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 

一、舉辦日期：2022年 5月 14日（六）至 5月 15日（日） 

二、指導單位：科技部、教育部體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合辦單位：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餐旅、零售與運動管理學院 

    贊助單位：交通部觀光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三、研討主題：健康大時代——疫情後運動、休閒與餐旅產業的新未來 

Next Decade of Health—New Future in Sport,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Industries after COVID-19 

    子    題： 

（一） 智慧科技的應用與發展 

（二） 商業模式的創新與驗證 

（三） 數位教育與產業的永續發展 

（四） 產業的重建韌性與復原力 

（五） 疫情後消費習慣改變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六） 產業的遠距管理、銷售與服務 

（七） 其他與運動休閒與餐旅產業新未來的相關議題 

四、報名日期及費用： 

（一）論文發表者（含口頭與海報）投稿截止日期及論文審查費用： 

1. 摘要投稿早鳥優惠：2022 年 3 月 1日（星期二）23：59 止。 

優惠論文審查費：新臺幣 500元/篇  

2.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1日（星期五）23：59 止。 

臺灣及其它國家論文審查費：新臺幣 1,000元/篇 

大陸地區論文審查費：人民幣 250元/篇 

（請一併於截止日期前完成論文審查費繳費者，未完成繳費者不接受投稿） 

註：論文審查費退費方式：本研討會不接受投稿資格轉讓。若稿件尚

未排入審稿程序，投稿人可來電或寄信至大會信箱申請取消投稿

及辦理退費，本會將於研討會後二週內統一辦理退費，惟需酌收



手續費新臺幣 200 元。 

排入審稿程序係以本大會發出「完成 2022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投稿報名」之相關信函為依據。 

（二）一般與會者報名日期及費用：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5月 6日（星期五）止。 

臺灣及其它國家與會者報名費：新臺幣 200元/人 

大陸地區與會者報名費：人民幣 50元/人 

五、報名及繳費方式：至大會報名網站填妥各項報名資料，並至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繳費金流系統完成繳費，上傳投稿摘要電子檔及繳費證明

後，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繳費方式可選擇 WebATM、線上刷卡或超商銀行臨櫃繳費（唯各項繳

費方式皆需由報名者自行負擔手續費）。 

註：大陸地區繳費可使用微信支付，請另與大會聯繫確認支付帳號。 

六、本研討會將從投稿論文稿件中擇選數篇優秀論文，頒發優秀論文獎狀。 

七、備註： 

（一）全程上線參與 2022年 5月 14日、15日研討會之與會人員，將

於研討會結束一個月內寄發電子研習證明。 

（二）口頭／海報發表完成後，由大會人員另寄發論文發表證明。 

（三）研討會報名系統及繳費金流系統網址請參考大會官方網站 

https://www.slhm.ntnu.edu.tw/conference.htm 。 

https://www.slhm.ntnu.edu.tw/conference.htm


2022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投稿須知 

一、本研討會口頭、海報發表皆以中文或英文之研究摘要進行投稿，並由大會聘

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由委員會視審查意見決定。 

二、摘要格式： 

（一）摘要內容：請務必依下列順序進行摘要撰寫－問題背景（前言／緒

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分析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 

（二）頁數限制：至少 2頁，最多 4頁（不包含參考文獻）。 

（三）版面邊界：A4 尺寸排版，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5 公分。 

（四）段落間距：行距為 1.15行高，與前段距離 0.5 行。 

（五）文字：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六）中英文題目：字體大小 16 號字、粗體，英文著作標題除冠詞、介系

詞外，英文之第一字母均應大寫。 

（七）作者：字體大小 12 號，作者姓名列於論文題目下方置中，並註記機

關與職稱，若超過 2 位作者，請在姓名後面加上標編號。 

（八）內文：行距為 1.15 行高，字體大小 12號並左右切齊，標題為粗體。 

（九）關鍵字：中英文關鍵字列於摘要內文下方，參考文獻之前，關鍵字至

多 5個。 

（十）圖表：所有圖表、照片須附有標題、編號及簡要說明，圖表、照片穿

插於文中適當位置，字體大小 12 號。 

（十一）頁碼：頁尾置中編排，字體大小 10 號。 

（十二）參考文獻之撰寫格式請優先參照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APA 格式，若

有不足者再行參照 2010 年第 6 版美國心理學會(APA)格式撰寫。 

（十三）摘要格式範例請參見大會網站。 

三、未依大會規定格式撰寫之摘要，本會不予接受投稿。 

四、多人合作之研究，應指定一人為主要通訊作者（Correspondent author）。 

五、重要：本會不接受一稿多投之稿件，曾投稿於其它研討會、刊載於其他刊物

之稿件，本會一概拒絕接受投稿，一切法律問題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六、注意事項： 

