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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與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聯合專題會： 

體育運動在後新冠病毒時期之展望 
 

實施計畫 
 

壹、會議緣由 
後新型冠狀病毒時期，臺灣體育運動學界仍一如往昔持續增能。本次由「中

華民國體育學會」及「臺灣運動心理學會」以「共好」與「創新」之概念，共同

舉辦「2020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與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聯合專題會：體育運動在後新

冠病毒時期之展望」，並有多項匹配當前趨勢與創新之主題，期望對體育運動有

興趣者達到更大的整合加值效果。 
2020 年初為控制疫情蔓延，全球以「社交距離」與「封城」作為防疫方式，

使得大眾在生活上被迫作出許多變化，這些不確定性直接與間接降低整體生理與

心理之健康。健身已被視為增進生心理健康之方式之一，然在後新冠病毒時期運

動對於生理與心理健康影響仍未臻了解。為此，本次聯合專題會特別邀請國內專

家學者以「後新型冠狀病毒時期之健身運動與健康之關聯」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希冀透過專題演講，激發體育運動學術研究者更多研究創新議題，進而創造研究

另一風貌。 
「推動運動心理諮商的商業化」亦是本專題會另一主軸。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為培育更多運動心理學專業人才，希冀將運動心理學專業推向商業化發展，以利

相關人才擁有平台展現，促進運動心理學領域在商業市場上之競爭力，因此本專

題會之專題演講亦特別邀請國內心理諮商從業人員以「心理諮商開業的規劃與思

考」主題進行分享。 
由於疫情因素，目前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多為停辦或延期，然國際體育運動學

術發展不為該疫情而有所停滯，學術研究方向仍持續快速轉變當中。對此，本專

題會特別以創新方式辦理學術交流會，藉過去「已發表成果（國際期刊或研討會

論文）進行分享，以利與會者了解國內專家在運動心理學議題上之發展情形；此

外，該專題會亦舉行論文發表會與新科博士發表會，藉此提供國內專家學者之交

流平台，進而促進國內在後疫情時代之學術發展與研究動能。 
最後，目前臺灣運動心理學會已培育六期運動心理諮詢老師，並在許多場域

進行服務，因此本專題會亦將邀請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分享過去實務經驗，除建立

分享平台讓教練及運動心理從業人員未來在實務上有更多應用，並讓有興趣者有

機會加入運動心理諮詢工作。 
 
貳、辦理方式 
一、專題演講：本專題會將分為三個場次，前兩場次將邀請專家學者以主題「後

新型冠狀病毒時期之健身運動與健康之關聯」進行專題演講，第三場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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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針對「心理諮商開業的規劃與思考」進行分享。 
二、創新學術交流會：本次專題會特別以創新形式辦理學術交流會，與會者可

將過去近三年已發表之「國際期刊論文」或「國際研討會論文」之「運動

心理學相關成果」，進行口頭或海報形式進行交流分享。 
三、論文發表會：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與研究生，以口頭或海報形式發表新稿論

文之研究成果。 
四、新科博士發表會：邀請今年度取得運動心理領域之博士學位者分享博士論

文。 
五、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經驗分享交流會：更新運動諮詢老師之建構規範，以及

建立國內專家及取得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證照者之討論平台，進而分享參與

運動心理之隨隊經驗。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二、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合辦單位：臺灣運動醫學醫學會 

 
肆、對象及人數 
一、對象：凡對體育運動相關學術研究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兩主辦學會會

員優先，餘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二、人數：以 150 人為限。 

 
伍、活動資訊 
一、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整至下午 17 時 30 分。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館三樓金牌講堂（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一段 162 號） 
陸、報名資訊 
一、網路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止（可現場報名）。 
二、報名方式：與會人員請填寫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141FjAKY8KFb7xjd6，填畢即完成報名。 
三、報名費用：兩主辦學會有效會員免費；非會員 500 元整，現場繳費。 

 
柒、論文投稿（以運動心理學議題為主） 

ㄧ、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止。 
創新學術交流會：三年內已發表之國際學術期刊或已發表之國際研討會

論文（摘要以原始內容呈現，並需標明出處）。 
二、 論文發表會：未發表之學術論文。 
三、 論文投稿報名：請投稿者填寫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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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dPqDFYrfyKHrymth9，填畢即完成報名。。 
四、 論文行政管理費：每篇 500 元整。 

繳費網址 https://core.newebpay.com/EPG/109SSEPT/jnbwLA 
 

★投稿多篇者請分別填寫表單及繳費(例如:投稿二篇者，須填寫兩投稿報名表
單及兩次繳費) 
 

                  

        報名表     論文投稿報名表   繳交論文行政管理費

 
五、繳交文件： 
 每位論文投稿者皆須繳交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 
 依論文發表狀態繳交論文摘要表，如附件二~四。 

 近三年已發表至國際學術期刊（需繳交附件二）。 
 近三年已發表至國際研討會（需繳交附件三）。 
 未發表之學術論文（需繳交附件四）。 
 

六、創新學術交流會及論文發表會將擇選若干名優秀發表者並頒發獎勵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 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敬請自備水杯。 
二、 本活動建議參與人員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至活動會場，如開車前往會場

停車費須自行繳款。 
三、 若疫情嚴重，主辦單位有權作因應調整，改成線上學術研討會，或是以實

體與線上兼具的學術研討會。 
四、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本會議需管制入場人數以保持社交距離，恕不開放現

場報名。 
五、 為避免群聚感染，更為了確保自身及他人健康，敬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發佈辦法處理，並請自備口罩參與活動。 
六、 相關問題請逕洽聯絡人：陳豐慈副秘書長（電話：02-7749-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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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日程表 
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館金牌講堂、體 003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演講題目 主講人 主持人 地點

08:00-
08:30 

(30 分鐘) 
報到 

08:30-
08:40 

(10 分鐘) 

開幕式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林靜萍理事長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張育愷理事長 

08:40-
09:20 

(40 分鐘) 

專題演講一 
疫後時代的運動心理學

術發展與挑戰 

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萍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金牌

講堂

09:20-
09:30 

(10 分鐘) 
休息 

09:30-
10:10 

(40 分鐘) 

專題演講二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Sport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柯伶玫副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 

李炳昭特聘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金牌

講堂

10:10-
10:50 

(40 分鐘) 

專題演講三 
心理諮商開業 
規劃與思考 

林耿立院長 
松德精神科診所 

洪聰敏研究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金牌

講堂

10:50-
11:00 

(10 分鐘) 
休息 

11:00-
12:30 

(90 分鐘) 

