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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 
 

壹、 前言 

台灣匯聚自然與人文各式珍稀條件，吸引各國觀光客，已連續四年突破千萬

旅客大關，成長力道強勁，已朝向觀光大國邁進。在全球化拚觀光的風潮下，面

臨鄰近各國積極引客競爭激烈的環境下，我國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相關產業都必

須重新整裝準備，以創新、創業、創意的發展策略，並整合上、中、下游相關產

業，帶動整體產業發展、創造更多新的就業機會、提升產業效益，更重要如何接

軌國際。隨著服務業不斷的蓬勃發展，國人在娛樂、休閒、教育及文化服務的消

費呈現年年提升之趨勢，由此可知餐旅觀光產業在我國經濟的重要性。明道大學

餐旅觀光學院為落實理論與實務之結合，增進學術研究成果交流，提昇現代人休

閒餐旅保健之應用趨勢，並以實踐餐旅休閒觀光產業之創新、創業、創意為主旨。

因此，特舉辦 2019 年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以期展開產官學合作等

相關議題之研討。 

貳、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研討會日期：2019 年 3 月 28 日 (四)  

二、舉辦地點：明道大學梅館國際會議廳 

三、邀請對象：國內外觀光、休閒、餐旅及休閒保健業者及各大專院校教師、

學生、碩博士生及其他相關人士 
 

參、會議主題與討論議題 

一、會議主題：實踐餐旅休閒觀光產業之創新、創業、創意 

二、討論議題： 

(一)健康促進產業與銀髮養生 

(二)休閒運動與觀光旅遊 

(三)綠色餐旅經營與永續發展 

(四)廚藝創新與食品科學實踐 

(五)休閒保健或餐旅產業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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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及收費方式 

【投稿人員】 

一、 報名網址：http://www.chtm.mdu.edu.tw/。請先上網報名，並於報名後次

日至上述網址查詢投稿序號，確認完成報名後，再行繳款。 

二、 每篇論文審查費含報名費用 800 元(提供當天餐點、會議手冊、出席證

明及投稿證明)。若為共同發表，第二發表人可以「參加人員」報名出

席。 

三、 校外人員報名費用請於 3/18 前以劃撥方式繳交，劃撥帳號 22409337， 

收款戶名：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四、 本校學生投稿報名費優惠半價 400 元，請於 3 月 18 日前至餐旅觀光學

院辦公室(行健大樓 501 室)繳款。 

五、 中、英文摘要投稿截止日：2019 年 3 月 1 日(五)，其餘相關日期請參考

第 4 頁「徵稿須知」。 

 

【參加人員】 

一、 報名網址：http://www.chtm.mdu.edu.tw/。請先上網報名，並於報名後

次日至上述網址查詢報名序號，確認完成報名後，再行繳款。 

二、 參加報名費用 400 元(提供當天餐點、會議手冊、出席證明)。 

三、 校外人員報名費用請於 3/18 前以劃撥方式繳交，劃撥帳號 22409337， 

收款戶名：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四、 本校學生參加報名費優惠半價 200 元，請於 3 月 18 日前至餐旅觀光學

院辦公室(行健大樓 501 室)繳款。 

五、 參加報名截止日期：2019 年 3 月 15 日(五)。為維護活動品質，若座位

額滿，本大會可提前結束報名作業。(報名上限預計 110 人) 

 

伍、聯絡方式 

聯絡人：楊楷民助理教授、徐欽祥理助理教授、吳湘榆小姐 

聯絡電話：04-8876660 分機 7828、7913、7801 

本校校址：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路 3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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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 

活動議程 

 
研討會日期：2019 年 3 月 28 日(四) 

舉辦地點：明道大學梅館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程 論文張貼工作內容 

8:00~8:30 
報到 

地點：國際會議廳 
 

8:30~8:40 
開幕式暨致詞 

演講者介紹 

海報展示 

論文或海報張貼 

地點：梅館 

8:40~10:30 論壇一: 餐飲產業發展趨勢 

10:30~10:40 Coffee & Tea Break 

10:40~10:45 演講者介紹 

10:45~12:40 論壇二: 觀光休閒產業發展趨勢 

12:40~14:00 午餐 

14:00~16:00 
論文口頭發表 1 

(梅館一樓教室) 

