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鳳科技大學
2017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
暨成果展示 研討會
Taiwan and Alish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dustry Conference
(TAITIC 2017)

主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學院
執行單位：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觀光休閒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觀光英語系、應用日語系、幼兒保育系

會議日期：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 (星期四)
會議地點：吳鳳科技大學 旭光中心階梯教室(U109)

一、研討會名稱：
2017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暨成果展示
二、大會網站：
http://www.wfu.edu.tw/taitic
三、計畫起源：
阿里山是我國重要觀光聖地，也是嘉義地區觀光產業展的源頭。本校位於嘉義地區阿里
山下，對嘉義地區及阿里山周邊文化應有深入探討，為使嘉義阿里山的觀光產業及文化創意
更為精緻且更具文化內涵，故邀請業界專家學者蒞臨本校共同舉辦研討會。
本研討會旨在透過專家之演講及學者之研究論文，來探討全國及嘉義與阿里山地區的觀
光產業發展之課題，了解產業現況與經營環境，分享相關人士的寶貴經驗與知識，以促進產
學交流與合作。希望能以學校深厚的學理基礎，結合業界的實務經驗，提昇產業經營之能力
及學術研究之實務，達成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協助產業發展之目的。

四、會議日期與地點：
會議日期：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 (星期四)
會議地點：吳鳳科技大學 旭光中心階梯教室(U109)

五、預計參加人數與發表方式：
參加對象、人數及發表篇數
學術界與研究機構人士、碩博士研究生、各大專校院師生、產業界人士，總參加人數約
為 200 人。發表論文約 30-50 篇，含口頭發表、海報發表(將擇優進行口頭發表)。

六、徵稿主題：
A.觀光行銷策略管理

C.文化藝術與宗教

A1.觀光發展

C1.造型設計

A2.生態旅遊與導覽

C2.藝術文化

A3.節慶活動

C3.原住民文化

A4.運動賽事

C4.歷史古蹟

B.餐旅與休閒產業管理

C5.宗教

B1.在地美食

D.其它(觀光餐旅休憩產業相關議題)

B2.茶產業、茶藝
B3.民宿發展
B4.產業休閒體驗

1

七、活動議程：
(一)議程規劃書：
研討會名稱：2017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
地點：吳鳳科技大學 旭光中心 階梯教室(U109)
2017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時 間
09：00~09：10

項目
報(簽)到

備註
旭光中心 階梯教室(U109)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校

09：10~09：20

長 蘇銘宏

博士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副校長 李天欣

博士

開幕式
09：20~09：30
09：30~11：00

專題演講(一)

未定

11：00~12：30

專題演講(二)

未定

12：30~13：30

午餐暨海報張貼發表(開放張貼時間 106/5/25 下午 1：30~105/5/26-13：30)
場次

主題
觀光行銷策略(1)

13：30~14：30
(60 分鐘)

餐旅與休閒產業管理(1)
論文發表(一)
文化藝術與宗教(1)
觀光餐旅產業相關議題

14：30~14：50

茶敘
觀光行銷策略(2)

14：50~15：50
(60 分鐘)

發表場地
旭光中心U105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107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005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006 教室
引言人：未定

餐旅與休閒產業管理(2)
論文發表(二)
文化藝術與宗教(2)
學生組論文發表

15：50~16：30

綜合座談

16：30~16：40

發放發表證書及研習證明

16：40~

賦 歸

備註：各大主題發表場地與時間依現場公告為主。

旭光中心U105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107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005 教室
引言人：未定
旭光中心U006 教室
引言人：未定

(二)徵稿工作重要期程表
工作項目
全文投稿截稿日期(線上投稿)

預計時間
原訂 106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順延至 106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106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

論文定稿回傳日期

1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日期

1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

研討會舉辦日期(論文發表)

