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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實施辦法�

�
宗旨：增進國內體育運動學術研究與實務交流。�

主辦單位：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舉辦日期：2019年11月23日 (六) 至24日 (日)。�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6號) 長啟樓五樓國

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或對本主題有興趣之專家學者，預計人數 170 名，會議場

地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研討會主題：運動科學，讓訓練力上加力。�

大會活動：�

專題演講：特邀國際知名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針對身體活動心理學領域之專題，邀請專家學者與會論壇。�

身體活動心理學新科博士論文發表：特邀身體活動心理學新科博士進行博士論

文發表。�

口頭與海報論文發表：開放身體活動領域註相關之論文摘要投稿，聘請專門領

域學者進行審查並擇優頒發優秀論文獎狀。註：競技運動心理學、健身運動心

理學、社會心理學、動作學習/控制/發展、運動醫學、運動營養學、運動生物

力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化學、運動教育學、體育史、運動社會學、運動管

理學、運動哲學、其他。�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優秀論文獎勵：參加口頭發表之本會會員，將依本會「優秀

論文」獎勵金辦法進行評選。�

會員大會：台灣運動心理學2019年會員大會與第十屆理監事選舉。�

授證典禮：初級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與中級運動心理諮詢老師授證儀式。�

2



台灣運動
心理學會
組織

2019
台灣運動�
心理學會�
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3



20 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組織 

理事長 莊艷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副理事長 張育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諮詢委員 季力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 

 洪聰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淑燕 國立中正大學 

 黃崇0 臺北L立大學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高三福 國立清華大學 

理事 劉有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美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2昌 國立雲e科技大學 

 黃英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秀惠 國立臺東大學 

 e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 

 蔣懐孝 中9大學 

 賴世烱 國立臺北護理健N大學 

 彭涵妮 國立體育大學 

 沈緯鈞 國立體育大學 

 陳泰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涵筑 La New 運動心理諮詢師 

監事 葉麗琴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吳穌 美和科技大學 

 彭譯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國華 中華科技大學 

 齊璘 大華科技大學 

秘a長 e靜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副秘a長 王俊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秘a長 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秘a 張詠晴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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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 I �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 of 

Cortical Activity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洪聰敏 教授�

2019.11.23       09:40-10:40   � 8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 of Cortical Activity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Chih-Yen Chang ＆ Tsung-Min Hu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several cortical 
signatures are associated with superior motor performance in 
sports, particularly in precision sports. This review examined 
the strength of the evidence from these studies so that a clear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and a concrete direction for 
future efforts could be revealed. A total of 28 articles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tical activity and 
precision motor performance were extracted from databases. 
This review concluded that among the EEG components 
examined, only sensorimotor rhythm (SMR) demonstrated a 
consistent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superior precision 
motor performance, whereas findings related to the left 
temporal alpha and frontal theta and alpha rhythms were not 
consistent and lacked evidence needed to draw a causal 
inference for a role in superior precision motor performance. 
Future studies would benefit from methodological 
improvements, including larger sample sizes, narrower skill 
gap comparisons, evidenced-based and ref ined 
neurofeedback training protocols,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sports performance, cortical activation, EEG, 
neurofeedback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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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 II �
運動心理測驗與量表的編製：�
投稿國際期刊經驗分享 �

盧俊宏 教授�

2019.11.23       11:00-12:00   � 10



運動心理測驗與量表的編製：投稿國際期刊經驗分享�
 
盧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在運動心理學領域中，運動心理測驗(psychological tests)、量
表(scales or inventories)的編製或修訂對研究者來說，是一項
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它不但可以提供實務人員進行個人心理
特質或狀態的心理診斷，也可以讓研究人員進行相關理論的
測試、檢驗個體某一種身心特質或心理狀態對某一項心理反
應和表現的預測。在運動心理學新興議題開拓，或者實證研
究工具的提供，扮演一個相當重要角色。但心理測驗或量表
的編制是一項繁複的過程，而且學術界對於心理計量學證據
要求也不斷升高。本次演講我以過去我和我的研究同儕編制�
大學運動員生活壓力量表 (College Student-athletes Life Stress 
Scale, CSALSS; Lu, Hsu, Chan, Cheen, & Kao, 2012)、老人身
體自我概念量表 (Physical Self-concept Scale for Older Adults, 
PSCSOA; Hsu & Lu, 2013)、體育課個人與社會責任量表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hysical Education, 
PSRPE; Hsu, Pan, Chou, Lee, & Lu, 2014)、知覺壓力量表測量
不變性的驗證 (Chiu, Lu, Lin, Nien, , Hsu, & Liu, 2016)，運動
表現者組織壓力指標跨文化驗證(Liu, Lu, Zhang, Gill, Chiu, & 
Chan, 2018)，以及競技心理能量量表 (athletic mental energy 
scale, AMES, Lu, Gill, Yang, Lee, Chiu, Hsu, & Kuan, 2018)測
驗發展與信、效度檢驗為例，分享投稿國際期刊的經驗。�
�
關鍵詞：心理特質、心理診斷、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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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 III �
增進運動員動機：�
賦權動機的理論與應用 �

季力康 教授�

2019.11.23       16:10-17:10   � 12



201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題座談 �
競技運動的訓練目標與回饋： 

比賽表現分析 

劉有德 教授�
2019.11.24       10:10-11:40   �

與談分享者： 

藍于青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陳雅君、方睿君、高佩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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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運動的訓練目標與回饋：比賽表現分析�
�
運動技能訓練的目的在於增進運動技能的表現。
明確的訓練目標是訓練課程首要的內容,提供訓練
效果的回饋訊息則是檢驗訓練課程的重要方式之
一。以科學方法實施運動訓練已是國際間各類競
技運動項目認同的趨勢，然而國內在提供有關競
賽中運動技能及攻防戰術實施效果的科學資訊仍
不普遍,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在運動科學領域中較顯
缺乏。由於運動專項知識與經驗在執行比賽表現
分析研究上相當重要,本次專題座談除簡介競技運
動比賽表現分析的應用及學術研究範圍,並邀請具
各項運動經驗的研究者發表足球、籃球、網球、
排球及韻律體操等五項競技運動比賽表現分析的
結果，希望提供有興趣者應用及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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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 IV  �
Acute Exercis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rain Function: The Updated 
and Future Direction �

張育愷 教授�

2019.11.24       14:10-15:10   � 15



Acute Exercis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Brain 
Function: The Updated and Future Direction 
 
Yu-Kai Chang, Research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cute exercise, or a single bout of exercise,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positively affect multiple aspects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issu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important research trends in exercise psych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to report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to provide three updated studies from 
our laboratory. These studies emphasized: a) 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ute exercise dur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 role of moderators between acute 
exercis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s well as c) potential 
mechanism of how acute exercise affects cognitive 
function from a neuroelectric perspective. The possible 
and recommende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will 
b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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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發表�
一、基本資料 �
標題:包含題目與作者資料，依序如下: �
中文名稱:xxxxxxxxx(或英文名稱:xxxxxx) �
作者姓名:x xx-xxx �
學校系所或單位名稱:xxxx-xx �
標題格式建議參酌(可自行調整)�
-   論文中/英文名稱:字體大小範圍為 80 號字〜136 號字，�
     置中對齊方式，最多不可超過兩行。 �
-  作者姓名:字體大小範圍 50 號字〜60 號字，置中對齊方

式。�
-  學校系所或單位名稱(全銜):字體大小範圍 50 號字〜60 號

字，置中對齊方式�
二、內容格式 �
內容請以呈現研究結果為主，除題目與摘要的資料外，包含
如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結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等。�
內容請投稿作者自行斟酌，以不超過海報尺寸為限。�
三、海報張貼注意事項�
海報請作者自行設計製作，尺寸為寬 90 cm、高 110 cm，
並依海報發表序號張貼於會場(長啟樓 1 樓)。�
�
口頭論文發表�
一、確認您的發表序號與時間，每篇 15 分鐘:10 分鐘報告 5 
分鐘問答。 �
二、請於發表前的適當時間將您的檔案下載於國際會議廳的
電腦設備(例如:午餐時段)。 �
三、將您的檔案儲存於隨身碟、雲端或寄送至個人 EMAIL 
以備不時之需。�
四、本場地提供的電腦設備為 Windows 系統，如您需使用
其他系統進行發表，請自備所需的相關轉接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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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A-O-3 健身運動心理學 �

Aerobic fitness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orkload capacity for 
faster decisions 
 
Hao-Lun Fu1, Yong-Cherng Cheng2, Ming-Hui Zheng2, Cheng-Ta Yang1, & Chun-
Hao Wang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and Leisure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ever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erobic fit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aerobic fitness is 
related to workload capacity, which measures the efficiency of perceptual 
processing as workload increases. Accordingly,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shed 
light on this issue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robic fitness and 
workload capacity. Participants aged 19 – 25 years underwent measurements of 
maximal oxygen uptake (VO2max) using a modified Bruce protocol treadmill test 
and a redundant-target detection task. Workload capacity was assessed using 
systems factorial technology (SFT),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for making 
inference about processing efficiency during cognitive operations. Althoug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gh-fit group (VO2max > 52) and low-fit group 
(VO2max < 46) in mean reaction times (BFincl = 0.76; p = 0.56), the results of 
functional level of workload capacity showed higher score in the high-fit group 
relative to the low-fit group in the earlier responses (BF10 = 34.36; p < .001) but 
not in the later responses (BF10 = 0.57; p = .23). Specifically, we observe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2max value and workload capacity in earlier 
responses (BF10 = 38.39; p < .001).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 of aerobic fitness may tend to adopt a global 
processing strategy to deal with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faster 
decisions. 
 
