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美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
繼續教育活動 招商方案

國立體育大學 國際會議廳
2017 年 6 月 16-18 日

主辦單位：美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SHANGHAI）
承辦單位：NSCA-Shanghai 臺北服務中心、北京瑞豐康體健身有限責任
公司（REFORM 運動治療專業學院；NSCA-Shanghai 臺北服
務中心）/ 亞洲康復體能協會（ARCA）
協辦單位：國力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廣
州市特樂擴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
業研究中心

參展邀請函
各運動用品公司、醫療器械生產廠家、代理商；
由美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SHANGHAI)與北京瑞豐康體健身有限責任公司
（REFORM 運動治療專業學院；NSCA-Shanghai 臺北服務中心）主辦的 2017 年美
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繼續教育活動將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18 日在國立體育
大學國際會議廳召開、這將是美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在臺灣主要學術活動之
一，會議將研討體能訓練在健身俱樂部、運動訓練團隊的應用，是開創體能訓練
新局面的一次盛會.
大會將邀請國內外體能訓練與運動防護的專家及美國國家體能協會的專家
作精彩的主題報告等活動。預計參會人數 100-200 人，
會議將以國際會議管理標準提供會議組織服務、通過多門類多品種的展示途
徑把贊助企業宣傳融入會議各個平臺中去，我們誠摯邀請貴公司參與此次全國會
議。展示您的最新技術和產品，通過交流促進產品研發，實現跨越式發展與醫學
事業同脈同步，獲得雙贏局面。
預知會議詳情，請與大會秘書處聯繫。
我們期待您的加盟

北京瑞豐康體健身有限責任公司
（REFORM 運動治療專業學院；NSCA-Shanghai 臺北服務中心）
亞洲康復體能協會（ARCA）
2017-04-10

大會介紹
2017 年美國國家體能協會（NSCA）學術研討會將在 2017 年 6 月 16 日-18
日在國立體育大學國際會議廳召開。
會議主題：開創臺灣體能訓練的新局面。
會議將邀請本專業國內外著名專家就以下 5 個主題進行研討：NSCA 的背景與展望
未來；運動防護與體能訓練議題（彈性阻力在體能訓練與傷害防護之應用）
；運
動訓練營養議題（以現代化手段從事營養調控的分享）；俱樂部經營議題（精品
健身房的經營策略）
；其他議題；舉辦複健設備展覽。
會議主題：開創臺灣體能訓練的新局面。

主題交流：NSCA 的背景與展望未來；運動防護與體能訓練議題（彈性阻力在
體能訓練與傷害防護之應用）；運動訓練營養議題（以現代化手段從事營養調控
的分享）；俱樂部經營議題（精品健身房的經營策略）；

與會人員參加費用
1. NSCA 有效註冊會員者：新臺幣 NTD 9000 元
2. 非 NSCA 有效註冊會員者：新臺幣 NTD 10500 元
3. 與會人員（學生）：新臺幣 NTD 6000 元

美國國家體能協會繼續教育活動排程
6 月 16 日（星期五）：
8：00—10：00 報到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國際會議廳
6 月 16 日（星期五）：以下會議地點在國際會議廳
时间
内容
08：30 至 09：00
開幕式 主持人：NSCA-Shanghai 臺北服務中心
負責人：黃志基/黃信嘉
09：00 至 09：45
講座：NSCA 的背景與展望未來
演講者：潘純浩 老師（NSCA-Shanghai 官員）
09：45 至 10：00
茶歇
10：00 至 12：00
講座：體能訓練前沿資訊 1
演講者：NSCA 體能訓練專家 老師（NSCA 總部
官員）
12：00 至 13：00
午餐 地點：華夏大飯店
13：30 至 15：30
講座：體能訓練前沿資訊 2
演講者：NSCA 體能訓練專家 老師（NSCA 總部
官員）
13：30 至 15：45
茶歇
15：45 至 17：15
講座：以現代化手段從事營養調控的分享
演講者：蘇政瑜老師
6 月 17 日（星期六）：以下會議地點在國際會議廳
时间
内容
08：30 至 09：00
講座：運動評估與康復訓練
演講者：黃志基 老師
09：00 至 09：45
09：45 至 10：00
茶歇
10：00 至 12：00
講座：棒球投手肩膀及手肘肌肉強化訓練
演講者：陳俊綺 老師
12：00 至 13：00
午餐 地點：華夏大飯店
13：30 至 15：30
講座：精品健身房的經營策略
演講者：賴志欽 老師
13：30 至 15：45
茶歇
15：45 至 17：15
講座：運動防護、健身及康復市場機遇
演講者：李豪傑 老師

