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 14 屆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實施辦法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ends Recreation and sports management 

壹、宗  旨：增進國內休閒遊憩、運動管理、觀光餐旅專業知能與交流，以提昇國內學術 

研究發展之水準。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主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肆、時  間：104 年 12 月 06 日、07 日(日、一) 

伍、地  點：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 段 117 號） 

陸、研討主題：2015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現況與未來之展望 

柒、研討子題： 

一、休閒遊憩與觀光發展 

二、休閒產業與觀光資源 

三、運動競技與科學研發 

四、運動賽會管理與觀光 

五、旅遊規劃與餐旅服務 

六、節慶活動與景觀設計 

七、學校體育教學與體育人文科學整合 

八、打造運動島運動人口倍增規劃 

九、其他 

捌、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研討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研究發表：分口頭及海報方式進行研討發表。 

    三、示範操作：邀請國內外專業技術針對研討主題進行技術示範操作。 

    四、儀器及資訊展示：休閒遊憩資源、運動休閒活動、觀光旅遊產業、情境模擬等展示。 

玖、徵稿論文作業時程： 

  一、論文(含中英文摘要)截稿日期：104 年 11 月 16 日(一)止(隨到隨審)。 

  二、審查結果通知：104 年 11 月 20 日 (五) 前 

  三、參加報名截止日期：104 年 11 月 30 日(一)前 

  四、研討會日期：104 年 12 月 06 日 、07 日(星期一、二)共計兩日。 

拾、研討日程：研討會日程表隨報到通知另行附上。 

拾壹、參加對象：（一）國內外各級學校教師、教練、學生、社會人士及其它。 

（二）休閒遊憩、運動管理與觀光餐旅產業相關人員。 

拾貳、參加人數：250 名 



拾參、報 名 費：(含午餐、茶敘、紀念品) 

     一、僅參加人員：（含大會手冊）  

日期   11 月 30 日前 現場報名 

學生 NT 350 元 NT 600 元 

一般 NT 600 元 NT1,000 元 

       

二、發表人員：（第 1、2 作者附贈大會手冊暨專刊、研討會論文光碟)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起 

學生 NT 1,000 元 NT600 元 
不收費 

一般 NT1,500 元 NT 1,000 元 

 

拾肆、投稿格式：請參閱附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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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期間供應午餐，其餘膳宿由學員自理。 

三、凡全程參與研討會者核發 16 小時結業證書。 

四、海報格式(全開紙張大小寬 790mm*長 1090mm) 。 

五、論文需含中英文摘要及論文全文(摘要包含題目、姓名、服務單位) 

六、報名費請至郵局購買匯票(匯票抬頭請註明：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拾陸、版權：本學術專刊論文之發行，遵照教育部學審會認可事宜出版發行。凡刊登本刊之論

文，必頇簽署版權轉讓同意書，將版權轉讓為本刊所有。 

拾柒、聯絡電話：05-2267125 轉 61502 傳真：05-2064010 黎輔宸小姐。 

拾捌、報名方式：請檢附論文全文二份、光碟片一份、著作權讓渡書一份。 

一、郵寄至：6215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2 段 117 號，吳鳳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黎小姐收 

(請註明 2015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 

二、研討會報名表及相關資訊可逕至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網站

http://www2.wfu.edu.tw/wp/sh/下載。 

http://www2.wfu.edu.tw/wp/sh/


2015 年第 14 屆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日程表(一) 

2015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rends Recreation and sports management 

時間：104 年 12 月 06 日（星期日）Date:December 06, 2015 (Friday) 地點：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 

08:20－
08:50 

報到 旭光中心 

08:40－
09:00 

開幕典禮 

主持人 

旭光中心 
U109 視廳室 吳鳳科技大學 

蘇銘宏 校長 

09:00－
09:20 表演節目(體育活動表演) 

 

時間 主講人／講題 主持人 地點 

9:30 
| 

10:30 

[專題演講一] 