Keywords: cardiovascular fitness, informational-processing capacity, systems 
factorial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H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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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A-O-6 競技運動心理學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cis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global-
lo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elite volleyball players  
  
Yong-Cherng Cheng1, Hong-Chun Huang2, Hsien-Chen Lin3, Cheng-Ta Yang4,  
& Chun-Hao Wang1 

1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 Leisure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eviou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superior global-local processing in elite 
volleyball players as compared to non-athletes. However, the decis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uch perceptual-cognitive expertise in volleyball players remains unclear. 
To ask this question, this study applied a non-parametric and diagnostic tool, 
systems factorial technology (SF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lite volleyball players and sedentary non-
athletes when they performed a double factorial global-local paradigm. The use of 
SFT is due to its utility in examining a set of diagnostic measures to distinguish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rocessing architecture (serial/parallel/coactive), stopping 
rule (self-terminating/exhaustive),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limited/unlimited/
supercapacity) during perceptual decision-making. The results of mean measures 
revealed higher accuracy but slower responses in volleyball players relative to non-
athletes, presumably reflecting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response strategy. In terms of 
SFT,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volleyball players exhibited a self-terminating serial 
processing with unlimited to super capacity, whereas the controls demonstrated a 
self-terminating parallel processing with unlimited capacity. Togethe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may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cis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global-lo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elite volleyball players. Volleyball 
training should design context-specific courses to improve players’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city in support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sports. 
 
Keywords: volleyball, visual selective attention, process architecture, stopping rule, 
workload capac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ong Cher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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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A-O-8競技運動心理學 �
�
運動員生活壓力對倦怠之影響：檢驗心理能量之調節作用�
�
邱逸翔、盧俊宏、劉宏祐�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
�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運動員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而產生倦怠，
以至於退出競技運動圈，為了尋找能夠緩衝運動員對壓力反
應的正面力量，本研究的目的是檢驗運動心理能量對運動員
生活壓力與倦怠關係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進行兩次的實徵研
究，並收集了兩次的受試樣本 (研究1 = 230;研究2 = 159)，
研究工具包含大學生運動員的生活壓力 (CSALSS，Lu et al., 
2012)，運動心理能量量表 (AMES，Lu et al., 2018)，和運動
員倦怠問卷 (ABQ，Raedeke ＆ Smith, 2001)。分別進行兩
次的階層回歸分析發現，運動心理能量能調節運動員的生活
壓力與倦怠關係的情感和認知成分。結果初步發現，運動心
理能量可以成為緩解壓力-倦怠關係的正向力量，並在最後討
論相關理論意義、局限性，以及實際應用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
關鍵字：青少年運動員、正向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康寧�
�
通訊作者：盧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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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 A-O-5競技運動心理學 �
�
運動員調控焦點與2X2成就目標之關係�
�
洪軒屏、黃英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運動員調控焦點兩個向度與2X2成就目標四個向度之幅
合與區辨關係，參與者為高中甲組與大專公開組學生運動員137名，男77人、
女60人，平均年齡18.45±2.11歲。研究工具有《運動情境調控焦點量表》
和《2X2競技運動成就目標行為量表》，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法及相依
樣本相關係數差異t檢定進行資料處理。結果顯示：一、運動員的促進焦點
和趨近精熟目標的相關[r(135)=.76]顯著大於預防焦點與趨近精熟目標之相
關[r(135)=.33]，t(134)=8.31，p < .01。二、預防焦點與逃避精熟目標的相
關 [r(135)=.56]顯著大於促進焦點與逃避精熟目標之相關[r(135)=.42]，
t(134)=2.11，p = .02。三、促進焦點與趨近表現目標的相關[r(135)=.60]和
預防進焦點與促進表現目標之相關[r(135)=.54]無顯著差異，t(134)=0.93，p 
= .18。四、預防焦點與逃避表現目標的相關[r(135)=.37]顯著小於促進焦點
與逃避表現目標之相關[r(135)=.64]，t(134)= -4.45，p < .01。五、促進焦點
和趨近精熟目標的相關[r(135)=.76]顯著大於促進焦點與逃避精熟目標之相
關[r(135)=.42]，t(134)=5.49，p < .01。六、促進焦點與趨近表現目標的相
關[r(135)=.60]和促進焦點與逃避表現目標之相關[r(135)=.65]並無顯著差異，
t(134)=0.83，p = .21。七、預防焦點與逃避精熟目標的相關 [r(135)=.56]顯
著大於預防焦點與趨近精熟目標之相關[r(135)=.33]，t(134)=2.90，p < .01。
八、預防焦點與逃避表現目標的相關[r(135)=.37]顯著小於預防焦點與趨近
表現目標之相關[r(135)=.54]，t(134)= -2.37，p = .02。本研究根據結果進行
量表題目內容分析與討論後，建議未來可針對《運動情境調控焦點量表》
的預防焦點分量表題目進行較大幅度的修改並再進一步檢驗其與外部變項
預期關係之證據來源。�
�
關鍵字：建構效度、效標關聯、動機�
 
通訊作者：洪軒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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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A-O-7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動機氣候的塑造：教練領導行為與信任教練影響效果的比較�
�
李婉茹1、謝明輝2、高三福3�
佛光大學1、國立政治大學2、國立清華大學3�
�
       動機氣候的行成，主要是來自教練的塑造，但教練領導行為與信任教練
對動機氣候的行成，何者是主要的影響來園，文獻上缺少研究進行瞭解。因
此，本研究目的在檢驗教練領導行為與信任教練，何者對動機氣候有較強的
預測力。本研究以高中318名甲級籃球運動員為研究對象（男女各159名〉，
研究測量工具「動機氣候」、「家長式領導」、「信任教練」及個人基本資
料。蒐集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積差相關、驗證性因素分析及階層迴歸進行資
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威權領導、仁慈領導、德行領導及信任教練對工作
氣候具正向預測效果，相較於信任教練，家長式領導有較強的預測效果。威
權領導隊表現氣候有正向預測效果，德行領導對表現氣候是負向預測效果，
信任教練對於表現氣候則不具有預測效果。本一就結果具有理論與實務上的
意涵，對未來研究與應用提出建議。�
 
 
 
 
關鍵詞：領導行為、籃球隊、團隊互動 �
通訊作者：李琬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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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 A-O-2競技運動心理學 �
�
知覺治療人員自主支持氣候預測大專運動員運動傷害復健遵從
行為：以基本心理需求為中介�
�
游惠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
大部分的運動員皆經歷過運動傷害，其復健過程是漫長且辛苦的，這是
運動員害怕但也常遇到的問題 (林佳皇、黃惠貞，2005)。為了使運動傷
害的影響降到最低，接受良好的治療並遵從傷害復健直到復原是重要的 
(黃耀宗、陳東韋、蔣憶德、季力康，2013)。但研究顯示遵從傷害復健
計畫的比率偏低 (Ice, 1985)。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大專運動員在進行運動
傷害復健時知覺到治療人員如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之自主支持氣候，是
否能透過基本心理需求預測運動傷害復健遵從行為。本研究以85位曾有
運動傷害復健經驗之大專運動員為研究對象，男生55位，女生45位，平
均年齡20.14歲 (SD=1.66歲)，運動傷害持續時間 5.92 個月 (SD= 8.32 
個月)，與治療人員相處時間為 5.47 個月 (SD= 6.52個月)，經受試者同
意後填寫健康照護氣候量表繁體中文版、基本心理需求量表與復健遵從
行為量表。所得結果如下：知覺治療人員自主支持氣候可直接預測大專
運動員復健遵從行為，也可透過關係感部分中介。建議治療人員在面對
需要受傷復健之大專運動員時創造自主支持的氣候，可幫助大專運動員
在復健歷程上付出較多努力，也較能得到好的復健效果。�
�
關鍵字：自主支持氣候，基本心理需求，大專運動員運動傷害復健�
�
通訊作者：游惠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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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 A-O-4競技運動心理學 �
�
例行化動作訓練能增進國中射箭選手的外在注意力焦點�
與實測成績嗎?�
 