新科博士 
發表會 

劉人豪博士 
施長志博士 
李柏甫博士 

聶喬齡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金牌

講堂

12:30-
13:00 

(30 分鐘) 
中午休息 

13:00-
14:00 

(60 分鐘) 

口頭發表（第一場次） 
林靜兒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金牌講堂 

口頭發表（第二場次） 
朱奕華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體 003 教室 

中華

民國

體育

學會

會員

大會

14:00-
14:10 

(10 分鐘)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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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15:10 

(60 分鐘) 

口頭發表（第三場次） 
王駿濠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金牌講堂 

口頭發表（第四場次） 
謝宗諭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 

體 003 教室 

 
誠

202
教室

15:10-
15:20 

(10 分鐘) 
茶敘 

15:20-
16:00 

(40 分鐘) 
海報發表 

林季燕副教授 國立海洋大學 
陳美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邱逸翔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接待

中庭

16:00-
16:20 

(20 分鐘)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會員大會 
暨諮詢老師頒證儀式 

林靜兒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金牌

講堂

16:20-
17:20 

(60 分鐘) 

運動心理

諮詢老師

隨隊經驗

分享 

陳美綺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洪紫峯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陳泰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艷惠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金牌

講堂

17:20-
17:30 

(10 分鐘) 

閉幕暨頒獎 
賦歸 

 
註：本日程表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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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疫後時代的運動心理學術發展與挑戰 
 

主持人：林靜萍 教授 
        主講人：張育愷 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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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靜萍  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長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經歷】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秘書長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秘書長  

 
【專長領域】 

運動教育學、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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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張育愷  研究講座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身體活動暨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主持人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 
國際運動心理學學會，執行委員 
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執行委員 
體育學報 (TSSCI)，總編輯 
四份國際 SCI/SSCI 期刊，副主編、領域編輯、編輯委員 
2018 雅加達亞運運科支援團隊，運動心理學委員 
中華職棒大聯盟，心理顧問 

 
【榮譽】 

2018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14 年北美運動心理學會 (NASPSPA)，優秀年輕學者獎 
2013 年國際競技運動心理學會 (ISSP)，優秀發展學者獎 
2013 年兩岸四地華人運動及鍛煉心理學，華人青年學者獎 
2012 年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13、2012、2011 年度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2011 中國青年救國團，青年獎章：博學類別得獎者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格林斯堡校區 (UNCG)，傑出博士論文獎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健身運動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競技與健身運動認知神經科

學、身體活動與認知功能 
運動專業：中國武術（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掌、少林拳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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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時代的運動心理
學術發展與挑戰

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Yu-Kai Chang, Research Chair Professor)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TNU)
身體活動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Lab)

2020/11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與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聯合專題會

• 教育背景
•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格林斯堡校區，健身與競技運動科學
系，哲學博士

• 現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 身體活動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主持人
•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
•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執行委員

• 學術興趣
• 健身與競技動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

• 榮譽/服務
• 2018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 2014年北美運動心理學會 (NASPSPA)，優秀年輕學者獎
• 2013年國際競技運動心理學會 (ISSP)，優秀發展學者獎
• 2013年兩岸四地華人運動及鍛煉心理學，華人青年學者獎
• 2012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 2011~2018年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格林斯堡校區，最佳博士論文獎

• 術科專長
• 中國武術 (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掌、少林拳械)

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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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ill
•體育運動學術之發展與挑戰

• 頂天立地

• COVID-19與體育運動
• 危機就是契機

• 系列展露

•新冠病毒期間的健身運動行為

與心情：臺灣經驗與觀點
• 三大思路

• 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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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機為契機：運動？

•「COVID-19疫情」對健身運動行為的影響？

•健身運動行為在「COVID-19疫情」的角色？

•臺灣在國際間的可能機會？臺灣經驗

臺灣
確診病例：530
死亡病例：7

新冠病毒期間的健身運動
行為與心情：臺灣經驗與
觀點
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Yu-Kai Chang, Research Chair Professor)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TNU)
身體活動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Lab)

2020/10/14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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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運動行為面向
•「COVID-19疫情」對健身運
動行為的影響
•「未來疫情」對健身運動行
為的影響

•心理面向
•「COVID-19疫情」對「心情」
的影響：健身運動的角色

研究重點:

新冠病毒期間臺灣的健身運動行為與心情：對未來的啟示

祝堅恆 洪巧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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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防疫成效：
臺灣經驗
• 超前防疫佈署

• 防疫中心成立

• 超前邊境管制 (班機檢疫)
• 醫療資源分配 (口罩與實名制)
• 科技疫調追蹤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 府民攜手守護
• 遵守社交距離

• 戴口罩

• 量測體溫

COVID-19疫情減少
健身運動行為？

健身運動時間

健
身
運
動
強
度

減少 維持 增加

增加

維持

減少

51%

> 半數國民
COVID-19
疫情期間
仍維持健身
運動習慣

> 半數國民
COVID-19
疫情期間
仍維持健身
運動習慣

17



未來疫情中的
健身運動行為 II

≤ 1天 2-3天  4天

目前健身運動頻率

 4天

2-3天

≤ 1天

未
來
健
身
運
動
頻
率

26.8%

15%

潛在健身運動
增加15~27%
潛在健身運動
增加15~27%

未來疫情中的
健身運動行為 I

≤ 1天 2-3天  4天

目前健身運動頻率

 4天

2-3天

≤ 1天
73.3%

56.8%

78.3%未
來
健
身
運
動
頻
率

多數民眾維持
原有運動習慣
多數民眾維持
原有運動習慣

18



COVID-19疫情中健身運動頻率

情
緒
狀
態

COVID-19疫情前健身運動頻率

≤ 1天 2-3天  4天

健身運動決定心情

≤1 2-3  4 ≤1 2-3  4 ≤1 2-3  4

契機：未來產業的轉型

• 化“危”為“機”:
 善用社交媒體促進運動
 臉書、IG

 開發新時代運動科技模式
 教學影片
 互動式
 虛擬式

19



• 臺灣成功防疫，守護國民健身運動習慣

• 面對未來疫情
• 半數以上持原有健身運動習慣

• 約15%至27%民眾中，疫情中反可增加運
動行為。

• 契機：未來產業的轉型

• 疫期中維持疫情前運動習慣，維持心情
• 契機：未來產業、甚至體育課程的轉型

研究亮點

化疫情危機為健身產業之轉機

20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張育愷 (Yu-Kai Chang)
yukaichangnew@gmail.com
身體活動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 (PACN)

