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ort Management 

  實施計畫 

 

壹、 計畫目標 

一、 促進臺灣與國際運動管理學者專家交流、接軌，拓展國際視野。 

二、 建立我國與其他國家運動管理領域產官學界人士之情誼。 

三、 銜接國際運動管理發展之議題。 

四、 提升臺灣運動管理學術研究品質。 

貳、 活動日期：2018 年 05 月 26-27 日 

參、 活動地點：建國科技大學(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三、 協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伍、 研討主題：大型運動賽會規劃及傳承 

陸、 研討型式 

一、 專題演講：邀請國際級相關領域學者，針對主題進行精闢演講。 

二、 運動管理論壇：邀請國際級學者專家，針對全球運動管理趨勢進

行深度座談。 

三、 論文發表：包含海報及口頭之運動管理學術發表。 

柒、 徵稿主題：運動管理相關主題之研究，皆歡迎投稿發表 

捌、 投稿說明： 

一、 發表形式： 

(1)口頭發表：20 分鐘口頭發表(15 分鐘發表，5 分鐘提問及討論) 



(2)海報發表 (海報製作尺寸為直式 90cm x 120cm) 

二、 凡曾於他種刊物、研討會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審稿。 

三、 投稿者請將摘要寄至 tassm2000@gmail.com。 

四、 來信之信件請註明 

1. 篇名 

2. 投稿者姓名與單位(最多四位) 

3. 投稿者排序 

4. 通訊作者及聯絡方式 

5. 發表方式為海報還是(口頭最終發表方式由學術審查委員會

決定之) 

五、 投稿需提供中文及英文摘要，各以一頁為限。 

六、 摘要版面請設定A4版面、內文 12號字，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字型、單行間距。 

七、 中英文摘要範例：  

臺灣地區馬拉松賽會…(18號字、字體加粗、置中、單行間距) 

 

摘 要(標楷體、14號字、粗體、置中、單行間距) 

摘要內容(摘要後直接開始內容不空行、首行空格 2 字元、新細明體、12

號字、左右對齊、單行間距) 

 

關鍵詞：(關鍵詞前空一行、標楷體、12號字、粗體、左右對齊、單行間距) 

 

A Study of Framework ..( 16 號字、字體加粗、置中、單行間距)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14 號字、粗體、置中、單行間距) 

摘要內容(摘要後直接開始內容不空行、首行空格 2 字元、Times New 

Roman、12 號字、左右對齊、單行間距) 



 

Keywords: (關鍵詞前空一行、Times New Roman、12 號字、粗體、左右對齊、

單行間距，除專有名詞外一律小寫) 

 

八、 摘要須包含：發表題目、發表內容(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

結果、討論)、關鍵詞(至多 5 個)。 

九、 摘要內容為純文字，不包含圖表。 

十、 作者姓名等資料不可在稿件內文、檔名中註明。 

十一、 作者姓名、順序等資料於稿件送審後，一律不得更改。 

十二、 論文接受並於本研討會發表者，同意無償授權本會集結發行

論文集，且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

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

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

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十三、 獎勵：本次研討會將評選優秀論文獎，得獎者將致贈獎狀乙

紙，並得優先推薦刊登於「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中 (需提供

全文並由本學報審查委員審查推薦，且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刊

登)。 

十四、 投稿費用：報名費用已含投稿費用 

十五、 投稿截止：2018 年 3 月 30 日 (五) 

十六、 凡本研討會審稿接受之發表第一作者，皆須報名本研討會，始

可於本研討會發表。 

  



玖、 報名方式 

一、 報名：請至 TASSM 網站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二、 報名費用與繳交方式： 

項目 身份 費用 費用內容 / 備註說明 

發表論文 非會員 NT 1,500 元 

大會手冊、論文審查費用以及論文光碟 早鳥優惠

NT 1,200 元 

發表論文 會員 NT 1,000 元 

大會手冊、論文審查費用以及論文光碟 早鳥優惠

NT800 元 

與會不發表

（用餐） 

非會員、

會員 
NT 800 元 大會手冊及論文光碟 

早鳥優惠：請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前報名並完成繳費，如未於規定時間內繳

費則以原價繳交。 

《繳費方式》請先完成繳費再進行線上報名。繳費方式如下： 

繳款方式 匯款資料 注意事項 

ATM 轉帳、 

匯款 

郵局帳號： 

00022310079221 

戶名: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

會劉田修 

1.請於報名表單中填寫，您的匯款

帳號後 5 碼以便核對。 

2.如為無摺存款請把收據掃描或拍

照寄至學會信箱。 

3. 因作業程序與流程將不提供現

場報名。 

※ 參與論文發表者： 

繳費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 收據將於研討會報到當天領取 

※ 不參與論文發表者(與會不發表)：繳費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11 日前 

* 收據將於研討會報到當天領取 



壹拾、 聯絡單位 

報名問題請洽：02-2886-1261*15 趙先生 

投稿問題請洽：02-2886-1261*13 呂小姐 

傳真: 02-2886-1255 

E-mail: tassm2000@gmail.com 

網站: www.tassm.org.tw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藉由舉辦的各式活動，促進臺灣與國際120位運動管理學者專家交流，

拓展國際視野。 

二、透過國際研討會之舉辦，我國將可與其他國家運動管理領域產官學界人

士建立情誼，並與國際潮流接軌。 

三、藉由各項運動管理發展之重要議題發表、探討，提升臺灣運動管理學術

研究品質。 

  



1 天半活動日程 (暫定)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日程 Schedule 

5/26 

(六) 

09：00~09：30 研討會參與者報到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Check In 

09：00~09：30 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 

09：30~10：30 
專題演講 (一) Keynote Speech I 

主持人：待聘             主講人：待聘 

10：30~12：00 
專題演講 (二) Keynote Speech II 

主持人：(待聘)             主講人：蘇麗瓊(待聘) 

12：00~13：30 
TASSM 年會 TASSM Assembly 

午餐  Lunch Break 

13：30~14：00 海報發表(一)Poster Presentation I 

14：00~15：30 

運動管理論壇(一)Forum of Sport Management I 

主持人：待聘          

引言人：國立體育大學 葉公鼎教授(待聘) 

        台北市政府體育局(待聘) 

15：30~17：30 口頭發表(一)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 

5/27 

(日) 

09：00~10：30 

運動管理論壇(二)Forum of Sport Management II 

主持人：待聘           

引言人：國立體育大學 邱炳坤教授(待聘) 

        世大運(待聘) 

10：30~11：00 海報發表(二)Poster Presentation II 

11：00~12：00 口頭發表(二)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I 

12：00~12：30 閉幕典禮 Closing Cere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