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 年度體育學術研討會參加辦法
一、宗

旨：藉由體育學術研究之發表，落實運動理論與實際之結合，以提高體育教
學品質及提升競技能力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國立中興大學
四、日
期：100 年 5 月 7 日（星期六）至 8 日（星期日）
五、地
點：國立中興大學（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
六、研討主題：百年興起點、擁抱全大運
七、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研討主題進行專題演講
(二)研究發表：
1.口頭發表：最多遴選 90 篇口頭發表，每篇發表 20 分鐘，發表之全文刊載於
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2.海報發表：最多遴選 80 篇海報發表，發表者須於海報研討時發表 5 分鐘，由
本會遴選佳作若干名，發表之全文刊載於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三)儀器及資訊展示：運動科學儀器、體育書籍等展示。
八、徵稿須知：如附件一
九、研討日程：如附件二
十、參加對象：學生、各級學校教職員及社會人士。
十一、參加人數：200 名
十二、截止日期：
(一)論文全稿截止日期：100 年 3 月 10 日（星期四）
(二)參加人員報名截止日期：100 年 4 月 25 日（星期一）
十三、報 名 費：含午餐、大會手冊及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一)發表論文人員：學生每篇 1,500 元；各級學校教職員及社會人士每篇 2,000 元
(二)參加研討會人員：學生 800 元；各級學校教職員及社會人士 1,000 元
十四、報 名 表：如附件三
十五、附
則：
(一)因故無法參加者請於活動舉辦前十日通知本會研究發展組，否則概不退費。
(二)參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申請公（差）假。
(三)研習會期間供應午餐，如須住宿請自行處理。
(四)凡全程參與研習會者核發證書。

附件一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 年度體育學術研討會徵稿須知
一、研討主題：百年興起點、擁抱全大運
二、本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出版「大專體育學術專刊」，發表之論文由本會論文
審查委員會處理，審查方式採雙向匿名單審制，歡迎惠賜體育與運動科學之原創性
論文(Original research paper)。
三、本會最多遴選 90 篇口頭發表，每篇發表 20 分鐘，另最多遴選 80 篇海報發表，發
表者須於海報研討時發表 5 分鐘，由本會遴選佳作若干名，發表之全文刊載於大專
體育學術專刊。
四、稿件一律採用電腦打字（12 號字，左側註明行號，每頁 38×34 行，中文、標點符
號用全型新細明體，英文、標點符號與數字用半型 Times New Roman，表與圖寬度
請勿超過 12.5 公分），且不得超過 10,000 字。
五、稿件首頁(Title page)包含題目、所有作者姓名、所屬機關學校（含系所部門）及中
文 12 字以內為原則之逐頁標題(Running head)（以上均置中）
。左下角置通訊作者之
姓名與聯絡地址、電話、傳真、E-mail 帳號。以上資訊不得在內文與摘要中再度呈
現。
六、稿件須附中、英文摘要，不得超過 500 字，內容含研究的目的、方法、結果與結論，
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3-5 個關鍵詞(Keywords)，題目中之名詞勿再列於關鍵詞中。
七、書寫格式中文大體上依循 APA 格式或 MLA 格式撰寫，英文請參用 APA 格式或 MLA
格式撰寫，參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一致，以不超過 30 則為宜，中文依姓氏筆劃
英文依姓氏字母為順序，範例請上本會網站查詢(http://www.ctusf.org.tw)。
八、論文分節格式：
壹、緒論（不列次標題，含相關理論及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貳、方法（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料處理）
參、結果（含各項研究結果的統計表）
肆、討論（並非僅重複敘述研究結果，應標明重要原創發現為何，並相對於現
有的知識與文獻加以比較討論其原創性之意義，並做出結論與適當推
論）
參考文獻（順序依中日韓文、英文、其他外文排列）
質性與人文類的分節格式：
壹、緒論（不列次標題，含背景、目的、方法）
貳、本文及注釋（得分數節分述，如分為三節為：貳、參、肆）
參、結論（序號依順序排列，如本文分三節，則結論序號為伍）
參考文獻（順序依中日韓文、英文、其他外文排列）
九、未能符合本須知規定格式撰寫之論文，不予審查。本會不接受一稿兩投之稿件，凡
曾刊登於其它刊物或涉及抄襲之稿件，法律責任由通訊作者自行負責。凡通過發表
之通訊作者必須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稿件著作權歸屬本會，除獲本會同意，不
得重刊於其它刊物。
十、論文截止日期：100 年 3 月 10 日（星期四）論文全稿截止收件。
十一、報名費（含午餐、大會手冊及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學生每篇 1,500 元；各級學校
教職員及社會人士每篇 2,000 元。
十二、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連同郵政劃撥收據影本逕寄或傳真本會研究發展組，稿件
以 E-mail 寄送（帳號：17680118；戶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通訊欄載
明活動名稱及姓名，否則視同捐款】
；地址：104 臺北市朱崙街 20 號 12 樓；電話：
02-27710300#40；傳真：02-27406649；E-mail:ctusf@mail.ctusf.org.tw）。

