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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作用。最後一個是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第四版翻譯
本以及運動技能學習的出版，這是學會出版的第二與第三本
教科書，對於運動心理學與動作行為學的普及，會有很大的

各位親愛的運動心理學伙伴，大家好：
2008 很快地過去了，這一年來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在大
家的支持與努力下，繳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首先是我
們在 2007 年 12 月上旬於泰國曼谷舉行的亞洲暨南太平洋
運動心理學大會（ASPASP）中，透過 ASPASP 副會長季力
康博士，以及我們的前一任理事長盧俊宏博士的努力，成
功爭取到下一屆（2011 年）的主辦權，這是台灣運動心理
學會歷年來所辦理最大的國際學術會議，我們目前正在積
極籌備當中，屆時也希望經由大家的合作，讓台灣運動心
理學會的國際能見度更加提高。接著是由國科會教育學門
所辦理的體育學術期刊評比，由本學會所出版的台灣運動
心理學報在這次評比中與大專體育學刊、體育學報等老牌
體育學術刊物並列為第一級期刊，這意味著我們學報的品
質受到肯定，對於未來在申請進入 TSSCI 會有很大的幫
助，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做出高品質的研究，並將研究成
果投到我們的學報，讓台灣運動心理學報成為第一個體育
類進入 TSSCI 的期刊。第三個成果是運動心理諮詢師的培
訓，這個可以提升台灣應用運動心理學實務品質的證照活
動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相信再幾個月後，受過認證
的專業人才會興起國內運動界的心理服務風氣，讓我們的
影響力與貢獻大增。再來是十二月上旬的華人運動心理學
會，這個會議的舉行，讓台灣運動心理學以及國內運動心
理學界的影響力跨到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對於未來提
升台灣與華人運動心理學術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起了相

幫助。
在回顧了 2008 年的成果之後，我們也要好好思考今年的
計畫。在活動的部分，運動心理諮詢師的訓練與宣傳是一個
需要強化的重點，目前已經與體委會、教育部、台北市教育
局等政府部門討論，在國內中小學體育班進行運動員與教練
的生涯規劃與心理技能教育與訓練，再加上亞運心理輔導的
工作即將展開，因此，競技應用這一部份應該有相當大的發
揮空間。另一個值得仔細規劃的是全民健康這一塊，過去運
動心理學在推展全民運動這一部份參與較少，我們有需要透
過舉辦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增加政府部門對運動
心理學與全民運動推展的密切關係。最後一個還是期刊稿件
的問題，目前稿件數量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我們需要好好
在稿件處理與刊登上強化其效率，讓台灣運動心理學報早日
成為體育類第一個 TSSCI 的期刊。
台灣運動心理學界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從創會理事長
簡曜輝博士、第二任理事長季力康博士、第三任理事長盧俊
宏博士，以及這八年來所有參與的理監事、幹事部、以及全
體會員，我們是很好的工作伙伴、也是私交很好的朋友，我
們一起打球、吃飯、一起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一
個可以一起奮鬥與發揮專業生命
的組織，讓我們一起好好為它努
力！最後，祝福大家有個成功與
愉快的 2009，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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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3.盧俊宏、廖主民、季力康 (主譯) (2008)。運動社會

心理學 。台北市：師大書苑。

＊運動心理學會會員參與國際應用運動心理學會年度研
討會，參與此次盛會成員有盧俊宏教授、廖主民教授、
莊艷惠教授、高三福教授、黃崇儒教授，博士生李炯煌
和江衍宏、劉琪、吳修廷，研究生林巖勳、黃鈴雯、黎
新豪、陳欣漪、林麗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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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完全不同「體驗」的旅行

