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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校舉辦「2018年國際生命禮儀高峰論壇暨第十四屆現代
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敬邀貴校師生踴躍報名投
稿，請查照。
訂

說明：
一、活動日期：107年06月02日（星期六），活動地點：本校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成均館C334會議室(嘉義縣大林鎮南華
路一段55號)。
二、隨函檢附徵稿啟示乙份
三、有意投稿發表者，請於107年3月1日前先提交論文題目及
論文綱要，主辦單位將於3月10日前完成論文綱要初審，並

線

公告審查結果。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生死學系 2018-01-29
17:37:13

第1頁， 共1頁

2018 年國際生命禮儀高峰論壇暨第十四屆現代生死
學理論建構學術研討會
徵稿啟事
一、研討會主題：生死學與生命禮儀跨域研究、創新改革及其應用。
說明：生死學具備科際整合研究的屬性，涉及不同學科訓練之間的對話與
統整，統整工作中的一項重要關鍵課題在於研究方法的運用，不論是
量化、質性或人文學研究方法，都是生死學研究的可行之道。2018
年有鑑於不明禮義的殯葬創新改革舉動甚囂塵上，除了原有生死學，
更強調生命禮儀發展之探討，使本次研討會產生更多元的主題範疇。
本次研討會具體方向分為以下四項子題：
1.喪禮權利歸屬與治喪規劃：例如殯葬｢自主｣與｢他主｣思辯、生前殯葬服務
契約、預立殯葬遺囑或意願書、生前告別式等議題。
2.禮義之維繫及殯葬改革與創新：包括禮器的創新、禮儀或禮文的改革、葬
式的變遷(例如簡葬、自然葬、冰葬、零葬等議題)。
3.殯葬服務與臨終關懷、心理諮商及社會工作跨域結合等相關議題。
4.其他生死學與生命禮儀於各個學科領域相關理論與實踐之探討(包括哲
學、宗教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心理學、人類學、民俗學…等
面向）。
二、研討會日期：2018 年 06 月 02 日（星期六）
三、研討會地點：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成均館 C334
（嘉義縣大林鎮南華路一段 55 號）
四、徵稿辦法：
1.本研討會採綱要審查制，中文全文撰稿以 10,000 至 20,000 字以內為原則，
英文撰稿以 6,000-8,000 字為原則。
2.有意投稿發表者，請於 2018 年 3 月 1 日前先提交論文題目及論文綱要，主
辦單位將於 3 月 10 日前完成論文綱要初審，並公告審查結果。
3.論文綱要之格式不限，字數以 1,000 至 2,000 字為度，其內容可簡要敘述論
文之研究動機（或背景）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或分析策略、初步研究發
現或全文撰稿構想、預期研究貢獻等。
4.上述論文綱要請於 2018 年 3 月 1 日前，請將檔案（以 WORD 格式撰寫）以
電子郵件直接傳送至 ldstudies2121@gmail.com 信箱（請在郵件主旨欄註
明：2018 研討會投稿論文綱要）
，
5.投稿之論文綱要稿件以匿名審查，通過審查後分別核定為「口頭發表」或
「海報展示」。
6.接獲通過論文綱要初審之作者，請依撰稿須知撰寫論文，並於 2017 年 4 月
21 日前將全文電子檔寄至 ldstudies2121@gmail.com 信箱（主旨請註明：2018
研討會投稿論文全文或研討會投稿海報論文）
。
7.繳交論文全文或海報時，請附上投稿者基本資料表(附件一)跟論文授權書(附
件二)資料。
8.凡於本次研討會發表之論文，歡迎另外投稿《生死學研究》。
五、洽詢方式：05-2721001 轉 2125

鄭先生

2018 年國際生命禮儀高峰論壇暨第十四屆現代生死
學理論建構學術研討會
撰稿須知
一、初審論文綱要注意事項
論文初審綱要之格式不限，字數以 1,000 至 2,000 字為度。
其內容可簡要敘述論文之研究動機（或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或
分析策略、初步研究發現或全文撰稿構想、預期研究貢獻等。