競技スポーツの生心理学 
—サッカー選手を中心に 

主講人：早稻田大學 岡田武司 博士 
翻譯：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呂桂花 副教授 

教育部體育署 

何卓飛 署長 

旭光中心 
U109 視廳室 

10:40 
| 

11:20 

海報式(80 篇)論文發表暨茶敘時間 
Poster Presentation & Coffee Break 

吳鳳科技大學 體育室主任  吳憲訓 教授 
 吳鳳科技大學 研發處組長  陸惠玲 教授 

11:20 
| 

12:20 

[專題演講二] 

美國休閒遊憩現況探討 
主講人：愛荷華州立大學 
        白班傑明 博士  

翻譯：吳鳳科技大學陳俊福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志富 副校長 

旭光中心 
U109 視廳室 

12:20 
| 

13:20 
                    午餐時間暨休閒、運動、餐旅產業攤會展示   

13:30 
| 

14:30 

[專題演講三] 日本運動產業產值分析 

 

主講人：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林華韋校長 

旭光中心 
U109 視廳室 

14:40 
| 

15:40 

[專題演講四]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培育政策 

創新旅行社(帶團達人) 

主講人：李奇岳 董事長 

國立中正大學 
 林晉榮 教授 

旭光中心 
U109 視廳室 

15:50 
| 

16:50 

口頭式論文發表(A 廳) 

休閒遊憩與觀光發展 

旅遊規劃與餐旅服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鍾志強 教授 

旭光中心 
U105(A 廳)    
U107(B 廳) 

15:50 
| 

16:50 

口頭式論文發表(B 廳) 

運動競技與科學研發 

運動賽會管理與觀光 

國立嘉義大學 

張家銘 教授 

旭光中心 
U105(A 廳)   

U107(B 廳) 

15:50 
| 

16:50 

口頭式論文發表(C 廳) 

學校體育教學 

體育人文科學整合 

南華大學 
         丁誌魰 教授 

旭光中心 
U105(A 廳)    
U107(B 廳) 

17:00 賦                                   歸 



2015 年第 14 屆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日程表(二) 

2015 The14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rends Recreation and sports management 

時間：104 年 12 月 07 日（星期一）Date:December 07, 2015 (Saturday) 地點：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 

時間 主講人／講題 主持人 地點 

09:30 
| 

10:50 

[Workshop] 服務禮儀品質管理 

台灣服務禮儀品質管理協會 

黃璦婷 執行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吳崇旗 教授 
樂活攀岩場 

11:00 
| 

12:20 

[Workshop] 健身俱樂部經營實務操作  

中華民國運動健身指導協會 
黃薰隆  秘書長 

南華大學 

許伯陽 教授 
健身中心教室 

12:30 
| 

13:10 

海報式論文發表時間 
(其它相關論文 60 篇) 

吳鳳科技大休閒 

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周靈山 主任 

13:30 
| 

14:30 

[Workshop] 休閒冒險體驗教育實務操作  

中華民國攀岩協會秘書 
王仲凱 老師 

吳鳳科技大學 

 李永振 教授 
 

14:30 
| 

15: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學院 

蔡守浦 院長 

旭光中心 U109 教室 

15：00~ 賦                                         歸 



論文發表格式 

一、凡與休閒遊憩、運動管理、觀光旅遊等相關且未曾發表過之學術論著。 

二、論文內容（以捌仟字為限）包括：標題、作者（如為多人共同研究，發表者需列第一位）、

單位、中英文摘要、本文（含圖表）、參考文獻及關鍵詞。撰寫格式以 APA 為主，質性、文

學、史學和哲學等研究，亦可使用該領域慣用之投稿格式。 

三、審查委員會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凡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發表。 

