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主題：地方創生的實踐]
徵稿啟事
壹、研討會主旨
本研討會目的在以結合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理念與地方創生目標，落實優質專業
與地方產業連接的創新實踐成果，同時透過產官學界之研討交流，藉以提升餐飲、
烘焙、飯店與觀光休閒相關專業領域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價值。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 餐旅管理學院
參、徵稿範疇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產業發展趨勢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人才培育議題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三創與管理議題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智慧生活應用
 餐旅、觀光休閒與地方產業之連結關係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專業技術開發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地方創生案例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實務問題分析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教育相關議題
 其他相關領域

肆、研討會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2020 年 05 月 29 日（星期五）
二、地點：台灣首府大學致遠樓（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伍、投稿資格
相關產、官、學界及有興趣之人士；餐旅產業及觀光遊憩等相關系所師生、業者，
均歡迎投稿。
陸、研討方式
分組進行論文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
柒、重要時程
日期

執行項目

4 月 3 日（星期五）

摘要徵稿截止日期

4 月 17 日（星期五）

論文摘要接受通知日期

5 月 1 日（星期五）

全文徵稿截止日期

5 月 15 日（星期五）

全文審查通知日期

捌、投稿方式
一、採全文投稿方式，請以 Word 文件建立，並以「姓名-論文題目」為檔名（如：
陳××－觀光、餐旅課程……），於摘要截稿日前將論文全文資料電子檔傳送
至
tsuhmconf2020@gmail.com。
二、通過審查者請於全文定稿截稿日期前將全文最終修訂稿及論文授權同意書同
樣以電子檔傳送至 tsuhmconf2020@gmail.com。
玖、報名事項
採電子郵件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將完整報名表傳送至
tsuhmconf2020@gmail.com。
(投稿者須至少有一位出席發表。)
拾、作業注意事項
一、請依本研討會規定之格式進行擅打，參考格式請至研討會網站下載（網址為
http://shmh.tsu.edu.tw/files/14-1041-28016,r283-1.php）：

摘要：論文摘要依序應包含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論(或預期貢獻)、
關鍵詞等，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

全文：完稿論文須附上中英文摘要，全文以 15 頁以內為原則。
二、投稿之論文內容須與本次研討會議題有關且未曾發表或刊登於其他學術期刊
之論文，如正在進行之論文及報告亦可接受。
三、本研討會論文若經審查發現屬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刊登。
拾壹、徵稿聯絡方式
 徵稿論文聯絡人：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郭秋伶 助理教授。
 地址：72153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台灣首府大學。
 電話：06-5718888 轉分機 782。
 E-mail：tsuhmconf2020@gmail.com。
 行政事宜聯絡人： 餐旅管理學院
楊山明秘書。
 地址：72153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台灣首府大學。
 電話：06-5718888 轉分機 892、770、872、882。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專題競賽徵件]
一、 目的
本研討會舉辦「學生專題論文∕實作作品競賽」
，除了讓學生應用餐旅暨觀光休閒知能
與技能，進行論文專題寫作∕實作作品，結合專業實務，同時技術教師及專業人士也
可指導學生進行專業技術作品參與比賽。
二、 比賽領域
專題論文及專業作品領域與本次研討會主題相同或相關，實作作品包括各菜系餐飲廚
藝作品、飲料調酒作品、烘培食品、餅乾、巧克力、觀光遊程設計等餐旅暨觀光休閒
相關作品。
三、 競賽主要參與對象
各高中職、大學部學生
四、 分組規定
(一) 分為高中職及大專兩組。
(二) 分為專題論文及實作作品兩組。
（二） 專題論文組：每組１～５人。
（三） 實作作品組: 每組１～５人，不拘形式，可於研討會前繳交作品，亦可於研討
會當天現場製作，但須於評審前完成，所需材料需自備。
五、 指導教師
每一組由一位老師指導為限。
六、 評審組成
由研討會主辦單位邀請至少三位評審老師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競賽成績評定。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活動報名表

1、研討會日期：109 年 05 月 29 日(星期五)，09:00 ~ 16:30。
2、研討會地點：台灣首府大學致遠樓。
姓名
性別

□男

□女

□論文作者
(請填寫論文編號：
( □論文發表人)
□非論文作者

)

報名身分
□台首大教職員
□外校教職員
□台首大學生
□外校學生
□其他 (請說明：

)

服務單位/
系所名稱
連絡電話

(公)

(手機)

E-mail
用餐
(敬備午餐)
研習證明
(登錄時數 6 小時)

□葷食

□素食

□自理

□需要研習證明 (請填寫身分證字號：
□不需要研習證明

)

備註(其他需求)

1、本報名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只供本次研討會之
目的進行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2、填寫完本報名表，請於 05 月 01 日前 E-mail 至 tsuhmconf2020@gmail.com。

