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14屆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暨運動科學研討會實施辦法 

一、主旨：提供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交流管道，促進國內運動科學發展與應用，增進運動

員競技表現，提昇體育學術研究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國立體育大學 

四、會議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五、會議地點：國立體育大學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六、研討會主題：運動生物力學及運動科學相關之學術研究與應用交流。 

 

研討會子題： 

（一）奧林匹克運動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of Olympic sports) 

（二）身體活動和競技運動的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s) 

（三）增進人類表現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for enhancement of human performance) 

（四）運動器材與科技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for sport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五）教學和教練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for teaching and coaching) 

（六）適應體育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of adaptive exercise) 

（七）骨骼肌肉系統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of musculoskeletal system） 

（八）運動科學（Sports Science） 

（九）其他(Other topics) 

七、研討會型式：專題演講、口頭論文發表、海報論文發表、實務工作坊。 

八、會議議程：請參閱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網站暫定議程如附件一。 

九、參加對象：大專院校各相關系所之教師及學生、運動科學領域專家學者與教練、臺灣

運動生物力學學會會員、臺灣生物力學學會會員、產業界相關業務及研發人員、對本主題

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或團體皆可報名參加。 

十、報名方式：請於google表單線上填寫。 

十一、報名日期及費用(附件二)： 

（一）第一階段：109年10月04日以前。 

（二）第二階段：109年10月05日以後（含現場報名）。 

十二、投稿方式：投稿論文格式說明及範本如附件三。 

將投稿論文之WORD檔乙份寄至TSBS2020NTSU@gmail.com。檔案名稱請依「第一作者姓

名_投稿題目_2020TSBS」之型式命名（檔名範例：王小明_跳高起跳的生物力學研究

_2020TSBS.doc）。論文投稿時，請務必依照投稿範本格式之要求(依投稿範本將稿件複製

貼上)，如遇與格式不符之稿件，將不予審查。 

十三、投稿日期：即日起至109年09月30日止。 

十四、論文審查：每一篇投稿論文經由本研討會的1~2位委員負責審查，並給予審查意

見，投稿者須依據審查意見修改後擲回本會。論文經審查接受後，每篇論文第一作者須於

109年10月23日前註冊，經查明無註冊資料，本會將撤銷該論文刊登之權利，且同名作者



只能擔任兩篇論文之第一作者。 

十五、優秀論文競賽：凡為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正式會員，合法使用廠商所銷售的產

品，做為該研究之儀器與材料，其投稿之論文可參加優秀論文之甄選。經委員評審選出優

秀論文數名，頒發獎狀及研究獎助金以茲鼓勵。 

十六、重要時程： 

109年07月10日：開始接受報名及投稿。 

109年07月15日：優惠註冊開始。 

109年09月30日：投稿截止。 

109年10月04日：優惠註冊結束。 

109年10月16日：接受之稿件報告形式公佈與通知。 

109年10月23日：註冊結束。 

109年10月30日：演講主題、演講學者、口頭和海報發表場次公佈及通知。 

109年11月14日：舉行學術研討會。 

十七、附則 

（一）凡全程參與研討會者核發研習證書。 

（二）參加人員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及差旅費。 

（三）研討會期間供應午餐，其餘膳宿由參加人員自理。 

（四）最新會議相關訊息請參考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網站http://www.tsbs.org.tw/ 

（五）任何會議相關問題敬請寫信至TSBS2020NTSU@gmail.com連絡我們。  

 



附件一 會議議程表 

2020 第14屆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暨運動科學研討會：109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時間 議程表 主持人/講者 地點 

08:00-08:40 報到及領取資料 工作人員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08:40-09:00 開幕典禮 湯文慈理事長  

09:00-10:00 專題演講 

(Online keynote 

Speak) 

Dr. Daniel Tik-Pui FONG 

(方迪培),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國際

會議廳 

10:00-10:30 茶敘/海報發表(1) 主持兼評論人：三位教

授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一樓走

廊 

10:30-12:00 口頭發表(1) 主持兼評論人：三位教授

(每場次)暫定3場次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國際會議廳/  

B1百階教室/ 科

技206教室 

12:00-13:30 午餐/台灣運動生物

力學學會理監事會議 

理/監事 國立體育大學 

 

13:30-15:30 口頭發表(2) 主持兼評論人：三位教授

(每場次)暫定3場次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國際會議廳/  

B1百階教室/ 科

技206教室 

15:30-16:00 茶敘/海報發表(2) 主持兼評論人：三位教

授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一樓走

廊 

實務工作坊(1) 

workshop 

Dr. Kimi Sato, CSCS, 

PES, USAW, TPI Fitness 

III, 

Chairman & CEO, Peak 

Force International Inc.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科技206教室 

16:00-16:30 實驗室巡禮 實驗室主持人 教練所運動生物



力學實驗室 

運科所運動科技

實驗室 

運保系/教練所運

動醫學實驗室 

實務工作坊(2) 

workshop 

Dr. Kimi Sato, CSCS, 

PES, USAW, TPI Fitness 

III, Chairman & CEO, 

Peak Force International 

Inc.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科技206教室 

16:30-17:00 頒獎及閉幕 湯文慈理事長/2021TSBS

主辦單位 

國立體育大學 

科技大樓 國際

會議廳 
 

 

  



附件二 收費辦法  

ㄧ、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TSBS)入會費與年費收費標準  

 

會員型式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會員 

入會費 年費 

一般會員  1000 元 1000 元 

學生會員 100 元 500 元 

註 1：除永久會員外，年費需每年繳交乙次，已為 TSBS 之舊會員須繳交年費（TSBS 

年費 已於 109 年繳交者不需再繳交）。  

註 2：新會員須於初次申請入會時須繳交入會費。  

 

二、第 14 屆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暨運動科學研討會收費標準  

（＊申請成為 TSBS 新會員，即可以會員身份報名研討會）  

參與人士 會員資格 第 14 屆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暨運動科學研

討會 

第一階段 10 月 4 日

以前 

第二階段 10 月 5 日

以後 （含現場報名） 

一般人士 TSBS 會員 800 元 1200 元 

非 TSBS 會員 3000 元 3600 元 

學生 TSBS 會員 500 元 900 元 

非 TSBS 會員 1500 元 1800 元 

 

三、上述費用繳納方式 請以第一作者個人為單位繳納，並在劃撥單備註欄上註明 

「2020 TSBS 研討會報名費」 及報名者的姓名及費用(若多人同時報名時)。  

 

       郵局劃撥帳號：19657315 戶名：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一）2020TSBS 劃撥收據 以 PDF 或 JPG 檔寄至 TSBS2020NTSU@gmail.com。檔

案名稱請依「2020TSBS 劃撥收據_報名者姓名」之型式命名，如：2020TSBS 劃撥收

據_王小明。  

 

（二）2020TSBS 學生證正、反面（學生須附學生證影本） 以 PDF 或 JPG 檔寄至 

TSBS2020NTSU@gmail.com。檔案名稱請依「2020TSBS 學生證正、反面_報名者姓

名」之型式命名，如：2020TSBS 學生證正、反面_王小明  



附件三 投稿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