6 月 18 日（星期日）：以下會議地點在國際會議廳
时间
内容
08：30 至 09：00
講座： NSCA 訓練計畫創造教練價值
演講者：應諾吉團隊 老師
09：00 至 09：45
09：45 至 10：00
茶歇
10：00 至 12：00
講座：彈性阻力在體能訓練與傷害防護之應用
演講者：林晉利 老師
12：00 至 13：00
午餐 地點：華夏大飯店
13：30 至 15：30
講座：黃永寬/幼兒體能教育
演講者：黃永寬 老師
13：30 至 15：45
茶歇
15：45 至 16：30
講座： 待定
演講者： 待定
16：30 至 17：00
閉幕式
備註：

招商方案總攬
展位贊助
展位號

面積（平方米）

價格（元）

備註
提供長桌，廣告看

D1-D3

6

NTD 30000
板自行提供

印刷品廣告贊助
項目

價格

廣告位置
插頁位於封三前，依次倒數為 P1、

日程冊插頁廣告位

NTD 10000 元/頁
P2、P3、P4、限 4 家

日程冊封面廣告位

NTD 25000 元/頁

封底廣告位

備註:贊助商提供電子版規格要求另外通知

精品廣告位
胸卡背面廣告位

NTD 25000

大會資料袋廣告位元

NTD 15000

廣告筆贊助

NTD 15500
廣告筆由贊助商提供，大會秘書處審核，贊助費另收取

開幕式茶歇時段 30 秒廣告

NTD 5000
贊助商提供廣告片或 PPT 演示文稿

付款方式
大會贊助費用需要通過匯款繳納，匯款時請務必在匯款附言欄內注明“廠
商名”“會議名稱”“會議時間”等說明文字，並將付款憑證影本和註冊表傳真
或郵寄至大會秘書處，如需發票的請在付款憑證上寫明發票張數、金額，發票台
頭和發票內容。贊助合同簽訂三天內付清全款，超過規定付款日一周將被視為放
棄贊助執行取消參展條款
付款帳號
戶名:黄信嘉
帳號:012-008-020295
開戶行:台湾银行 基隆分行
取消參展，贊助，廣告及退款規定
2017 年 6 月 1 日前如需取消參展，退還己交款項的 80%.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如需取消參展，退還已交款項的 50%.
2012 年 6 月 10 日後如需取消參展不再返款
己報名參展商，如因故取消，企業請以書面形式(包括信件、傳真)提前通知
大會秘書處，各種費用退款均在大會結束後辦理:

參展規則及規定
挑選原則
參展、廣告優先權的分配原則如下:會務組將主要根據參展、註冊和廣告費總額的多少報
名和交付款項的先後來決定參展.廣告優先權的分配。
1、參展廠商按照‘先到先選’的原則挑選展位，大會以各公司付款及遞交申請表/贊助
合同的口期為排序標準。
2、大會組委會將根據參展、衛星會、廣告費的多少分配展位和廣告，在相同贊助金額
的情況下律根據‘先到先選’的原則。

展位分配及規定
預訂展位的廠商必須首先填寫申請表，會務組將根據”先到先挑的原則對己經確認的展
位按照付全款的先後進行分配。並接受會務組對參展所做出的任何規定，大會保留最終解釋權:

展位規定
參展期問所布展位元須由參展單位工作人員看護
未經批准參展單位不得在各自展位元內安置對其臨近展位造成阻礙或遮擋光線的背景板，展位
元內不得製造噪音，不得使用閃光.
未經批准，參展商在展覽結束前不得挪動或關閉展位
未經批准，參展商不得在其展位內舉辦茶歇，抽獎或比賽活動
參展前，參展商須將展品清單遞交至會務組審核:

參展商註冊
所有參展單位須在布展前進行參展商註冊、填寫註冊單，繳納布展押金、領取參展證、大會資
料和餐券，憑註冊單開始布展，所有參展商在展覽期間必須隨時佩戴參展證

損毀
若由於參展商雇員的行為過失而造成展位內公共物品損壞的.參展商必須支付損失費用

轉租展位
未經批准參展商不得將其展位元轉租給其它單位，若非同單位，一個展位元不得與人分亨。

大會秘書處
北京瑞豐康體健身有限責任公司（REFORM 運動治療專業學院：NSCA-Shanghai 臺北服務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財富大廈翼樓 9S（北京總部）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南里路 2-1 號 B 幢 3-4 樓（華南分公司）
連絡人：黃志基、黃信嘉
電話：020-39952316 / 13928825289（中國）
0928684188（臺灣）
傳真：020-39952169
E-Mail：service@reform-ns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