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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ort Management 

實施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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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5月 18-19日 

參、 活動地點：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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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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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徵稿主題：國際運動產業研究新趨勢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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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者請至學會網站的線上投稿頁面投稿(建議使用 IE 瀏覽器以正確上傳檔

案)，請先行選擇發表方式(口頭或海報發表)，最終發表方式由學術審查委員

會決定之。 

四、 投稿需提供中文及英文摘要，各以一頁為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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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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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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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楷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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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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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摘要內容為純文字，不包含圖表。 

九、 作者姓名等資料不可在稿件內文、檔名中註明。 

十、 投稿稿件檔名務必以”2019TASSM–[篇名]–發表方式”方式存檔，範例如

下：2019TASSM–國際運動產業研究新趨勢–口頭發表。 

十一、 填 寫 投 稿 表 單 (https://goo.gl/2kFFwm) 並 將 檔 案 寄 至 ：

tassm.paper@gmail.com，信件主旨同檔名。 

十二、 作者姓名、順序等資料於稿件送審後，一律不得更改。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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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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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投稿費用：報名費用已含投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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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投稿截止：108年 4月 19日（星期三）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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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報名方式 

一、報名：自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30日（星期二）止，請至 TASSM網站

(https://tassm.org.tw/)線上報名，報名人數以 150名為限。額滿為止。 

二、報名費用與繳交方式： 

1. 學會會員報名或發表，免收報名費用。 

(團體會員需由團體為單位統一報名，且以 10人為限) 

2. 非會員報名：不發表者繳交 200元報名費；發表者每篇酌收 500元。 

3. 優秀論文獎複選名單發表者，免收報名費用。 

《繳費方式》請完成繳費後，再填寫報名表單。繳費方式如下： 

請至 ATM轉帳繳費或全省各彰化銀行分行臨櫃匯款。 

轉帳及匯款帳號填寫方式: 61592+身分證字號英文代碼+身分證字號(共 16

碼) 

身分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對照如下: 

A:01、B:02、C:03、D:04、E:05、F:06、G:07、H:08、I:09、J:10、K:11、L:12、M:13、N:14、

O:15、P:16、Q:17、R:18、S:19、T:20、U:21、V:22、W:23、X:24、Y:25、Z:26 

例如： 

金小風,身份證字號為W102668993， 

轉帳及匯款帳號則為：6159223102668993(共 16碼) 

 

1. 若您選擇 ATM轉帳，使用彰化銀行帳戶轉帳則可免收手續費。 

轉帳帳號代碼 彰化銀行(009) 

轉帳帳號 61592+身分證字號英文代碼+身分證字號 

請注意繳交費用時間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務必保留您的單據或轉帳截圖畫面，以利後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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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您選擇臨櫃匯款請至全省各彰化銀行。 

填寫範例如下: 匯款後務必保留您的匯款單據，以利後續查詢。 

3. 繳費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前*收據將於研討會報到當天領取。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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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謝小姐 

傳真: 02-2886-1255 

E-mail: tassm2000@gmail.com 

網站: www.tassm.org.tw 

 

壹拾、 預期效益 

一、藉由舉辦的各式活動，促進臺灣與國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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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填寫格不夠，另

外兩碼可以寫在外

面。 



5 

 

壹拾壹、 1天半活動日程 (暫定)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日程 Schedule 

5/18 

(六) 

08：40~09：00 研討會參與者報到 

09：00~09：10 
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  

09：10~10：30 

專題演講(I) Keynote Speech(I) 

韓國運動產業產值研究與趨勢 

The Gross Incom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 Industry in Korea 

主持人：陳美燕教授  主講人： Dr. Sung-Bae Roger Park 

漢陽大學 

10：30~12：30 優秀論文發表 

12：30~13：30 
TASSM年會 

午餐 

13：30~15：00 

運動管理論壇(一) Forum of Sport Management(I) 

國際場館研究發展與趨勢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 Facility Research 

主持人：劉田修教授             主講人：康正男教授 

15：00-15：10 
茶敘 

Tea Time 

15：10~16：40 
口頭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5/19 

(日) 

09：30~10：00 
海報發表暨茶敘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Tea Time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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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產業科技導入之趨勢 

The Trend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Sport Industry 

主持人：陳成業教授          引言人：相子元教授 

11：30~12：00 
閉幕典禮暨優秀論文獎頒獎 

Closing Cere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