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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1 
通 知 

第十三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in 日本・浦安市 

2019 年 12 月 7 日（周六）〜8 日（周日） 
 
大会名称   第１３回アジアデザイン文化学会国際研究発表大会 

第十三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时    间    2019 年 12 月 7 日（周六）〜8 日（周日） 
                 7 日：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8 日：考察 
会    场   浦安市文化会馆 
        所在地：〒279-0004 千叶县浦安市猫实 1 丁目 1-2 
主    办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 ADCS 

***** 
国际研究发表大会将发行纸质版及 CD 版的 
“ADCS 2019 研究发表大会摘要论文集”。 

（Research Outline Papers ADCS 2019） 
我们期待您参加将在浦安市召开的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敬请大家查阅大会宗旨， 
并将平日的研究与实践总结为研究发表摘要，积极踊跃投稿。 

国际研究发表大会，将会是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欢聚一堂， 
对各自的设计文化研究与实践成果， 

进行充分的思考，相互交流的宝贵的机会。 
我们将各支部研究发表摘要提交期限， 

延期到 10 月 20 日。尚未提交者，请抓紧时间提交。 
具体请参考◾研究发表摘要论文：投稿到刊登，发表的流程！ 

◾研究发表摘要论文征集领域 （如下刊载） 
◾“研究发表摘要”执笔要领 （与以前公开的内容一样） 

以前公开过的“论文写作范文”等内容。 
 

アジアデザイン文化学会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 
总会长 宫崎清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 ADCS 网站 URL 如下 
https://asian-design-cultural-soci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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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 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主题：基于设计文化理念的地域生活文化的创新 

研究发表摘要 征集领域 
13th 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征集下列三个领域的研究发表摘要。 
1. 全球化进程中地域固有的设计文化的继承・发展・创生 

【关键词】国际化、本土文化、生活文化的变迁、生活文化史、生活形态、 
田野調査、设计考察、生活空间、生活工艺文化、传统与革新等。 

2. 构筑真正富裕的可持续性共生环境设计的维持・继承・创生 
【关键词】绿色设计、环境保护、资源循环、3R、一物全体活用、天人合一、 

富裕的指标、可持续性、共生环境、可惜（简约）、少物生活、节俭意识等。 
3. 针对地域孕育出的有形・无形生活文化资源的再评价和地域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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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表摘要”执笔要领 
具体参考⻚面“论文投稿规则”的内容。 
本文执笔语言为汉语，韩语，日语或英语以外其他国家语言时，格式如下： 

●文档形式：MSWord 文件    ●A4 ⻚面共 2 ⻚ 
●⻚边距：上下 25mm，左右 25mm 
●栏数：1 栏，每行 47 个字，每⻚ 45 行 
●正文：10pt 宋体 
●标题：10pt 黑体加粗 
●章与章之间加一个空行。 
●由编辑委员会加⻚码。 
●其他具体要求，请参考另附的“亚洲设计文化学会论文执笔要领”。 

本文执笔语言为英语时，请参照“论文执笔要领・写作范文”。 
摘要的排版格式，具体请参考另附的写作范文。 

 
 
◾“研究发表摘要”投稿截止期限（严守期限）2019 年 10 月 20 日 
请将研究发表摘要申请表和研究发表摘要的完整版面稿件（Word），发送到下列邮箱。 
每位研究者可以作为研究代表的投稿数量上限为 3 篇。 
所有投稿者：总会⻓ 宮崎清   miyazaki.kiyosi@lapis.plala.or.jp 
中国：中国支部会⻓ 刘俊哲   liureal@126.com 
韩国：韩国支部会⻓ 禹在勇   woo@nagano.ac.jp 
台湾：台湾支部会⻓ ⻩世辉   hwangsh@yuntech.edu.tw 
日本：日本支部会⻓ 宮崎清    miyazaki.kiyosi@lapis.plala.or.jp 
印度尼⻄亚：支部会⻓ dedy wahjudi dedywahjudi@gmail.com 
孟加拉国：支部会⻓ masum iqbal  masumiqbal@gmail.com 
其他国家：总会⻓ 宮崎清  miyazaki.kiyosi@lapis.plal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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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表摘要：投稿，刊登，发表的流程 

投稿期限（严守期限）2019 年 10 月 20 日 
将发表摘要申请表和研究发表摘要完整版面稿件（Word A4/2 ⻚）， 
按照学会规定格式制作，向总会⻓、各支部会⻓提交。 

