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 計畫目標  

一、 推動體育運動與娛樂法學之發展。 

二、 增進對體育運動與娛樂法學有興趣之學者、專家、律師、法官、行政

人員與學生等之交流。  

 

貳、 活動日期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共一天。 

 

參、 活動地點 

國立體育大學（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二、 共同主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伍、 研討主題：從運動仲裁與經紀看國內體育運動之制度化發展  

 

陸、 研討型式  

一、 專題演講：邀請對運動法學具有專業經驗或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演

講。 

二、 運動法學論壇：針對運動仲裁與運動經紀議題，邀請具相關經驗之學

術與實務人士進行對談。  

三、 論文發表：以口頭形式發表之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學術論文。 

 

柒、 徵稿主題：運動法律相關主題之研究，皆歡迎投稿發表  

 

捌、 投稿說明：  

一、 論文發表形式：  

 本研討會發表以口頭方式進行：包括 15 分鐘發表，5 分鐘提問及

討論。 

二、 欲發表者請提供中文摘要一份，以 word 電子檔方式 email 至

tasselsportlaw@gmail.com。內容必須包含題目、作者姓名、所屬機構、

電子郵件。摘要內容必須說明研究背景、研究主題、研究分析、研究

結果與關鍵字，以一頁為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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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純文字，不包含圖表。  

四、 論文接受並於本研討會發表者，本學會將於會後推薦其將全文刊登於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報」。 

五、 投稿費用：報名費用已含投稿費用。 

六、 投稿截止：2016 年 5 月 20 日 ；接受通知日預計為 5 月 25 日。 

七、 凡本研討會審稿接受之文章，其至少一作者須報名本研討會，始可於

本研討會發表。每位發表者至多發表兩篇論文。 

 

玖、 報名方式  

一、 報名：不論是否投稿發表，請皆透過 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為 

http://goo.gl/forms/BHzPzBHL5T 

二、 報名費用與繳交方式：  

 立即加入會員，即可免費參與此次研討會及發表論文，並享有本會會員福利

（所發行之期刊等）。 

永久會員：入會費$20,000（日後皆免繳常年會費） 

一般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2,000（隔年若想繼續享有會員資格，僅需

繳納常年會費$1,000） 

學生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1,000（隔年若想繼續享有會員資格，僅需

繳納常年會費$500） 

 

 單純參與研討會（不入會），其報名費如下： 

項目 身分 費用 內容 

發表論文 

一般 

NTD 1000 
本費用包括午餐、茶點、大

會手冊、論文審查費。 早鳥優惠 

NTD 750 

學生 

NTD 500 
本費用包括午餐、茶點、大

會手冊、論文審查費。 早鳥優惠 

NTD 350 

與會不發表 

一般 

NTD 500 
本費用包括午餐、茶點、大

會手冊。 早鳥優惠 

NTD 400 

學生 NTD 250 
本費用包括午餐、茶點、大

會手冊。 

http://goo.gl/forms/BHzPzBHL5T


早鳥優惠 

NTD 200 

 早鳥優惠：請於 5/27(週五)前報名並完成繳費，如未於規定時間內繳費則以

原價繳交。 

 參與論文發表者：繳費截止日期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收據將於研討會

報到當天領取。 

 現場報名及繳費者：礙於流程，可能無法提供大會手冊。 

 繳費方式：請先完成繳費再進行線上報名(現場報名者不在此限)。請透過ATM

轉帳或匯款至：郵局代號：700 郵局帳號:2441561-0081652，立帳郵局：

林口郵局，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並於報名電子表單

上註明匯款帳號後 5 碼。 

 

壹拾、 聯絡單位 

 報名問題請洽：0910-638399 陳同學  

 投稿問題請洽：0988-312885 陳同學  

 E-mail: tasselsportlaw@gmail.com 

 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tasselsportlaw/?fref=ts 

 

壹拾壹、 活動議程(演講人、主持人與引言人待聘；確定將再行公告與通知) 

 

日期 時間 議程 

2016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五) 

08:00~09:15 報到 

09:00~09:30 開幕典禮 

09:30~10:30 

專題演講（理事長-林振煌） 

運動轉播影片分享與著作權──英國 Fanatix 案

例介紹 

10:30~10:50 茶點時間 

10:50~11:50 運動仲裁論壇（吳煒、黃璽麟、李志峰） 

12:00~13:30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年會 

13:30~14:30 論文發表 

14:30~15:00 茶點時間 

15:00~16:00 
運動經紀論壇（向會英、林世民、陳德倫、李家

梵） 

16:00~16:30 閉幕典禮 

 

 早上的專題演講將由我們理事長-林振煌先生所主持，理事長同時也是現任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祕書長，並曾擔任過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法制委員會

https://www.facebook.com/tasselsportlaw/?fref=ts


委員 

 

【運動仲裁論壇】將由以下 3 位講者帶來精彩可期的內容 

 吳煒律師，現任國際體育仲裁院(CAS)的仲裁員 

http://www.boss-young.com/lsml/info_19.aspx?itemid=398 

 黃璽麟律師，擁有豐富的國際仲裁經驗 

http://www.klgates.com/zh-CHT/professionals/xpuProfDet.aspx… 

 李志峰 副教授，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teacherContent.aspx?id=38 

 

【運動經紀論壇】將由以下 4 位講者帶來精彩可期的內容 

 向會英，上海政法大學 副教授 

體育法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林世民 

學歷：輔仁大學中文系 

經歷：職棒雜誌記者 、自由時報棒球組記者 、秉初運動經紀總監  

特殊經歷：2011 年出差日本採訪日本職棒春訓 、2011 年出差日本採訪日本

職棒日本一總冠軍戰及陳偉殷旅日最終站系列報導、 2012 年出差韓國採訪

IBAF 末代世青賽 、2013 年出差日本採訪經典賽 、2013 年出差美國、加拿

大採訪王建民陳偉殷等旅外球員 

 陳德倫  Ethan Chen 

學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MBA in financ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MA, Sports Management   

經歷:  

台灣 IBM: 金融事業群客戶代表                                                                                                                                         

誠泰 Cobras 職業棒球隊  

寶悍運動平台 

 李家梵 

學歷：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經歷： 

前義大犀牛公關 

現任 Vamos Sports 翊起運動 公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