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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研究第 19 屆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主題
第 19 屆研討會將以化石、沉船及石滬群等澎湖水下文化資產為主要
研究主體。另，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
：
「進行水下考古對文物
必須有完整的保護、登錄、紀錄檔案及出水文物保管等計畫。包括出水水
下文化資產和所有的文獻紀錄檔案，必須集中管理，完好保存，以便於專
業人員和公眾使用」
。水下考古學的發展與技術近 20 年來開始擴展至亞太
地區的水域，水下考古學由此成為一門全球性的考古學新領域及顯學。近
10 年來，臺灣地區為了保存水下文化資產，也開始起步全力發展水下考古
學。
此外，為促進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與教育推廣相關工作，澎湖
縣政府文化局於 107 年度曾委託學術單位進行澎湖縣成立水下博物館可行
性評估。水下博物館的設立，可謂是水下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之最佳展現方
式。因此本屆將以海洋歷史文化角度切入，並藉由水下文化資產的初步研
究與現勘，以及「就地保護」的觀念，提出與生態、環境、文物結合的水
下博物館構想，同時透過旅遊包裝串聯，構成點、線、面的文化觀光網路，
期能為人類共同資產提供更具想像空間、體驗趣味和兼顧多樣化資產保護
的旅遊新潛力點與永續方案。
二、活動內容
辦理為期二天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針對研討主題邀請國內相關領域
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同時藉由論文發表、綜合座談等舉辦，齊聚澎湖分享
各地相關推動、保存經驗。
三、計畫目標
希冀藉此研討會與論文徵選，提升學術之專業性與研究質量，進而促
進澎湖縣文獻遺產的普及利用，鼓勵後進投入澎湖地方研究，提升大眾對
於澎湖水下文化遺產及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相關議題的認識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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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徵稿
(一) 徵稿須知
1. 凡稿件與上述研討主題相關者，請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一）前將摘
要（word 格式，以 600 字為限）採電子郵件方式投稿，並標明信件主
旨為「澎湖研究第 19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摘要」
，逾期恕不收件。
E-mail：16phresearch@gmail.com
2. 研討會論文分成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兩種方式，同一篇論文僅能選擇
一種發表方式，請作者於投稿論文摘要 word 檔案的下方註明發表方
式（範例詳第二點摘要格式），主辦單位會儘量尊重發表者意願，但
限於場地空間，於必要時會適度調整發表形式。原則上，口頭發表及
海報發表之論文摘要分開獨立審查，本屆研討會得視投稿論文狀況給
予適當發表安排。
3. 投稿者以第一作者身分在口頭及海報論文發表各以一篇為限。
4. 論文摘要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將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以電子郵件通知。
5. 摘要通過審查者，請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前將論文全文以
電子郵件方式寄交研討會籌備處
（投稿至「16phresearch@gmail.com」
，
並標明信件主旨為「澎湖研究第 19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全文」
），
主辦單位將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中。第一作者並須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前完成報名繳費程序，俾便於議程安排。
6. 中文摘要經審查合格者，投稿作者務必於研討會期間所規定的場次中
進行簡報或海報發表，完成發表者將於研討會中頒發正式發表證明。
7. 海報發表：請依規定之壁報格式自行列印壁報論文，於大會所規定時
間內張貼於大會提供之看板處所，並於結束後自行撤除壁報。
(1)壁報尺寸：A1 (長 84.1 cm x 寬 59.4 cm)，請準備直立式壁報。
(2)壁報內容：需包含論文題目、作者及摘要內容，格式無特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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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摘要樣式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置中、標楷體、粗體、16 點字型）

中文作者姓名
英文作者姓名
（置中、標楷體、12 點字型）

【摘要】
（左右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向左內縮 2 字元）
（內文應包括前言、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項目，請勿超過 600 字）

