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IS 2014

2014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dustry and Service
TOKO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Dec. 11th, 2014

ICIS 2014 is a venue for researchers an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o share their
new ideas, original research results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from
field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erontology, Social Work, Nutritional
Scie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Beauty Arts, and Healthcare Management.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TOKO University on Dec. 11th, 2014, with paper
present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authors, including
presentations from keynote speakers.

Call for Individual Papers and Posters
The research track of the conference will be exploring the overall theme of
“Industry and Service”, and will focus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ged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Nutritional Scie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Beauty Arts & Healthcare Management
 Other Educational, Social, Nutritional, and Healthcare topics
For full considerations, please submit your paper to Assist. Prof. Hus,
Tsu-Hsuan 101057@mail.toko.edu.tw, Tel: 0910-997-047. Submissions will be
blind-refereed by anonymous reviewers. All submissions will be selected by a
review committee for either paper or poster presentation. The review committee
also recommends paper for inclusion in the special issue in TOKO Management
Journal.
 Full Papers Submission Due: November. 10, 2014.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November. 24, 2014.
 Conference: Dec. 11, 2014.
 Registration Fee:
 Presentation Registration Fee: NT.300 for TOKO faculty and NT.500
for the rest.
 Accompanying Person's Registration Fee: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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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為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育、銀髮產業、社會工作、諮商心理、營養科
學與健康管理相關領域之產業發展與學術研究風氣，特舉辦 2014 第一
屆產業與服務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促進國內外相關系所學者與業界專家
經驗交流與分享之機會。
二、主辦單位：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民生籌備學院
三、協辦單位：幼兒教育學系、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營養學系、諮商心理學
系、時尚美容學位學程。
四、舉辦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
五、舉辦地點：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 51 號）
，本校交通
指引，如附件一。
六、研討主題：
（一）幼兒教育暨產業議題。
（二）銀髮產業與社會工作議題。
（三）營養保健與產業發展議題。
（四）諮商心理與服務議題。
（五）美容與健康管理產業議題。
七、研討方式：
（一）國外學者專題演講
（二）論文發表：分組進行論文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
（三）研討會議程如附件二。

八、投稿注意事項：
（一）凡與本次研討會主題有關之未發表學術論文或實務個案均歡迎投稿，本會
亦歡迎研究生研究計畫或論文進行發表。
（二）本次研討會採全文審查，由匿名學者審查之。作者姓名、題目、與摘要需含中
英文，論文格式請參閱稻江學報。

(三)僅接受電子稿件，請將稿件寄至大會信箱：101057@mail.toko.edu.tw，聯絡電話：
0910-997-047，聯絡人：徐祖選助理教授。
（四）郵寄稿件摘要電子檔，主旨名稱請寫「投稿 ICIS 2014(姓名)」，工作小組確認
後，將利用電子信件方式發送確認信至寄件者電子信箱。

（五）投稿截止日為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主辦單位將於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
將審查結果以 e-mail 通知作者。文長限 6,000 字以內。採口頭發表或海報
式發表，由審查委員推薦之。
(六) 優良研究著作將由學者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納入本校稻江管理期刊。
九、報名資格：全國各級學校教師與大專院校學生、機關團體人員、相關產業業者
均歡迎報名參加。
十、報名方式：
（一）報 名 表：請依所附報名表填寫附件三。
（二）繳費方式：請至郵局購買匯票，受款人署名：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

校外投稿每篇酌收報名費 500 元

2.

校內投稿每篇酌收報名費 300 元

3.

僅參加會議每名酌收報名費 100 元

（三）通訊報名：
4.

大會採郵寄報名方式辦理，請參與者將報名表連同匯票，寄至：61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 51 號，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徐祖選助理教
授收(請註明「報名 ICIS 2014」)，連絡電話：0910-997-047。

5.

大會收到報名資料後，會以 e-mail 回覆之，故請報名者或發表者務必
將 e-mail 資料填寫清楚。

十一、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十二、註冊費：
（一） 參與本學術研討會者，每篇至少需有一位作者註冊，註冊費包含證書、
午餐、茶敘、保險及大會資料。
參加型態

2.