四、投稿文章每篇至多三名作者；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可分別為不同人。 

五、刊登說明：除口頭發表論文全文刊載於研討會專刊外；海報發表文章可選擇收錄電子專刊或另將擇

優刊登於休閒運動健康評論第六卷三期，另亦可由作者自行轉投其他刊物出版。 

六、在本次研討會刊登之論著，其版權屬於本刊。 

七、本研討會論文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 

八、論文摘要格式說明： 

(一)使用紙張：A4(29.7 ㎝×21.0 ㎝)，縱向橫式書寫。 

(二)編輯範圍：(上邊界 2 ㎝，下邊界 2 ㎝，左邊界 3 ㎝，右邊界 3 ㎝) 

(三)題    目：字型 18；字體標楷體；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距離 0.5 列；與後段距離 1.5 列。 

(四)作者姓名：中文使用標楷體 12 級字。 

(五)服務機關：中文使用標楷體 12 級字。 

(六)摘  要：字型 14；字體標楷體、粗體；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距離 1.5 列；與後段距離 0.5

列。 

(七)關鍵詞：中文用標楷體用 內文 12 級字、粗體。 

 

 

題目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服務機關 

摘 要 

   摘要內文區。 

 

       關鍵詞：休閒遊憩、運動管理、觀光餐旅 

 

 

 

       通訊作者 :                                        通訊信箱:   

 

 

 

 



六、論文內文格式說明： 

(一)內文：中文用標楷體「主標題 16 級字粗體，例如「壹」；次標題 14 級字，例如「一」；內文 12

級字。（英文部份請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二)行間距：採單行（Single space）打字，最小行高採 16 點 （MS Word）。 

(三)英文摘要放置文章最後，並請另成一頁。 

(四)參考文獻：首先請按照中、日、韓、英文及其他等排列順序。請中文部份再按作者姓名排序，

英文則以作者姓氏第一字母排序。 

七、參考文獻格式說明：用 12 級字，參考文獻撰寫格式範例如下： 

1、書籍類 
張春興、林清山 (1981)。教育心理學。台北市：東華書局。 

曾文星 (1988) 。從人格發展看中國人性格。載於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 (235-267 頁)。台

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Berenson, M. L., Levine, D. M., & Goldstein, M. (1983). Intermediate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A 

computer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arteniuk, R. G. (1976).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es in motor short-term memory and movement 

production. In G. E. Stelmach (Ed.), Motor control: Issues and trends (pp. 175-18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urman, A. S., & Kniskern, D. P. (1981). Family therapy outcome research: Knows and unknowns. In A. S. 

Guraman & D. P. Kniskern (Eds.), Handbook of family therapy (pp. 105-128). New York: Brunner. 

2、期刊或雜誌類 
卓俊伶、簡曜輝 (1984)。心智練習對網球正手拍擊學習的影響。體育研究所集刊，11 輯，165-208 頁。 

郭生玉 (1989)。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心厭關係研究。教育心理學學報，22 期，131-146 頁。 

Becker, L. J., & Seligman, C. (1981). Welcome to the energy crisi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2), 1-7. 

Main, M., Tomasini, L., & Tolan, W. (1979). Differences among mothers of infants judged to differ in secu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 472-473. 

3、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李家梵 (2003)。台灣極限運動場使用者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二

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Rocklin, T. R. (198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tem selection in computerized self-adapted tes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4、未發表的論文 

許泰彰 (2000)。國小教師運動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Devins, G. M. (1981). Helplessness, depression, and mood in stage renal disea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Ryerson, J. F. (1983). Effective management training: Two mode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larkson 

College of Technology, Potsdam, New York. 

5、沒有作者的論文或書籍 

學生手冊 (1990)。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200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印刷中的論文或書籍 

黃崇儒 (印刷中)。運動員自信心來源量表的編製。大專體育學刊。 

Hamner, H. A. (in press). Research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  



7、從資料庫中引用的資料 

Gottfredson, L. S. (1980). How valid are occupational reinforcer pattern scores? (Report No. CSOS-R-29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for School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82465) 

Pender, J. E. (1982). Undergraduate psychology majors: Factors influencing decisions about college, 

curriculum and career.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2, 4370A-4371A. 

