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募集：(严守期限) 截止当天日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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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查・审查结果通知：（严守期限）截止当天日期有效 

学术论文    2017 年 4月 1日～4月 30日 

海报论文      2017 年 4月 1日～4月 30日 

 

投稿论文全文截止：（严守期限）截止当天日期有效 

学术论文    2017 年 7月 31日 

海报论文      2017 年 7月 31日 

请按照规定格式撰写论文，将其 WORD文件提交到总会长和支部会长的信箱。 

 

全文审查・审查结果通知 

学术论文    2017 年 8月 31日まで 

海报论文      2017 年 8月 31日 

 

注意！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adcs-1.pdf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adcs-1.pdf


如在上述期限内尚未提交全文，学会认为是已放弃了投稿。 

请务必遵守截止日期。 

 

論文投稿规则・写作说明 

⇒论文投稿规则・写作说明参照此 PDF文件。English 

⇒ADCS 投稿规则中文版 PDF（『BULLETIN OF ADCS』（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学会论文

集）投稿规则 (中文版) ） 

 

学术论文稿件模版 

⇒学术论文模版请参照此 PDF文件。English 

 

海报论文稿件模版・写作说明 

⇒海报论文模版请参照此 PDF文件 

⇒海报论文写作说明请参照此 PDF文件（English） 

 

 

 

第 11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学术论文及海报论文的募集领域 

 

1. 国际环境下地域本土设计的文化继承・发展・创新 

亚洲不仅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是众多民族共存的热点地区。从北到南，从

东到西，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孕育了富有个性，多姿多彩的特色文

化。每个地域固有的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价值观，生气勃勃地栖息在亚洲各地。 

但是随着当今社会全球性的信息化，以及高速流通技术的发展，地域固有的生活

文化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急速增长的国际化进程中，不同地域应该如

何维持、继承、发展其独特的个性，将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 国际化、固有文化、生活文化的变迁、生活文化史、生活形态、现

场調査、设计考察、生活空间、生活工艺文化、传统与革新等。 

 

2. 实现富裕社会的可持续性共生环境设计的继承・发展・创新 

近年来，人类针对自产业革命以来的消费行为进行的自我反省，各国政府也大力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1-kitei.pdf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2-kitei-ch.pdf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2-kitei-ch.pdf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3-youshiki.pdf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5-poster-paper-warituke.pdf


提倡环境保护、绿色生活等概念。为了追求富饶的物质生活环境，人类已经过量

地榨取、消费自然资源。这样的过量消费，给自然环境增加了不可计量的负担。 

丰富的物质生活不能保证丰富的精神生活。恶劣的生活环境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精

神负担。应该如何构筑“真正的富裕社会”， 将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回顾历史，先人们在其生活文化中展现出基于“可惜”“知足”“八成满足”等

概念的众多实践实例。共生环境的继承・发展・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课题。 

 

【关键词】绿色设计、环境保护、资源再生、3R、一物全体活用、天人合一、富

裕社会的评价指标、可持续性、共生环境、可惜（简约）、少物生活、节俭志向等。 

 

3. 针对地域孕育出有形・无形设计文化资源的再评价和地域振兴 

需要对不同地域所孕育的有形・无形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与审视再评价，设身处地

地探索与实践相关方法，开拓地域文化新的境地。 

有形是无形的具体表现，以有形的物质为出发点，探寻隐藏于表面之下的无形价

值观与世界观。理解与把握地域的研究工作需要整体考察此有形和无形之间的相

互关联。 

所有有关地域振兴的实践，只有通过有形和无形的综合性考察，才能变成可行。 

 

【关键词】地域活性化、地域设计、地域链接设计、地域资源活用设计、社区营

造、地域工艺、生活技术、标识・标志、文化遗产、创意设计、传统造型、休闲

文化、文化观光、观光设计、服务设计、景观设计等。 

 

 

 

摘要・论文提交与审查的流程 

摘要募集 

学术论文 2017年３月 31日 

海报论文 2017年３月 31日 

请填写指定格式的申请书，提交到总会长或各支部会长的信箱。 

每个代表研究者所能投稿的学术论文上限为 3篇，海报论文上限为 3篇。 

↓ 

摘要审查与结果通知 



学术论文 2017年 4 月 1日～4月 30日 

海报论文 2017年 4 月 1日～4月 30日 

↓ 

全文截止 

学术论文 2017年 7 月 31日 

海报论文 2017年 7 月 31日 

全文按照指定的格式写作，提交到总会长或各支部会长的信箱。 

↓ 

全文审查与结果通知 

学术论文 2017年 8 月 31日 

海报论文 2017年 8 月 31日 

有关研讨会口头发表，本学会将与最终审查合格者进行联络，再决定具体发表者。 

海报论文者，需当天携带以 A1 尺寸打印的海报，在大会会场的指定位置上张贴。 

 

注意：  

如在上述期限内尚未提交全文，学会认为是已放弃了投稿。 

请务必遵守截止日期。 

 

 

有关 ADCS论文集 NO.11 BULLETIN OF ASIAN DESIGN CULTURE SOCIETY ISSUE NO.11 

 

■ADCS 论文集 NO.11，本学会受理用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文、日文撰

稿的学术性论文以及海报形式的论文。均为审查论文。 

■每个代表研究者所能投稿的学术论文上限为 3篇，海报论文上限为 3篇。 

■论文请遵守写作规范所记载的内容。学术论文页数（包括摘要）必须为偶数（最

少为 2页，最多为 12 页，海报论文请务必将所写内容压缩在 A4纸１页范围内。 

■ADCS论文集 NO.11（印刷版及 CD版）预定在 2017年 10月发行。如投稿论文通

过论文摘要审查和最终审查（需按时提交投稿全文并通过学会论文审查），投稿论

文方可刊登在本论文集中。 

■论文撰稿者需负担如下费用 (此费用还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论文撰写代表者： 



论文审查费及论文集费用（印刷版）：每刊登学术论文 1 篇为 RMB400 元(8,000 日

元)；每刊登海报论文 1篇为 RMB200元(4,000日元) 