健身運動處方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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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Sport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主持人：李炳昭 特聘教授 
         主講人：柯伶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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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炳昭  特聘教授  
 
【現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 
體育學報 副總編輯 

 
【學歷】 

英國羅浮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運動與休閒政策研究所哲學博士 
 

【經歷】 
臺灣運動社會學會 副秘書長 
臺灣身體活動與運動科學學會 副秘書長 
 

【專長領域】 
運動社會學、運動政策分析、運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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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柯伶玫  副教授       
 
【現職】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第 12 屆教育委員會委員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進階運動管理課程主任 (臺灣） 

 
【學歷】 

英國羅浮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運動與休閒政策研究所哲學博士 
 

【經歷】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系主任 
英國羅浮堡大學奧林匹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統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子公司)/產品經理 

 
【專長領域】 

奧林匹克研究、政策分析、職能研究、運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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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an analysis of two 
facets of responses by stakeholders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sports industry in 
Taiwan.
• Sports Industry Relief Package (SIRP)
• Restart Professional Baseball Games

copyright@KOLINGMEI 2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Sport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an Henry*, Chin‐Hsung Kao and Ling‐Mei Ko

21 Nov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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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Question

• Subsidiary issues to be explored in address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 Which stakeholder groups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decision making 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SIRP?

• Which groups have been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decisions about how to proceed in 
relation to recommencing professional spectator sport 
in Taiwan?

• Which stakeholder groups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in these areas?

copyright@KOLINGMEI 4

Research Question

• “What has been the nature of the engagement and 
consultation of stakeholders in decisions, firstly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s Sports Industry Relief Package, and 
subsequently relating to the decision‐making 
involved in the recommend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in Taiwan?”

copyright@KOLINGMEI 3

26



Literature Review

• Typology of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 Mitchell et al. (1997) provide a useful descriptive 
typology of the influence of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power (the extent to which a 
stakeholder/group has the strength to impose its own 
will), legitimacy (the social accep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keholder), and urgency (the criticality and time 
sensitive nature of stakeholders’ claims).

copyright@KOLINGMEI 6

Literature Review

• Stakeholder theory
• Freeman(1984) defined “a stakeholder in an 
organization is (by its definition) any group or individual 
who can affect or is affected by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objective.” (p.25)

• Weiss (2014) identified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descriptive use, an instrumental use, and a normative
use of stakeholder theory.

copyright@KOLINGME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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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Approach

• The analysis of stakeholder interests, activities and 
impacts is undertaken through thematic analysis of 
key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in relation to the 
two policy initiatives highlighted.

• Purposive sampling was adopted in the selection of 
interviewees/respondents (n=11) with detailed 
interviews and responses obtained in the period 
from May to July 2020.

copyright@KOLINGMEI 8

Literature Review

• Types of perspective on decision‐making
• Arenas et al. (2020) differentiate four types of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cluding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a deliberative perspective, and a 
contestatory‐deliberative perspective.

copyright@KOLINGME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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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1: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RP

• The nature of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 The budgetary planning process involved uniquely large 
government investment, was conducted with considerable 
urgency against an extremely tight timetable, and involved 
enormous complexity. 

• Thus government as a stakeholder was in real terms the 
only privileged sports stakehol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RP.

• It is clearly that the nature of involvement of stakeholders 
was predominantly limited to an approach of “informing” 
stakeholders. The engagement of sports industry 
stakeholders with the decisions of SIRP was relatively 
weak.

copyright@KOLINGMEI 10

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1: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RP

• The value of the SIRP amounted to NT$5.205 billion, 
including following:
• NT$1.95 billion from second‐phase special budget; 
• NT$555 million from existing government budgets and 
funds; 

• NT$700 million from the diversion of lottery reserves; 
• NT$2 billion from the Sports Development Fund.

copyright@KOLINGME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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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1: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RP

• Types of perspective on decision‐making
• Although stakeholder interaction viewed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would be expected to be 
contestatory, with actors seeking to secure economic 
outcomes which serve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is case 
there was a consensus around the urgent need for 
government action, and thus the space for contestation 
and promotion of self‐interest items was limited.

copyright@KOLINGMEI 12

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1: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RP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keholder
• The government had the power to take decisions of this 
nature and magnitude; the legitimacy to plan and deliver 
the SIRP; and government’s limited consultation of other 
stakeholders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urgency of the issue at 
hand which required a rapid response.

copyright@KOLINGME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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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2: 
the Decision to Restart Professional Baseball

• The nature of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 The salient stakeholders in the decision to open up were 
the CECC, the Department of Sports Administration, the 
CPBL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ur professional team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health and stadium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s.

copyright@KOLINGMEI 14

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2: 
the Decision to Restart Professional Baseball

copyright@KOLINGMEI 13

27/02/20 Postponement of opening games of season scheduled for 14 
March until 28 March

12/03/20 Meeting to postpone season opening until 11 April. Consensus that 
games should take place behind closed doors.

11/04/20 First (and subsequently, second) round of matches go ahead 
behind closed doors.

08/05/20 Games permitted with audience of up to 1000 spectators, but 
eating is forbidden to avoid the taking off masks (drinking water is 
permitted).

14/05/20 Games permitted up to 2000 spectators, and with sales of food 
boxes and bottled drinks.

07/06/20 The CECC promoted the “New Life Movement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restriction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allowed 
at public gatherings were lif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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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2: 
the Decision to Restart Professional Baseball

• Types of perspective on decision‐making
•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keholde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ECC) were contestatory, in line with the Arenas et al 
(2020) characterisation of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 This involves contestation in relation to political goals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with the local authority 
and the CPBL predominantly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opening up too soon, and the clubs 
predominantly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further delays to the staging of games.

copyright@KOLINGMEI 16

Decision Making Scenario 2: 
the Decision to Restart Professional Baseball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keholder

copyright@KOLINGMEI 15

CECC

SA

CPBL

Local 
government

Power 

Legitimacy U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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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 Scenario 1 : While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in respect of the SIRP did not conform to the 
ideal type of contestatory stakeholder interaction 
described by Arenas et al. (Arenas et al., 2020), this 
was an understandable consequence of the unique 
circumstances which required the development of 
urgent economic action. 

