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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兩岸體育運動史暨體育運動管理學術研討會 

 

壹、 研討會計畫：2016年兩岸體育運動史暨體育運動管理學術研

討會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體育處 

參、主辦單位: 台灣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 

              台灣體育運動史學會、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肆、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國際及兩岸處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學系 

伍、協辦單位：台灣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各一級單位 

陸、研討會主題：一、兩岸體育史文化傳承與發展 

                二、兩岸體育運動管理文化傳承與發展 

柒、參與人員與人數： 

    參與人員擬邀請海峽兩岸體育學者、研究生及臺灣地區中

小學教師及對體育運動史及管理學術研究有興趣者，共計約200

人，詳如下述。 

一.大陸專家學者 10人。 

二.臺灣專家學者 50人。 

三.研究生 50人。 

四.中小學教師及對體育史及管理學術研究有興趣者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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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研討時間與地點： 

 一.研討時間：2016年 10月 28日（星期五） 至 29日（星期六） 

 二.研討地點：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圖資大樓及視聽教室 

玖、研討方式與內容 

     研討會形式採專題演講、學術論文發表方式實施，研討會

進行方式如下述： 

一.專題演講 2大場。每場設主持人 1人及主講人 2人。各發表 30

分鐘總共每場 60分鐘專題報告。 

二.學術論文發表 

（一）口頭發表，擇優錄取數十篇，每場次 20分鐘，發表 10分鐘，提問

10分鐘，主持人講評、串場共 5分鐘。 

（二）海報發表，擇優錄取數十篇，海報規格寬 90cm×長 120cm。 

三.兩岸體育論壇: 主持人由兩岸各乙位專家學者共同主持，引言人

各由兩岸 2位學者，討論時間為 100-120分鐘。 

拾、研討會徵文範圍及相關規範  

一、徵文範圍： 

凡符合徵文指南範圍（大會主題及子題）且未在全國性學術會

議或公開刊物上發表過的論文均可報送。徵文指南僅為選題提供參

考，不作為論文題目，投稿者可從不同層面、不同視角確定具體研

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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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送論文要求 

1、每位作者以第 1作者身份報送的論文限 1篇，論文僅需報送摘要即可。 

2、論文摘要。摘要應精簡寫明研究目的、方法、研究結果、研究結論與建議， 

   附上關鍵詞，內容 300-500字為原則，不得有圖表，論文題目不超過 30 個 

   漢字。提交摘要時請附作者、學校和聯繫方式（手機、郵箱和通訊地址）。 

3、論文集的編印出版。研討會編印出版文集時，僅對被錄取論文摘要做字體、 

  字型大小及版式方面的編輯，不再進行文字加工，請作者文責自負，並自留 

  底稿。 

三、投稿截止日期 

1、論文摘要提交時間為國內學者 2016年 9月 30日（星期五）。

大陸學者投稿報名截止為 2016年 7月 20日（星期六）。 

2、費用:國內學者投稿者繳交 1200元(含審稿費、會議手冊、發

表費及會議期間 2天午餐費等) 。大陸學者投稿與參加收費

3000元人民幣(含入台簽證費、審稿費、會議手冊、發表費及會

議期間 3天餐費、住宿費及參訪費用等) 。 

3、僅報名參加者酌收 400元(含會議手冊、發表費及會議 

    期間 2天午餐費等) 。 

4、 論文發表及參加者大會閉幕發予論文發表及參加證明書｡  

四、投稿及報名參加費用由台灣體育史學會負責收費。 

五、聯繫方式 

（一）台灣體育史學會、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聯繫人：許龍池秘書長, 電話:07-6158000-6411； 0933660529 

電子信箱：許龍池 <hlch@stu.edu.tw> 

   通訊地址：高雄市燕巢區衡山路 59號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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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議程表 

2016年兩岸體育運動史學術暨體育運動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一日 10月 27日（星期四） 

時間 內 容 

14:00- 

17:00 兩岸專家學者報到 

18:00- 

20:00 歡迎晚宴 

第二日 10月 28日（星期五） 

8:40- 

9:10 

開幕 

主持人:各級長官、樹德科技大學朱元祥校長、台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會劉田修理事長、台灣體育史學會王建臺理事長 

9:10- 

10:10 

專題演講(一)體育建築設施規畫與景觀管理 

主持人:高俊雄校長(國立體育大學) 

主講者: 由文華教授(西安建築科大主任)  

  黃煜處長(高雄市體育處)  

10:20- 

12:00 

兩岸體育管理論壇(一)兩岸體育運動管理現況與願景 

主持人: 台灣學者 

        張瑞林院長(吉林體育學院) 

             與談人: 邱炳坤教授(國訓中心執行長)  

                     康正男教授(台灣大學主任)  

                     鄔向明副局長(珠海事文化體育旅遊局) 

                     蕭煥禹教授(上海體育學院)                               

12:00- 

13:30 

午餐與海報發表 

(許龍池. 康正男.陳武雄教授等 5人) 

13:40- 

14:40 

專題演講(二) 兩岸體育史觀建構與願景 

主持人: 邱金松榮譽教授(國立體育大學) 

主講者: 李重申教授(蘭州理工大學) 

                     范春源教授(台東大學主任)  

14:40- 兩岸體育史論壇(一) 兩岸體育史文化的發展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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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主持人: 台灣學者 

  李重申教授(蘭州理工大學) 

   與談人: (台灣大陸各 2人)  

          李先國教授(上海交通大學) 

              周瑤教授 (浙江台州學院院長) 

16:30- 

17:30 

口頭論文發表 1.2.3.4.5 

主持人:戴麗淑主任、費薇娜教授(西安文理學院主任)等 5人          

18:00- 

20:00 晚宴 

第三日 10月 29日（星期六） 

8:30- 

9:30 

口頭論文發表 6.7.8.9.10 

主持人:劉永元、陸淑綺(蘭州)等 5人 

9:30- 

11:30 

論壇(三)體育歷史與體育管理的對話 

主持人: 台灣學者 

            席玉寶教授 (安徽師範大學院長) 

             與談人: (台灣管理 1人)  

呂志剛教授(四川大學院長)( 管理)  

                 邵曉軍教授 (西安學前教育學院主任)  

   (管理與歷史) 

                      (台灣歷史 1人) 

                     崔麗教授(成都體育學院)  (歷史)                           

11:30- 

12:00 

閉幕典禮 

主持人: 各級長官、樹德科技大學朱元祥校長、台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會劉田修理事長、台灣體育史學會王建臺理事長 

12:00- 

13:30 午餐 

14:00- 

17:00 佛光山參訪、聯誼及考察 

18:00- 

20:00 歡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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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2016年兩岸體育運動史暨體育運動管理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中文  性  別 □ 男      □ 女 

英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參加方式 

□ 參加會議 

□ 發表論文 

(□口頭□海報，最後結果由大會審查委員決定)及參加會議 

發表論文題目 
 

 

發表論文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通訊作者： 

餐食 □ 葷食              □ 素食 

報名費 
□ 台灣學者(含餐費、手冊、茶點、審稿費等)1.投稿者:1200元 

   2.僅報名參加者 400元 

注意事項 

1.研討會日期：2016年 10月 28-29日（星期五-六） 

2.繳費方式： 

戶名:台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行別:高雄市燕巢區鳳山厝郵局 

帳號:0101523-0124996 

統編:134546996 

3.報名聯絡人：許龍池 0933660529 

電話：(O)(07)6158000-6411 

電子信箱：許龍池 <hlch@stu.edu.tw> 

＊ 收據將於研討會報到當天領取。  

4.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 9月 30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