（一）口頭發表每人以投稿一篇為限。 

（二）稿件繳交：論文發表者請先完成繳費後，再至大會報名系統進行線上

報名，需填妥各項報名資料並上傳投稿摘要電子檔(Word 檔)、繳費證

明照片後，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投稿摘要檔案名稱請依照範例：○

○○○○（投稿論文名稱） – ○○○（姓名）。 

（三）摘要投稿早鳥優惠截止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23：59 止，

優惠論文審查費用新臺幣 500元/篇。 

（四）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 年 4月 1日（星期五）止，來稿請自備副本，

本會一概不退還稿件。 

（五）經審核通過之稿件，本會均於 2022 年 4月 29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若 5月 2日（星期一）仍未收到通知者，請儘速與本會連繫。 

（六）發表須知： 

1.線上研討會發表方式：採「預錄影片發表」及「線上即時 QA」進

行。先由工作人員播放發表者預錄發表影片，再由評論人、發表者

及與會者進行即時線上 Q&A 討論。 

2.口頭發表影片格式：需至少包含 PPT 簡報畫面及個人報告聲音，報

告時間(影片長度)為 13至 15 分鐘。 

3.海報發表影片格式：海報發表影片格式需至少包含海報畫面及個人

報告聲音，報告時間(影片長度)為 3 至 5分鐘。 

4.本次會議為線上視訊會議，大會將於活動前週公告大會所使用之線

上視訊會議軟體，並開放發表者與工作人員進行線上測試，相關細

節將另行寄信通知，屆時請務必配合上線進行測試。 

註：如發表者提供之報告影片畫面及報告聲音不夠清晰完整，大會有

權請發表者配合重新錄製繳交。 

七、本研討會將從論文發表中擇選數篇優秀論文，並另頒發優秀論文獎狀。 

八、聯絡方式：（02）7749-5399    icslhm2022@gmail.com 



2022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摘要格式範例 

作者姓名 1  作者姓名 2 作者姓名 3 

服務單位 職稱 1 

服務單位 職稱 2 

服務單位 職稱 3 

一、問題背景（前言／緒論） 

2022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摘要格式說明，投稿者可以直接

利用本範例進行摘要內文編輯。論文研究摘要之格式說明：（一）摘要內容：請務必依

下列順序進行撰寫－問題背景（前言／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分析與討論、結

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二）頁數限制：至少 2頁，最多 4頁。（三）版面邊界：A4 尺

寸排版，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5 公分。（四）段落間距：行距為 1.15行高，與前段距離 

0.5 行。（五）文字：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六）中英文

題目：字體大小 16 號字、粗體，英文著作標題除冠詞、介系詞外，英文之第一字母均

應大寫。（七）作者：字體大小 12號，作者姓名列於論文題目下方置中，並註記機關與

職稱，若超過 2 位作者，請在姓名後面加上標編號。（八）內文：行距為 1.15 行高，

字體大小 12號並左右切齊，標題為粗體。（九）關鍵字：中英文關鍵字列於摘要內文下

方，參考文獻之前，關鍵字至多 5 個。（十）圖表：所有圖表、照片須附有標題、編號

及簡要說明，圖表、照片穿插於文中適當位置，字體大小 12號。（十一）頁碼：頁尾置

中編排，字體大小 10 號。（十二）參考文獻撰寫格式：請優先參照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APA格式，若有不足者再行參照 2010年第 6 版美國心理學會(APA)格式撰寫。（十三）

摘要格式範例請參見大會網站。 

表 1 

2022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重要時程 

日期 重要時程 

2022年 3月 1日（星期二） 摘要投稿早鳥優惠截止日期 

2022年 4月 1日（星期五） 研究摘要投稿截止 

2022年 4月 29日（星期五） 公告投稿摘要審查結果 

2022年 5月 14、15日 2022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線上研討會 

 



二、研究方法 

未能符合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本會不予接受投稿。論文發表者請先完成繳費後，

再至大會報名系統進行線上報名，需填妥各項報名資料並上傳投稿摘要電子檔(Word

檔)、繳費證明照片後，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投稿摘要檔案名稱請依照範例：○○○

○○○（投稿論文名稱） – ○○○（姓名）。 

論文口頭/海報發表者投稿截止日期：2022 年 4月 1日（星期五），來稿請自備副本，

本會一概不退還稿件。經審核通過之稿件，本會均於 2022年 4月 29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若 5月 2日（星期一）仍未收到通知者，請儘速與本會連繫。 

關鍵字：中文及英文關鍵字列於摘要下方，參考文獻上方，關鍵字至多 5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