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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流程 中國語版 
 

 



Excursion 自費行程 

 

8 月 20 日（星期日）～8 月 21 日(星期一) 

20 日（星期日）中午 關西空港 報到 

20 日（星期日）下午 京都 觀光 

20 日（星期日）晚上 京都 旅館 check in 

21 日 (星期一) 京都 觀光 

*行程會依狀況有所更動，盡請見諒。 

交通與住宿由大會安排，參加人員 21 日當天由交通車載至大會報到處。（座位人

數限制：40 人左右）。 

 

Excursion Itinerary 

自費行程 詳情 

日期 內容 

8/20(日) 關西國際空港出發 (1:30 pm) –京都伏見稻荷神社 (3:00 – 4:30 

pm) – Co-op INN 旅館(5:00 pm) 

 

8/21(一) 

 

Co-op INN 旅館出發 (8:30 am) –京都金閣寺(9:00 – 10:15 am) –平

安神宮 (10:45 – 11:45 am) – 午餐 (12:00 – 1:00 pm) –八坂神社

(1:15 – 2:00 pm) –清水寺 (2:15- 3:15 pm) – 奈良旅館(4:30 pm) 

 

價格：23,000 日圓/一人 

（包含從關西國際空港出發- 京都 - 奈良的交通，觀光景點門票，京都的住宿及

早午餐）。 

報名：請至註冊 URL。 

*每個人將分配單人房，但如果您需要雙人房，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japan2017@eatsa2017.com。 

*未完全參與者無折扣 

 

 

 

 

 



Programme 學術議程 
 

2017 年 8 月 21 日(一) 

時間 地點 內容 

17:00～18:00 pm 奈良 註冊報到 

18:00～20:00 pm 奈良 餐會 

 

 

2017 年 8 月 22 日(二) 

時間 地點 內容 

9:00 am – 9:30 am  

 

 

 

 

 

 

 

奈良春日野國際論壇 甍～

I・RA・KA～ 

註冊報到 

9:30 am – 10:00 am 開幕式 

10:30 am – 11:00 am 主題演講 1 

11:00 am – 11:15 am 茶點休息 

11:15 am – 11:45 am 主題演講 2 

11:45 am –12:15 pm 主題演講 3 

12:15 pm – 1:15 pm 午餐休息 

1:15 pm – 1:45 pm 發表①②③④ 

 
1:45 pm – 2:15 pm 

2:15 pm – 2:45 pm 

2:45 pm – 3:15 pm 

3:15 pm – 3:30 pm 茶點休息 

3:30 pm – 4:00 pm 發表⑤⑥⑦⑧ 

 
4:00 pm – 4:30 pm 

4:30 pm – 5:00 pm 

5:00 pm – 5:30 pm 

7:00 pm 奈良 餐會 

 



2017 年 8 月 23 日(三) 

時間 地點 內容 

8:45 am – 9:15 am 
 

 

 

奈良春日野國際論壇 甍

～I・RA・KA～ 

註冊報到 

9:15 am – 9:45 am 發表⑨⑩⑪⑫ 

 
9:45 am – 10:15 am 

10:15 am – 10:45 am 

10:45 am – 11:15 am 

11:15 am – 11:30 am 茶點休息 

11:30 am – 12:00 pm 主題演講 4 

12:00 pm –1:00 pm 午餐休息 

2:00pm~6:00pm 奈良 奈良觀光 

7:00pm 餐會 

 

 

 

2017 年 8 月 24 日(四) 

時間 地點 內容 

8:30 am – 11:00 pm 奈良移動至白浜 巴士 

11:00 pm – 11:45 pm 白浜 午餐 

12:00 pm – 1:00 pm 

 

 

 

 

 

紀州白浜溫泉旅館

musashi 

旅館入住手續 check-in 

及註冊報到 

1:00 pm – 1:30 pm 主題演講 5 

1:30 pm – 2:00 pm 主題演講 6 

2:00 pm – 2:15 pm 茶點休息 

2:15 pm – 2:45 pm 發表⑬⑭⑮ 

 
2:45 pm – 3:15 pm 

3:15 pm – 3:45 pm 

3:45 pm – 4:00 pm 茶點休息 

4:00 pm – 4:30 pm 發表⑯⑰⑱ 

 
4:30 pm – 5:00 pm 

5:00 pm – 5:30 pm 

7:00 pm 餐會 

 



