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學術論壇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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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針對運動體育團體營運之法律議題進行專業討論。 

貳、 主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參、 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 

肆、 報名對象：對體育運動與娛樂法學有興趣者 

伍、 活動日期：2017 年 5 月 26 日(五) 

陸、 活動地點：PCBC 犇亞商務會議中心 15 樓 AA+BB 會議室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臺北捷運南京復興站 7 號出口) 

柒、 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請透過 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為 https://goo.gl/hDlRP2 

二、 報名費用： 

身分 會員費用 內容 

(一般)會員 NTD 1000 

本費用包括茶點、大會手冊、與會證書、

與本年度常年會費。 

(一般)非會員 NTD 300 

本費用包括茶點、大會手冊、與會證書。 

*若欲加入本會者，請額外繳交 NTD 

1700 (包括入會費與本年度常年會費)

並於報到時繳交會員申請書。 

(學生)會員 NTD 500 

本費用包括茶點、大會手冊、與會證書、

與本年度學生會費。 

*報到時請出具學生證。 

(學生)非會員 NTD 200 

本費用包括茶點、大會手冊、與會證書。 

*報到時請出具學生證。 

**若欲加入本會者，請額外繳交 NTD 

800 (包括入會費與本年度學生會費) 

並於報到時繳交會員申請書。 

三、 繳費方式：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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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線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5 月 18 日(四) 

https://goo.gl/hDlRP2


五、 現場報名者：礙於流程，故無法提供大會手冊及與會證明。 

捌、 聯絡方式： 

 電話：0975-527-517 黃同學 

 E-mail：tasselsportlaw@gmail.com 

 官網：https://tasselorgtw.wordpress.com/ 

玖、 舉行方式： 

一、 專家座談 1：運動賽事突發狀況處理之法律實務與原則 

二、 專家座談 2；體育團體治理之法律議題 

壹拾、 時程表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 活動說明 

13:00~13:20 與會者報到 

13:20~13:30 開幕典禮 林振煌理事長、貴賓 致詞 

13:45~14:45 專家座談 1 

引言人：山崎卓也 (日本運動法律師) 

與談者：陳威任 (中華民國足協秘書長) 

        王惠民 (中華職棒副秘書長) 

由引言人、與談人各進

行 8-10 分鐘簡報，然

後進行論壇，也歡迎現

場聽眾提問。 

14:45~15:15 茶點時間 

15:15~16:30 專家座談 2 

引言人：林佳和 (政大法律系教授) 

與談者：林哲宏 (體育署副署長) 

        柯志恩 (立法委員) 

由引言人、與談人各進

行 8-10 分鐘簡報，然

後進行論壇，也歡迎現

場聽眾提問。 

16:30~16:40 閉幕典禮 林振煌理事長、貴賓 致詞、頒發結業證書 

16:40~17:00 會員大會 

mailto:tasselsportlaw@gmail.com
https://tasselorgtw.wordpress.com/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書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省(市) 

      縣(市)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經 歷  現職  

戶籍地址  

公司

電話 
 

手機  

信箱  

審查結果 

  □同意入會 

 

  □歉難同意 

會 員 

類 別 

  □個人會員 

 

  □永久會員 

 

  □學生會員 

 

  □榮譽會員 

會員證

號  碼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團體視實際需要調整入會申請書格式。 

如填寫完畢後，請回寄至 3330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王凱立 收 或 

拍照（需簽名）回寄至 tasselsportlaw@gmail.com 皆可！ 

待審核完畢後，結果會另行發 E-MAIL通知，謝謝! 若審查未過，將退還繳交之款項。 

mailto:tasselsportlaw@gmail.com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Taiwan Society for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Law」(簡稱 TASSEL)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本會之成立以結合國內體育運動休

閒與娛樂法學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引用國內外先進體育運動休閒與娛樂法學理

論，共同研究體育運動休閒暨娛樂法學相關領域知識，協助解決體育運動休閒暨

娛樂法律相關實務問題，提昇國內體育運動休閒暨娛樂法學研究水準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

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發行體育運動休閒與娛樂法學專業刊物。 

二、接受有關機關委託專案研究。 

三、辦理相關研討會活動。 

四、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五、其他。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教育

部，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暨

照章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暨

照章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永久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通過暨照章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一人，以行使

會員權利。 

四、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且具學生身分者，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暨照章繳納會費，得為本會學生會員。 

五、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捐款一次超過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之個人、公私機構及團

體，或對本會推行之工作有特殊貢獻經本會會員推薦之個人，經由理事會議

通過，得為本會榮譽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

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及學生會員不具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

權利。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

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

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者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

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

二年，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

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二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二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指定一名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

長、副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由常務監事互推選一



人，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 二十一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 二十二 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副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

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

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

會另定之。 

第 二十三 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

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 二十四 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至該屆理事、監

事之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章 會議 

第 二十五 條、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

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

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 二十六 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

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二十七 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重大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二十八 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二十九 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

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伍百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貳仟元；永久會員新台幣貳萬元。 

二、會費必須於入會時繳納。 

三、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

幣参仟元，永久會員免繳常年會費。 

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 三十一 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三十二 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

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

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

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 三十三 條、 本會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者；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

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在此限。 

第六章 附則 

第 三十四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十五 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第 三十六 條、 本章程經本會民國 103 年 6 月 22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

部民國 103 年 4 月 00 日台內團字第 1030138825 號函准予籌備。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會員收費標準 

身分別 入會費 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 1,000 1,000 

永久會員 20,000 無 

學生會員 500 500 

單位：新台幣 元整 

＊備註：初入會者繳費需同時繳交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