中文關鍵詞：（請至少標示二詞）
Keyword: （請至少標示二詞）

作者任職單位與職稱：
*
**
連絡方式：（通訊地址、電話、E-mail）

★研討會論文發表形式意願：

□ (1)口頭發表 □(2)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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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全文格式
A、首頁部分須載有：中英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文任職機構、通
訊地址及電話。作者如不只一位，請加註*，**，***等對應符號，以
利辨識。
B、來稿全文撰寫順序為：
1.中文題目、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
2.英文題目、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Keywords)。
3.正文（引言、材料及方法、結果、討論及建議）。
4.引用文獻。
C、中英文摘要不得超過 600 字，中英文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請
避免與題目重複。內文全文則以不得超過 10,000 字為限。
D、文稿書寫格式：
1.來稿請以市面通用之電腦文書處理系統鍵入，並以 A4 大小直式橫
寫，12 號字，中文行間距應設為單行間距，英文稿件須留雙倍行
間距離。圖表請用白紙墨繪，照片請用原件(如須彩色印刷，附加
費用請作者自行負擔)。
2.文字敘述之編號順序，中文為：壹、一、（一）、1.、（1），英文
為：I、（I）、A、（A）、a、（a）、i、（i），文字敘述中之數
字，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3.圖表頭內文與說明部分中英文並列：圖片標題在下，表格標題在上。
各圖表說明中英文並列。順序以圖 1（Fig. 1）、圖 2（Fig. 2）或表
1（Table 1）、表 2（Table 2）等表之。
4.引用文獻以確經引用者為限，並須在文內引用之處予標示，先列中
文、日文、後列西文，中文及日文請附上英文翻譯，以作者姓氏筆
劃或姓名之字母先後排列，依序編號，網路資料依語言類型一併排
列。
5.引用文獻書寫方式：請於中文文獻下方並列英文翻譯
(1) 期刊：作者（姓在前名在後，作者二人以上者亦同）(年份)。
題目。發表刊物名稱，卷期，頁數。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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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明(1989)。自然保護與遊憩利用之爭論－以鴛鴦湖自
然保留區供遊憩利用規劃為例。戶外遊憩研究，2(3)，3-10。
Chen, C. M. (1989). Controversy between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opening the Yuen-Yang Lake
nature preserve for recreational use.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2(3), 3-10.
(2) 書籍、研究報告：作者(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者。例：
歐聖榮(2007)。休閒遊憩：理論與實務。台北：前程文化。
Ou, S. J. (2007). Leisure and recre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aipei: Future Career Management Corporation.
(3) 書籍專章、研討會論文、研究報告之論文：作者(年份)。專
章名稱。編者編，書名(頁數)。出版地：出版者。例：
吳忠宏(1997)。解說展示館成效性之研究：以太魯閣國家
公園為例 。中華民 國戶外遊 憩學會編 ， 景觀遊憩資源
(pp.229-234)。台北：田園城市。
Wu, H. C. (1997).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pretation exhibit: A
case study of Taroko National Park. In the Outdoor
Recreation Association of R.O.C. (Ed.),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resources (pp.229-234). Taipei: Garden City.
(4) 學位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學位論文，學
校名稱，地點。例：
侯錦雄(1990)。遊憩區遊憩動機與遊憩認知間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臺灣大學園藝研究所，台北。
Hou, J. S. (1990).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Recreation
Motivation and Recreation Congnition in Recreation A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5) 譯書：譯者。原作者著(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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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正、朱瑞淵譯。Jorgensen, D. L.著(1999)。參與觀察法。
台北：弘智文化。
Wang, Z. C., & Zhu, R. Y. translation. Jorgensen, D. L.
(199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aipei: Hurng-Chih Book
Co., Ltd.
(6) 報紙：作者(年份)。標題。報紙名稱，日期，版面。
鄧雁霞(2009)。窺探臺灣休閒農場成功之道。馬來西亞星

洲日報，4 月 13 日，9 版。
Deng, Y. X. (2009). Explore the success of Taiwan´s leisure
farms. Malaysia Sin Chew Daily, April 13, p.A9.
(7) 網路資料引用：網站所有者(年份)。內容標題，下載日期，
網址
交通部觀光局(2008)。中華民國 96 年國人旅遊狀況調查報

告 ， 下 載 日 期 ： 2009/10/1 ， 取 自 ：
http://library.tbroc.gov.tw/web/sear_show.asp?no=A2001145
Tourism Bureau of Taiwan. (2008). 2007 Civilian tourism
survey

report,

Retrieved

October

1,

2009,

from

http://library.tbroc.gov.tw/web/sear_show.asp?no=A2001145
(8) 文獻中之書名或期刊名稱（含卷數）請以斜體字表示之。
6. 西 文 文 獻 書 寫 方 式 請 參 照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5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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