论文审查费及论文集费用(光盘版)：每刊登学术论文 1篇为 RMB300元(6,000日元)；

每刊登海报论文 1篇为 RMB150元(3,000日元) 

 

论文共同撰写者请另外购买论文集，购买价钱为：印刷版１冊 RMB200 元(4,000日

元)、光盘版１张 RMB100 元(2,000日元)。我们将以同样的价格对撰写者以外的研

究者出售本论文集。 

 

未支付论文审查费及论文集费用者，我们将公告此论文未被 ADCS论文采用。 

 

■论文集邮寄费及其手续费 

不参加国际大会的论文撰写者，邮寄 ADCS论文集 NO.11（印刷版或光盘版），另收

取邮寄费及其手续费 RMB50元(1,000日元)。 

 

■国际大会注册费 ■交流会（提供晚餐）参加费 ■会议举办地域的参观学习费 

■有关住宿的参考信息 

 

有关第 11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大会的注册费，国际大会结束后的交流会（提

供晚餐）的参加费，预定在 10 月 29 日实行的参观学习的观摩费，有关住宿的参

考信息等，另外通知。 

 

 

 

大会名

称 
第 11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时期 
2017年 10月 28日（星期六）～29日（星期日） 

28日：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29日：会议举办地域的参观学习 

プログ

ラム 

■10 月 28日（星期六）ADCS冲绳大会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首里当藏町校区(campus)） 

 

8:00- 8:45 报到 



9:00- 9:40 开幕式 

9:45-12:00  口头发表・海报发表 

发表 10分 提问５分 

12:00-13:00（中餐 盒饭） 

13:00-14:00 讲演会 

「有关干漆立体堆锦像技术与技法 

〜在冲绳和平祈念像中运用的传统漆工技术〜」 

糸数政次先生（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教授 漆工专业） 

14:00-15:00  口头发表・海报发表 

发表 10分 提问５分 

15:00-15:20 （休息 下午茶） 

＊学生 Lobby：冲绳县立艺术大学讲师・学生作品等展示（整天） 

15:20-17:00  口头发表・海报发表 

发表 10分 提问５分 

17:10-17:45  闭会 

18:00-20:00  交流会（艺术大学餐厅） 

琉球舞蹈 

【前半部的节目】１．Kagiyade-Fu(宴会开场舞)２．Yuchidaki(四片竹舞) 

【后半部的节目】１．Tanchame(谷茶前) ２．Kurushima Kuduchi(黑岛口说) 

■10 月 29日（日）会议举办地域的参观学习（参观地点及具体日程尚未确定） 

暂定为首里城・浦添市美术馆・和平纪念塔（参观干漆立体堆锦像）等地 

9:00 在那覇市内集合、用巴士移动 

9:30-11:30  参观学习 

12:00-13:00  午餐 

13:30-16:00  参观学习 

结束之后，在那覇市内解散 

会 场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首里当蔵校区：〒903-8602冲绳县那覇市首里当蔵町 1-4 

交通・

宾馆 
有关会场及周围宾馆的参考信息 ⇒具体内容请点击此处 

主 办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 

共 办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http://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wp/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access.pdf


 

 

路线 

 

保存完毕 

保存 

 

表示放大地图 

 

召开冲绳国际研究发表大会之际，本学会发行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论文集第 11

号”（BULLETIN OF ADCS ISSUE No.11）的印刷版与光盘版。敬请查看本协会的

宗旨，并踊跃投稿您在平日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成果论文。 

本学会欢迎您出席冲绳县立大学召开的国际研究发表大会，与亚洲各国各地区的

研究者共聚一堂，交流各自的设计文化研究与实践成果，共同探索设计文化的发

展与发扬。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 

总会长 

 

返回本页顶部 

 

 

https://maps.google.com/maps?ll=26.219893,127.716975&z=17&t=m&hl=ja-JP&gl=JP&mapclient=embed&daddr=%E3%80%92903-0812%20%E6%B2%96%E7%B8%84%E7%9C%8C%E9%82%A3%E8%A6%87%E5%B8%82%E9%A6%96%E9%87%8C%E5%BD%93%E8%94%B5%E7%94%BA%EF%BC%91%E4%B8%81%E7%9B%AE%EF%BC%94@26.2193159,127.7189172
https://maps.google.com/maps?ll=26.219893,127.716975&z=17&t=m&hl=ja-JP&gl=JP&mapclient=embed&daddr=%E3%80%92903-0812%20%E6%B2%96%E7%B8%84%E7%9C%8C%E9%82%A3%E8%A6%87%E5%B8%82%E9%A6%96%E9%87%8C%E5%BD%93%E8%94%B5%E7%94%BA%EF%BC%91%E4%B8%81%E7%9B%AE%EF%BC%94@26.2193159,127.7189172
https://maps.google.com/maps?ll=26.219893,127.716975&z=17&t=m&hl=ja-JP&gl=JP&mapclient=embed&q=%E3%80%92903-0812%20%E6%B2%96%E7%B8%84%E7%9C%8C%E9%82%A3%E8%A6%87%E5%B8%82%E9%A6%96%E9%87%8C%E5%BD%93%E8%94%B5%E7%94%BA%EF%BC%91%E4%B8%81%E7%9B%AE%EF%BC%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