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實施辦法
一、目的：提供休閒運動相關學術團體之研究發表與經驗交流平台，增進
休閒運動新知與學術研究風氣，促進苗栗地區之休閒運動與學
術文化之發展。
二、主辦單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
三、研討主題：
（一）運動休閒與運動行銷
（二）運動體適能與健康促進
（三）運動產業與運動企劃管理
（四）其他與運動、體育、休閒相關之議題
四、活動時間：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3：10~17：10，研討
會日程表詳如附件一。
五、活動地點：
（一）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文化館 106 室」
36143 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 號
（交通路線與研討會場地圖詳如附件四）
（二）活動當天開放校園停車場供與會人員免費停車。
六、活動方式：
（一）口頭論文發表：與研討主題相關之論文及研究成果發表。
（二）工作坊發表：與研討主題相關產學合作、企畫案、軟硬體設計
等實務成果發表。
（三）海報論文發表：與研討主題相關之論文及研究成果發表。
七、參加對象：凡國內體育運動領域學者、各級學校教師、運動休閒相關
系所師生及休閒運動產業從業人員均可報名參加，全程參與會議者頒
發研習證書。
八、研討會報名暨論文發表投稿截止日期：
投稿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19 日（五）
研討會報名截止日：2013 年 4 月 30 日（二） (僅報名參加研討會)
（論文徵稿辦法及報名表詳如附件二、三。）
九、本活動若有未盡之事宜，以主辦單位之公告為主。

附件一

2013 年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日程表
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時 間

13：10－13：30

會議內容

地點

報 到

文化館 106 教室

海報論文發表者張貼海報
(張貼至閉幕式完畢)

文化館三樓走廊

13：40－14：00

開幕式

文化館 106 教室

14：00－14：10

全體與會人員合照

文化館一樓前

口頭論文發表

文化館二、三樓
206 教室
207 教室
208 教室
305 教室

14：20－15：50

工作坊發表
1.發表者須親自發表
2.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海報論文發表

16：00－17：00

1.發表者須在現場接受審議

文化館三樓走廊

2.備有茶點
17：00－17：10

閉幕式
（頒發發表證書、出席研討會證書）

文化館 106 教室

附件二

2013 年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論文徵稿辦法
一、會議目的：本研討會目的旨在提供休閒運動相關學術團體之研究發表
與經驗交流平台，增進休閒運動新知與學術研究風氣，促
進苗栗地區之休閒運動與學術文化之發展。
二、會議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文化館 106 室（36143 苗栗縣造橋鄉談
文村學府路 168 號）。
三、與會人員：相關產、官、學界人士。
四、論文主題：
（一）運動休閒與運動行銷
（二）運動體適能與健康促進
（三）運動產業與運動企劃管理
（四）其他與運動、體育、休閒相關之議題
五、預定時程：（一）投稿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19 日（五）
（二）論文審查結果通知：2013 年 4 月 30 日（二）。
（三）研討會舉辦：2013 年 5 月 15 日（三）。
六、費用：
（一）本活動免報名費，餐費需自理，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證明。
（二）投稿參加口頭及海報發表者，應繳論文審查費 500 元/篇，請以郵
政劃撥方式繳費（局號：0291350 帳號：0115661 戶名：「育達
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陳淑貞」），收據請註明投稿人、
電話及 E-mail，傳真至 037-652146，或掃描後以電子郵件方式逕
寄至：style@ydu.edu.tw，本會工作人員業經確認後將以電子郵件
通知。
七、 投稿須知：採摘要投稿（中、英文摘要二選一）。
（一）論文摘要：含論文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摘要及關
鍵字，並於頁尾註明通訊作者地址、連絡手機、e-mail。
（二）摘要格式：
1.摘要內容應包括：目的（Purpose）
、方法（Methods）
、結果（Results）
、
結論（Conclusion），和關鍵字（Key words）。
2.紙張與邊界： A4 紙張，單欄式橫排打字，上下邊界為 2.54cm，
左右邊界為 3.17cm，與頁緣距離為頁首 1.5cm，頁尾 1.75cm，行
距為單行間距（Single space）。