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三)報名、費用與投稿辦法
1. 投稿報名(限線上報名)：
線上投稿報名網址：http://contribute.wfu.edu.tw/node/75
(＊非吳鳳科大師生請先註冊：http://contribute.wfu.edu.tw/user/register)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止，恕不接受其他方式與現場報名。
2. 論文上傳：
請依附件研討會投稿格式進行編排，並以 word 檔傳送。
(1) 上傳方式：
A.上傳網址(初稿)：http://contribute.wfu.edu.tw/node/76
B.全文請於 106 年 4 月 24 17 日(星期一)前提送，審查結果將於 2017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公告於大會網站，請自行查閱(預計公告日期如有異動，以最新
公告說明為主)。
C.審查通過之論文定稿請於 1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前提送；定稿上傳網址：
http://contribute.wfu.edu.tw/node/74
D.論文全長以 10 頁為限，並請設定檔名為【作者連絡人姓名_論文名稱(全
名).docx】。上傳檔案大小限制在 10MB 內，若超過請與本會聯絡。
(2) 論文投稿通過審查者，至少需一位作者註冊並出席會議。
3. 繳費方式：
費用：新台幣 500 元/篇
繳費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止，本會贈送論文光碟。
ATM 轉帳或匯款至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嘉義分行，戶名：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
大學，銀行代碼：050，帳號：680-12-02359-1。

繳費完畢後，請於繳費當天回傳繳費證明：
(1) 上傳網站：http://contribute.wfu.edu.tw/node/75 (請註明【收據抬頭】、
【轉帳帳戶後五碼】)。

(2) 或 傳真 5-2067760 (註明【姓名】
、
【收據抬頭】
、
【轉帳帳戶後五碼】
、論文名
稱、聯絡人電話)
(3) 或 E-mail 至 taitic@wfu.edu.tw (註明【姓名】、【收據抬頭】、【轉帳帳戶後
五碼】、論文名稱、聯絡人電話，郵件主旨註明「繳費通知-2013 台灣與阿里
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
4. 收據抬頭之開立：

以開立繳費人姓名為原則，如需改為開立機關單位名稱(如學校名稱…等)
者，請於當日傳真或 MAIL 時一併告知，恕不受理會後修改，敬請見諒，謝謝~

註：每篇投稿接受論文(含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皆需繳費
註冊。
八、聯絡方式：
研討會執行總協調人
聯絡人

楊青隆 院長

曾懷萩 辦事員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51512

05-2267125 分機 51512

傳真

05-2067760

05-2067760

E-mail

taitic@wfu.edu.tw

taitic@wfu.edu.tw

議程組(研討會議程安排、論文發表)
聯絡人

張簡秋瑰 主任

侯孟君 辦事員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61112

05-2267125 分機 61112 / 62202

論文組(論文格式、審查、論文海報張貼)
聯絡人

黃永東 主任

侯孟君 辦事員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62202

05-2267125 分機 61112 / 62202

聯絡人

周靈山 主任

張坤益 助理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61502

05-2267125 分機 61502

網路支援組(論文上傳、註冊報名)
聯絡人

楊青隆 院長

曾懷萩 辦事員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51512

05-2267125 分機 51512

行政支援(報名、研習證書、收據開立、場地佈置)
聯絡人

張宏德 主任

黃齡慧 組員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51602

05-2267125 分機 51602

聯絡人

徐毓瑩 主任

張倚宸 助理

電話

05-2267125 分機 61601

05-2267125 分機 61602

九、論文發表方式
1.

口頭發表
(1) 共分為 8 場次，每場次發表 3~5 篇論文。
(2) 每場次各組發表會主持人 1 名、評論人 2 名（邀請產、官、學界就各主題嫻熟
之人士擔任）。
(3) 論文發表時間安排
A. 各場主持人引言約 1.5 分鐘。
B. 報告時間：論文發表時間 12 分鐘（結束前 2 分鐘按鈴一響，時間到按鈴
兩響，並請停止發言）。

2.