Elegance, Conceptual Coherence」
。為什麼這位運動動機

2008 AASP Annual Conference 口頭發表之心得記實

大師會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呢？因為他感到近年來運

劉

琪 /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桃園) 博士生

動心理學的理論或研究本質越趨複雜，這當然有可能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 簡 稱

會引發新的研究方向，但也很容易讓讀者困惑，誤以

AASP) 創立於 1986 年，該會的主要目標及研究方向在於

為研究越大越好或理論越複雜越好！所以，Dr. Roberts

健身心理學、競技運動心理學、協助運動員增強表現水

特別提到研究不是大小的問題，理論也不是簡單複雜

準及運動社會心理學。2008 年，該會於 9 月 24 日至 27

的問題，而是要簡潔、精準及概念的連貫性。我聽完

日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舉辦研討會。我很榮幸能

有很大的收獲，因為從事研究不是一味的跟著時代潮

獲選參加其中一場口頭報告，題目是「大專運動員心理

流，應該要加入自己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更要考慮

技能與能力知覺相關性之分析研究」
，藉此向與會的學者

研究者本身的興趣與專長，透過這樣的過程所出產的

分享我小小的研究成果。

研究將更具有意義。

之前參加的研討會，我都只有獲選參加海報發表，
自然是帶著參觀旅行與輕鬆雀躍的心情出國，最後當然

 2008 華人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

帶回滿滿的收穫與歡樂的回憶。這一次獲邀的則是口頭
發表，是要真槍實彈的站在許多專家學者前面接收考
驗。對我而言，這可算是一次完全不同「體驗」的旅行。
因為這次我是口頭報告，所以從機場準備登機時，
就不自覺的開始焦慮。一路長途飛行中，只要有機會，
我就會在心中默默練習，以增加報告的熟練度。同行的
老師與同學們還以為我怕坐飛機或暈機呢？到達美國
後，大夥還抽空安排去看了兩場美國職業棒球賽，想藉
此抒解壓力 (其實，在觀看比賽的過程中，我腦中還是常

本次研討會是兩岸四地首次的心理學術交流，因

常浮現口頭報告的情景，心裡還是擔心不已)。由於我是

此，特請東華大學體育研究所的學生針對台灣、大陸、

被安排在最後一天，折磨期更是又長又久；最後，在完

香港、及澳門的心理學者進行訪談，以下是內容節錄：

成口頭報告的那一瞬間，才終於體會「如釋重負」的意

專訪盧俊宏教授：

涵！另外，在準備報告的過程中，特別要感謝我的指導

兩岸四地華人運動心理學的重大里程碑
【採訪整理：陳志睿】

教授廖主民老師，除了提供我專業的建議外，更一直支
持及鼓勵我，讓我更有信心的來完成這份工作。當然，

第一次舉辦的華人運

還要感謝盧俊宏老師、莊艷惠老師及同行學弟妹們的加

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本

油與打氣。特別要提起，不愧是最專業的研討會，AASP

次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熱

很貼心的為報告人準備口頭報告演練教室，並提供電腦

鬧展開，在為期兩天半的

相關設備，這都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研討當中，集合了兩岸四

在四天三夜的研討會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大會

地，包括臺灣、中國大陸、

邀請了著名的運動動機大師 Dr. Glyn Roberts 做專題演

香港以及澳門的運動心理學者，共同參與此次的盛

講，講題為「The Forgotten Values of Elegance, Parsimony,

會。在研討會當中，有幸

and

認識並訪問到前臺灣運動

Conceptual

Coherence

in

Sport

Psychology

Research」
。Dr. Roberts 演講的重點是希望能喚醒大家再
去重視運動心理學研究中簡潔、精準及概念的連貫性等
被遺忘的價值，也就是他所說的 「PECC –Parsimony,

心理學學會理事長，目前
任教於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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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校區的盧俊宏老師，談談他個人研究以及對於參

＊張力為教授簡歷：教育學博士(體育教育運動訓練專

與這次研討會的感想。盧老師在運動心理學的領域當

業，北京體育大學)，哲學博士(心理學專業，香港中文

中，主要關注在人格以及情緒上的發展，並在今年與

大學)。

廖主民、季力康兩位老師合力完成翻譯並出版了「運

＊現任於:北京體育大學教授亞洲及南太平洋地區運動

動社會心理學」這本書。對於這次在臺灣所舉辦的 2008

心理學會理事、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理事、中國心理學

華人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盧老師認為相當地重

會體育運動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體育

要，它不但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同時也加強了兩岸

科學學會運動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市

四地在運動心理學學術上面的交流與互動，盧老師日

心理學會常務理事、北京體育大學學報、天津體育學

前也曾去大陸天津參與學術研討會，認為大家都是同

院學報、中國體育科技編委。

道，因此希望彼此能夠提升在學術上面的實力，以及
在應用方面的加強，並且增加外界對於運動心理學的
重視與認同。盧老師也比較了兩岸運動心理學的不

張力為博士在學生時期，是優秀的桌球選手，在
球場上揮灑汗水，十年的努力，換來豐富的收穫及經
驗，這十年的努力讓他決定規劃生涯並轉換跑道，開
始從事教練的工作，成為幕後的推手，幫助及創造出

同，認為臺灣大多屬於歐美的系統，例如運動控制與
學習；而大陸方面可能因為政治環境的等等因素，因
此比較偏重於本土，彼此各具特色與所長。詢問盧老
師對於運動心理學未來的期許，盧老師說第一批的運
動心理師馬上就要誕生，因此希望他們能夠關心並且
發揮專長來幫助這些運動員，解決運動員所面臨的種
種心理問題，以提升運動成績與表現；在學術方面，
也希望運動心理學者們在未來的研究裡，能夠加強運
動心理學的深度，同時盧老師也感覺到現在的碩、博
士生比較容易迷失研究的方向，因此認為身為老師
的，應該多幫助他們在學術方面的學習。
最後，盧老師認為臺灣的運動心理學界裡，目前
有許多新生代的年輕學者都非常的優秀，因此鼓勵這

