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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2021社會服務與民生產業研討會  

徵稿啟示 

壹、 計畫緣起及目的 

本研討會宗旨為促進社會服務學術和民生產業發展及鼓勵教師與研究生從事與教學相關之專題研

究，並發表研究成果，以提昇社會服務暨民生產業學術研究水準與風氣，增進產學合作互動與交流，俾

利我國社會服務暨民生產業發展策略及輔導政策之參考。本研討會將邀請校際專家學者與會進行專題演

講，並結合以口頭和海報論文發表、綜合座談、實務工作坊分享等形式進行學術交流，歡迎學術界及產

業界踴躍提供專業理論、研究成果與技術相關文章，讓彼此經驗交流，激發研究創意，分享研究成果。 

貳、 指導單位 

教育部 

參、 主辦單位 

美和科技大學民生學院 

肆、 承辦單位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伍、 研討會日期、地點 

一、 日期：1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00至下午 5：00。 

二、 地點：美和科技大學（91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學人路 321號） 

          南校區美和大樓 4樓階梯教室（SC407）、閱覽室（SC404） 

陸、 重要日期 

一、 論文摘要截止日期：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 

二、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110年 10月 29日(星期五)。 

三、 口頭論文全文及海報發表電子檔繳交截止日期：110年 11月 10日(星期三)。 

柒、 研討主題：社會服務或民生產業之相關議題 

 一、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推動政策研究。 

 二、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三、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個案分析研究。 

 四、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資料調查及其分析。 

 五、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經營管理研究。 

 六、其他社會服務、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之相關議題。 

捌、 研討方式（詳細議程請參見附件一之一） 

一、 專家演講：邀請產學界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二、 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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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頭發表：  

     1. 發表人發表 12分鐘：於 10分鐘時響一次鈴，12分鐘時響二次鈴 

     2. 評論人每人評論 5分鐘：於 3分鐘時響一次鈴，2分鐘時響二次鈴 

     3. 發表人每人回應 3分鐘：於 2分鐘時響一次鈴，1分鐘時響二次鈴 

     4. 主持人每場 5分鐘 

    (二)海報發表： 

     1. 海報格式（A0紙張大小寬 84 *長 118.8 cm） 

     2. 發表方式：發表者站立於發表海報前，口頭報告答覆問題以進行交流。     

玖、 報名資格 

 全國大專院校社會工作、民生產業與運動休閒相關系所與相關單位等。 

壹拾、 報名人數：以 250人為限。 

壹拾壹、 報名方式 

一、 報名表： 

    （一）僅報名參加不發表論文者請填寫附件一之二－一般學員報名表。 

    （二）發表論文者請填寫附件一之三－論文發表報名表。 

二、 截止日期： 

     (一) 論文發表報名截止日期為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 

     (二) 一般報名截止日期為 110年 11月 17日(星期三)。 

壹拾貳、 投稿注意事項 

一、 凡與本次研討會主題有關未發表學術論文或實務個案均為歡迎。 

二、 研討會現場手冊以論文摘要為主。 

三、 投稿電子檔及「論文發表報名表」請寄至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謝明原老師信箱

（x00010795@meiho.edu.tw），主旨請註明「2021社會服務與民生產業研討會論文發表」。 

四、 本會論文審查委員會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凡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刊登，本校將去

函通知所屬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 

五、 徵稿格式詳見附件一之四 

壹拾參、 論文審查方式 

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並由兩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論文發表方式請發表人投稿報名時勾選

決定。  

壹拾肆、 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主辦及聯絡人：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系辦及張齡友老師。 

一般學員報名請傳真至 08-7784416或 mail至 x00003180@meiho.edu.tw 

二、聯絡電話：08-7799821轉 6401、6404 

mailto:一般學員報名請傳真至08-7784416或mail至x00003180@meiho.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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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 附則 

一、參加人員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及差旅費。 

二、研討會期間不供應午餐，由學員自理。 

三、凡全程參與研討會者核發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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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議程表 

美和科技大學 

2021社會服務與民生產業研討會議程  (草案) 

時間 議程 

08：30-09：00 
(30分鐘) 

報到 

09：00-09：15 
(15分鐘) 

開幕式：南校區美和大樓 4樓 SC407(階梯教室) 

主持人：王建臺教授/美和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暨運動休閒管理系系主任 
貴賓：劉忠志/美和科技大學董事長 
貴賓：翁順祥教授/美和科技大學教授暨校長 

