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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哈囉！eveybody，我是第五屆台灣運
動心理學會的理事長劉淑燕，在此跟大
家拜個晚年，祝大家新春愉快，福虎生
豐，萬事如意。
本會理事長任期一屆兩年，算算現在台
灣運動心理學會已經堂堂邁入第八個年
頭了，俗稱十年為一個時代，也就是說
在我任期將是帶領台灣運動心理學會走
完第一個時代。在這個第一個時代，由
於前四任優秀的理事長的同心努力下，
獲得各位會員的支持，使得本會蓬勃發
展業務也蒸蒸日上，在此向所有的會員
與工作同仁致上萬分的感謝。
在草創的前幾年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總是舉辦國內的年會、運動心理學研討
會，及研習會，在近來四年中更是積極
具辦幾場國際研討會，並與兩岸四地的
華人運動心理學會搭上友誼橋樑，2008
年在台灣舉辦第一屆華人運動心理學會
學術研討會，廣受會員與兩岸四地的華
人運動心理學會的熱烈響應，與會人數
高達三百人。前幾位理事長更秉持開疆
拓土的精神與國際接軌的理念，爭取
2011 年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國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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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在台北舉辦，所以
明年 11 月中有個重頭戲即將出場，就是
我們台灣運動心理學會要主辦四年一次
的 2011 年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國際
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屆時熱忱歡迎
各位會員共襄盛舉，前來參加此享譽國
際的盛會。
本人這一任兩年有一些構想藍圖，
在此想向大家分享，也歡迎賜於建議。
一、與國際接軌與交流，組團參加國外
之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
1. 2010 年六月中組團至美國亞利桑納
州參加北美運動心理學會發表論
文：想必大家目前已經有收到北美運
動心理學會的通知函，知道自己有沒
有被接受發表。我們會請人專門規劃
日程，若您有被接受，也想跟本會團
員一起前往參加，不妨向本會報名參
加。
2. 2010 年九月中組團至上海參加第二
屆華人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根據
上海體育學院周成林教授的表示他
們正在積極規劃第二屆華人運動心
理學學術研討會，屆時正逢上海舉辦
世界博覽會，應該是去上海的好時
機，有興趣者請向本會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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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1 年也會規劃至少組團一次前往
國外某個國際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
會。
二、活絡國內運動心理學學術與實訓工
作，定期舉辦年會與研討/習會
1. 每年舉辦一次台灣運動心理學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2010 年年會在九月或十
月辦理，2011 年年會在 11 月辦理，
地點預計將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辦。屆
時熱忱歡迎各位會員前來交流與發
表論文。
2. 今年 2010 年將舉辦「運動員生涯規劃
研討會」
：目前已經向體育司爭取到經
費舉辦「運動員生涯規劃研討會」
，目
前規劃將此研討會在國立台東大學五
月 22 日-23 日（週六、週日）辦理，
由於體育司要嚴格審核參加的人數是
否有達到預期人數，才決定日後是否
補助經費，所以熱忱歡迎各位會員前
來參加，也希望推廣組的組長與組員
要開始動員宣導此研習會囉。
3. 2011 年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國際
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 2011 年 11
月中旬將盛大舉辦此會，預計將有 200
多名國外來賓前來參加此會，國際運
動心理學會理事長（ISSP）Dr. Sidonio