林芳瑜1、黃英哲2 

1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例行化動作訓練介入後對射箭選手外在注意力焦點及模
擬賽表現的影響，以17名訓練時間至少1年、未曾接受過例行化動作訓練
之射箭選手為參與者 (年齡14 ± 0.91歲)，採受試者間設計實驗法，依據實
驗前射箭成績進行分層隨機分派，8名選手為實驗組、9名選手為控制組。
實驗組進行八週的例行化動作訓練介入；控制組則維持原本訓練模式，兩
組每天訓練箭數量相同。主要結果如下：一、實驗組在後測與保留測驗的
放箭時間一致性優於控制組 (變異係數CV值 30.51 < 39.79, 30.24 < 41.92, p 
< .05; 效果值Cohen’s d = 1.47, 1.69)。二、實驗組在後測與保留測驗的動作
內容順序一致性高於控制組 (90% > 56%, 91% > 59%, z > 1.64)。三、實驗
組在後測與保留測驗的外在注意力焦點執行度高於控制組 (96% > 76%, 
96% > 77%, z > 1.64)。四、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與保留測驗的射箭成績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8.01 vs 7.58, 7.98 vs 7.68, t(15)= 1.26, 0.61, p > .05)，
但實驗組後測成績優於控制組的效果值Cohen’s d 為0.61，達到中度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8週的訓練介入後，實驗組在各項例行化動作檢核指標
以及外在注意力焦點執行度皆有進步且優於控制組。雖然實驗組在最後階
段模擬賽較佳的成績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從射箭競賽得分錙銖必較
的觀點來看，放箭前例行化動作所造成的成績差距效果應足以對競賽名次
提昇做出實質的貢獻，值得推薦其做為青少年射箭選手的日常訓練教材。�
�
關鍵字：儀式型動作、準備動作、閉鎖性技能、前置動作�
 
通訊作者：林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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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8 A-O-1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只要情境適配，避免失誤傾向也能有好的合球投籃表現�
�
黃啟正1、黃英哲2�

1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優秀合球運動員調控焦點傾向和情境焦點適配時(調控焦點
適配)與不適配時的投籃表現是否有所差異。參與者為大專合球公開一級前兩
強之球員男性13名、女性18名，平均年齡22.50 ± 3.07歲。採受試者內設計
之實驗法，依平衡時序方式安排參與者在促進焦點情境和預防焦點情境下各
進行兩輪5公尺定點合球投籃測驗(每輪投籃10次)，資料主要採相依樣本t考
驗統計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促進焦點傾向者在調控焦點適配時比不適配時
有較多的投進次數(6.17 > 4.90, t(20) = 4.20, p < .01, 效果量Cohen’s d = 
0.92)，預防焦點傾向者在調控焦點適配時也比不適配時展現較佳的投籃表現
(6.20 > 4.90, t(9) = 2.49, p = .02, 效果量Cohen’s d = 0.79)。本研究結果
證實個人調控焦點傾向沒有好壞的差別，重要的是情境的焦點是否與其適配，
符合調控焦點理論的預期。在實務應用上，本研究建議教練最好能事先瞭解
選手在訓練或比賽時的調控焦點傾向，進而提供適配選手焦點傾向的指導語
及回饋內容，可幫助選手展現較佳的表現。�
�
關鍵字：注意力、訊息框、動機�
�
通訊作者：黃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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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9 A-O-9 其他 �
�
探討電競玩家與非玩家在手速上的差異�
�
陳冠年、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
2017年Newzoo產業分析報告，電競營收來到6.96億美元，快速
發展的環境下促使更多人參與電競。業界更因此關注並企圖將電
競納入正式運動賽會中，而各界也開始對於電競是否為運動項目
爭議不斷。許多研究者探討電競和運動的關聯，最主要辯證電競
是否包含運動中最重要的「身體活動」要素。故本研究嘗試探討
電競中特有的身體活動要素－「手速」是否會影響電競表現，以
獨立樣本T檢定檢驗電競玩家與非玩家在手速上是否有差異，假
設電競玩家的手速會優於非玩家。研究對象共43位受試者參與本
實驗，將受試者分為兩組別（接觸電玩一年以上；無接觸過電
玩）。手速測量採用Mobalytics團隊的測驗軟體，測驗得分越高
代表手速越快，意即綜合反應時間和協調能力表現越好。結果顯
示，電競玩家得分顯著高於非玩家得分，t(43)=7.34,p＜.
05,d=2.2，為高效果量，顯示電競玩家手速與非玩家手速表現差
異很大。本研究嘗試探討以包含反應時間和協調能力二項動作技
能的「手速」為「身體活動」要素證據，發現電競玩家在上述兩
項能力中是優於非玩家的表現，顯示電競的表現與運動技能有關，
進而推論電競應包含運動中最重要的「身體活動」要素，可視為
運動項目。�
�
關鍵字：電競、手速�
�
通訊作者：吳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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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0 A-O-10其他 �
�
2108年國際韻律體操評分規則修改難度無上限對個人整套編排之
影響�
�
楊千玫、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
國際體操聯合會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FIG EC)規定每四年（奧運週期）會
更改規則，每個週期執行後， FIG EC會針對未詳盡規則透過公告解釋說明。
罕見的在2017年下旬發布的公告中有了本質性的修改，是將於隔年2月開
始執行開放難度分數無上限（原上限為十分）。此一重大修改是前所未有
的改變，對整套編排及發展影響甚巨，故本研究想瞭解難度無上限對選手
整套難度編排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影片分析法，以義大利Pesro舉辦的
World Cup同一賽事前八名選手的整套為資料來源，分析2017年和2018
年規則修改前後的變化，以描述性統計及數量百分比進行綜合分析。統計
結果發現，身體難度在2018年普遍下降，手具難度及動力性轉動在2018
年普遍上升，而韻律步伐在2018年則是大幅下降。這樣的發展，對於韻律
體操規則強調的藝術性背離甚遠，雖2018年規則也針對藝術扣分的修改來
強調藝術的重要性。但似乎加重藝術扣分仍無法制衡難度無上限的發展。
雖然較多的手具難度可以提高比賽的精采度及刺激性，但這與韻律體操的
精神與本質已不相符，建議未來規則的修改對於各類型難度的比例發展須
有更周延的考慮，才能符合韻律體操強調藝術性的規則初衷。�
�
關鍵字：韻律體操、評分規則、難度編排�
�
通訊作者：吳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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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1 A-O-11 競技運動心理學�
�
自我對話在籃球運動上的應用�
�
朱恩麟、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
�
自我對話(self-talk)在運動心理學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九○年代的
初期(Kendall, Hrycaiko, martin, & Kendall, 1990)。隨著運動心理學
的發展，自我對話的研究也隨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雖然說自我對話的
內涵，非常容易受到大眾的認識與瞭解，但是在運動情境中有系統的研
究，則是在西元2000年左右開始，其中最具代表性和開創性的研究，
則是自國外學者James Hardy開始(Hardy, Gammage, & Hall, 2001; 
Hardy, Hall, & Alexander, 2001; Hardy, Hall, & Hardy, 2005; Hardy, 
Hall, & Hardy, 2004; Hardy, Roberts, & Hardy, 2004)。國外在此一主
題的研究與應用上，巳多有成果，但國內相關研究的成果，則不如國外
運動心理研究的關注一般，受到重視。�
�
關鍵字：自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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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論文發表