備註

發表論文暨
參加會議(校
外)

含手冊、午餐、茶敘、國際研討會研習證書
NT 500 元 /發表證書(英文版)

B

發表論文暨
參加會議(校
內)

含手冊、午餐、茶敘、國際研討會研習證書
NT 300 元 /發表證書(英文版)

C

僅參加會議

NT 100 元

A

1.

費用

含手冊、午餐、茶敘、國際研討會研習證書
(英文版)

發表論文費用以篇為單位（一篇500/校外，一篇300/校內。兩篇1,000或600，
以此類推），每篇至少必須有一名作者註冊發表。
口頭及海報發表人員於發表後即由大會頒予國際研討會發表證書(英文版)。

（二）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證明於作者發表後現場發放，證明會註明論文所有作
者與發表作者（每篇文章依註冊人數發給張數）
，另發給註冊者研習時數
證明 8 小時。
（三）未發表論文而註冊參加研討會者，會議結束將發給研習時數證明 8 小時。
十三、發表方式：
（一）海報發表：海報發表者需自備海報（規格 80cm * 120cm）
，需於研討會
當天上午 10 點前，於規定張貼地點張貼完畢，並於排定時間於海報張貼
地點就位，以便回答提問者之問題，大會將由海報式發表主持人至每個
張貼地點提問，如未至海報張貼地點之發表者恕不發給發表證書。
（二）口頭發表：口頭發表者請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五)前，將所發表之 PPT
檔 e-mail 給大會。

附件一

交通指引

1.南下過「水上交流道」（270.4 公里）約 2.5 公里，可抵達「嘉義系
統交流道」（272.9 公里），轉由 82 號快速道路西行往鹿草朴子方
向，至祥和交流道下往學府路一段方向行駛即可抵達本校。
2.北上過「新營收費站」（280.7 公里）約 8 公里，可抵達「嘉義系
統交流道」（272.9 公里），轉由 82 號快速道路 西行往鹿草朴子
方向，至祥和交流道下往學府路一段方向行駛即可抵達本校。

1.南下過「中埔交流道」（297.5 公里）約 1.5 公里，可抵達「水上系
統交流道」（300.6 公里），轉由 82 號快速道路西行往鹿草朴子方
向，至祥和交流道下往學府路一段方向行駛即可抵達本校。
2.北上過「白河交流道」（311.7 公里）約 11 公里，可抵達「水上系
統交流道」（300.6 公里），轉由 82 號快速道路 西行往鹿草朴子
方向，至祥和交流道下往學府路一段方向行駛即可抵達本校。

1.往南走省道台一線至水上 168 號縣道十字路口右轉西行，至嘉義縣
政府前一個紅綠燈左轉 45 號縣道 1 公里左側。
2.北上到水上鄉南靖村，轉由 82 號快速道路西行往鹿草朴子方向，
至祥和交流道下往學府路一段方向行駛即可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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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身分證字號

別

□ 男

出生年月日 民國

服 務 單 位

職

□ 女
年

月

日

稱

通 訊 地 址 □□□
(H)
聯 絡 電 話 (O)

E-mail

(手機)
□ 是 論文題目：
論 文 發 表
□否
□校外發表暨參加註冊費 500 元
費

用 □校內發表暨參加註冊費 300 元
□參加註冊費 100 元

膳 食 調 查 □葷食 □素食
※註冊費：(含證書、午餐、茶敘、保險及大會資料)
※報名及投稿費用繳交方式：請購買郵政匯票
戶名：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連同報名表以掛號郵寄至：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民生籌備學院 官佩穎/鄭伊倫 院秘書 收
備
註
61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 51 號
05-3622889 #819 或 839
※註冊暨繳費截止日期：報名及參加論文發表者請於 2014 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報名繳費。若已繳費完成者，
恕難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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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表
活動
時間

10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
活動內容

08:00-08:20
08:20-08:30
08:30-10:10
10:10-10:30
10:30-12:10

報到 (F-211)
開幕典禮
學者專題演講 (一)
茶敘

12:10-13:20

午餐
海報式論文發表提問 (E-320 走廊)

13:20-15:00
15:00-15:20
15:20-17:00

論文發表暨實務論壇 (一)
茶敘
論文發表暨實務論壇 (二)

學者專題演講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