論文口頭發表 2 

(梅館一樓教室) 

16:00~16:30 頒獎 

16:30 賦歸 海報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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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 

徵稿須知 

 

一、主辦單位：明道大學餐旅觀光學院。 

二、協辦單位：明道大學餐旅管理學系、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三、研討會日期：2019 年 3 月 28 日（星期四）。 

四、研討會地點：本校梅館國際會議廳。 

五、會議主題：實踐餐旅休閒觀光產業之創新、創業、創意 

六、徵文議題： 

(一)健康促進產業與銀髮養生 

(二)休閒運動與觀光旅遊 

(三)綠色餐旅經營與永續發展 

(四)廚藝創新與食品科學實踐 

(五)休閒保健或餐旅產業之相關議題 

七、論文發表方式：口頭或壁報 

(一)口頭發表：每篇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十五分鐘發表及五分鐘答辯）。 

(二)壁報發表：壁報規格為 A0 size (84.1×118.9 cm)。 

八、論文投稿重要日期： 

(一)中、英文摘要截稿日：2019 年 3 月 1 日(星期五)   

(二)論文接受通知日：2019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 

(三)全文截稿日：2019 年 3 月 15 日(星期五) 

   口頭發表者：請繳交論文全文。 

   壁報發表者：請繳交壁報檔案(A0)檔案。擬張貼之海報由發表者自行印製。 

即日起可投稿，隨到隨審，投稿者請盡早投稿，可早日獲悉審稿結果。 

九、聯絡方式：相關事宜請洽詢以下人員 

楊楷民助理教授、吳湘榆小姐( 04-8876660 ext. 7828、7801)。 

E-mail：chtm@mdu.edu.tw 

通訊地址：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路 369 號 明道大學餐旅觀光學院。 

十、收件方式： 

(一)電子檔格式須為 word 檔；檔名請以第一作者姓名命名（例如：摘要-王小明.doc）；   

主旨註明：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中英摘要投稿)。 

E-mail 檔案請寄至：chtm@mdu.edu.tw。 

(二)會議場地提供壁報板大小為 A0 size (84.1×118.9 cm)。 

十一、 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具備學術及實務之專家學者針對研討主題進行專題演講。 

(二)口頭發表：依論文審查結果，安排口頭發表時段。另評選出優良論文並頒發獎狀。 

(三)壁報發表：依論文審查結果，安排海報張貼發表。另評選出優良論文並頒發獎狀。 



 5 

附表 1 

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論文格式說明（中英文摘要） 

 

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 

E-mail Address 

 

摘 要 

需繳交中、英文摘要，摘要內容合計以 1 頁為限，各約 300~500 字 (單行間距打字版，標

題置中，內文包括緒論、研究目的、方法、重要發現、結論與重要意涵)。標題：14 號字，各

段落起始內縮 5 格。內文主體：中文(標楷題)/英文(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 

 

關鍵詞：11 pt 標楷體，英文字型則採用 Times New Roman，行高為單行間距，左右對齊。 

 

 

 

 

 

 

 

 

 

 

 

 

 

 

 

 

 

 

 

 

電子檔格式須為 word 檔，檔名請以第一作者姓名命名（例如：王小明.doc）； 

主旨註明：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中、英文摘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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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論文格式說明（全文） 

 
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 

E-mail Address 

 
 
全文格式： 

1. 摘要經審查通過後，請繼續全文投稿（全文稿或 PowerPoint 簡報檔，或 poster 海報版）。

全文將做為最佳論文獎評選之用，因此作者相關訊息請僅列在封面頁，文內不得有作者訊

息。 

2. 全文單行間距，以 15 頁為限 (含參考文獻，採 APA 格式)。標題： 14 號字，各段落起始

內縮 5 格，內文主體：標楷體 12 號字。  

3. 被接受發表之論文，至少須有一位作者報名參加本研討會活動，論文才會編入研討會手冊

與彙編。 

4. 請參照摘要與全文格式撰寫投稿文章，並傳至研討會文章投稿信箱：chtm@mdu.edu.tw 

 

電子檔格式須為 word 檔；檔名請以第一作者姓名命名（例如：王小明.doc）； 

主旨註明：2019 餐旅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全文投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