2017 年 8 月 25 日(五) 

時間 地點 內容 

8:30 am – 9:00 am 
 

 

 

紀州白浜溫泉旅館

musashi 

註冊報到 

9:00 am – 9:30 am 主題演講 7 

9:30 am – 10:00 am 發表○19○20○21○22  
10:00 am – 10:30 am 

10:30 am – 11:00 am 

11:00 am – 11:30 am 

11:30 am – 11:45 am 午餐休息 

11:45 am – 12:45 pm EATSA 總結 

12:45 pm – 1:15 pm 閉幕式 

 



報名費用（全額報名費） 

參加項目 

早鳥優惠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一般費用 

（2017 年 7 月 1 日以後~） 

一般者： 參加全部學術議

程 

（發表 1 件） 40,000 日圓 

45,000 日圓 

 

一般者： 參加全部學術議

程 

（發表 2 件） 45,000 日圓 50,000 日圓 

碩博生：參加全部學術議程 

（發表 1 件） 25,000 日圓 30,000 日圓 

一般者（共同發表者）： 

參加全部學術議程 35,000 日圓 40,000 日圓 

同伴者（無發表）： 

參加全部學術議程 

(友人、同伴、小孩) 35,000 日圓 4,0000 日圓 

【全額報名費】 

●可參加主題演講 

●可獲得 EATSA 國際學術發表大會 2017 資料（學會論文集） 

●可參加 8 月 21 日 晚餐餐會 

●可參加 8 月 22 日 午餐、茶點休息、晚餐餐會 

●可參加 8 月 23 日 午餐、茶點休息、奈良觀光、晚餐餐會 

●可參加 8 月 24 日 奈良至白浜(含巴士移動) 、茶點休息、晚餐餐會 

※住宿請自理 (欲訂住宿者，可聯繫主辦單位 URL) 

http://www.eatsa2017.com/top/location/recommended-accommodation/ 

※8 月 25 日於白浜就地解散。 



單項參加費（主題演講、口頭發表、國際研討會論壇） 

參加項目 參加費用 

一般者： 主題演講、口頭發表、國際研

討會論壇（發表 1 件） 5,000 日圓 

碩博生：主題演講、口頭發表、國際研討

會論壇（發表 1 件） 4,000 日圓 

大學生：主題演講、口頭發表、國際研討

會論壇（發表 1 件） 3,000 日圓 

一般者（共同發表者）：主題演講、口頭發

表、國際研討會論壇 4,000 日圓 

同伴者（無發表）：主題演講、口頭發表、

國際研討會論壇(友人、同伴、小孩) 4,000 日圓 

※單項參加者將於下列日期之一:8 月 22 日、8 月 23 日、8 月 24 日、8 月 25 日舉行發表。若

有無法參加的日期、務必提前與主辦單位聯繫，以利安排議程。 

【單項報名費】 

●可參加主題演講、口頭發表、國際研討會論壇 

●可獲得 EATSA 國際學術發表大會 2017 資料（學會論文集等） 

●欲參加晚餐餐會者，費用將另外計算。請聯繫主辦單位 E-mail: Japan2017@eatsa2017.com 

※住宿請自理(欲訂住宿者，可聯繫主辦單位 URL) 

http://www.eatsa2017.com/top/location/recommended-accommodation/ 

※8 月 25 日於白浜就地解散。 

 

 

 

 

 

 

 



宿泊 
奈良 

大會會場周邊的旅館請自行預約。 

 

白浜 

紀州白浜溫泉旅館 musashi 

若有特殊需求請聯繫 info@yado-musashi.co.jp 

郵件標題: EATSA 宿泊予約 

①住宿人數（一間房） 

②住宿者名字（全員） 

和室房，附早餐 

單人房：15,000 日圓 

雙人房：12,000 日圓／一人 

3~5 人以上：10,000 日圓／一人 

※欲參加 8 月 24 日晚上餐會的人，請聯繫主辦單位 E-mail: Japan2017@eatsa2017.com 

 

http://www.yado-musashi.co.jp/en/


發表參加規定 

為順利進行議程安排，發表者請依規定格式進行編排，若未按格式編排者，主辦單位得不予

受理。 

 

投稿摘要說明 (一般、碩博士生、大學生) 