3.字型與字體：中文一律採用標楷體，英文一律採用 Times New
Roman 繕打。
(1)題目：請用 16 號粗體字，英文著作標題除冠詞、介係詞外，英
文之第一字母均應大寫，置中。
(2)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請用 14 號字，置中。
範例：作者欄撰寫格式
林文忠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副教授
翁志成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教授
(3)摘要內文：500 字以內為原則，標楷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4)關鍵字（3~5 個）請用 12 號字，左右對齊。
（三）論文出版：經審查錄取之論文將出版論文集，本會議所出之會議
論文集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以論文摘要集出刊。
（四）注意事項：
1.海報發表之海報規格為 120cm*90cm，並於發表當天報到時間將海
報依個人編號自行張貼。（本會備有膠帶與圖釘）
2.本會不接受一稿兩投之稿件，凡曾刊載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之稿
件，一概拒絕接受，一切法律問題自行負責。
八、投稿方式：以 word 檔 e-mail 至 style@ydu.edu.tw，主旨註明：「2013
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投稿。投稿者需一併填妥報名表（詳
如附件三），並須繳交 500 元論文審查費用；大會於收到
上述資料後方受理投稿。
九、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請逕洽

聯絡人：陳美雪小姐

電話：(037) 651-188 轉 5581
傳真：(037) 652-146
地址：36143 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 號
網址：http://www.rsm.ydu.edu.tw/
E-mail：style@ydu.edu.tw

附件三

2013 年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報名表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論文發表 □無

＠
□有（請選擇：□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兩者皆可）

論文題目





活動日期：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活動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 號）
活動當天開放停車場供與會人員免費停車。
請至網站 (http://www.rsm.ydu.edu.tw)下載報名表，填寫完後請傳真(037) 652146 或
E-mail：style@ydu.edu.tw 陳美雪 小姐收，主旨註明：「2013 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投稿。
 論文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19 日（五）
。請繳交論文審查費用新台幣 500 元整，並附
上匯款單或 ATM 轉帳影本(請註明投稿人姓名及電話)傳真至 037-652146。本會收訖無
誤後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者，亦歡迎來電(037) 651188 轉 5581 陳美雪小姐確認。

局號：0291350 帳號：0115661 (郵局代號：700)
戶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陳淑貞」

---------匯款證明影本張貼處---------

※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2013 年 4 月 30 日（二）。

附件四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
交通位置圖
一、本校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一）搭乘火車者：
1.（南下）請搭至竹南火車站，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往後龍
或育達本校）直達校區。
2.（北上）請搭至後龍火車站，於火車站前搭乘苗栗客運（往頭份
／竹南 ）或巨業客運（往台北），直達校區。
（二）搭乘客運者：
1.台北至本校：請於台北國道客運台北總站（重慶北路與鄭州路口）
搭乘巨業客運（台北－沙鹿），直達校區。

2.台中至本校：
(1)請於沙鹿火車站搭乘巨業客運（沙鹿－台北），直達校區。
(2)請於大甲火車站搭乘苗栗客運（大甲－新竹），直達校區。
3.新竹至本校：請於新竹火車站搭乘苗栗客運（新竹－大甲），直
達校區。
4.竹南火車站或苗栗火車站前苗栗客運定期班車至本校。
（三）自行開車者：
1.經北二高者
（南下）請於 119 公里處下(竹南交流道)左轉台１己線往造橋方向
行駛
●轉行經五福大橋接省道台１號右轉至 102 公里處即達。
●或直行至全天路右轉行經德照橋往後龍方向下匝道右轉
(下)5km 即達。
（北上）請於 125 公里處下(大山交流道)出口右轉往造橋方向，接
省道台 1 號左轉往頭份方向至 102 公里處即達。
2.經中山高者
（南下）中山高速公路→下頭份交流道→至中華路左轉→沿右側自
強路（台 1 號）→至永貞路左轉（台 13 號）→經尖山大
橋（台 1 號）→往後龍、通霄方向（台 1 號）→到達本校
（台 1 號 102 公里處右轉）
（北上）中山高速公路→下苗栗交流道左轉省道台 6 號，接台 72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西行往後龍至後龍終點→右轉台 1 號北
上至 102 公里處直達本校。
3.經西部濱海公路
行駛省道台 61 號西部濱海公路者，請於 93 公里處造橋交流道出
口往造橋方向行駛轉行使，行經五福大橋接省道台 1 號右轉至 102
公里處即達。
二、會議場地圖

會議場地

文化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