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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後疫情時代觀光旅遊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北市觀光領隊人員職業工會 

主旨： 2020 年是世界劇變的一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全球蓬勃的觀

光產業急速凍結，隨著跨國人流移動被迫停止，曾經佔據旅行社業者

收入相當大比重的跨國旅遊業務停擺，航空業及郵輪業者也失去了客

戶基礎，觀光產業變成觀光「慘業」。然而危機也是轉機，不能出國反

而成為國旅新契機，目前國旅呈現所謂的報復性旅遊熱潮。這正好是

一個絕佳的自我檢視的好機會，臺灣是否準備好優質的旅遊環境? 還

是在報復性熱潮過後，面對更窘困的國旅市場? 而在這一波報復性旅

遊潮中，又如何重新為國內旅遊定位，提高旅遊體驗的質感和精緻度，

找出獨特性與差異性，優化及發展深度的地方旅遊。而臺灣又該如何

面對後疫情時代，海外觀光市場的推廣，發展創新服務，創造各種機

會與新商機。唯有超前佈署才能刺激觀光產業，及早掌握後疫情時代

的競爭優勢。期望透過本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促進休閒、遊憩與

觀光相關領域之各級學術單位、學(協)會組織、政府部門、專業人員

團體等公開發表研究成果與專業技術之交流，以前瞻性的角度與思維，

提出更好的方案及策略，強化台灣觀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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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時間：110 年 05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13 時至下午 17 時  

二、研討會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T 棟 608、609、610 教室（臺南市永康區

南臺街 1 號） 

三、研討會主題： 

(一) 休閒、運動、觀光與餐旅相關產業之經營與發展 

(二) 休閒、運動、觀光與餐旅之心理與行為議題 

(三) 休閒、運動、觀光與餐旅之行銷議題 

(四) 休閒、運動、觀光與餐旅之政策議題 

(五) 自然、文化資產與商務旅遊之議題 

(六) 國民旅遊、智慧觀光與體驗觀光之議題 

(七) 其他與休閒、運動、觀光及餐旅相關之議題 

四、發表方式： 

由本會論文審查委員會遴選，包含以下兩種發表方式： 

(一) 口頭發表：每篇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 

(二) 海報發表：海報版格式為高 110 公分，寬 90 公分，發表者須於海

報發表時段至張貼海報旁解說。 

五、投稿摘要截止日期：110 年 04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 點 

通知作者審查結果：110 年 04 月 29 日（星期四）公告於網路 

投稿全文截止日期：110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 

報名截止日期：110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 

六、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收到錄取通知 email，始進行繳費，詳細繳費

方式另行通知。若因疫情影響而有異動，亦將另行通知。 

七、聯絡方式：電話：06-253-3131 轉 4901（休閒系辦） 

Email：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  

八、相關訊息請至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網站 

    （http://leisure.stust.edu.tw ）「下載專區」下載。 

 

 

報名 QR code 

mailto: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
http://leisure.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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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徵稿須知： 