• Scenario 2 : The pattern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relation to staging matches was one of contested 
plans of action, with agreed action subsequently 
requiring the acquiescence of all parties.

copyright@KOLINGME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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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三 
心理諮商開業規劃與思考  

 
主持人：洪聰敏 研究講座教授 

       主講人：林耿立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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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洪聰敏  研究講座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終身院士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學院公園校區運動學系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哲學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會士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14、2015、2017、2019、2020 體育署運科研究獎 
國際乒乓球總會運科委員 
體育署訓輔委員、國訓中心亞奧運運科委員 
台北世大運心理組委員 
科技部教育學門共同召集人、科技部人文社會司諮議委員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財務長 
輔仁大學傑出校友 
美國陸軍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八屆國手、西日本桌球公開賽單、雙打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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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林耿立  松德精神科診所院長 

 
【現職】 

松德精神科診所院長(2008 年起~) 
醫者診所/專家門診醫師 
臺灣精神科診所協會秘書長 
富邦人壽專任精神科照會醫師 
瑞皇生物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研發) 
 

【經歷】 
臺北市立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精神科專科醫院，醫學中心) 
馬偕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醫學中心) 
臺大住院醫師訓練(臺灣大學醫院醫學中心) 
宏恩醫院主治醫師(十四年) 
北京明德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中國全科醫師/精神科醫師) 
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專任醫師研究員(衛生署) 
必治妥施貴寶藥廠醫藥學術經理 
臺北市憂鬱症防治網特約醫師講師 
臺灣美容醫學醫學會-腦部抗衰老課程講師 2015-2019 
內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揮管制所(員警電訊所)心理輔導諮詢委員 2012 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心理輔導諮詢委員 2012 起  
 

【學會暨執照】 
臺灣精神科診所協會秘書長/會員 
老人失智症協會會員 
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暨神經精神藥理學學會會員 
中國國家一級心理諮詢師執照 
美國衰老醫學會(A4M)會員 
T3ARM 臺灣抗衰老再生醫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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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耿立

2

經歷

• 臺北市立醫院松德院區主治醫師

• 松山醫院、中山醫院、宏恩醫師主治醫師

• 衛生部專任醫師研究員

• 必治妥施貴寶藥廠醫藥學術經理

現任

• 松德精神科診所院長

• 醫者診所-專家門診醫師

• 瑞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心理諮商
開業規劃與思考

松德精神科診所 林耿立院長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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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方向
開業或執業模式
創業經驗分享
資源建構
經營策略模式
資訊與聯繫技巧

創業維艱~成果甜蜜

自我檢視
創業目的：財富(獲利/盈餘)
經營規劃能力?營運資金?
運動諮詢(諮商技巧)深度
運動產業認識(自我運動習慣)
運動職涯/生理限制

38



經驗分享~資源建構-網路經營

五大洲遠距諮商

開業與執業模式
獨立開業(治療所/諮商所/公司..等)
多位心理師共同投資
行動心理師模式
精神科/其他科醫師合作
其他各運動相關單位合作

39



經驗分享~經營策略-網路經營

經驗分享~經營策略
雲端經濟/網際網路

40



經驗分享~資訊與聯繫技巧
資訊來源：Linkedin、網站、各
大醫學網站…等

外語能力(地球村概念)
文化融入(民情、風俗)
用心瞭解其需求(困境)
核心價值：不以賺錢為目的

經驗分享~經營策略-遠距諮商

41



創業維艱成果甜蜜
創業之辛苦
辛苦之代價(甜蜜)
事業與生活之調適

經驗分享~客群經營技巧
耐心、用心、以客為尊(重視個別性)、
忠誠度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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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林耿立

電話：0911-005-396
信箱：eric.lin@ec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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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發表會 
 

  主持人：聶喬齡 副教授 
         新科博士：劉人豪 博士 

        施長志 博士 
        李柏甫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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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聶喬齡  副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副教授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副理事長 
兼任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進修教育中心 主任 

 
【經歷】 

臺灣應用心理學會 理事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國際組 組長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競技運動心理學、動機與運動、成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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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劉人豪  博士 
 
【現職】 

臺北市明湖國中教師 
臺北市 SH150 推動計畫小組成員暨種子教師 
臺北市健康促進計畫小組成員 
臺北市國中肥胖學生體適能與認知功能改善計畫負責人 
 

【經歷】 
全中運、全民運、全國運輔導委員暨強化委員 
臺北市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團員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小組成員 
臺北市國小桌球運動心理諮商老師 
臺北市國中體能訓練老師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運動生理學、健身運動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身體 
          活動與認知功能 
運動專業：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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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劉人豪  博士 
 
【現職】 

臺北市明湖國中教師 
臺北市 SH150 推動計畫小組成員暨種子教師 
臺北市健康促進計畫小組成員 
臺北市國中肥胖學生體適能與認知功能改善計畫負責人 
 

【經歷】 
全中運、全民運、全國運輔導委員暨強化委員 
臺北市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團員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小組成員 
臺北市國小桌球運動心理諮商老師 
臺北市國中體能訓練老師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運動生理學、健身運動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身體 
          活動與認知功能 
運動專業：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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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施長志  博士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獲獎】 
   2019  108 年全國美術展書法類入選 
    2018  107 年全國美術展書法類入選 
   2015  105-1 體育系碩博班獎學金（陳銅力女士獎學金） 
   2014  103-1 體育系碩博班獎學金（施致平院長獎學金） 
   2014  102-2 體育系碩博班獎學金（施錦源先生獎學金） 

【學術著作】 
施長志、楊梓楣 (2012)。新字書寫準確度之手慣用性與筆劃方向效應。大專體

育學刊，14，288-295。 
施長志、楊梓楣 (2014)。老玩意、新觀點：書法書寫之動態系統觀。中華書道

季刊，83，15-22。 
施長志、楊梓楣 (2017)。從生態心理學知覺學習觀點談讀帖。中華書道季刊，

94，1-9。 
施長志、楊梓楣、卓俊伶 (2017)。書寫研究典範之回顧與認定：工作任務與測

量取向。台灣運動心理學報，17(2)，69-91。(TSSCI) 
施長志、楊梓楣、卓俊伶 (2019)。書寫之手慣用性：檢視執筆手、字體尺寸與

筆畫斷連效應。台灣運動心理學報，19(2)，95-114。 
施長志、楊梓楣 (印刷中)。螺旋繞行動作型式轉移之遲滯效應。大專體育學

刊。 
 
【學術科領域】 
   學科專長：生態心理學、動作行為學、運動心理學 
   術科興趣：羽球、桌球、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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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李柏甫  博士 