各位學者、先進，您好，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謹訂於 2020 年 05 月 29 日（星期五）
假台灣首府大學舉行，歡迎各位學術先進踴躍投稿共襄盛舉並蒞臨參加。本次研討會採
摘要投稿審查，並以全文收稿，茲將全文相關排版格式說明如下：（建議直接以本檔案
所附範例進行套用修改，減少您的排版時間）
1、檔案格式：論文全文請以 Word 2003 以上版本之檔案格式繳交，口頭報告投影片亦
請以 Power Point 2003 以上版本檔案格式繳交(研討會當日繳交)。
2、版面設定：A4 大小（297×210mm）；直式；上、下、左、右邊界各為 2.5 公分，頁
面垂直靠上對齊。
3、字型樣式：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4、段落樣式：所有前段後段均為 0 行，行距 1.5 倍行高。
5、論文題目：16 點字型，粗體，置中。
6、作者姓名：緊接於論文題目下行，12 點字型，粗體，置中對齊。作者資料以註腳方
式列於頁尾；於註腳中並請註明通訊作者。
7、摘要標題：空一行後接於姓名下行，
「摘要」兩個字之間勿置空白字元，14 點字型，
置中對齊。
8、摘要內文：緊接於摘要標題下一行，10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位移點數 2 字元。
9、關鍵詞：空一行接於摘要內文下行，
「關鍵詞」之間勿置空白字元，10 點字型，粗體，
左右對齊，左右縮排皆 0 字元，關鍵詞內容以頓號「、」區隔之。
10、文章標題，內文格式，與參考文獻格式請參考範例說明。
11、英文摘要列於最後，格式與中文相仿，請使用 Time New Roman 字型。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全文投稿格式

論文題目（標楷體粗體，16 級）
許平安（標楷體，12級）
台灣首府大學 XX 系教授1，E- mail: aaa@dwu.edu.tw（標楷體, Times New Roman, 10 級）

摘要（標楷體粗體，14 級）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格式，摘要請用「標楷體」「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
以內為原則，摘要請用「標楷體」「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摘要請用「標楷體」「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2018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格式，摘要請用「標楷體」
「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摘要請用「標楷體」「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
則，摘要請用「標楷體」「10 級」字體，字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

關鍵字：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討會(標楷體 10 級，粗體)

1

通訊作者

壹、前言(14 點字型，粗體，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請撰稿者直接套用本範例格式，減少作者與大會格式修正上的需求，謝謝撰稿者的
合作。(內文說明：12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
文章中引用參考文獻，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APA)出版手冊之格式；文章中中文請
以（林士彥、鄭健雄，2009），英文請以（Aaker & Joachimsthaler, 2000）格式置入文章
中。

貳、主標題(14 點字型，粗體，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內文格式：12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

2.1 標題一(說明：12 點字型，粗體，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內文格式：12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

2.1.1 標題二(說明：12 點字型，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所有內文格式均相同：12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內文中需要
小標題，請依一、(一)、1、(1)之順序分段，並依撰稿者需求適當縮排，縮排格式不限
制。

表 1 這是表標題
（12 點字型、置中，放置於表前，以 1、2、3 編號）
表格格式
1、整體表格置中
2、表格內文：12 點字型，文
字左右對齊、數字置右對齊。
資料來源說明：10 點字型，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4 字元，置中對齊。

圖 1 這是圖標題
(圖片置中。圖名說明：12 點字型，置中對齊，放置於圖後，以 1、2、3 編號)

叁、結論(14 點字型，粗體，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內文格式：12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

參考文獻(14 點字型，粗體，靠左對齊，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2 字元)
參考文獻格式：12 點字型，指定凸排，位移點數 1 字元，左右對齊。
參考文獻之排列順序，以中文、西文之順序為之，不須依文獻類別分類。同為中文
或西文文獻者，以作者姓氏筆劃或姓氏字母順序先後排列。引用文獻書寫之方式請參考
以下範例，或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APA)出版手冊之格式。
張明洵，林玥秀(民91)。解說概論。臺北市：揚智文化。
陳明梨，黃章展(民95)。渡假生活型態與金門套裝旅遊產品選擇偏好關係之研究-敘述偏
好模式之應用。2006年中華觀光管理學會暨臺灣休閒與遊憩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353-368。
曾齡玉(民94)。價格敏感度與知覺主流設計對延遲購買行為影響之研究－以數位相機產
品為實證(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黃英忠，黃培文(民92)。實習工作價值觀的建構及其與工作投入的關係－以大專觀光、
休閒、餐旅相關科系學生為例。觀光研究學報，10(1)，63-79。
行政院主計處(民90)。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臺北市：行
政院主計處。
Bansal, H., & Eiselt, H. A.(2004). Exploratory research of tourist motivations and planning.
Tourism Management, 25(3), 387-396.
Shotton, M. A.(1989). Computer addi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London,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Bledsoe, L. K.(1998). Smoking cessa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understanding progress through stages of chan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Gattiker, U. E., & Larwood, L.(1987). Career success, mobility and extrinsic career
satisfaction: Studying corporate manag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82nd, 1-40.