Serpa 與亞太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 Dr.
Tony Morris 以及 國際運動心理學報
（IJSEP）的主編 Dr. Athanasios (Sakis)
Pappaouannou 也將聯袂參與，還有一
位享譽盛名的運動心理學者 Dr.
Richard Ryan 也將蒞臨作專題演講，
他是自我決定動機理論的倡導者，請
各位千萬不要錯過此盛會，可以跟大
師簽名合照的機會。
4. 參與 2010 年與 2011 年聯合體育學術
團體年會與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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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體育學術團體年會與學術研討會
是近年來體育界學術交流的盛會，我
們將秉持一貫支持的理念，參與此盛
會，本會會員們請不要忘記前往參與
或發表論文。
三、培育運動心理諮詢人才，延續辦理
第二期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培訓班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第一期運動心理
諮詢老師培訓班已在去年圓滿結訓，
目前已經有數人正式投入台北市學校
的運動心理諮詢事務。為繼續培育運
動心理諮詢人才，我們前幾天也向體
委會爭取到些開班經費，近期內即將
開訓第二期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培訓
班，歡迎有志運動心理諮詢工作者報
名參加。
四、展現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的學術能量，延
續在國科會第一級體育專業期刊的榮耀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學報目前是國科會
評筆第一級體育專業期刊，這都歸功於過
去歷屆幾位主編與各領域召集人與評審
委員的辛勞，同時也要感謝所有投稿者所
賜的高品質論文，以及教育部體育司實質
的支持本學報，允諾今年會撥款補助學
報。希望大家踴躍投稿，延續在國科會第
一級體育專業期刊的榮耀，更期待我們早
日進入 TSSCI 行列。
五、圓滿成功完成 2011 年亞太運動心理
學會年會暨國際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
會
2011 年亞太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國
際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是本屆的工
作重點，自一年前就開始開籌備小組
會議，現在也正如
火如荼的展開籌
備工作，我日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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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到政府各部會去拜訪爭取資金，
感謝體委會、體育司與外交部的支
持，目前已爭取到約兩百多萬的經
費，雖然預計目標還有一半以上，但
我還會繼續努力到其他部會懇求支
援。英文宣傳單也已在國際一些研討
會散播，中英文的研討會網頁也已在
測試中，近期內應該會與大家在網路
上見面。預計兩年內召開 3-4 次的籌備
會議，這是凝聚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力
量的時候，屆時要懇請本會理、監事
與諮詢委員大力支持，前來參加籌備
會，務必圓滿完成此重大研討會。但
是，成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是要靠會
員們的大力支持前來參與才能稱得上
是圓滿、成功。所以在此呼籲各位能
將 2011 年 11 月 11 日-14 日的日期標
起來，記得一起來共襄盛舉並且發表
論文。無論是口頭還是海報發表都是
以 3-4 頁的型態出版論文集與 CD，並
有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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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與我共同的感受：台灣運動心理
學會是值得你、我一輩子參加的社團。
最後敬祝各位會員
身體安康 幸福美滿
研究順利、升等順遂
劉淑燕