 
【現職】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加值應用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國際足球總會（FIFA）及亞洲足球聯盟（AFC）菁英五人制足球國際裁判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五人制足球裁判講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學士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  

 
【經歷】 

2015 年獲選參與亞歐五人制足球裁判交換計畫，赴歐洲足球聯盟（UEFA）

參與歐洲菁英國際裁判培訓。 
2018 年獲 FIFA 指派擔任第三屆夏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足球項目裁判。 
2015-2019 年擔任亞洲各五人制足球主要賽事裁判（亞洲杯、U20 亞洲杯、

AFC 俱樂部錦標賽等）。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健身運動心理學、健康體適能、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幸福感 
運動專業：足球、撞球 

 
【學術發表】 

國際 SCI/SSCI 期刊發表共 8 篇。 
國內 TSSCI 期刊發表發表共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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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發表順序 
 

時間：11:00-12:30 
地點：金牌講堂                                    主持人：聶喬齡教授 
 

順序 時間 題目/作者 

1 11：00 

∣ 

11：30 

急性連續有氧與高強度間歇運動對神經認知功能表現之影

響：延續效應與乳酸之角色 

劉人豪 

2 11：30 

∣ 

12：00 

行動裝置操作引致之姿勢因應與動暈：檢證協調架構、認

知負荷與動作複雜度效應 

施長志 

3 12：00 

∣ 

12：30 

Effects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n Happiness: Taiwan perspectives 

李柏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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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第一場次 

 
主持人：林靜兒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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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靜兒  副教授 
 

【現職】 
國立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動作行為學實驗室 主持人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常務理事 
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群—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委員 
教育部國教署「推動國民中小學沉浸式英語教學特色學校試辦計畫」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計畫」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健體領域諮詢委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評議委員 
 

【經歷】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秘書長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編輯委員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監事 
中華東方人體文化推廣協會 理事 
臺北市健康生活與成功老化學會 理事 
教育部「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 
Co-Director of the Motor Learning Commission, ICHPER．SD 
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宣傳與推廣委員 
 

【榮譽】 
201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2005 13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Olympic Studie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中
華臺北代表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動作行為學：動作學習、動作控制與動作發展 
運動專業：中國武術、國際標準舞 

  

51



46 
 

第一場次順序表 
 

時間：13：00-14：00 
地點：金牌講堂                                主持人：林靜兒 副教授 
 
順序 時間 題目/作者 

1 

13：00 

∣ 

13：15 

Mindfulness Training Enhances Endurance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in Athlete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Jui-Ti Nien, Chih-Han Wu, Kao-Teng Yang, Yu-Min Cho, Chien-

Heng Chu, Yu-Kai Chang, Chenglin Zhou 

2 

13：15

∣ 

13：30 

集體運動倦怠：高中射箭隊的個案研究 

林明潔、高三福 

3 

13：30

∣ 

13：45 

心理資本與害怕失敗對大學運動員自我設限之預測 

俞永日、黃崇儒 

4 

13：45

∣ 

14：00 

泰國與臺灣的藤球交織夢：從運動員到運動開創者之經驗敘說 

陳怡君、何信弘、張少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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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第二場次 

 
主持人：朱奕華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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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朱奕華  副教授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 副教授 
運動心理暨行為實驗室 主持人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理事 

 
【經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博士後研究員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運動心理學、運動心生理學、臨床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 
運動專業：舞蹈、韻律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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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順序表 
 

時間：13:00-14:00 
地點：體 003 教室                               主持人：朱奕華 副教授 
 
順序 時間 題目/作者 

1 

13：00

∣ 

13：15 

老年人方塊踏步表現與認知功能及功能性體適能關係之探討 

何銘哲、黃湘雯、王駿濠 

2 

13：15

∣ 

13：30 

體感遊戲對平衡能力改善成效之文獻回顧研究 

張馨予 

3 

13：30

∣ 

13：45 

Motor coordination problem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young 

adults: A test of the Environmental Stress Hypothesis 

Yao-Chuen Li, Matthew Y. W. Kwan, John Cairney 

4 

13：45

∣ 

14：00 

Motor competence moder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sting EEG in children with ADHD

余建霖、闕廷宇、謝漱石、蔡侑蓉、洪巧菱、吳建霆、洪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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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第三場次 

 
主持人：王駿濠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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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駿濠  副教授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男子足球校代表隊 總教練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室 教學組長 
運動與行為神經科學實驗室 主持人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理事 
中華體育季刊 (TSSCI) 領域編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SSCI), Associate Editor 
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SCI), Review Editor 
 

【榮譽】 
108 年 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甲等獎勵 
106 年 國立成功大學卓越學術獎勵 
102 年 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獎助 
102 年 國立陽明大學優秀論文優等獎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運動與認知神經科學、運動與健康心理學、運動生理學 
運動專業：田徑、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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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順序表 
 

時間：14:10-15:10 
地點：金牌講堂                                 主持人：王駿濠 副教授 
 
順序 時間 題目/作者 

1 

14： 10

∣ 

14：25 

Effects of acute aerobic and resistance exercise on executive 

function: An ERP study 

Chih-Han Wu, Costas I. Karageorghis, Chun-Chih Wang, Chien-

Heng Chu,Shih-Chun Kao, Tsung-Min Hung, Yu-Kai Chang 

2 

14： 25

∣ 

14：40 

Exercise enrichment modulates neural oscillation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control 

Hao-Lun Fu, Shih-Chun Kao, David Moreau, Cheng-Ta Yang; 

Chun-Hao Wang 

3 

14：40 

∣ 

14：55 

Effects of visualized PETTLEP imagery on the basketball 3-

point shot: A comparis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Frank J. H. Lu, Diane L. Gill, Yu-Chen Lee, Yi-Hsiang Chiu, 

Sean Liu, Hong-Yu Liu 

4 

14：55 

∣ 

15：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problems and the duration of 

acute exercise in children with ADHD: the role of frontal 

asymmetry 

闕廷宇、蔡侑蓉、黃崇儒、洪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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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第四場次 

 
主持人：謝宗諭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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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謝宗諭  助理教授 
 
【現職】 

天主教輔仁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 
運動心理學與運動控制實驗室 主持人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理事 
輔大體育期刊 副主編 

 
【經歷】 

Journal of Motor Behavior (SCI) 期刊審查者 
Motor control (SCI) 期刊審查者 
38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2016) 摘要審查者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運動控制、比賽表現分析 
運動專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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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順序表 
 