議程與摘要

2019
台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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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運動員完美主義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探討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的中介效果�
�
鍾孟玲�
�
完美主義者面臨壓力時，由於採用不同的因應策略，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
的程度。本研究目的，透過兩項研究來檢驗大學運動員完美主義與主觀幸
福感的關係，並檢驗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的中介效果。研究一以351名大
學運動員為對象(男生=170名；女生=181名)，平均年齡約為20.7歲
(SD=1.73)，填寫「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壓力因應量表」和「主觀
幸福感量表」，以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結果顯示，適應性完美主義
會透過積極(正相關)或逃避(負相關)因應正向預測主觀幸福感，而非適應
性完美主義會透過積極(負相關)或逃避(正相關)因應負向預測主觀幸福感。
研究二以313名大學運動員為對象(男生=119名；女生=114名)，平均年
齡約為20.2歲(SD=1.63)。除填寫上述量表外，增加「生活壓力量表」，
以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結果顯示，適應性完美主義(高標準)能透過
生活壓力與積極因應間接正向預測主觀幸福感，而非適應性完美主義(教
練施壓與父母施壓)能透過生活壓力與積極因應間接負向預測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結論，結合Hewitt & Flett(2002)的完美主義「壓力產生」模式以
及Lazarus & Folkman (1984)的「壓力因應」模式，來探討運動員完美
主義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為研究可行之方向。最後，研究結果與建議可供
學校教師、運動教練、輔導人員與未來研究的參考。�
�
關鍵詞：教練、父母、壓力產生模式、結構方程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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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障礙者身體活動態度、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和阻礙因素對身
體活動意圖與身體活動量的影響�
�
林岑怡�
�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肢體障礙者身體活動態度、主觀規範、自我效能以及阻
礙因素對身體活動意圖與身體活動量的影響。研究參與者為共358位(男性
207位，女性151位)，平均年齡47.27±11.15歲；障礙程度包含輕度
(n=31)、中度(n=109)、重度(n=215) 及極重度(n=3)。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檢驗依變項間的相關情形，再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究身體活動態度、主
觀規範、自我效能、阻礙因素對身體活動意圖的影響。身體活動態度、主
觀規範、自我效能是正向預測身體活動意圖的因子，阻礙因素中內在阻礙
為負向的預測因子、結構阻礙為身體活動意圖的正向預測因子。後續以結
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結果顯示，身體活動態度、主觀規範、阻礙因素
是透過身體活動意圖的完全中介影響身體活動，而自我效能可以直接預測
身體活動量，也可以透過身體活動意圖的部分中介對身體活動量產生預測，
是本研究中發現對身體活動量預測力最佳者。�
 整體而言，本研究身體活動意圖與自我效能為影響身體活動量的主要影響
因素，並針對阻礙因素對意圖影響研究結果所提出可能解釋與討論，期望
能對於相關領域有所貢獻。�
�
關鍵詞: 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PAD模式、輪椅運動�

36



急性壓力對執行功能之影響：心肺適能之角色�
�
祝堅恆�
�
過去研究指出急性壓力與心肺適能對認知功能分別產生負面與正面之影響。
然而，針對心肺適能是否能調節急性壓力對認知功能影響等相關議題，目
前仍少有探討。 故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急性壓力下，對不同心肺適能
的年輕男性，對任務轉換相關執行功能之行為與神經電生理活化之影響。
本研究招募64位符合條件之健康年輕男性（平均年齡 = 22.11 ± 3.30 歲)，
依據心肺適能高低分為高心肺適能（n =32）與低心肺適能（n =32）組。
所有實驗參與者以對抗平衡次序方式經歷急性壓力與非壓力控制情境，並
在其後使用作業轉換典範進行轉換表現測量，進行認知行為與事件關聯電
位的資料收集。在急性壓力情境與非壓力控制情境實施前與立即後，收集
參與者之壓力反應相關指標。作業轉換典範行為指標包含反應時間、正確
率、全面性轉換成本與局部性轉換成本。在事件關聯電位方面，以P3b成
分波為主要參數。本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急性壓力誘發參與者之壓力反應，
然而對不同心肺適能者之認知功能卻有不一致之影響。具體而言，急性壓
力縮短高心肺適能者異質回合中之反應時間，以及降低全面性轉換成本與
局部性轉換成本，但對低心肺適能者增加異質回合中轉換試做之反應時間。
事件關聯電位部分，相較於非壓力控制情境，急性壓力增加高心肺適能者
在異質回合中之P3b振幅，但降低低心肺適能者之P3b振幅。此些結果顯
示，在急性壓力後，高心肺適能有較佳之工作記憶與執行控制歷程之效率，
並有較多之注意力資源。然而低心肺適能在壓力後，可投入之注意力資源
降低。本研究擴展過去心肺適能相關研究，指出心肺適能在一般非壓力情
況下，對年輕男性，作業轉換表現之影響較小；然在急性壓力後，心肺適
能對作業轉換有關之執行功能，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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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A-P-1 動作學習/控制/發展 �
�
運動策略在視覺凝視上的探討�
�
林敬敏、林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
運動策略是指在各種運動項目中，選手使用經由組織過後的計畫，以達到最
佳的技能表現。相關研究發現在運動的策略中運動員需要多種視覺上的凝視
及注意力去找到關注點，使運動員達到預期目標（Vickers, 2007）。此外，
也有研究發現在運動比賽中，運動員會依據過去訓練的模式去做決策，而策
略的使用會引起視覺上不同的變化，往往也會影響運動員的運動表現
（Williams & Davids, 1998）。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整理過去冰球點球、
足球及競速溜冰運動，分為策略對運動比賽影響、運動策略與視覺凝視的關
係、運動比賽中策略使用時視覺的變化項目三大主題進行討論，以探究運動
策略中視覺凝視的重要性，並希望提供運動策略研究相關精進。�
�
關鍵字：運動控制、視覺軌跡�
�
通訊作者：林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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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A-P-2 動作學習/控制/發展 �
�
截斷性時宜的凝視行為在運動截擊應用之探討�
�
葉千如、林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
優秀攔截技術是某些運動場上得分的重要關鍵。在視覺研究中，截斷時
宜任務包含三個凝視階段：物體識別、物體跟蹤、物體控制，其技術品
質重點在於選手對的時間點是否到達對的位置上（Vickers, 2007）。國
內近15年來，逐漸有探討網球截斷任務之相關研究，然而，對於截斷時
宜的凝視行為的整體知識仍為缺乏。故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於適當時機進
行截斷任務的凝視控制，是否對運動技能表現產生效應。研究中包括：
網球、棒球、足球、桌球、排球及冰上曲棍球等相關運動項目的資料蒐
集。研究結果顯示，截斷任務會受到器材品質、肌力、高度協調、凝視
位置及凝視時間等因素所影響。綜言之，這些內、外在因素將影響到運
動員的攔截品質，特別是視覺行為，甚至可能因截斷時機的誤差而導致
失分。�
�
關鍵字：攔截時機、凝視階段、靜眼持續時間�
�
通訊作者：葉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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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A-P-18 動作學習/控制/發展 �
�
跆拳道對打正拳給分之探討�
�
蔡蕎優、劉有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
跆拳道對打競賽自2008年起全面採用電子護具以提高比賽客觀性,目前僅
有正拳仍以裁判判別給分。傳統護具時代正拳的使用甚少,但近年比賽中,
正拳使用率上升,雖每拳只有1分,但也成為得分率最高的動作。目的:探討
跆拳道裁判,教練與選手對於跆拳道對打正拳給分之差異。方法:將 2019
年跆拳道世錦賽女子組各量級之正拳影片50段以隨機順序播放2次,請跆
拳道裁判,教練與選手各5位判別正拳是否得分及其品質,得分及品質給分
間隔一星期。數據經整理為正確率及Kappa信度係數後,以SPSS 23.0進行
克瓦氏無母數考驗,比較正確率和信度在3組間之差異,並以斯皮爾曼等級
相關係數檢驗得分與品質間之相關。結果:3組在得分正確率達顯著差異
(p<.05),裁判正確率顯著高於選手;3組在得分的信度中雖未達顯著(p=.
054),但選手有高於教練的趨勢;3組在得分與動作質量的相關未達顯著差
異(p>.05),但裁判有高於教練的趨勢。結論:不同身份的跆拳道專業人員
雖然均可依正拳的品質分辨是否得分,但裁判對於正拳的給分仍較教練與
選手更加準確及一致。未來應就正拳質量評定建立客觀標準，以提供教
練選手之參考，作為訓練正拳得分的依據。�
�
關鍵字：跆拳道、正拳、得分�
�
通訊作者：蔡蕎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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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A-P-22動作學習/控制/發展 �
�
移位性動作技能：為專項化訓練而準備�
�
卓佩佩1、劉有德2�
1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
過早專項化訓練可能造成身心未成熟的學童運動傷害(Mfuualli, 2005)。
國小階段(6~12歲)學童處於發展基礎動作技能及為訓練而準備階段，學
童在此階段應透過接觸各式各樣的運動，學習各項運動技巧及戰術，以
為日後成為頂尖選手或終生運動習慣奠定基礎 (Balyi, Way & Higgs, 
2013) 。如何在眾多運動項目中，決定出數種適合未來專項化發展的運動
項目，並在兼顧課業的有限時間下參加多種項目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我們將問題簡化，僅就基礎移位性動作技能，探討孩童在接受專項化訓
練前，可以提供何種步伐練習，以增進其移動的能力並有利於日後的專
項化訓練。使用八種基本移動型態來嘗試歸類羽球比賽中選手使用的移
動方式，包括走、跑、跳、躍(leaping)、墊步(galloping)、滑步、單腳
跳(hopping)及蹬跳(skipping) (Haywood, Roberton & Getchell ,2011)。
初步可歸類大部分比賽中顯現的移動型態。透過分析各運動項目的移動
型態連結，並加以歸納整理出相同的連結模式。對於學童訓練與練習、
增進移動能力及日後的專項化訓練是有助益且可行的。�
�
關鍵字：動作發展、基礎移位性動作技能、過早專項化訓練�
�
通訊作者：卓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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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A-P-6健身運動心理學 �
�
瑜伽拜日式介入國中運動員正念傾向、心理技能之效益�
�
殷旭圻1、陳美華2�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運動與健康休閒碩士在職專班�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
�
過去的研究發現瑜伽可改善憂鬱、消除壓力、增進生活品質，亦可以提
高學生學習的專心程度，因此瑜伽練習可能可促進運動員之心智平靜。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運動員在施作8次瑜伽拜日式後的正念傾向、
心理技能之效益。方法：參與者為11位國中排球隊隊員（男性；年齡
12.73±0.65），以瑜伽拜日式介入8次，每週2次，每次60分鐘，使用
止觀覺察注意量表及運動員心理技能量表於介入前、後施測，比較瑜伽
拜日式介入後在正念、心理技能上的效益。結果：使用成對樣本t檢定檢
驗研究對象介入前後之差異，結果發現在心理技能自信心構面上前後則
有達顯著差異，但在其他構面未達顯著。結論：在8次108次拜日式瑜伽
介入後，對國中排球隊運動員的心理技能自信心上有提升。介入時間的
不足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然而，學生對於瑜伽介入後都有正向的回饋，
如：注意力覺得變好、壓力有減輕的情形、身體平衡性也有所改善，瑜
伽大休息讓他們體驗到從未有的深層休息。未來可將瑜伽拜日式作為訓
練課程以提升運動員的心理素質。�
�
關鍵字：心智鍛鍊、自信心、專注�
�
通訊作者：殷旭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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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A-P-8健身運動心理學 �
�
單次阻力訓練對高中生情緖、身體外表滿意度之影響�
�
林侑辰1、陳美華2�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運動與健康休閒碩士在職專班�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
�
高中學生正值青春期又長期處於升學的壓力中，身心發展上皆面臨極大的
挑戰，許多研究也顯示，運動可以改善情緒、提高身體素質、增加自信心
等，因此，運動介入對青少年可能具有正面的效益。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單
次阻力訓練對高中生情緖、身體外表滿意度的影響。方法：參與者為15位
高中學生（男性；年齡16.34 ± 0.48），進行單次60分鐘阻力訓練，參與
者分成三組在暖身運動後輪流操作槓鈴臥推、腿推機及槓鈴硬舉等三種動
作，每一動作循環5回合，每回合8次，結束後實施伸展運動。使用正負向
情緒量表、身體滿意度量表於介入前(前一週)以及阻力訓練後進行施測。結
果：使用成對樣本t檢定檢驗研究對象介入前後之差異，結果發現，正向情
緒、負向情緒及身體外表滿意度等構面上前、後測有達顯著差異。結論：
單次阻力訓練能有效提昇高中生正向情緒、降低負向情緒及提升身體外表
滿意度，在情緒及身體外表滿意度上有正向的效益。�
�
關鍵字：自信、身體素質、肌肉審視�
�
通訊作者：林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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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A-P-12健身運動心理學 �
�
大專生身體活動量與正念和心理彈性之關係�
�
林昱禎、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
正念與心理彈性是近年來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這兩個心理特徵已時
常被應用於心理治療上，而也有研究指出，規律的身體活動有助於紓解
壓力與焦慮、提升正向情緒、改善睡眠狀態，以及預防疾病等。目的：
探討大專生身體活動量、正念和心理彈性之關係。方法：本研究參與者
為臺灣大專院校的大專生，共96位 (男性26位、女性70位)，平均年齡為
21.29 ± 1.3歲，本問卷採用網路發放問卷，先說明研究目的，再依個人
意願進行問卷填寫。結果：所得資料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分析。本研
究結果顯示，正念與心理彈性呈正相關 (r = .47，p < .05)；身體活動量
與正念呈正相關 (r = .22，p < .05)。結論：正念越高，心理彈性越高；
身體活動量越高，正念越高。建議大專院校能開設正念相關課程或舉辦
更多動態活動，提升學生的身體活動量或正念，對生理和心理都是有幫
助的。�
�
關鍵字：正向心理學、坐式生活、覺察�
�
通訊作者：林昱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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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A-P-15健身運動心理學 �
�
激勵自己、突破藩籬-自我對話在馬拉松運動中的探究與應用
策略�
�
林秀蘭、許光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
緒論：自我對話與運動表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國內自我對話針對馬
拉松運動方面的研究，僅少數文獻，其他多為生理學上的研究，缺乏心
理學方面的探討，本研究目的是回顧自我對話在馬拉松運動中的文獻並
提出建議與應用策略，以期為馬拉松跑者、教練與運動科學等相關人員，
在未來的研究與訓練提供助益。方法：以敘述性綜論方式回顧1984年
至2019年國內外自我對話及在馬拉松運動中的文獻，區分成定義、理
論與研究測量、馬拉松相關文獻等三部份。討論與應用：相關理論分成
一、自我效能理論、二、自我調解理論、三、特定運動模型理論。應用
策略有二，一、優化自我對話：(一)自我對話意識的覺察、(二)正面肯
定思考計畫、(三)轉化及重新建構負面思考；二、馬拉松自我對話及應
用策略。結果與建議：國外已發展許多不同類型的自我對話及概念，研
究顯示以動機性、目標導向式、策略性的自我對話對馬拉松運動表現最
有助益。若能與其他心理技能搭配並有系統地進行完整的訓練計畫，則
將對馬拉松跑者有相當大的助益，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馬拉松運動中不同
族群的整體心理計畫做更深入的探究，可加入自我對話後續長期效果或
以更客觀的方法及相關科技產品的應用來檢視跑者的身心影響。�
�
關鍵字：自我對話、馬拉松、路跑、應用策略、文獻回顧�
�
通訊作者：林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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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A-P-17健身運動心理學 �
�
健身教練提昇學員幸福感：轉型領導理論之應用�
�
許伊雯、高三福�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學系�
�
在繁忙的生活中人們對運動的需求日漸增加，其中團體運動課程最受到
歡迎。團體運動課程滿足個人需求、產生愉悅感、成就感及價值感，此
為參與運動的幸福感。而健身教練是課堂的靈魂人物，健身教練的教學
領導風格與學員的幸福感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以轉型領導理論為基
礎，探討健身教練如何藉由轉型領導來提昇學員參與課程的幸福感。根
據Bass（1985）轉型領導的四個向度「理想影響」、「鼓舞動機」、
「智力刺激」及「個別體恤」，本研究對健身教練的教課提出建議。在
理想影響，教練展現運動專業知識與個人魅力，使學員喜愛和信任教練。
鼓舞動機方面，學員覺得辛苦想放棄時，教練可以親自示範，並激勵學
員一起努力完成艱難的動作或技巧。在智力刺激，教練可以提出各種不
同的問題，讓學員有更豐富的方式與知識來參與運動。個別體恤方面，
教練可以關心每一位學員，根據學員的不同給予不同的強度與目標。從
以上四個方式，健身教練應該可以提升學員的個人需求、產生愉悅感、
成就感及價值感，亦即整體幸福感，使學員從運動中獲益。�
�
關鍵字：健身教練、轉型領導、幸福感�
�
通訊作者：許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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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 A-P-21健身運動心理學 �
�
遊戲式運動提升衰弱老人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享樂感之先導研究�
�
張佐任1、陳淑雅2、張文典3�

1大千綜合醫院復健科、2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3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
前言：研究發現短期運動能改善衰弱老人的身體功能，但要維持
長時間規律運動並不容易。融入遊戲元素的運動方案被認為可提
升動機進而改善身體功能，但未有研究探討其對衰弱老人運動行
為改變因素的影響。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享樂感為運動行為改變
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探討遊戲式運動對衰弱老人運動自我
效能與運動享樂感的影響。方法：招募社區衰弱老人進行12週遊
戲式運動或有氧運動。遊戲式運動為將遊戲元素融入有氧、肌力、
平衡等訓練中，強調趣味性、社交性和少競技性。運動介入前後
檢測身體功能，12週運動訓練後，填寫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享樂
感問卷，以曼-惠特尼U檢定驗證組間差異。結果：共20位衰弱老
人(每組各10人)完成12週運動訓練。兩組雖有年齡差異，但性別
分布相近。遊戲運動組除身體功能有進步之外，運動自我效能與
運動享樂感皆顯著高於有氧運動組(p<0.01)。結論：融入遊戲元
素的運動訓練顯著提升衰弱老人的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享樂感，
可能進而改善其運動行為，培養規律且長時間的運動習慣。因此，
針對衰弱老人的運動介入課程，可多運用遊戲元素，以提昇可能
改變運動行為的影響因子，讓衰弱老人持續運動以更進一步改善
身體功能。�
�
關鍵字：遊戲式運動、衰弱老人、運動自我效能、運動享樂感�
通訊作者：陳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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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A-P-5競技運動心理學 �
�
排球選手知覺教練賦權及削權氣候與教練-選手關係、內在動機、
滿意度、退出意圖的之關係�
�
蔡書涵、東方介德�
東吳大學體育室�
�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排球選手知覺教練賦權及削權氣候與教練-選手關
係、內在動機、滿意度與退出意圖之關係。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308位高
中甲級之排球選手為研究對象（男生162名、女生146名），平均年齡為
16.49±.88歲，運動年齡為6.07±2.03歲。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了解相關情
形，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預測情形，以拔靴法驗證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
示：一、賦權動機氣候與教練-選手關係、內在動機、滿意度有正向相關，
與退出意圖有負向相關；削權動機氣候與教練-選手關係、內在動機、滿
意度有負向相關，與退出意圖正有向相關。二、賦權動機氣候與教練-選
手關係可正向預測內在動機、滿意度；削權動機氣候正向預測退出意圖，
承諾感負向預測退出意圖。三、中介效果分析顯示，教練-選手關係的親
密性、承諾感、互補性可部分中介賦權動機氣候與內在動機、滿意度關係
之效果；親密性、承諾感、互補性可完全中介削權動機氣候與退出意圖關
係之效果。結論：教練塑造的動機氣候對教練-選手關係、內在動機、滿
意度、退出意圖有不同的影響性，當選手知覺教練塑造賦權動機氣候時有
利於教練-選手關係的提昇，並增進內在動機、滿意度的發展；相反之，
選手知覺削權動機氣候時會降低教練-選手關係而造成退出意圖的影響。�
�
關鍵字：賦權氣候、削權氣候、教練-選手關係、內在動機、滿意度、退
出意圖�
�
通訊作者：蔡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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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A-P-10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兒童與成人桌球專長運動員之反應能力探討�
�
張惟恩、林仁一、蕭富仁�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
桌球為開放性（open skill）且小範圍的運動項目，所以桌球運動員不僅
反應（reaction）能力佳，且因應競爭對手策略之抑制控制（inhibition 
control）能力也非常重要，目前仍無針對桌球運動進行這兩種認知功能
在專業選手培養間的評估討論，特別是在兒童桌球訓練發展上仍未被探
討 ， 因 此 本 論 文 欲 研 究 桌 球 專 長 的 兒 童 及 成 人 於 反 應 時 間 作 業
（Reaction time task）和有關抑制控制能力之衝動控制作業（Go/
Nogo task）的表現差異。本研究招募崇明國小與國立成功大學桌球校
隊或國手擔任受試者，並且依年齡分成「桌球兒童組」和「桌球成人組」
執行兩種認知作業。研究結果顯示，在反應時間作業中，兒童組的正確
率顯著低於成人組，而反應時間顯著高於成人組；在抑制控制作業中，
兒童組的正確率顯著低於成人組，但兩組的反應時間無顯著差異。綜觀
上述，兒童組選手在認知作業執行之準確率是需要更多的練習，但兒童
組選手在抑制控制的反應能力似乎與成人組選手一致。本研究指出兒童
桌球運動員的反應能力訓練計畫將會更有助於其能力的推進。�
�
關鍵字：桌球（table tennis）、抑制控制（inhibition control ）、Go/
No-go task、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
通訊作者：張惟恩�

53



P13 A-P-13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賦權動機氣候對游泳選手內在動機之預測：以基本心理需求為中
介變項�
�
謝銘臻、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班�
�
根據 Deci 與 Ryan (1985) 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認為人們的行為是由三個主要的心理需求 (勝任感、自主性、
關係感) 所構成，而內在動機來自於基本心理需求與滿意度。Duda (2013) 
結合了 SDT 和 AGT，提出賦權動機氣候會滿足運動員的基本心理需求。
過去研究發現，賦權動機氣候和自主動機和運動樂趣成正相關，和控制動
機成負相關 (Fenton & Duda, 2016)。因此，根據自我決定理論，並延申 
Fenton 與 Duda (2016) 的研究，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基本心理需求在賦權
動機氣候對內在動機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以 52 名 (男性32人、女性20人) 
甲組游泳選手為對象， 平均年齡為 19.9 歲 (SD=2.71)，平均泳齡為 11.6 
年 (SD=2.92)。經參與者同意後，填寫賦權動機氣候量表、基本心理需求
量表和內在動機量表。所得到資料以描述性統計、 pearson積差相關和拔
靴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賦權動機氣候與自主性、勝任感和內
在動機成正相關。賦權動機氣候能正向預測內在動機。自主性在賦權動機
氣候和內在動機之間有部分中介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未來教
練應該塑造賦權動機氣候以提升選手之內在動機，而且應多展現自主支持
的環境以提升選手的自主性，進而 提升選手之內在動機。�
�
關鍵字：自我決定動機、自主支持、工作涉入�
�
通訊作者：謝銘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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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A-P-14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籃球投籃動作型式之性別差異及防守距離效應�
�
劉冠毅1、梁嘉音2�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
本研究旨在探究性別與防守距離對籃球投籃動作型式和準確性之影響。以
JHBL四強之男、女球隊為分析對象，利用Youtube上由MOE Sports上傳
之比賽影片進行資料蒐集，男生投籃有346次，女生有132次，共計478次。
透過籃球投籃動作型式評量表分析有無命中、男女球員以及不同防守距離
的投籃作型式和投籃命中率，其評分者間信度是r = .91、評分者內信度為
r = .88，並以卡方檢定(X2 test)進行考驗。結果：(一)不同投籃命中率情
境下，準備動作手部和投籃動作手部-輔助手有達顯著差異。(二)性別部分，
準備動作手部、準備動作腳部和投籃動作手部-輔助手有達顯著差異；投
籃命中率在性別上則無差異。（三）在不同防守距離下，僅準備動作手部
有達顯著差異，一步以內較其他兩個距離有差異存在；而投籃命中率在不
同防守距離下沒有達顯著差異。結論：(一)命中與不命中投籃動作型式的
準備動作手部和投籃動作手部-輔助手在投籃動作形式評量中有差異；
（二）籃球投籃動作型式之準備動作手部和腳步，以及投籃動作手部-輔
助手有性別差異存在；（三）在一步內防守距離會影響籃球投籃型式的準
備手部動作，其餘則無，投籃命中率未受到影響。�
�
關鍵字：籃球、投籃、動作型式、防守距離、性別差異�
�
通訊作者：劉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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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A-P-16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自我對話對於手技射門技能學習的幫助：以國外研究發現為例�
�
葉子嘉、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
自我對話(self-talk)是運動員，不論在訓練、學習新的技巧，或是比賽前、
比賽中與賽後，會不斷使用的心理技能。不同類型的自我對話形式，對
於運動技能學習的效果，是本篇海報主要探討的目的。本文旨在以國外
學者，用國小體育課學生為對象，針對新奇的動作技能學習(非慣用手的
射門動作)和熟練的動作技能工作(慣用手的射門動作)時，產生動機效果
的自我對話(motivational self-talk)和動作技能指導的自我對話
(instructional self-talk)與控制組(不進行自我對話)間，學習成效的比較。
40位10-12歲的國小學童，被隨機分配到動機對話、技能指導對話和控
制組中，進行組內不同慣用手前後測的工作試作。結果顯示，在新奇技
能學習上，相較於控制組而言，不同的自我對話組的運動表現都有明顯
的進步。因此，在新技能教學時，能輔以外在話語線索的提示與使用，
對於技能的習得，有實質的幫助。�
�
關鍵字：對話線索、國小、體育課、手球、運動表現�
�
通訊作者：聶喬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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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A-P-19 競技運動心理學 �
�
運動領域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症狀與解藥�
�
林雨萱、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
回顧過去研究，有許多在成就情境中減少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的方法，但
在運動領域中較少相關的研究，綜觀學業領域和運動領域中消除性別刻
板印象威脅的文獻，盼能提供未來研究方向。過去有關刻板印象威脅的
研究發現，當負面刻板印象團體的成員處在可能印證刻板印象的情境時，
因為擔心人們以刻板印象評價他或是擔心印證刻板印象，會產生被威脅
的壓力，進而傷害表現。在學業領域中，已有研究者嘗試以刻板印象再
訓練、學業表現增長觀點以及提供角色楷模等方法來減少刻板印象威脅
對女性的傷害，並發現一定的效果。但是在運動領域，致力於減少刻板
印象威脅傷害的研究還是不多，少數研究像是Martiny等人（2015）發
現，突顯女性運動員的多元身分認同可以減少刻板印象威脅對表現的影
響。另外，Raphael於2017年的研究發現，對刻板印象較不認同的女性
運動員，比較不會受到刻板印象威脅的傷害。這兩個研究雖為減少女性
運動員受到刻板印象威脅傷害的可能性開啟了一道門，但並未檢驗具體
的作法。過去學業領域研究中所探討的方法應該值得借鏡，例如提供優
秀女性運動員角色楷模，可能也會有正向的效應。期待未來運動領域能
有更多研究關心此議題，以提升女性運動參與者的福祉。�
�
關鍵字：刻板印象威脅、負面刻板印象、女性運動員�
�
通訊作者：廖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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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 A-P-23競技運動心理學 �
�
意象型態對空手道選手賽前焦慮和自信心的預測�
�
王彥中、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
緒論：在競技運動對戰中壓力容易導致高度的焦慮產生，適當的焦慮可
以提升運動表現，反而太多的焦慮則會造成選手失誤，而意象就是可以
調節選手焦慮的一種方式。關於意象型態的使用與焦慮和自信心的研究
指出，使用意象能增加自信心，增進注意力和減少焦慮，而使用一般精
熟動機意象有效增進運動表現與自信心，也發現使用一般認知意象可達
到策略執行流暢以及促進集中注意力的效果 (Callow, Hardy ＆ Hall, 
1998)。本研究目的是針對空手道對打選手使用五種意象方法去預測和自
信心與焦慮。方法：以71名高中生，39名大學生共110位對打選手為研
究對象，透過賽前填寫運動意象量表、賽前焦慮量表和自信心量表，來
了解意象對焦慮與自信心的關係。結果：意象型態的一般認知與狀態自
信心為正向預測，一般精熟動機則無顯著。結論：意象型態的一般認知
能夠提升狀態自信心，一般精熟動機則沒有提升，建議臺灣的教練在日
常練習能夠加入意象的使用，以提升選手意象的能力，未來研究能夠針
對不同運動項目以及高技能水準運動員加以探討。�
�
關鍵字：意象、運動心理學、空手道對打選手�
�
通訊作者：王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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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A-P-24競技運動心理學 �
�
個案概念化對於新手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的重要性�
�
張芷瑄、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
個案概念化是由蒐集個案的相關資料，並系統化的整合，以形成對個案問
題的假設與發展諮商策略(費麟傑、王曉慈、黃政昌，2017)。目前有許多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到基層運動團隊來幫助運動員，但在實習的過程中，新
手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往往會面臨到各種困境；以個別諮詢為例，新手諮詢
老師剛開始因為接收到運動員的各種訊息，卻不知從何下手，或是太過積
極地想要解決問題，但對於選手遇到困境的原因缺乏全面性了解。有時教
練給予個別諮詢的時間並不充裕，使諮詢老師無法完整地完成個案概念化；
而在諮商過程中，個案概念化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目前有關運動心理培
訓的課程，並沒有針對個案概念化進行授課，建議未來培訓課可以增加這
方面的訓練。教練總會期望運動員和諮詢老師談完後就能有好的表現，雖
然諮詢老師能在比賽前提供幾種方式讓選手面對比賽困境，但運動心理諮
詢並非特效藥，若能讓諮詢老師建立個案概念化，快速瞭解運動員的問題，
才能真正幫助到運動員。�
�
關鍵字：個別諮詢、個案概念化�
�
通訊作者：廖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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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A-P-4 其他 �
�
複合式訓練對柔道中量級選手的爆發力與速度表現之探討�
�
謝哲維、連峻德、盧冠誌�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柔道有分輕、中、重總共七個量級，因此在對於每個量級的訓練方式作出
個別化的訓練，柔道中量級選手訓練上要求速度及爆發力，訓練必須包括
高體能、高敏捷、 高爆發力、高技術、和高強度對抗的方式，其中肌力正
是建立這一切精湛技術的基礎。 因此，如何有效地增進肌力一直是柔道中
量級選手的重要方向。除肌力外，爆發力也是影響柔道選手運動表現的另
一重要關鍵。爆發力是肌力與速度的乘積，因此瞬間所產生肌力的大小會
直接影響運動表現傳統訓練。常以重量訓練 (weight training) 來提升運動
員的肌力，進而提升爆發力，但若僅接受重量訓練，只能促進肌肉肥大、
提升肌力和加強肌肉適應能力，並不能有效改善快速收縮的伸張縮短循環 
(stretch shortening cycle, SSC) 能力。Chu (1996) 認為複合式訓練 
(Complex Training)的方式，可以結合重量訓練(weight training)與增強式
訓練 (plyometrics training)的訓練特性與運動效果，同時訓練肌肉的力量，
也能提升速度以及爆發力，使訓練更有效率。�
�
關鍵字：柔道、複合式訓練�
�
通訊作者：謝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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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A-P-11其他 �
�
淺談柔道與克拉術比賽差異性之比較�
�
曾昌盛�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柔道和克拉術這兩項運動在立技時摔倒技巧相似，因目前柔道運動的推廣
較為盛行，以至於目前國內克拉術選手幾乎來自於柔道選手,但因練習技巧
大致相同，故都以柔道基礎為練習主軸，但基於保護選手安全和推廣上,目
前國內發展體制上均以克拉術比賽當成累積比賽經驗為出發點。本文淺談
柔道與克拉術之規則差異比賽過程間的不同，讓未來想要從事克拉術運動
的柔道選手能更快速的了解並進入狀況。�
�
關鍵字：柔道、克拉術、規則�
�
作者：曾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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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 A-P-3運動管理學 �
�
運動中心員工知覺主管支持與職場友誼之研究�
�
陳美伶1、2、林逸軒3�

1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與健康休閒碩士在職專班�
3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系�
�
本研究目的在分析運動中心員工不同背景變項在運動中心員工知覺主管支
持與職場友誼之差異情形。以新北市14座國民運動中心員工為研究對象，
發放500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405份，有效回收率為81%。資料經統計
分析結果：(一) 國民運動中心員工背景變項(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專兼職工作及年齡等變項)在知覺主管支持上未達顯著性差異，僅工作年
資達顯著性差異，1年以下的員工知覺主管支持高於2-5年的員工。(二)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專兼職工作及年齡在職場友誼上未達顯著性差異。
性別達顯著性差異，女性員工職場友誼高明顯高於男性員工。工作年資在
職場友誼達顯著性差異，員工工作年資1年以下的職場友誼高於6年以上
的員工。�
�
關鍵字：運動中心、知覺主管支持、職場友誼�
�
通訊作者：陳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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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A-P-7運動營養 �
�
運動員飲用本草發酵液28天體脂肪之影響�
�
黃渝斐、陳湘岭�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本草發酵液對體重、體脂肪之影響。 方法：受試
者共十四位過胖專業運動員(BMI<=24)，於飲用本草發酵液前先測量身體
組成指數，之後飲用中藥發酵飲28天，一天兩次，飲用期間，遵照平時訓
練及飲食習慣，不做大幅度的習慣改變，於實驗結束後測量身體組成指數，
並觀察體重、體脂肪指數之變化。結果：結束飲用後，十四位運動員前後
數據以相依樣本t檢定呈現飲用本草發酵液前體重和飲用很草發酵液體重達
顯著差異 (P<. 05)，體重平均差值達0.89KG ； 飲用本草發酵液前體脂肪
百分比和飲用本草發酵液後體脂肪百分比達顯著差異 (P<. 05)，體脂肪率
平均差值達1.3%。 結論：本研究呈現在一個月內本草發酵液能有效控制過
重運動員體重及體脂肪，可協助容易復胖之運動員控制體重、體脂肪達到
更好的運動表現。�
�
關鍵字：過重、體脂肪、本草發酵液�
�
通訊作者：黃渝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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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A-P-9運動醫學 �
�
柔道運動員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之問題探討�
�
曾昌盛�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柔道是一項對抗性高強度的競技運動，因此在高強度的訓練中，
經常會造成身體的碰撞、擦傷等意外傷害，這些傷口如果不及時
妥善處理，在身體免疫力下降時，相較於其它運動項目，更容易
造成細菌感染(常見的細菌包括俊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菌、嗜
肉菌等) ，引發蜂窩性組織炎，此研究目的：為了瞭解柔道選手，
在身體處於何種條件狀態下，容易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透過訪談的
方式，對曾經感染蜂窩性組織炎之柔道選手進行分析，研究後得
知選手在過度訓練後極端疲勞狀態之下，身體與訓練器材清潔未
徹底，身上又有黴菌及微小傷口者，將成為感染蜂窩性組織炎的
高危險群，基此，運動員的疲勞檢測及身體、訓練器材與環境的
清潔保養，非常重要，徹底實行能有效降低罹患蜂窩性組織炎的
可能。�
�
關鍵字：柔道、免疫力、發炎�
�
通訊作者：曾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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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A-P-20 社會心理學 �
�
以意義的觀點探討學生運動員的現況�
�
楊証惠、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
學生運動員投入了大量時間在專項運動上，以至於沒有時間和心力參與
如學業、人際關係、休閒活動社團等其他事務，也沒有機會與其他人、
事、物建立連結，生活圈變得較為狹隘，發展也相對受到限制。本文以
意義的相關概念來探討學生運動員的現況。Baumeister與Vohs (2002)
認為意義的本質是連結。學生運動員面對不同的衝突但又頭頭落空，學
業、運動和各種社會脈絡中的事物與事物之間沒有合理的連結，各個脈
絡中的事物與自己之間的連結是紊亂、無法理解的。根據生命意義的概
念(George & Park, 2016; Martela & Steger, 2016)，對於學業和專項
運動都是無動機、漫無目的的學生運動員而言，所經歷的即是低度的理
解性、目的性及重要性。而意義製造模式(Meaning-making model; 
Park, 2010)則描述了當個體的整體意義與情境意義不一致時，個體為了
降低或消除不一致性的歷程。學生運動員若能在意義製造的歷程中成功
降低情境意義與其整體意義的不一致性，應該會有較成功的適應，反之，
則產生非適應性的結果。若對於意義的相關概念有更多探討，將能對學
生運動員有更多的了解與協助。�
�
關鍵字：學生運動員、意義、生命意義、意義製造模式�
�
通訊作者：廖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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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ata訓練是提高認知和健康的有效運動策略嗎?  �
�
1艾竟一、1張育愷、2任飛飛�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國立體育大學�
�
背景：體育鍛煉被認為是刺激運動學習的有效方法,定期參加體育活動會
增強認知能力。然而，“缺乏時間”是實現定期鍛煉的主要障礙，高強
度間歇訓練(HIIT)是壹種高效率的運動，大多數旨在健康成年人認知功能
改善的長期幹預研究。然而，對於急性HIIT後認知能力的變化，特別是
在HIIT的Tabata訓練(T-HIIT)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解決這一
問題。目的：本研究探討了在健康成年人中，急性Tabata持續時間訓練
是否能增強神經可塑性和潛在的認知功能。方法：參與者從健康成年人
中招募，我們隨機將參與者分為兩組，壹組靜態拉伸，另壹組T-HIIT。
在這兩項幹預中，參與者通過對事件相關電位的P3b和N1成分的檢測，
探索了神經電活動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系，然後進行采集血樣進行BDNF
分析。討論：本研究旨在探討急性T-HIIT活動對健康成年人的執行功能
及其相關大腦活動。然而，該方法可能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實施。  �
�
關鍵字：認知、高強度間歇訓練、 tabata、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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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員

2019
台灣運動�
心理學會�
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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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黃鈴雯� 高雄科技大學�

2� 王世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 曾宜琳� 大里高中�

4� 李昊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曾勤鈕� 中山醫學大學�

6� 馬承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 陳若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 游亞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 李奇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 鄔厔穓� 中國文化大學�

11� 葉韋德� 中國文化大學�

12� 林志遠� 臺中市南屯區 
惠文國民小學�

13� 陳豐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 楊蕙霙� 學校�

15� 黃子豪� 草屯商工�

16� 張碩白� Keep+ fitness studio�

17� 蕭玉琴� 靜宜大學�

18� 王俊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 林霈群�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0� 陳珍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1 簡廷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 戴惠妮 國立體育大學

23 劉襄 中國文化大學

24 洪琇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5 朱劭康 國立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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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26 林育璇 學校

27 黃湘雯 國立成功大學

28 黃麒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9 朱芳儀 國立體育大學

30 吳書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1 陳冠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2 游恒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3 吳美儀 中國文化大學

34 方彬彬 中國文化大學

35 黃嘉君 逢甲大學

36 江函芸 國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37 蘇飛宇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38 黃聖閎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

39 蔡宜庭 國立體育大學

40 丁偉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41 許惠茹 石城國小

42 李妙儀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3 陳筠欣 國立清華大學

44 朱奕華 高雄醫學大學

45 張祐誠 花壇網球

46 謝宗諭 天主教輔仁大學

47 譚亮 國立體院大學

48 邱若雅 天主教輔仁大學

49 許晊豪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50 涂擇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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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51� 林榆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52� 張智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3� 陳俊棠� 國立體育大學�

54� 林郁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55� 潘緯澄� 國立清華大學�

56� 李佳臻� 高雄醫學大學�

57� 林明潔� 國立清華大學�

58� 楊子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9� 吳華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0� 楊嬿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61� 李濟仲� 臺北市南門國小�

62� 何婉禎� 國立體育大學�

63� 許雅雯� 國立嘉義大學�

64� 張涵筑� 國立體育大學�

65� 陳思羽� 慈濟科技大學�

66� 陳建霖� 天主教輔仁大學�

67� 莊紋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8� 粘瑞狄� 國立體育大學�

69� 林高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0� 吳治翰� 國立體育大學�

71� 邱佳怡� 長庚科技大學�

72� 林岑怡� 國立體育大學�

73� 沈緯鈞� 國立體育大學�

74� 依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5� 林琦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0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76� 余瑞梅�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7� 謝佐珊� 國立清華大學�

78� 陳逸瑄�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9� 朱瓊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0� 蔣雅淇� 天主教輔仁大學�

81� 葉韋伶�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82� 黃啟正�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83� 游惠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4� 傅晧倫� 國立成功大學�

85� 林芳瑜� 學校�

86� 洪軒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87� 鄭詠城� 國立成功大學�

88� 李琬茹� 佛光大學�

89� 邱逸翔� 中國文化大學�

90� 陳冠年�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91� 楊千玫�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92� 朱恩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93� 林敬敏� 國立東華大學�

94� 葉千如� 國立東華大學�

95� 陳美伶�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96� 謝哲維� 中國文化大學�

97� 蔡書涵� 東吳大學�

98� 殷旭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9� 黃渝斐� 中國文化大學�

100� 林侑辰� 縣立和美高中� 71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01� 曾昌盛� 中國文化大學�

102� 張惟恩� 國立成功大學�

103� 曾昌盛� 中國文化大學�

104� 林昱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5� 謝銘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 劉冠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林秀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8� 葉子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9� 許伊雯� 國立清華大學�

110� 蔡蕎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 林雨萱� 國立體育大學�

112� 楊証惠� 國立體育大學�

113� 陳淑雅� 中國醫藥大學�

114� 卓佩佩� 國立體育大學�

115� 王彥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6� 張芷瑄� 國立體育大學  �

117� 艾竟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8� 莊艷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19� 張育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0� 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1� 盧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

122� 洪聰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3� 劉淑燕� 國立中正大學�

124� 黃崇儒� 臺北市立大學�

125�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72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26� 高三福 國立清華大學

127� 劉有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8� 陳美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29� 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30� 陳其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31� 黃英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32� 陳秀惠 國立臺東大學

133� 林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

134� 蔣懐孝 中原大學

135� 賴世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36� 彭涵妮 國立體育大學

137� 沈緯鈞 國立體育大學

138� 陳泰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39� 張涵筑 La New運動心理諮詢師

140� 葉麗琴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141� 吳蘇 美和科技大學

142� 彭譯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43� 古國華 中華科技大學

144� 齊璘 大華科技大學

145� 林靜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46� 王俊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47� 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48� 張詠晴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49� 夏顯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0� 孫瑋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3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51� 林睿煜�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2� 龔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3� 古妮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4� 林孟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5� 莊雅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6� 郭金晨�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57� 黃晉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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