敬上

2010/3/5
第五屆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交
接儀式 （2010/1/16 於台灣師大）

第五屆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組織

上述種種是向大家報告未來兩年的
工作計畫，現在請聽聽我上任的心理
感受，我原本是個很容易入眠的人，
自從正式成為理事長後居然常常失
眠，好像有無形的巨大壓力在背後，
我知道這是因為我一天到晚腦子裡都
在想著到哪裡去爭取金援所致，哈哈
︿︿。但是我還是不以為苦，因為我
深深覺得我一直受惠於灣運動心理學
會良多，自學成歸國後，我的專業知
能都是與台灣運動心理學一起成長，
先進的提攜更是讓我銘記於心。還有
我最愛最愛的就是每年都能與台灣運
動心理學會的會員們一起到國外參加
學術交流，拓展我的學術旅遊版圖，
這些愉悅又美麗的林林總總回憶都是
支撐我接下理事長的源動力，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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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組：賴世烱
會
計：范峻豪
總務行政：高士峻、顏肇廷

本學會活動介紹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第二期運動
心理諮詢老師培訓班將開訓
為輔導各級學校體育班學生訓練、
就學、生涯規劃，培養我國專業運動心
理諮詢與輔導人員，落實運動心理從業
人員證照制度，以及提升我國競技運動
水準。本學會主辦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培
訓，第一期已圓滿結訓，總共有 28 人
參與，27 人結訓，計有 7 人完成 150
小時實習時數並獲得證照。第二期開班
報名日自即日起至 2010 年 4 月 29 日截
止，一律郵寄通訊報名；上課時間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2010 年 7 月 10 日，
每周六、日上課，共計 12 週，120 小
時（實際上課日期，將依開班後實際情
況排定）
。訓練課程：共 12 門學、術科
包括：(一)助人技巧與基本諮商技術；
(二)運動學習與指導實務；(三)人際互
動和團體動力學實務；(四)運動心理技
巧與實務；(五)運動心理評估與診斷；
(六)運動員心理困擾與解決實務；(七)
運動心理輔導與介入理論與實務；(八)
運動員生涯規劃與輔導理論與實務；
(九) 運動心理諮詢網路商務實務；(十)
職場謀生技巧與實務；（十一）運動心
理諮詢老師執業與倫理實務；（十二）
運動員生活技巧與自我管理。
本培訓班的報名資格為：凡國內外
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心理組應屆(含畢
業)，且符合台灣運動心理學會所訂定『運
動心理諮詢老師授證辦法第二、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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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經審查合格後准予參加，歡迎各
界踴躍報名。

活動預告
本學期有許多運動心理學相關的研
討會或活動，歡迎有興趣的會員踴躍報
名參加。

2010 國立台東大學動作行為
研究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宗旨：藉由國際學者的研究實務交
流和國內專家在運動科學、
體育教學以及運動訓練面之
互動過程，瞭解最新研究方
法並落實運動理論與實際之
結合，進而提昇國內體育學
術研究品質。
二、時間：99 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三、地點：國立台東大學
四、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
針對研討主題進行專
題演講。
(二)研究發表：口頭、海報發表。
(三)工作坊：動作行為研究方法理論
與實作。
五、研討會徵稿範圍：
1. 運動學習與控制
2. 運動訓練與教練
3. 體育教學與課程設計
4. 學齡前兒童的動作發展
5. 戶外身體活
動探索與體驗
6. 健身運動與
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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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日期：
（一）論文摘要截止日期：
9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二）參加人員報名截止日期：
9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七、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方式，請參考研討會專
屬網頁:
http://www1.nttu.edu.tw/dpochen/TSC201
0/index.html

2010年東北亞細亞運動學學術
大會(2010.05.29~30)
一、文章摘要繳交日期：99.02.01～
99.03.12，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進
行
二、線上報名網址：www.kacep.or.kr/am
三、大會報名日期：99.04.01～99.04.30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9年度體育
學術研討會
一、宗 旨：藉由體育學術研究之發
表，落實運動理論與實際之
結合，以提高體育教學品質
及提升競技能力水準。
二、時 間：99 年5 月8 日至9 日（星
期六至星期日）
三、地 點：國立體育大學（桃園縣龜山
鄉文化一路250 號）
四、研討主題：運動九九、健康久久
五、舉辦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
針對研討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研究發表：口頭、海報。
（三）儀器及資訊展示：運動科學儀
器、體育書籍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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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止日期：
（一）論文全稿截止日期：99 年3 月
10 日（星期三）
（二）參加人員報名截止日期：9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體育老師/運動教練輔導專業
知能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計畫宗旨：本研習會主要目的能增
強體育教師與專業教練
的輔導專業知能與競爭
力。
（一）發展出屬於自己特色的表達模
式，展現自信與魅力。
（二）增進體育教師/教練人際溝通、班
級經營及行政管理能力。
（三）提昇體育教師輔導專業知能。
（四）落實終身學習精神，提昇體育教
師競爭力。
二、指導單位： 體育司、體委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運動心理學會
四、協辦單位：
五、活動地點與日期：
第一場：國立台東大學：民國九十九
年五月 22-23 日（星期六、
日）
第二場：國立中正大學：民國九十九
年十月 2-3 日（星期六、日）
第三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 11-12 日（星期
六、日）
六、參加對象：
各級學校體育老師或專任教練及有
興趣之人士，預計每一場次報名人數 100
人。
七、活動內容：
本次研 習會 將聘 請國內 外專 家學
者，針對如何提升運動選手表現、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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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專業知能，及運動選手生涯規劃等
主題進行授課。詳見課程表及附件一。
八、報名方式與費用：
報名費用:台灣運動心理學會一般會員：
1000 元：學生會員：800 元非會員一般人士：
1200 元；非會員學生 1000 元。
匯款方式：郵政匯款轉帳（勿用
ATM），資料如下：
戶名：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劉淑燕
帳號：0001878 0686286
郵局：台北民生郵局
住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 段
191 號