更多未開發的桌球好手。因為出生於運動員，突破、
堅持的精神讓他決定繼續充實自我，正因為影響他很
深的老師，為了效法及追隨老師，開啟了對研究的熱
愛，開始踏上了運動心理學之路。也因為國內心理學
走向為三大項—競技、學校、體育鍛鍊，而競技運動
較為注重，受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影響，以及科學的
輔助支持，使得心理學可以應用在競技運動上，對於
競技表現上有相當不錯的幫助。對於正在努力的研究
生們，希望可以找到自己認為最好的老師，因為好老
師可以帶你讀好論文；否則就必須是一位優秀的運動
員，因為你會了解運動員所需要的。

專訪周成林教授：
兩岸學術合作有助於運動心理學發展

些年輕的學者能夠繼續朝學術專業邁進，承接起接棒
的工作，為運動心理學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專訪張力為教授
【採訪整理：彭瑋婷】

【採訪整理：劉庭光】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會訊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第十三期
運動心理學者

在華人界首次舉行的華人運動心理學年會於 12 月

對兩岸三地運動心理學發展之見解

六、七、八日於國立師範大學舉行，這次盛會廣邀許
多兩岸四地於運動心理學領域著名的學者來參與這次

【採訪整理：宋志航】

盛會。這次研討會中有幸能訪問到周成林教授，周教

張力為教授對於運動心理在中國大陸有兩大特

授於上海體育學院任教，回想當年他表示會走入到運
動心理學這塊領域是因為從前他也是運動員出身的，
術科專長最早之前是參加籃球隊練習後來因身體素質
不如別人因而轉戰田徑，是屬於中長距離，他表示自

色：
特色一：大陸運動心理學有三大領域，一為競技
運動，二為學校體育，三為體育鍛鍊；競技運動部份，
中國大陸是採所謂的舉國體制，也就是說競技運動的

己最好的成績 1500M 跑出了三分五十六秒的成績，在
學方面在瀋陽體育學院修讀運動心理、體育教育等一
些專門的科目，在結合自己本身當選手的經驗以及專

發展是國家來全力支持的，在運動心理學家在各運動
代表隊的情形，都是依照團隊需求而有所應映，有三

業學科的學習中看到了一些運動心理學的問題，因而

種情形：

投身其中。

一、運動團隊會主動尋找運動心理學者來給予選手諮

周教授表示，這次舉辦的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
看到許多運動心理學同好所發表的學術成果，給了他
很多思考的空間，他也提到日後心理學未來的發展應
該向大眾健身以及理論實務結合的方面去做努力，他

詢。
二、運動團隊會與運動心理學者對於選手來做長期合
作的方式，來給予選手協助。
三、國家支持的運動團隊會主動配置運動心理學者來

提出三點，第一應把科技大量應用到運動心理學領

協助選手。

域；各自的研究比次做討論交流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特色二：中國大陸在四所體育學院中設置了所謂

而明年華人運動心理學年會將在上海舉辦，而在舉辦

的應用心理學門，主要目的要提高國民素質以及紓緩

的同時將結合世界博覽會擴大舉辦，相信會有很好的

就業壓力，所以在中國大陸目前也逐漸增加高等教育

成果。
周教授也指出，台灣和大陸兩地的學術環境不
同，起因是在於目標的不同，大陸有許多的競技運動
菁英，因此研究比較注重效度，要看到立即的效果，
而台灣因受西方影響較大，因此在基礎研究上有很好
的成果，而日後如果日後能結合大陸地區為數眾多的
運動精英和香港地區發達的資訊以及台灣地區良好的
基礎研究，那日後華人運動心理學的成就將不可限量。
最後，周教授表示，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台灣這塊
土地，以往對台灣的印象也都僅止於電視或電影上
面，而他也覺得台灣每個人看起來都覺得很友善，做
事情都很有條理，因此他給了台灣很高的評價。他也
說未來幾天他將去參觀台灣的美景，未來如果還有機
會，他也還會再來這塊土地。