海報發表
(1) 請於 10：25~12：30 之間攜帶海報至本校旭光中心二樓階梯走道，依照公告編
號張貼。
(2) 另請於 12：20~13：30 之間於張貼地點就位，對與會者進行研究內容之解說。
(3) 若海報發表者未能於時間內張貼海報或就位，恕不發給發表證書。

十、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
2.承辦單位：觀光餐旅學院、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觀光休閒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觀光英語系、應用日語系、幼兒保育系

十一、邀請貴賓
1.政府單位：地方觀光局長(包含縣市觀光局長)、交通部觀光局主管、阿里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處長、西拉雅風景區處長、原住民委員會主管、林務局嘉義管理
處主管。
2.民間單位：王子飯店、宏都建設、劍湖山、兆品酒店、旅行社、觀光協會理事長、導
遊協會、新港文基金會、北港媽祖文教基金會、阿里山觀光發展協會。
3.學術單位：附近大專院校系主任、教師及策略聯盟高中職科主任、教師。

十二、邀請演講者
國外學者 1 位，國內學者 1 位。

十三、研討會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階梯教室(U109)

十四、經費來源
1.吳鳳科技大學經費
2.參與人員報名費(投稿費用 1 人 500 元)
3.廠商贊助

十五、預期成效
1.提升本校之知名度與能見度
2.提升本校師生之學術研究風氣與能力
3.推廣國內觀光服務與文化產業溝通平台，提升產業界之管理能力及國際市場競爭力
4.提供國內觀光餐旅休憩服務及各界專家學者學術交流之平台與機會，有助完善的政策
發展與人才培訓

十六、附件
2017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暨成果展示
【摘要格式】

題目（14 號字、標楷體、粗體、置中）
Title （Bold Type, No.14, Times New Roman, Center）
作者甲*1、作者乙 2
1 作者甲所屬單位；2 作者乙所屬單位



作者姓名與服務單位，中文用 10 號標楷體，英文用 12 號 Times New Roman
均須置中，在投稿人姓名後加註*。如作者多於一人且分屬不同單位，請如上
所示，以上標方式加註數字，分別註明。



摘要以 word 系統編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請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內容為 12 號字，並採 1.5 倍行高、左右對齊，前後段
落間距為 0.5 列，A4 尺寸電腦稿繕打。摘要內容請力求精簡清晰，說明本研
究的研究問題、目的、重要性、方法、初步發現和結果、預期貢獻。摘要字
數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均不含參考書目）。

關鍵字：關鍵字一、關鍵字二、關鍵字三（至多五個）

【論文全文格式】
一、字數限制：論文全長以 10 頁為限。
二、摘要格式：須附上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關鍵字為粗體 1210
號字，3-5 個為宜。
三、論文稿件格式：
（一）紙張尺寸：請以 A4（21×29 公分）尺寸撰寫，上下左右留 2.5 公分寬的空白。
（二）中文字體：採用 12 號字標楷體打字。
（三）英文字體：採用 12 號字 Times New Roman 打字。
（四）標題格式：行距為固定行高 1.5 倍。
1.

第一階標題粗體 16 號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字型，置中對齊。

2.

第二階標題粗體 14 號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字型，靠左對齊。

3.

第三階以後標題粗體 12 號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字型，靠左對齊。

（五）內文格式：以 Word 系統編輯，字型大小 12 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 1.5 倍，內文
行距採「單行間距」。
（六）標點符號：中文採全形標點符號、英文採半形標點符號。
（七）頁碼：採 Times New Roman 字形、大小為 10 號字，置於頁尾、置中。
四、文獻書寫方式
（一）文獻排序方式：中文文獻在前，請按筆畫順序排列；英文文獻在後，請按字母順序
排列。
（二）文獻撰寫參考範例
1. 期刊論文
蔡淑鳳（2011）。護理專業發展之機會與挑戰－臺灣護理精彩一百。護理雜誌，58
（3），5-11。
Chu, W., & Hsu, L. L. (2011). Developing practical knowledge content of
emergency nursing professional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9(2), 112-118. doi: 10.1097/JNR. 0b013 e31821aa0eb
2. 書籍
林文達（1992）。教育行政學。臺北市：三民。
Shotton, M. A. (1989). Computer addi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London,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3. 研討會論文
林天祐（2008 年 10 月）。透過親師合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轉變中學校親師關係
的思維。「2008 臺北親師高峰會」發表之論文，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Muellbauer, J. (2007, September).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S. S. Ludvigson (Chair),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4.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
學位論文