8、從報紙上引用的資料 

李湧清 (2003，8 月 11 日)。學歷通貨膨脹成功要靠用功。聯合報，A15 頁。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9、從網路上引用的資料 

藍宗標 (2003)。首度赴加，曹錦輝面臨室內賽。聯合新聞網。資料引自

http://tw.news.yahoo.com/2003/08/11/sports/udn/4165702.html 

Hilts, P. J. (1999, Febr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00, from http://www.nytimes.com. 

  

http://www.nytimes.com/


嘉義市住宿資料 
名稱               地址                      電話        雙人房參考價格/天 

嘉義教師會館       嘉義市和平路 339 號         05-2222472         800 元 

勞工育樂中心       嘉義市彌陀路 101 號 3 樓     05-2286127         900 元 

嘉義大飯店         嘉義市光彩街 622 號         05-2271347         550 元 

國園大飯店         嘉義市光彩街 678 號         05-2236336         880 元 

萬泰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 46 號          05-2275031         1,280 元 

天子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 64 號          05-2270010         860 元 

青松大飯店         嘉義市延平街 173 號         05-2240125         500 元 

皇爵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 234 號         05-2233411         1,380 元 

亞洲大飯店         嘉義市延平街 137 號         05-2235085         600 元 

華洲大飯店         嘉義市延平街 195 號         05-2232097         600 元 

皇嘉大飯店         嘉義市興業西路 269 號       05-2854011         1,360 元 

兆品大飯店         嘉義市文化路 257 號         05-2292233         2,720 元 

耐斯王子大飯店     嘉義市忠孝路 600 號         05-2771999         3,150 元 

名都飯店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 28 號    05-2711313         4,600 元 

二階堂商務旅館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42 號  05-2219588         1,560 元 

湯野精品旅館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 20 號  05-2261122         3,100 元 

 

註：其他住宿資料不及備載，請自行洽詢聯繫。離民雄校區最近的是二階堂商務旅館。 

 



 

 
 

  



2015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報名表(投稿者專用) 

                                編號：               

論文題目  

第一作者 

姓名 

中文： 

英文： 

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 
 

第一作者 

職   稱 
 

第一作者 

通訊地址 
 

第一作者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

手    機 
 

第一作者 

E-mail 
 

第二作者 

姓名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聯絡電話 
 

第二作者

手    機 
 

第二作者 

E-mail 
 

傳    真  

論文發表方式 
1.□口頭發表  2.□海報發表( □電子專刊 □休閒運動健康評論) 

3.□由主辦單位決定 

飲食調查 □葷食 □素食 

為利於大會各項作業之順利進行，請依下列事項勾選完畢確認後再寄出，缺一

則退回稿件。 

□光碟片一張  2.□中英文摘要 3.□原稿二份 4.□匯票 

備註： 

1. 匯票金額：第一、二作者合計總額；匯票抬頭：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起 

學生 NT 1,000 元 NT600 元 
不收費 

一般 NT1,500 元 NT 1,000 元 
 



2015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報名表(參加者專用) 

                        編號：               

姓  名 
中文： 

英文：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傳 真 電 話 
 

E - m a i l 
 

飲 食 調 查 □葷食   □素食 

備註： 

1. 為俾利本會作業，多人報名時請以個人名義填寫報名表及匯款 

2. 匯票抬頭：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日期   11 月 30 日前 現場報名 

學生 NT 350 元 NT 600 元 

一般 NT 600 元 NT1,000 元 
 

 



著作權讓與書 

 

   以下簽名立書著作人已徵得其他人共同著作人同意，將發表於【2015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

展趨勢研討會】之著作。 

 

篇 名： 

        

 

無償授權【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及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

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進行

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結出版、教學及網路等個人使用之權利，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雇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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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侵害他

人智慧財產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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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本讓與書之

效力。 

 

立書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通 訊 電話： 

電 子 信箱：  

 

立書人簽章： 

(任一並列作者簽名即有效，但建議每人都簽)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著作權諮詢電話：（05）2267125 分機 61502  E-mail：un0406@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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