時間：14:10-15:10 
地點：體 003 教室                            主持人：謝宗諭 助理教授 
 
順序 時間 題目/作者 

1 

14： 10 

∣ 

14：25 

單次不同運動模式對於注意力與動作準備歷程之影響 

鄭民輝、傅晧倫、董姵成、鄭詠程、黃湘雯、王駿濠 

2 

14： 25 

∣ 

14：40 

身體組成與生理指標與空軍飛行學生 G 耐受力表現關係之

探討 

謝宗益、張佳雯、賴重宇、林信宏、王駿濠 

3 

14：40 

∣ 

14：55 

家長式領導與心理韌性：信任教練的中介效果 

潘緯澄、高三福 

4 

14：55 

∣ 

15：10 

Haptic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Yu-Ting Tseng, Jessica M, Holst-Wolf, Chia-Liang Tsai, Fu-

Chen Chen, Jürgen Konc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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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主持人：林季燕 副教授 
        陳美華 教授  

          邱逸翔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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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季燕  副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體育室暨海洋觀光管理系 副教授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理事 
臺灣統計方法學會 理事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監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帆船代表隊 教練 
 

【經歷】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副秘書長 
臺灣統計方法學會 秘書長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運動專業：游泳、水中有氧、獨木舟、帆船、有氧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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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持人】陳美華  教授 
 
【現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 教授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常務理事、會訊主編 
 

【經歷】 
臺北市中正國中體育專任教師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常務理事 
 

【榮譽】  
教育部 107 年度資深優良教師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健身運動心理學、身體活動與自我知覺、體育課動機及社會互動 
運動專業：舞蹈（爵士舞、國際標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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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邱逸翔  助理教授 
 
【現職】 

中國文化大學 助理教授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理事 

 
【經歷】 

教育部 體育署 專案助理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兼任講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兼任講師 
崇右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兼任講師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健身運動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心理計量學 
  

65



60 
 

海報發表順序 
時間：15:20-16:10                             地點：接待中庭 
 
1. 飛輪運動介入對大學生認知表現之促進效果 

豐東洋、黃耀宗 

2. 2019 年 U23 女子單人雙槳 2000 公尺配速勝敗表現之差異 

邱若雅、謝宗諭、劉有德  

3. 桌球發球之教學策略與實踐:練習安排與模擬訓練效應 

湯鳴遠 

4. 疫情下的運動新計畫：網絡直播運動介入對社區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效益 

張少熙、王立亭、薛名淳、余義箴 

5. 體感遊戲對高齡者認知功能影響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楊博軒、王立亭、張少熙 

6. 急性健身運動、肥胖與執行功能之文獻回顧 

李瑞鴻、吳治翰、吳聰義、張怡潔、張育愷 

7. Exercise Psychology Research in Taiwan in Three Decades: A Quasi-Systematic 

Review 

Sean H. Liu, Frank J. H. Lu 

8. 大專院校羽球運動選手的正念與參與動機之關係 

陳炳鈞、陳冠旭、田劉從國 

9. 探討 Dean Oliver 決定籃球比賽勝負四因素-以 108 學年度大專院校男子一

級籃球聯賽為例 

林均澤、楊哲宜、謝宗諭 

10. 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員參與動機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 

張家倩 

11. 運動員心理堅韌性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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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均 

12.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locomotion skills and 

competitive badminton 

Pei Pei Cho, Yeou The Liu, Karl M. Newell 

13. 跆拳道對打 20 分差優勢獲勝之探究 

張恩瑋 

14. 以文獻回顧法探討 2010 至 2020 年間我國社區足球發展趨勢之研究 

李文正、何信弘 

15. 走向環球棒帶的勝利之路：從建構難度分數開始 

呂家儀、劉有德 

16.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s’ Mental Energy and Performances: Evidence from 

Elite Disabled Table Tennis Players’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Wen-Chuan Chuang, Frank J.H. Lu 

17. 投打對決中配球策略與打擊表現分析-以中華職棒為例 

陳建霖、謝宗諭、劉有德 

18. 教練家長式領導行為對選手依附的影響 

謝明輝、高三福 

19. 新冠病毒疫情對大學生運動行為之影響 

蔡書涵 、東方介德、王俊智 

20. 大專運動選手心理技能、競賽特質焦慮與競賽壓力因應策略之相關 

許珮芸、周建智 

21. 運動員早期專項化風險與長期發展─以棒球為例 

游亞樵、李昊軒 

22. 重新檢視運動情境中的自我涉入心理：透過質性研究探索其光明面與黑暗面 

邱玉惠、盧俊宏 

23. 舞蹈啦啦選手的創造力與運動表現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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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乃瑀、周建智 

24. 跳遠者擺動腿之選擇對成績表現之影響 

吳正耀、王建畯 

25. 探討舞蹈啦啦隊的表現特性分析-以 2019 年大專盃彩球雙人公開組比賽為例 

賴思彤、郭銘勻、謝宗諭 

26. 網球選手在比賽中的自我對話探究 

賴穎聖、陳彥妤、林如瀚 

27. 以案例教學法實施體育專業課程的可能性論析 

方怡勛、陳諪、林如瀚 

2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 

Tzu-Yu Yang, Jing-Yi Ai, Chun-Chih Wang, Yu-Kai Chang 

29. 多面向健身運動訓練與老年人認知功能之文獻回顧 

蕭方慈、陳豐慈、張育愷、齊璘 

30. 圍棋與體適能對學童之工作記憶與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 

曾楷涵、劉淑燕 

31. Effects of acute aerobic and resistance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alivary 

cortisol responses 

Chun-Chih Wang, Brandon Alderman, Chih-Han Wu, Lin Chi, Su-Ru Chen, I-Hua 

Chu, Yu-Kai Chang 

32. 感知教練壓力與青少年運動員完美主義的關聯性 

王世芬、吳修廷 

33. 老年人心肺適能水平與執行功能之關聯：頸動脈血流速度之角色 

陳雅鈴、粘瑞狄、張育愷 

34. 不同壓力情境對國小排球選手焦慮與運動表現的影響 

林志遠、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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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長跑運動員之雙軌生涯發展因素－以張嘉哲為例 