附件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 年度體育學術研討會日程表
研討主題：百年興起點、擁抱全大運
時

第
一
日

第
二
日

間

內

容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典禮

9:10～10:40

【專題演講】

10:4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30

【專題演講】

12:30～13:20

午餐

13:20～14:10

海報發表

14:10～15:1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5:20～16:2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6:30～17:3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9:00～10:0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0:10～11:1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1:20～12:2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2:20～13:10

午餐

13:10～14:00

海報發表

14:00～15:0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5:10～16:1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6:20～17:20

口頭發表／分組研討（3 組）

17:20～17:30

閉幕典禮

主持人

主講人

附件三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 年度體育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報名表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膳食

□不拘
□素食

地址：□□□
通訊處
電話或手機：

日期地點

一、日期：100 年 5 月 7 日（星期六）至 8 日（星期日）
二、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

截止日期 論文全稿截止日期：100 年 3 月 10 日（星期四）

報名費

一、學生：□論文 1 篇 1,500 元，□論文 2 篇 3,000 元
二、教職員及社會人士：□論文 1 篇 2,000 元，□論文 2 篇 4,000 元
（以上均含午餐、大會手冊及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請將報名表連同郵政劃撥收據影本傳真或逕寄本會研究發展組，稿件以
E-mail 寄送（帳號：17680118；戶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通訊
報名方式 欄載明活動名稱及姓名，否則視同捐款】；地址：104 臺北市朱崙街 20 號
12 樓；電話：02-27710300#40；傳真：02-27406649；
E-mail:ctusf@mail.ctusf.org.tw）。

備註

一、因故無法參加者請於活動舉行前十日通知本會研究發展組，否則概不
退費。
二、參加人員論向所屬單位申請公（差）假。
三、研習期間供應午餐，如需住宿請自行處理。
四、全程參與者，由大專體總頒發研習證書。

附件三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0 年度體育學術研討會參加人員報名表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膳食

□不拘
□素食

姓名

職稱

膳食

□不拘
□素食

姓名

職稱

膳食

□不拘
□素食

姓名

職稱

膳食

□不拘
□素食

地址：□□□
通訊處
電話或手機：
日期地點

一、日期：100 年 5 月 7 日（星期六）至 8 日（星期日）
二、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

截止日期 參加人員報名截止日期：100 年 4 月 25 日（星期一）

報名費

一、□學生每人 800 元，共
人
人
二、□教職員及社會人士每人 1,000 元，共
（以上均含午餐、大會手冊及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請將報名表連同郵政劃撥收據影本逕寄或傳真本會研究發展組（帳號：
17680118；戶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通訊欄註明活動名稱及姓
報名方式
名，否則視同捐款】；地址：104 臺北市朱崙街 20 號 12 樓；電話：
02-27710300#40；傳真：02-27406649）。

備註

一、因故無法參加者請於活動舉行前十日通知本會研究發展組，否則概不
退費。
二、參加人員論向所屬單位申請公（差）假。
三、研習期間供應午餐，如須住宿請自行處理。
四、全程參與者，由大專體總頒發研習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