二、論文摘要格式
(一)標題：需註明中英文名稱。
(二)摘要：中文以 500 字、英文以 300 字為度，中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三)檔案格式：Word 文件檔。
(四)字型：請用標楷體或 Time New Roman。
(五)段落：單行間距。
(六)字型及段落
1.論文題目：字型大小為 18，粗體字，置中。
2.作者資料：字型大小為 12，標準字，置中，含作者姓名、
任職單位、主要連絡人及連絡方式。
3.摘要：「摘要」或「Abstract」標題字型大小為 14，粗體字，
置中；摘要內容字型大小為 12，標準字，靠左對齊，每段
第一行內縮兩字。
4.關鍵字：字型大小為 12，標楷體，靠左對齊，關鍵字三到
五個。
(七)紙張及邊界：
1.A4 紙張大小。
2.上下邊界 3.75cm，左右邊界均為 2cm。
三、論文全文格式
(一)論文全文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以不超過 20 頁為原則（含摘
要、圖表、參考文獻及附錄等）。
(二)檔案格式：Word 文件檔。
(三)字型：請用標楷體或 Time New Roman。
(四)字型及段落：全文採單行距離，章節標題與前後段距離為
0.5 行。

1. 章節與小節標題：字型大小為 14，粗體字。標題編號依次
為壹、貳、…；一、二、…；(一)、(二)…；1、2…；(1)、
(2)…。除主標題置中外，其他次標題均靠左對齊。
2. 內文部分：字型大小為 12，標準字，靠左對齊，每段第一
行內縮兩字。
3. 圖片、表格及方程式：可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圖表字型大
小為 12，標準字。
(1) 圖片：圖標題請置於圖片下方且置中。
(2) 表格：表標題請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
(3) 方程式：方程式應於上下各留一行空白。方程式依序
編碼，靠右對齊。
4. 參考文獻：字體大小為 12 字元，標準字，靠左對齊。中文
文獻置於英文文獻前。中文文獻依作者、年分、篇名、刊名
依次列明，並按第一位作者姓氏筆劃排列，期刊名以斜體標
示並加上卷期與頁數。英文文獻則依作者、年分、篇名、刊
名依次列明，並按第一位作者姓氏第一個字母順序排列，期
刊名以斜體標示，並加上卷期與頁數，期刊名皆須完整列示
不得簡化。參考文獻格式以 2009 年（第 6 版）美國心理學
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 APA）出版
手冊之格式為準。
(五)紙張及邊界：
(1) A4 紙張大小。頁碼為頁尾置中，編號為 1、2、3、…。
(2) 上下左右邊界均為 2.5cm。
(六)本單位將會將您審核過的摘要印製於手冊中，若需要修正摘要者，
請於 4 月 21 日前告知，並請將附件一、附件二(請掃描或註明打字
等同親簽)填妥後一併交件。
四、海報發表：
（一） 通過審查後請製作 A0(約長 114cm×寬 84cm)大小海
報，請將海報抬頭打上「2018 年國際生命禮儀高峰論
壇暨第十四屆現代生死學理論建構學術研討會」、底
部打上「主辦單位：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並於 2018
年 4 月 21 日前以 E-mail 寄送電子檔，我們會印製並
張貼。。
（二） 詳細海報格式，請看網站下載專區的"論文壁報發表
格式"。

附件一

「2018 年國際生命禮儀高峰論壇暨第十四屆現代生死學理論
建構學術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料表
論文編號

(大會填寫)

投稿日期

年

月

日

中文：

論文題目
英文:

主要發表人

第二發表人

第三發表人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發表方式
(勾選)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論文主題

□喪禮權利歸屬與治喪規劃
□禮義之維繫及殯葬改革與創新
□殯葬服務與臨終關懷、心理諮商及社會工作跨域結合等相關議題
□其他生死學與生命禮儀於各個學科領域相關理論與實踐之探討
(以ˇ選擇合適者，為主辦單位保留審查權)

現職單位
主
要
發
表
人
資
訊

職稱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聯絡地址

是否需公文請假 □是 □否(如有兩位以上發表人，請註明需公文者)
餐點

□葷

□素

□不需準備

以上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投稿、刊載或以接受刊載於其他刊物。
如有不實而致使 貴刊物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本人願付一切法律責任。
作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年____月____日
(如有兩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另說明打字等同親簽)(本表若不敷使用，請自行複製表格)

附件二

「2018 年國際生命禮儀高峰論壇暨第十四屆現代生死學理
論建構學術研討會」

論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論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代表下列立授權書人授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有權將上述具有
著作財產權之論文及摘要，收錄於本發表會手冊(光碟或紙本)及本系
網站，並得以微縮或光碟重製後不限地域或時間發行，以供相關學術
研發目的之公開利用。
本授權內容無需訂立讓與及授權契約書。依本授權之發行權，屬
非排他性之發行權利。依本授權所為之收錄、重製、發行及學術研發
利用均為無償。
此致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立授權書人姓名:
(如有兩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請簽名，請掃描或另說明打字等同親簽)

身份證字號:
聯絡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行複製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