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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度運動場館業研習會 

實施計畫 

壹、 辦理目的 

近年來國人對於健康追求及重視程度日漸攀升，國內運動場館不

乏健身中心、游泳池及各類球場等。除了協助運動場館業者能在營運

管理業務方面更加精進外，同時追求更優質之顧客管理關係，提升國

民運動品質，健全運動場館業消費保護環境，並串連運動場館業與各

運動產業鏈，本署特舉辦本場研習會，期透過安排游泳池風險管理、

運動場館業性別平等、場館科技運用及消費者保護實例分析等專業講

座，有效輔導國內運動場館經營業者及縣市政府承辦主管及相關人員，

以提升運動場館業營運、服務品質及消費者保護知能。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承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參、 會議資訊 

一、 會議日期：109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一) 

二、 會議時間：09：00-16：50 

三、 會議地點：臺北市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肆、  報名資訊 

一、 報名人數：以 100 人為限，額滿為止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9EqMka 

三、 聯絡人：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胡博凱 專案助理 

https://reurl.cc/9EqM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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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聯絡電話：02-28861261*19 

五、 聯絡信箱：tassm0019@gmail.com 

六、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07 月 29 日(三)下午 5 時止。 

七、 參加對象： 

(一) 各縣市政府相關業務承辦主管及人員。 

(二) 運動場館業者：含國民運動中心委外營運、健身中心、游泳

池等從事競技及休閒體育運動場館業者。 

mailto:tassm0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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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資訊 

一、 詳細日程表請參考附件一。 

二、 課程說明：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一 游泳池營運風險管理 
1. 游泳池經營常見內部或外部風險因

素分析說明 
2. 實際案例說明分享 

二 運動場館業性別平等專題 

1. 運動場館業界職場常見性別爭議案

例分享 
2. 運動場館業界消費者與業者常見性

別爭議案例分享 

三 運動場館未來進行式 
1. 未來運動科技新趨勢 
2. 運動科技與運動場館整合案例說明 

四 消費者保護爭議案件分析 運動場館業常見消費爭議樣態說明 

陸、 其他資訊 

一、 參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申請公(差)假及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之規定報請相關交通、住宿費用。 

二、 本次研習會備有午餐、茶點以及會後餐盒。此外為響應環保，

建議自備水杯及環保筷。 

三、 本次研習會將依實際簽到退紀錄提供與會人員 6 小時之公務

人員研習時數及研習證書，請假逾 1 小時者將不予核發。 

四、 研習會場相關交通資訊可參考附件二。 

五、 本次研習會與「2020 臺灣運動產業博覽會」合作舉辦，對博覽

會有興趣的先進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portIndustryEXPO/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portIndustry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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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年度運動場館業研習會 

日程表 

時間 活動／課程 講師 

09:00-09:15 15 分 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09:15-09:25 10 分 開幕儀式 

09:25-10:35 70 分 運動場館業性別平等專題 
國立臺灣大學 
蔡秀華 教授 

10:35-10:45 10 分 茶敘時間 

10:45-12:00 75 分 游泳池營運風險管理 
舞動陽光 

杜正忠 總經理 

12:00-13:20 80 分 午餐時間 

13:20-14:30 70 分 運動場館未來進行式 
智聯運動科技 
趙甦農 總經理 

14:30-14:40 10 分 茶敘時間 

14:40-15:50 70 分 消費者保護爭議案件分析 
臺北市政府 
消保官 

15:50-16:00 10 分 休息時間 

16:00-16:30 30 分 綜合座談 
1.教育部體育署代表 
2.講師代表 

16:30-16:50 20 分 簽退及領取餐盒 

16: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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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場地簡介－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圖 1 運動產業博覽會主會場交通地圖 

 

 

圖 2 運動產業博覽會主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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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 

 路線說明：從市民大道於光復南路匝道下，行駛方向由西往東

往「菸廠路」駛入 100 公尺後，右側即可看見「松山文創園

區」入口。 

 停車資訊：本園區最鄰近之停車場為臺北文創大樓地下收費停

車場，可由菸廠路（市民大道、光復南路口）駛入。 

 園內禁止行車，建議停車後步行入園。 

【臺北捷運】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從五號出口出站沿

光復南路步行至菸廠路（市民大道、光復南路口），約 550 公尺。 

【公車】 

 忠孝東路 （聯合報站）：202、212、212 夜、212 直、232 快、240

直、270、299、600、仁愛幹線、忠孝幹線。 

 光復南路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市民光復路口）：202、204、

235、254、278、278 區、282、288 區、672、承德幹線、669。 

【復康巴士】 

 茲因松山文創園區有數處出入口，請告知復康巴士司機，於「臺

北市菸廠路 88 號」，臺北文創大樓旁下車即可抵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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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Bike 微笑單車】 

 松山高中：基隆路一段 172 巷 15 號 對面人行道（松山高中）。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2 號出口）忠孝東路四段 / 光復南路口（西

南側）。 

 光復南路 22 巷巷口：光復南路 23 號對面人行道。 

【住宿地點建議】 

 名稱 地址 電話 
1 國聯大飯店 106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200 號 02-27731515 

2 
力麗哲園飯

店-台北館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213 號 02-2760 3399 

3 Hotelpoispois 106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四段 168 號 02-27711188 

4 首都飯店-松
山館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658 號 02-77375577 

5 蒲園商旅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76 號 02 27530772 
本場次研習會僅提供建議名單，如有需求請自行訂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