①請依照範本格式撰寫 

※摘要需附上中文與英文 

※請註明 研究背景、問題所在、研究目的、考察內容、討論與結論等 

②在郵件中請填寫 發表者全員姓名、所屬機關單位、電話號碼、發表使用語言（中文或英文） 

③請將摘要以 WORD 與 PDF 格式存檔並寄出 

④摘要投稿截止日:2017 年 5 月 17 日前 投稿信箱 abstract@eatsa2017.com 

※您的摘要寄出後，大會將會回覆確認通知信。 

 

摘要格式說明 

尺寸:A4 大小 

版面配置/ 欄數：一 

大小邊界：上 2.5 公分、下 3.0 公分、左右 1.5 公分 

字體: Times New Roman（英語),10pt, 標楷體(中文) 10.5pt 

段落間距:一行 

字數:英文（100~250 字）、中文 (?字以內) 

關鍵字:5 個以內，英文發表的話請使用英文；中文發表的話必須同時附上『中文』與『英文』。 

 

投稿全文規則 (一般 碩博士生) 

①請依照規定範本撰寫 

※發表論文請使用中文或英文 

②在郵件中請填寫 發表者全員姓名、所屬機關單位、電話號碼、發表使用語言（中文或英文） 

③請將全文以 WORD 與 PDF 格式存檔並寄出 

④全文投稿截止日: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寄送至 投稿信箱 thesis @eatsa2017.com 

※您的全文寄出後，大會將會回覆確認通知信。 

 

全文格式(英文) 

尺寸:A4 大小 

版面配置/ 欄數：二 

大小邊界: 上 2.5 公分、下 3.0 公分、左右 1.5 公分 

版面配置/ 欄的寬度與間距：1cm(2.7 字元) 從其他做更改 

字體:10pt, Times New Roman 

段落:單行間距 

頁數:8~15 頁, 2800 字~5250 字 

關鍵字:5 個以內(限英文) 

EATSA2017- -英文摘要範本 

 

 

 

http://www.eatsa2017.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cbb341b42c44ea55692e1f7cacbd2378-1.doc


全文格式(中文) 

尺寸:A4 大小 

版面配置/ 欄數：二 

大小邊界: 上 2.5 公分、下 3.0 公分、左右 1.5 公分 

版面配置/ 欄的寬度與間距:1cm(2.7 字元) 從其他做更改 

字體:10.5pt,標楷體 

段落:單行間距 

頁數:8~15 頁, 12000~25000 字 

關鍵字:5 個以內(須附上英文與中文) 

EATSA2017- -中文摘要範本 

 

論文內容規定(大學生) 

①請依照規定範本撰寫 

※發表論文請使用中文或是英文 

②在郵件中請填寫 發表者全員姓名、所屬機關單位、電話號碼、發表使用語言（中文或英文） 

③請將全文以 WORD 與 PDF 格式存檔並寄出 

④全文投稿截止日: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投稿信箱 thesis @eatsa2017.com 

※您的全文寄出後，主辦單位將會回覆確認通知信。 

 

格式(英文) 

尺寸:A4 大小 

版面配置/ 欄數：二 

大小邊界: 上 2.5 公分、下 3.0 公分、左右 1.5 公分 

版面配置/ 欄的寬度與間距：1cm(2.7 字元) 從其他做更改 

字體:10pt, Times New Roman 

段落:單行間距 

一頁字數:4~8 頁, 1400 字~3500 字 

關鍵字:5 個以內(請使用英文) 

 

全文格式 (中文) 

尺寸:A4 大小 

版面配置/ 欄數：二 

大小邊界: 上 2.5 公分、下 3.0 公分、左右 1.5 公分 

版面配置/ 欄的寬度與間距：1cm(2.7 字元) 從其他做更改 

字體:10.5pt, 標楷體 

段落:單行間距 

頁數:4~8 頁, 6000~12000 字 (中文) 

關鍵字:5 個以內(必須附上英文與中文) 

EATSA2017- -中文範本 

 

口頭發表: 

發表時間: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另有 5 分鐘讓現場聽眾提問並討論。 

發表者需自行製作簡報檔 PowerPoint (可攜帶 USB 隨身碟至現場) 

http://www.eatsa2017.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cbb341b42c44ea55692e1f7cacbd2378-1.doc
http://www.eatsa2017.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cbb341b42c44ea55692e1f7cacbd2378-1.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