English Title (Times New Roman, 16 級)
Author, Professor (Times New Roman, 12 級)
Department of XX,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Times New Roman, 10 級)

Abstract（Times New Roman, 14 級，粗體）
Times New Roman，10 級, Times New Roman，10 級, Times New Roman，10 級, Times New Roman，10
級, Times New Roman，10 級, Times New Roman，10 級. This paper discusses …

Key words: Conference,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Times New Roman 10 級, 粗體)

各位學者、先進，您好，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謹訂於 2020 年 05 月 29 日（星期五）
假台灣首府大學舉行，歡迎各位學術先進踴躍投稿共襄盛舉並蒞臨參加。本次研討會採
摘要投稿審查，並以全文收稿，茲將摘要相關排版格式說明如下：（建議直接以本檔案
所附範例進行套用修改，減少您的排版時間）
1、檔案格式：論文摘要請以 Word 2003 以上版本之檔案格式繳交，同時請附論文資料
表格(如範例)。
2、版面設定：A4 大小（297×210mm）；直式；上、下、左、右邊界各為 2.5 公分，頁
面垂直靠上對齊。
3、字型樣式：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4、段落樣式：所有前段後段均為 0 行，行距 1.5 倍行高。
5、論文題目：16 點字型，粗體，置中。
6、作者姓名：緊接於論文題目下行，12 點字型，粗體，置中對齊。作者資料以註腳方
式列於頁尾；於註腳中並請註明通訊作者。
7、摘要標題：空一行後接於姓名下行，
「摘要」兩個字之間勿置空白字元，14 點字型，
置中對齊。
8、摘要內文：緊接於摘要標題下一行，10 點字型，左右對齊，第一行位移點數 2 字元。
9、關鍵詞：空一行接於摘要內文下行，
「關鍵詞」之間勿置空白字元，10 點字型，粗體，
左右對齊，左右縮排皆 0 字元，關鍵詞內容以頓號「、」區隔之。
10、亦可以英文摘要投稿，格式與中文相仿，請使用 Time New Roman 字型。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摘要投稿格式

及論文資料表格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論文資料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論文主題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產業發展趨勢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人才培育議題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三創與管理議題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智慧生活應用
餐旅、觀光休閒與地方產業之連結關係

作者資料

姓

名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專業技術開發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地方創生案例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實務問題分析
餐旅與觀光休閒之教育相關議題
其他相關領域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

中文
第一作者
英文
中文
共同作者 A
英文
中文
共同作者 B
英文
姓名
聯
絡
人

電話 (O)
通訊
地址

(手機)

E-mail：

□□□

注意事項：1. 投稿之論文內容須與本次研討會議題有關且未曾發表或刊登於其他學術期刊之
論文，如正在進行之論文及報告亦可接受。
2. 本研討會論文若經審查發現屬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刊登。
以上資料，若有更動請告知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郭秋伶助理教授
電話：(06) 5718888 轉 782
E-mail：tsuhmconf2020@gmail.com

論文題目（標楷體粗體，16 級）
許平安（標楷體，12級）
台灣首府大學 XX 系教授2，E- mail: aaa@dwu.edu.tw（標楷體, Times New Roman, 10 級）

摘要（標楷體粗體，1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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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

各位學者、先進，您好，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謹訂於 2020 年 05 月 29 日（星期五）假
台灣首府大學舉行，感謝您提供論文海報共襄盛舉並蒞臨參加。提醒您海報發表者仍須繳交
全文，以下茲將海報相關排版格式說明如下：

1、海報論文大小約為 85 公分高、60 公分寬(約 A1 尺寸)，共 1 張。
2、海報內容不限中文書寫，但須於醒目處以中文註明「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
研討會」；其餘排版方式均不限制。
3、海報請自行輸出，並於 5 月 29 日(星期五)研討會當日中午 12:00 前攜至會場向服務人員報
到，服務人員會協助張貼。
4、海報論文發表者請務必出席(至少一位)當日研討會，在海報發表場次時於海報看板前進行
解說，並與來賓討論分享。

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郭秋伶助理教授
電話：(06) 5718888 轉 782
E-mail：tsuhmconf2020 @gmail.com

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論文授權同意書】
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
本論文投稿於「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
，並同意本授權
同意書之各項授權。本論文保證為授權人所自行創作，且內容未侵犯任何第三
人之智慧財產權，亦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版。如有聲明不實，授權人願負一
切法律之責任。
授權人同意將本篇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予「2020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
創新發展研討會」
，被授權單位得將該稿件刊登於研討會論文集暨摘要集
（紙本、
電子版）
、研討會相關網站或作其他學術相關之用。本項授權牽涉到印刷紙本與
電子版製作，不可撤回。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可在符合學術
倫理的情況下，將本論文授權與他人，或將論文投稿至學術期刊與其他書籍。
代表授權人經本論文所有著作人同意上述授權行為，事後若其他著作人有
任何疑義，代表授權人願負全部責任。
代表授權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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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