09：15-10：15 
(60分鐘) 

專題演講：SC407(階梯教室) 

主持人：吳鄭善明副教授/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主講人：郭俊巖特聘教授/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特聘教授  
10:15-10:25 
(10分鐘) 

中場休息 

10：25-12:00 
(95分鐘) 

論文發表場次 1-1：SC407(階梯教室) 
主持人：郭俊巖特聘教授/靜宜大學人 
文暨社會學院院長特聘教授 

論文發表場次 1-2 ：SC404(閱覽室) 
主持人：賴秦瑩助理教授/靜宜大學人文暨社
會科學院教師 

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 

12：00-13：00 
(60分鐘) 

午餐時間 

13：00-14：45 
(105分鐘) 

論文發表場次 2-1： SC407(階梯教室) 
主持人：王子玲副教授/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系系主任 

論文發表場次 2-2：SC404(閱覽室) 
主持人：羅偉碩副教授/美和科技大學觀光系

系主任 

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 

14：45-15:00 
(15分鐘) 

中場休息 

  

15:00-16:35 
(95分鐘) 

論文發表場次 3-1： SC407(階梯教室) 
主持人：吳明憲副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管理系系主任 

論文發表 

16:50 閉幕 

備註 

一、發表人發表 12分鐘：於 10分鐘時響一次鈴，12分鐘時響二次鈴 
二、評論人每人評論 5分鐘：於 3分鐘時響一次鈴，2分鐘時響二次鈴 
三、發表人每人回應 3分鐘：於 2分鐘時響一次鈴，1分鐘時響二次鈴 
四、主持人每場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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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一般學員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手    機 
 

e-mail 
 

備註： 

1.煩請報名者務必詳填上述表格資料，以利大會行政事務運作。 

2.本報名表請傳真至 08-7784416或 mail至 x00003180@meiho.edu.tw。 

3.論文發表者請填寫附件二，不用填寫此表。 

  

mailto:2.本報名表請傳真至08-7784416或mail至x00003180@meiho.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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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論文發表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發表論文

題目  

發表方式 本人擬選擇：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手    機 
 

e-mail 
 

代訂便當 如需要請打勾      □葷食       □素食 

 

*煩請發表者務必詳填上述表格資料，以利大會行政事務運作。 

*論文發表者請在 2021年 10月 25日前將報名表及摘要 word檔 

 寄給謝明原老師 x00010795@meiho.edu.tw 

  

mailto:寄給謝明原老師x00010795@meiho.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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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論文徵稿格式 

 

「2021社會服務與民生產業研討會」 

《論文格式及排版規格》 

一、論文格式 

（一）來稿請用電腦打字，文長約一萬五千字，依照APA第六版學術論文撰寫體例，以MS Word或其他

相容軟體編輯，由左至右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 

（二）稿件順序：首頁(含500字以內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參考文獻、附錄。 

（三）文稿編輯：稿件請以A4紙張（即長29.7公分，寬21公分），上下邊界為2.54公 

分、左右邊界為3.17公分，單行間距撰寫。中文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二、首頁與正文內容 

（一）首頁內容請勿超過一頁，規定如下： 

   1.篇名（16 號字體粗體置中） 

   2.作者（14 號字體粗體置中） 

       3.摘要抬頭（14 號字體粗體置中） 

       4.摘要內容（12 號字體） 

       5.關鍵詞（12 號字體，以五個以內為原則） 

（二）正文 

       1. 每一段落開頭空兩字。 

       2. 內文字體為12號字體，註腳字體為10號字體。 

       3. 圖表：請放入文中且不跨頁，若為長表格必頇跨頁時應視文意及類別作切分。圖表均以阿拉

伯數字編序號，表名列於表上方，表註列於表下方；圖名和圖註皆在圖下方。 

三、參考文獻 

（一）字體為12號字。 

（二）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著作，請在參考文獻中列出，若論文正文未引用之著作，請勿列入參考文獻

中。 

（三）參考文獻請先排列中、日文，再排西文。 

（四）中、日文文獻按作者或編者姓氏筆劃（如為機構亦同）排列，西文則依作者及編者字母順序排列。

引用同一作者數項著作時，應按出版時間排列，新著在前，舊著在後。 

四、附錄 

（一）附錄置於參考文獻之後。 

（二）附錄如有兩個以上時，依順序分別註明「附錄一」、「附錄二」……，或Appendix 1、Appendix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