參…. ─16 點、置中；次段落標題：一、二、三….─14 點、靠左 

 

主段落標題：16 點、置中；次段落標題：14 點、左右對齊其餘及所有內文：內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英文用 Time New Roman 12 級。單行間距，第一行內縮二字，全文勿超過 10000 字，

A4 版面，上、下方各留邊 2.54 公分，左右均留邊 3.17 公分。 

 

附圖、附表：（範例如下所示） 

1. 圖表置中對齊，中英文均用 12 級字（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2. 表之標題置於該表之上方（置中對齊），如：表 1 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3. 圖之標題在該圖之下方（置中對齊），如：圖 1 各系投稿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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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單位  作者 篇名  

美術產業學系 陳大華 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美術產業中心 林奕伶 論文寫作方法  

  

 

圖 1、投稿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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