柯正峰（1999）。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訂之研究－政策問題形成、政策規劃及政
策合法化探討（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5. 研究報告
黃政傑、李春芳、周愚文、潘慧玲（1992）。大陸小學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之研究總
結報告。教育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F0033518）
。臺北市：教育部。

2017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暨成果展示
【海報發表規格】
報名以海報方式發表論文者，經審核錄取通知後，請依下列規格製作全開海報乙張，張貼於
研討會場論文海報指定張貼處。
項目
海報規格

內容

備註

全開直式（約高 110cm×寬 80cm）
海報由發表者自製自備。

海報顏色

顏色不拘，底色以淡色為宜

張貼方式

海報張貼於論文編號相同之處

海報張貼時間

5 月 25 26 日早上 10：25~12：30 之間完
須確實於時間內完成張貼。
成海報張貼作業。

海報發表者
備詢時間

5 月 25 26 日下午 12：30~13：15 之間， 海報發表者如未能依規定時間
海報發表者應於海報張貼地點就位，以便 內至海報張貼地點備詢，恕不
回答提問者之問題。
發給發表證書。

海報撤除時間

5 月 25 26 日下午 15：30 後

會場將備有膠帶，提供海報發
表者張貼使用。

會後若未撤除者，將委由服務
人員代勞，唯不負保管與確保
完整之責哦。

海報內容請包含題目、作者、職稱、研究動機、方法、重要研
海報內容格式
（字體規格）

究 結 果 等 ； 中 文 字 型 為 標 楷 體 ， 英 文 字 型 為 Times New
Roman。

＊海報發表者，將另擇優進行口頭發表。

吳鳳科技大學校區資訊
●自行開車
路線一：經中山高速公路往南(北)方向 / 下民雄交流道 / 經民新路 / 遇省道台一線後右轉
（往嘉義方向）直行後即可到達本校，此路段總路程約 3.8 公里、行駛時間約 5 分
鐘。
路線二：經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往北（南） / 下竹崎交流道 / 經正大路 / 遇省道台一線後左
轉（往嘉義方向）直行後即可到達本校，此路段總里程約 10 公里、行駛時間約 15
分鐘。

●由嘉義火車站到校
本校距離嘉義火車站約 8 公里，由火車站可以下列方式到達本校。
路線一 ：搭乘客運、公車：於本校校門口『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約 20~30 分鐘一班車，
車資約 25 元。
嘉義客運：請搭嘉義往土庫、北港、溪口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
台西客運：請搭嘉義往斗六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
嘉義縣公車：請搭嘉義往梅山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
路線二：搭乘計程車：車程約 10 至 15 分鐘，車資議價。

●由高鐵嘉義站到校
到嘉義站後可轉搭接駁公車到嘉義火車站，再由嘉義火車站搭車到校；也可直接由高鐵嘉義
站搭計程車至本校，車程約 30 分鐘。

●由嘉義機場到校
搭乘計程車由水上機場至本校約需 40 分鐘，車資議價。

●其他方式
路線一：
【台北到本校】可搭「日統客運」往嘉義，約每半小時一班車，在『吳鳳科技大學 站』
下車。
路線二：
【台中到本校】可搭「台中客運」往嘉義，約每半小時一班車，在『吳鳳科技大學 站』
下車

鄰近住宿資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連絡電話

嘉義耐斯王子大飯店

嘉義市忠孝路 600 號

05-2767-888

嘉義富野渡假酒店

嘉義縣民雄鄉升學一街 19 號

05-272-1688

二階堂商務旅館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42 號

05-2219-588

廣美大飯店

嘉義市忠孝路 555 號

05-2788-112

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

嘉義市東區忠者路 516 號

05-228-0555

鈺通大飯店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 7 號

05-275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