⇩ 
学会审稿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审查摘要的宗旨和格式等内容是否符合学会的要求， 
如果有不当之处，将会联络投稿代表者进行修改，再次提交。 

⇩ 
结果通知  学会联络投稿代表者 〜2019 年 11 月 5 日 
⇩ 
通知发表日程与要领  学会联络投稿代表者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3thADCS 研究发表大会“研究发表摘要论文”申请表（格式） 
请填写“研究发表摘要论文”注册表，并做好研究发表摘要完整版面稿件（Word）， 
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严守期限）之前，投递总会⻓或各支部会⻓的信箱里。 
每位研究者可以作为代表投稿的数量上限为 3 篇。 
 
 
研究发表 
论文摘要 
主题 

 
用日语・汉语・韩语记述。如有副题，请副题也填写。 
 
 
英文 

 
研究发表 
摘要论文 
领域 

 
请填写下列论文征集领域号码。可选多数。 

１．全球化进程中地域固有的设计文化的继承・发展・创生 
２．构筑真正富裕的可持续性共生环境设计的维持・继承・创生 
３．针对地域孕育出的有形・无形生活文化资源的再评价和地域振兴 
 

 
 

姓名：                                           
 
单位：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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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概要   可能会有细部变更 

12 月 7 日（周六）   会场：浦安市文化会馆 
             9:15 开始报到 浦安市文化会馆 
             ９:50 〜 12:00 ADCS 总会   1F 小礼堂 
                                    浦安市⻓  致辞 
                                  ADCS 总会⻓  致辞 
                                  各支部会⻓介绍 致辞 
                                  ADCS 的活动报告 放映视频 
            13:00 〜 14:30     基调演讲   3F  大会场 
            15:00 〜 17:20     研究报告   3F  4 个会场 每件报告与交流共 15 分钟 
            18:00 〜 20:00     恳亲会     3F  恳亲会场 
  

  12 月 8 日（周日）  东京都内的传统与创新设计领域的参观・研修 
 
◾第１３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 费用 

ADCS 论文集 NO.13 SAMMER CD 版 已刊行 
论文执笔者所需负担的费用 

      每刊登一篇学术论文 4,000 日元  含论文审查・论文集编辑・论文集制作费 
      ●学会送一张 CD 版论文集，给论文代表执笔者。 
      ●其他论文共同执笔者需要支付 2,000 日元，学会送⼀张 CD 版论文集。 

ADCS 论文集 NO.13 WINTER CD 版 刊行预定日为 2019/12/07 
随时受理。论文审查至少需要一个月。请留意！ 
论文执笔者所需负担的费用  每刊登一篇学术论文 5,000 日元（预定价格） 

      ●学会送一张 CD 版论文集，给论文代表执笔者。 
      ●其他论文共同执笔者需要支付 2,500 日元，学会送⼀张 CD 版论文集。 

ADCS2019 研究发表大会摘要论文集 CD 版  刊行预定日为 2019/12/07 
正在受理中。请填写研究发表摘要注册表，并按照“论文写作范文”排版，研究发表摘要
完整版面稿件（Word A4/2 ⻚），提交于各支部会⻓或总会⻓。 
稿件提交期限：10 月 20 日 严守期限！ 

论文执笔者所需负担的费用  每刊登一篇学术论文 3,000 日元（预定价格） 
      ●学会送一张 CD 版论文集，给论文代表执笔者。 
      ●其他论文共同执笔者需要支付 1,500 日元，学会送⼀张 CD 版论文集。 
 
◾国际研究发表大会参加费     8,000 日元（包含午餐费和茶果费） 
◾恳亲会参加费               4,500 日元 
◾考察参加费                 5,000 日元 
 
如上参加费用与论文集费用，请提前交给各支部会⻓。 
各支部会⻓总结上述费用，附上明细，并转交总会⻓所指定的会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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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12 月 8 日（周日） 东京都内传统与创新设计领域的参观・研修  

考察行程安排： 
浦安 Brighton Hotel（8:45 集合 9:00 启程）  
→ 赤坂迎宾馆（⻋上拍照）  
→ 新国立竞技场（⻋上拍照）  
→ 传统工艺⻘⼭⼴场（参观，购物）11:00〜12:00  
→ 国会议事堂（⻋上拍照）  
→ 皇居二重桥（参观，散步）12:15〜12:45  
→ 浅草ʻ三定ʼ（中餐）13:30〜14:30  
→ 浅草寺ʻ仲⻅世ʼ（参观，散步）14:30〜15:00  
→ 浦安 Brighton Hotel 16:00 左右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