魏嘉葦、季力康 

36. 散打摔法技術探討 

李瑩祺、劉有德 

37. 身體活動對於動作困難學齡兒童之心理社會健康的中介效應 

王靖渝、張程量、曾鈺婷、李曜全 

38. 世界田徑錦標賽男子、女子 800 公尺決賽配速表現分析 

陳柏廷、謝宗諭 

39. 從球權數探討 2019 世界盃 16 強籃球進攻之效率 

藍于青、劉有德 

40. 新冠肺炎對職業網球運動表現之影響-比較 2019 與 2020 年美網男雙比賽表

現 

高佩絹、劉有德 

41. 發展性動作協調障礙成人之生活滿意度研究-系統性回顧與內容分析 

許錫賢、盧俊宏、祁業榮 

42. 台灣運動員的運動生涯轉換困境 

朱芳儀、彭涵妮 

43. 大專院校角力選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與運動表現之關係 

王譽婕、周建智 

44. 高強度間歇運動與高齡族群認知功能影響之文獻回顧 

陳泰睿、黃子菀、張育愷 

45. 身體活動的介入對大腦白質之影響：核磁共振造影研究的文獻回顧 

羅恩豪、鄭伊婷、陳豐慈、張育愷 

46. 健身運動中社會互動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 

鄭伊婷、羅恩豪、張育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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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急性阻力運動強度與健康青壯年族群認知功能之劑量反應文獻回顧 

黃子菀、蔡璋逸、張育愷 

48. 阻力運動、肌少症高齡者與認知功能之影響文獻回顧 

蔡璋逸、陳泰睿、張育愷 

49. Age, period and birth cohort effects on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Chien-Heng Chu, Hsin-Jen Chen, Yu-Kai Chang 

50. 臺灣自由車選手赴陸參與車隊之文化差異與適應挑戰 

吳雨庭、陳珍德 

51. EEG prior to golf putting was modulated by previous performance 

Eric Hung, Frank Lu , Tsung-Min Hung 

52. 為什麼運動選手該關心休息狀態的大腦活動？：靜息態腦波與競技運動表現

文獻回顧 

林高弘、黃崇儒、洪聰敏 

53. 以擴散張量成像評估退役腦震盪運動員之大腦白質結構：系統文獻回顧 

艾競一 陳豐慈 張育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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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心理諮詢老師隨隊經驗分享 

 
主持人：莊艷惠 教授 

           主講人：陳美綺 
                   洪紫峯 
                   陳泰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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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莊艷惠  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教授 
臺灣運動心理學學會 諮詢委員 

 
【經歷】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諮詢委員、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常務理事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資深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2018 雅加達亞運、2016 里約奧運、2014 仁川亞運、2012 年倫敦奧運、 
2010 年廣州亞運、2006 杜哈亞運、2005 東亞運、2004 雅典奧運 
中華臺北國家代表隊運動心理師 
2018 雅加達亞運、2014 仁川亞運、2010 年廣州亞運、2009 年高雄世界運

動會、2006 杜哈亞運--中華臺北代表隊臨場(on site)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職業棒球、職業網球運動心理師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競技運動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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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陳美綺   
 
【現職】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心理師 
 

【經歷】 
國立體育大學兼職運動心理師  
新加坡體育理事會運動心理老師  
NIKE 行銷專員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碩士 
捷克查爾斯大學體育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與企管學系學士  
 

【學術、專業領域】 
學術領域：頂尖運動員的壓力與因應、運動員低潮與倦怠、運動心理技

能、運動正念介入 
心理專業：經驗取向(完形、NLP)、正念 
 

【專業證照】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中華民國專門技術高考 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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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洪紫峯  運動心理師 
 
【現職】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運動心理師 
 

【經歷】 
中華職棒職業隊 運動心理師 
臺東縣豐田國小少棒隊 運動心理師 
臺南市崇明國中青少棒隊 運動心理師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隊 運動心理師 
2017 U12 世界盃少棒賽中華隊 運動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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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陳泰廷 運動心理諮詢師 
 
【現職】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 
 2020 東京奧運選手心理提升計畫 
 2018-2020 中華奧會運動菁英育才計畫 
 2012-2020 臺北市體育局競技運動訓練暨科學中心計畫 
 2012-2020 教育部培育優秀青少年運動人才計畫 
 2016 里約奧運選手心理輔導計畫 
 2014 仁川亞運選手心理輔導計畫 
 2013 卡利世界運動會選手心理輔導計畫 
 擔任各專項運動 A、B、C 級教練或裁判講習的運動心理講師 
 擔任各層級專項運動團隊的運動心理講師 
 

【榮譽】 
學術領域：2019 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甲等 
運動專業：全國大專校友盃 40 歲組桌球個人單打金牌 
 

【學術領域】 
學術領域：競技運動心理學、神經回饋訓練 
運動專業：桌球、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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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B109001 林靜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B109002 邱玉惠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B109003 梁嘉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004 湯鳴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B109005 盧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

B109006 蕭玉琴 靜宜大學

B109007 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101 丁雅鈴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B109102 何宜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3 洪軒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104 張惠萍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B109105 張智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6 陳怜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7 劉佳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B109108 劉宛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9 潘正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10 謝明輝 國立政治大學

B109111 羅恩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12 蘇麗雲 悅康管理工作室

B109113 鐘敏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01 丁煌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02 王文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B109203 王俊智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04 王駿濠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05 朱奕華 高雄醫學大學

B109206 艾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07 何婉禎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B109208 吳雨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09 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10 宋岱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11 李映萱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2 李秝家

B109213 沈緯鈞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4 卓佩佩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5 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16 林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

B109217 林秀蘭 國立南投高商

B109218 林季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B109219 林雨萱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20 林郁娟

B109221 邱逸翔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22 柯淨文 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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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B109001 林靜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B109002 邱玉惠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B109003 梁嘉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004 湯鳴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B109005 盧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

B109006 蕭玉琴 靜宜大學

B109007 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101 丁雅鈴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B109102 何宜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3 洪軒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104 張惠萍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B109105 張智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6 陳怜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7 劉佳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B109108 劉宛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09 潘正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10 謝明輝 國立政治大學

B109111 羅恩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112 蘇麗雲 悅康管理工作室

B109113 鐘敏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01 丁煌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02 王文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B109203 王俊智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04 王駿濠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05 朱奕華 高雄醫學大學

B109206 艾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07 何婉禎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B109208 吳雨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09 吳修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10 宋岱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11 李映萱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2 李秝家

B109213 沈緯鈞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4 卓佩佩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15 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16 林如瀚 國立東華大學

B109217 林秀蘭 國立南投高商

B109218 林季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B109219 林雨萱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20 林郁娟