的比例，漸漸走向與台灣相同的問題，廣設大學，造
成大學生的人數多素質降低。
張力為教授認為兩岸三地運動心理學的發展有所
不同，在中國大陸競技運動心理學的發展較為蓬勃，
因為運動員的素質較高，所以在做研究方面會有比較
多對象可以探討；香港方面，因為運動員的群體數較
少，但還是朝著競技運動的方向努力，陳展鳴教授認
為香港大都還是以休閒運動心理學方面為主，主要目
的是在養成基層民眾運動心理學觀念的成長，並且香
港基層公務員都需要參加運動心理學會所舉辦的研
習；台灣在運動心理學上所要做的面向較廣，並無專
注在那一面向，這個可能與政府重視運動的程度有關。
兩位教授對於未
來的期許，張教授希
望大陸運動心理學能
加快國際化過程，畢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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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大陸運動技術的水平可算是世界前三的，所以做的

表示：
「生命教練是幫助人自己解答，不是為他解答。

運動心理學研究水平素質也是高水平，再來希望華人

」
，也就是說生命教練不再像過去以恐懼來幫助選手達

能在國際心理學會上佔有一席之地且加速推動國際心

到成績目標，而是要以愛給予運動員輔導與協助。在

理學網路中文版，最後期望 2013 年國際運動心理學術

執行生命教練方法最為重要的就是前十分鐘的建立關

研討會能在中國舉辦；而陳教授則希望未來香港運動

係，關係打好了才能合作，陳博士說「你有問題可以

心理學會年輕一輩的學者能夠銜接上來，但主要的目

自己解決，不用來找我，你來了就是要合作。」
，陳博

標還是以推廣休閒運動心理觀念為主。

士一再強調生命教練不能完全介入，輔導工作只是協

採訪後記：對於兩位學者教授對於華人在運動心
理學上努力深感敬佩，在採訪過程裡我感受到兩位對
於運動心理學的激情，還有展現出來的親和力，讓我

助他人來達成目標，而合作的意義就是要達成共識，
陳博士說「沒有絕對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於”agree”
一詞，也就是達成共識」
。生命教練為一種循環過程，

對兩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建立起好的關係，開始有了目標，了解現實後，準

陳展鳴博士用球桿揮出生命：
Living-Coaching
【採訪整理：高于翔】
2008 華人運動心理
學會於 12 月 6 日的早上
舉行開幕典禮，許多來
自大陸、香港、澳門的
貴賓也前來參與，其中
一位來自香港的陳博士
，手持高爾夫球桿，背了
個球袋，不禁讓人懷疑
是不是來台灣參加高爾夫球大賽的選手。來自香港的
陳展鳴博士，畢業於印地安那大學體育學系博士班，

備做選擇，達成共識後不管成功或失敗，再回到良好
的關係。整個過程生命教練皆已輔導輔助的方式來協
助運動員達到目標，陳博士表示「生命教練最有價值
的就是 1.解決問題，2.成功率高。」，雖然分法不同，
但是生命教練不但能解決問題，保有較高的成功率。
陳博士將輔導方法帶入運動心理，讓全場聽眾讚
嘆不已。最後，陳博士笑著說：
「來到這兒，很開心，
因為我有好多老朋友也來了。」華人運動心理學術研
討會，不但是兩岸四地運動心理學學術交流的場所，
也成為陳博士回顧老友的地方，陳博士再三的表示很
開心能夠來台灣來，也很支持華人運動心理學研討會
的活動。

會員召募及徵稿
歡迎認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者加入成為會

從美國受訓後的陳博士進入到商業機構中做輔導的工
作，一天突如其來的靈感讓他將輔導帶入運動心理。

員，入會費為新台幣一千元，常年會費為一千元，但
具專職學生身份者優惠為五百元，有意加入者請將入

陳博士以親切的面容拿著高爾夫球桿幽默的說：
「我希

會費及常年會費郵政轉帳至局號：0001878 帳號：

望來台灣能夠打一場高爾夫球。」
，很快的吸引到眾人

0686286，戶名：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洪聰敏，並將姓

的目光，所有聽眾們也對講者的內容感到好奇，陳博

名、服務單位、職務、聯絡地址及電話、身分證字號、

士就開始將「Living-Coaching」一詞分享於在場的聽眾

出生年月日等基本資料，傳真至 04-22254465 台灣運動

們。

心理學會收。此外，會訊的新知介紹，也歡迎投稿。

生命教練是指將輔導的方法運用在運動員身上，
其目的是要發現人們隱藏期望與需要，生命教練是注

來稿請註名投稿者基本資料，以 Word 檔 E-mail 至
beauty-yi@yahoo.com.tw。詳細投稿事宜請上台灣運動
心理學學會網站：http://ssept.org.tw/。

重合作、引導、全人發展，有創造力的來解決問題的
方法，透過合作性的對話，教練與受訓練的運動員會
發展正面的改變，達到滿足基層需要的目標。陳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