(一) 凡稿件與上述研討主題相關者，請於 110 年 04 月 22 日（星期四）

中午 12 點前，將摘要以（word 格式）及電子郵件附加檔案確認

寄至研討會信箱 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並標明主旨為

「2021 年後疫情時代觀光旅遊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逾

期恕不收件。 

(二) 研討會論文分成兩種形式，口頭發表和海報發表；主辦單位會於

摘要審查後，通知作者為口頭發表論文或海報發表論文，本會有

權決定論文發表形式。被指定口頭發表者如無人出席發表，則不

發予發表證明，研討會論文不收錄登載。 

(三) 論文摘要（500 字以內，含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以及五個以

內之關鍵詞）經審查合格者，將於 110 年 04 月 29 日（星期四）

發電子郵件通知。並請於 110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

前 將 全 文 word 檔 案 寄 至 研 討 會 信 箱

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 

(四) 摘要及全文格式請參考附錄之論文格式規定（附件三），論文之檔

案名(檔名:學校+投稿人-論文名稱)如:XX 大學張 OO-探討海灣

旅遊目的地遊客吸引力之研究，檔案若不符規定將給予退件。 

(五) 中文摘要經過審查合格者，請於 110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五）中

午 12 點前全文遞出時，並將發表人基本資料（附件一）及論文聲

明暨財產權授權書（附件二）寄至研討會信研討會信箱 (說明：

每一位作者應獨立填寫一份授權書，同一篇論文的所有作者的「授

權書」請合併為一份 PDF 檔案)。 

(六) 口頭發表每場發表時間及和海報發表之張貼規格，於摘要稿接受

通知時，公告於本系網頁，並以 Email 通知各發表人。 

(七) 接受發表之投稿人可選擇發表論文之全文或摘要刊登，且授權之

著作皆收錄於本次會議光碟。 

(八) 當天發表者及報名全程參與者，於會後可獲得本次會議光碟。 

(九) 報名方式：請 110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前至報名網

址 https://forms.gle/JZNwmLUz1D1PqRXUA 填寫報名表。 

    

mailto: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
mailto:leisure.conference@gmail.com
https://forms.gle/JZNwmLUz1D1PqRX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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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發表人基本資料 

2021 年後疫情時代觀光旅遊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人基本資料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E-mail   ：                                                  

通訊地址：                                                  

論文題目：                                                  

                                                            

 



 

 

附件二：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聲明暨財產權授權書 

作者：                                                                    

篇名：                                                   （以下稱「本論文」） 

一、授權人（含共同著作人）同意授權內容(請勾選)：□摘要 □摘要暨全文。 

二、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含共同著作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惟授權

人基於資源共享、合作互惠、回饋社會及促進學術研究之理念，同意無償、非專屬授

權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將授權人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學術研究之目的，

做下述利用： 

1.不限時間、地域、次數以紙本或是數位化方式典藏、重製、發行、網路傳輸，進行

公開散佈，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瀏覽、下載或列印，

以利學術資訊交流。 

2.同意再授權國家圖書館，及其他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或本校認可之資料庫業者，

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為上項之行為及提供服務。 

3.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授權人擔保本論文為其所自行創作，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版，有權依本同意書內

容進行之各項授權，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損及學術倫理之情事，如有聲明不實，而

致學校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若本論文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立書人須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

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後，分別簽署本授權書。 

五、因本授權所引發之任何爭議，雙方同意以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著作授權人：                      （請簽名及蓋章）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論文格式 

論文篇名（標楷體，粗體 20 級） 

作者姓名（標楷體，12級）  校名職稱（標楷體，12級） 

摘 要（標楷體，粗體 14 級） 

摘要內容，中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字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12 級」字

體，固定行高 20pt，前後段距離 0.5 列。第一行內縮二字。摘要不超過 500 字。摘要內容，

中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字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 12 級」字體，固定行高 20pt，

前後段距離 0.5 列。第一行內縮二字。摘要不超過 500 字。 

關鍵字：南臺、科技、大學、標楷，粗體 12 級，關鍵字 3-5 組 

 

一、第一層標題（標楷體，粗體 14 級，置中） 

「第一層標題」請用標楷體粗體14級（英文用Time New Roman，14級），置中對齊，

編號用國字（如：一、二…）。固定行高20pt，前後段距離均為0.5列。 

1.1 第二層標題（標楷體，粗體 13 級，英文用 Time New Roman，13 級，靠左對齊） 

1.1.1 第三層標題（標楷體，粗體 12 級，英文用 Time New Roman，12 級，靠左對齊） 

內文 

內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英文用 Time New Roman 12 級。固定行高 20pt，前後段距離

均為 0.5 列，第一行內縮二字，全文勿超過 10000 字，A4 版面，上、下方各留邊 2.54 公分，

左右均留邊 3.17 公分。內文請用標楷體 12 級，英文用 Time New Roman 12 級。固定行高

20pt，前後段距離均為 0.5 列，第一行內縮二字，全文勿超過 10000 字，A4 版面，上、下

方各留邊 2.54 公分，左右均留邊 3.17 公分。 



 

 

附圖、附表：（範例如下所示） 

1. 圖表置中對齊，中英文均用 12 級字（標楷體，Times New Roman）。 

2. 表之標題置於該表之上方（置中對齊），如：表 1 南臺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3. 圖之標題在該圖之下方（置中對齊），如：圖 1 各系投稿統計圖。 

表 1 南臺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單位 作者 篇名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南臺 研討會論文格式範例 

體育教育中心 王小明 論文寫作方法 

 

 

 

 

 

 

 

 

 

圖 1 各系投稿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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