B109221 邱逸翔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22 柯淨文 中國文化大學

77



編號 姓名 單位

B109223 洪巧菱 國立臺灣大學

B109224 洪昭鑫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25 洪聰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26 祝堅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27 馬承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28 高三福 國立清華大學

B109229 張育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30 張芷瑄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

B109231 莊欣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32 莊艷惠 國立臺灣體育

B109233 許雅雯 國立嘉義大學

B109234 許錫賢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35 陳秀惠 國立臺東大學

B109236 陳俊棠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37 陳彥鵬 高安診所

B109238 陳珍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39 陳美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40 陳美綺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B109241 陳若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2 陳泰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3 陳雅鈴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44 陳豐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5 傅晧倫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46 彭涵妮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47 黃子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8 黃英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49 黃崇儒 臺北市立大學

B109250 楊子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51 楊子萱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52 葉子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53 葉麗琴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B109254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55 趙曉涵 國立臺灣大學

B109256 劉有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57 劉淑燕 國立中正大學

B109258 蔡佳良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59 蔣懷孝 中原大學

B109260 鄭伊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1 蕭方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2 蕭姵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3 賴世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B109264 謝宗諭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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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B109223 洪巧菱 國立臺灣大學

B109224 洪昭鑫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25 洪聰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26 祝堅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27 馬承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28 高三福 國立清華大學

B109229 張育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30 張芷瑄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

B109231 莊欣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32 莊艷惠 國立臺灣體育

B109233 許雅雯 國立嘉義大學

B109234 許錫賢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35 陳秀惠 國立臺東大學

B109236 陳俊棠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37 陳彥鵬 高安診所

B109238 陳珍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39 陳美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240 陳美綺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B109241 陳若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2 陳泰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3 陳雅鈴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44 陳豐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5 傅晧倫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46 彭涵妮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47 黃子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48 黃英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B109249 黃崇儒 臺北市立大學

B109250 楊子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51 楊子萱 中國文化大學

B109252 葉子嘉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253 葉麗琴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B109254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B109255 趙曉涵 國立臺灣大學

B109256 劉有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57 劉淑燕 國立中正大學

B109258 蔡佳良 國立成功大學

B109259 蔣懷孝 中原大學

B109260 鄭伊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1 蕭方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2 蕭姵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3 賴世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B109264 謝宗諭 輔仁大學

編號 姓名 單位

B109265 顏子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266 蘇震東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01 王士鴻 輔仁大學

B109302 王世芬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303 王俊智 國立臺灣大學

B109304 王靖渝 中國醫藥大學

B109305 王靖毓 國立東華大學

B109306 伍政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07 伍翊圻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08 何幸玫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B109309 余義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10 吳玉華 新北市立中港國小

B109311 吳承峰 輔仁大學

B109312 吳治翰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13 吳家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14 吳紹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15 呂家宏 國立臺灣示範大學

B109316 呂家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17 宋語涵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18 李佳臻 高雄醫學大學

B109319 李昊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320 李品萱 國立東華大學

B109321 李曜全 中國醫藥大學

B109322 那  維 國防大學

B109323 周于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24 周台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25 東方介德 東吳大學

B109326 林明柔 輔仁大學

B109327 林庭瑩 輔仁大學

B109328 邱瀚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29 徐尚楷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30 徐思婷 國立東華大學

B109331 翁明嘉 中國文化大學

B109332 高育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B109333 高  舒 臺北榮民總醫院

B109334 高聖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B109335 張予禎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36 張怡雯 工業技術研究院

B109337 張恩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38 張程量 中國醫藥大學

B109339 張舜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40 張馨予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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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9341 曹哲愷 新北市立裕民國小

B109342 梁雅柔 國立中正大學

B109343 粘瑞狄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44 郭子睿 國立華僑高中

B109345 郭俊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46 郭雅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347 陳  靖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48 陳  妘 國立嘉義大學

B109349 陳治齊 輔仁大學

B109350 陳品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51 陳建穎 國立東華大學

B109352 陳柏廷 輔仁大學

B109353 陳琇慧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B109354 陳詠馨 淡江大學

B109355 陳  靖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56 陳頎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57 傅盈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358 彭裕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59 曾楷涵 國立中正大學

B109360 游亞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B109361 游惠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62 黃子豪 國立草屯商工

B109363 黃伊瑾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109364 黃怡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B109365 黃俊揚 宜蘭縣南澳高中

B109366 黃俊嘉 明道中學

B109367 黃彥皓 新竹縣私立東泰高中

B109368 黃彥璋 教育部體育署

B109369 黃詠晨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70 黃楚晴 輔仁大學

B109371 黃瑀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72 黃嘉君 逢甲大學

B109373 董姵成 國立成功大學

B109374 廖品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75 廖慧鈴 TAMP Inc
B109376 劉宛儒 新竹縣立松林國小

B109377 劉慧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78 劉  襄 中國文化大學

B109379 潘  敏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B109380 潘緯澄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81 蔡書涵 東吳大學

B109382 蔡璋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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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9383 鄭尹荃 國立東華大學

B109384 鄭民輝 國立成功大學

B109385 盧譽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B109386 戴丞翊 新北市立三光國小

B109387 謝佐姍 國立清華大學

B109388 謝瑀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89 謝瑜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B109390 魏嘉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91 譚  亮 國立體育大學

B109392 蘇于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B109393 蘇信坤 弘光科技大學

B109394 蘇啟文 臺北市立老松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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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暨人員名單 

指 導 委 員 － 王組長漢忠、蘇科長錦雀 

主 任 委 員 － 林靜萍、張育愷 

副主任委員 － 王鶴森、聶喬齡 

秘 書 長 － 許振明、洪巧菱 

副 秘 書 長 －
楊裕隆、王宏豪、張川鈴、陳豐慈、祝堅恆、 
宋岱芬、王俊智、沈緯鈞 

議 事 組 － 吳慧卿、粘瑞狄、楊高騰、丁雅鈴、趙曉涵 

秘 書 組 － 蔡秀華、張  琪、吳治翰、艾競一、李筱苹 

教學紀錄組 － 高素貞、林淑惠、蕭姵臻、陳雅鈴 

翻譯接待組 － 掌慶維、陳信亨、楊子瑜、李瑞鴻 

場地器材組 － 詹俊成、林慶宏、蕭方慈、鄭伊婷、蔣安恬 

活 動 組 － 王宏豪、陳建文、黃子菀、蔡璋逸、林宥達 

總 務 組 － 林聯喜、陳泰睿、羅恩豪、朱瓊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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