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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校辦理「201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公告
1份，敬請轉知所屬及師生踴躍投稿，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訂於107年5月17、18日辦理「201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
訂

研討會」。
二、徵稿日期：即日起至107年3月26日。
三、相關徵稿事宜，敬請參閱附件或至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網
頁下載。
正本：全國各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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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啟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2018 年 2 月 1 日起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立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與本校合併成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三、時間：2018 年 5 月 17-18 日
四、地點：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楠梓校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142 號）
五、大會進行方式：邀請演講（Invite Lectures）及論文發表，論文發表形式有口頭報告及壁報展示。
六、徵稿主題、子題：
主題：傳承與創新：海洋人文與產業經營
子題：(1) 海洋民俗、海洋藝文 (2) 海洋活動軌跡 (3) 海洋商業經營 (4) 海洋產業文化
(5) 海洋景觀 (6) 海洋觀光、休閒 (7) 其他(與海洋文化相關之論文)
七、徵稿須知：
（一）填寫投稿人個人資料（如附表）、摘要（600 字以內），不得一稿多投。
（二）本研討會投稿論文將邀請專家審查，共分為兩階段：
1. 第一階段為摘要審查，若合乎本研討會徵稿主題，將發出錄取通知。通知接受摘要日期為收件
後 10 日內。
2. 第二階段為全文審查，第一階段錄取者須於論文全文截稿日期前，將摘要與論文全文電子檔寄
交至 photo@mail.nkmu.edu.tw，並於審查錄取後，依照海報或口頭錄取型式於研討會中發表
3.第一階段摘要收件截止日期：2017 年 3 月 26 日。
4.第二階段全文審查收件截止日期：2017 年 4 月 22 日，於 4 月 30 日公布錄取形式(海報或口頭)。
（三）研討會僅作為論文發表平台，除大會邀請講者外，不提供論文發表人交通、機票及食宿補助。
八、論文格式：請務必遵守下列格式：(Microsoft Word 98 以上)
（一）請用 A4 紙直式橫打，邊界上留 3 公分、下、左、右各留 2.5 公分。
（二）字型---中文或日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級---論文名稱 20 點字，姓名、單位
16 點字，摘要、內容 12 點字；行距---標題與作者間、服務單位及摘要內文間加空二行；摘要內
容用單行間距。
（三）中文：篇幅以 10 頁（含圖表、附註、參考文獻）為原則，並附英文摘要。
（四）英文：篇幅以 10 頁（含圖表、附註、參考文獻）為原則，並附中文摘要。
（五）中文稿文獻引用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學」論文格式為準。
（六）英文稿文獻引用以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為準。
（七）壁報論文展示為直式寬 80×高 110 公分。
（八）本會保有對來稿之發表方式、摘要文字修正之權利，接受與否概不退件。
九、送件方式：直接 E-mail 至 photo@mail.nkmu.edu.tw
十、研討會網址：http://203.64.167.162/gec/
十一、聯絡人：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018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
林志衡先生（07）3617141 轉 3253
※ 竭誠歡迎賜稿！謝謝！

FAX：（07）364-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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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nternational Marine Culture Conference
Call for Papers
Spons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st: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Date: MAY 17~18, 2018
Lo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Nanzih Campus (No.142, Haijhuan Rd., Nanzih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11, Taiwan)
Presenta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e invited lectures, oral presentation and poster papers.
Topic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Marine Culture and Industrial Operation
(1) Marine

folk

and

(2) Marine

activities

arts
trajectory

(3) Marine commercial operations
(4) Marine

industry

culture

(5) Marine landscape
(6) Marine

tourism,

leisure

(7) Other (Marine culture related issues)

Guidelines for the conference:
(1)Application form (as the appendix), Chinese or English abstract (for those whose papers in Chinese,
please turn in an English abstract; within 600 words), shall not multiple submissions.
(2)All call for papers will go through a 2-stage review.

Entries received after due will not be

considered.

Stage 1: Abstract Review
Abstract deadline: March 26, 2018

Stage 2: Full Paper Review
Submission dealine: April 22, 2018
Notification due: April 30, 2018
(3)The conference is only as a platform does not provide traffic ticket and accommodation subsidies.
Format: (Microsoft Word 98 and above)
(1)Please type on A4 size paper: margin: up 3 cm, down, left and right 2.5 cm.
(2)Word type--- Chinese: 標楷體,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Word size: Title: 20, author name and
institute name: 16, abstract and content: 12; Line space--- double space among title, author
name, institute name and abstract. Within the abstract: single space.
(3)Chinese: within 10 pages (including all graphs, tables, appendixes and references) and please attach
the English abstract.

(4)English: within 10 pages (including all graphs, tables, appendixes and references) and if possible,
please attach the Chinese abstract.
(5) The manuscript of Chinese follow the paper formatting of humanities at Academia Sinica.
(6) The manuscript of English follow APA formatting.
(7)The poster papers will be displayed by a straight type (width 80cm x height 110 cm)
(8)This university will publish a volume of all contributing papers of this con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purpose and reserve the right of editing.
No return papers.
Mailing: Please directly email your paper to photo@webmail.nkmu.edu.tw
Conference website: http://203.64.167.162/gec/
Contact Inform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2018 International Marine Culture
Conference Committee,
Mr. Chih-Heng Lin Tel: +886-7-3617141

ext.3253

Fax: +886-7-3648120

Application Form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Culture Conference of Year 2016
Paper No.__________________(Office only)
Author’s name
Institute Name and
Position
Sex./ Date of Birth
Address
Mobile Phone

Tel. No.
E-mail

□1. Marine folk and arts
Subjects

□2. Marine activities trajectory
□3. Marine commercial operations
□4. Marine industry culture
□5. Marine landscape
□6. Marine tourism, leisure
□7.Other (Marine culture related issues)
Chinese

Title
English
Name

Position

Institute’s Name

Co-author

Presentation
Signature:
Date(MM/DD/YY) :

NKMU reserves the right of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the pap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