臺北市青少年運動員希望工程
計畫簡介
壹、計畫目標
強化學生運動員心理素質並熟悉與
應用心理技能訓練，協助其發揮個人潛
力，以提升其運動競技成績；協助學生
運動員瞭解運動、社會發展的趨勢，瞭
解個人生涯規劃的阻力與助力，確立目
標與建立計畫；鼓勵學生運動員自我探
索，協助其瞭解個人的特質、興趣以及
能力等作為生涯探索方向與生涯抉擇之
參考依據。提昇教練與相關運動心理學
知識，協助學生運動員的心理素質發展
及妥善規劃未來生涯。
貳、主辦／承辦單位
本計畫由臺北市教育局主辦，由市
立大同高中負責相關行政業務執行，並
由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負責相關人力資源
提供。
參、實施對象
本計畫主要實施對象是由台北市教
育局所篩選之 24 所國、高中體育班學生

為主，所屬教練和體育班教師為輔。計
畫執行之時程為 99 年 2 月至 12 月底
止，為期約一年。
肆、實施方法
一、駐校服務：駐校服務主要目的提供
國、高中運動員彈性的諮詢時間，實
行時間以學期為單位，共 32 週，每週
2 天，每天 3 小時（時間可由各校與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自行規劃，但每
周時數為 6 小時)，提供學生運動員
在運動相關主題以及生涯規劃的諮
詢、心理技能訓練等服務。
二、工作坊
工作坊主要目的希望透過座談與活
動的方式以實際案例與經驗使運動員及
相關人員瞭解運動員未來發展的可能
性，並傳授運動心理學相關知識。座談
會主題包括由資深運動心理學家講授運
動的趨勢與現況、心理技能訓練、退役
選手分享生涯轉換經驗、資深教練經驗
分享、以及邀請人力資源實務工作者以
不同觀點來剖析運動員的能力。工作坊
共計舉辦三場，每梯次二天，一場是針
對臺北市體育班教練和老師，另兩場則
是針對體育班學生。

第二屆華人運動心理學術
研討會
第二屆華人運動心理學術研討會預
計今年 9 月在上海舉行（於世界博覽會
期間），徵稿截至日期為 2010 年 6 月 30
日，詳細資料請至上海體育學院網頁
（http://www.su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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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向
恭賀廖主民老師（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
榮升教授
恭賀蔡英美老師（中臺科技大學體育室）
榮升教授
恭賀黃若飴老師（中臺科技大學體育室）
榮升副教授
恭賀李麗晶老師（台北市立體育學院休
閒運動管理學系）榮升副教授
恭賀葉素汝老師（慈濟技術學院學務處
體育運動組）新婚誌喜，並榮升副
教授
恭賀盧素娥老師（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運
動管理系）榮升副教授
恭賀黃耀宗老師取得博士學位，並獲聘
為台北科技大學體育室專任助理教
授
恭賀嚴雅婷老師取得博士學位，並獲聘
為政治大學體育室專任助理教授
恭喜彭涵妮會員（國立體育大學教練所
博士班）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春田
學院進修與進行博士論文研究
恭喜張育愷老師（國立體育大學教練所）
新婚誌喜

新書介紹
書名：運動心理學：促進卓越表現
(Psychology of Sport Excellence:

作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port and Excise Psychology)
者：洪聰敏、Ronnie Lidor, Dieter

Hackfort
譯
者：洪聰敏、季力康、盧俊宏、
廖主民(主編)
出 版 社：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ISSP)官方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IJSEP) 是國際運動
心理學會官方正式刊物，是全世界發行
量最廣的專業運動心理學學術期刊。
IJSEP 有國際中文版，即
IJSEP-Chimese，請各位運動心理學同好
前往投稿，或推薦貴校圖書館購置本刊
物。詳細資訊，歡迎回信詢問!
（E-mail:small_q198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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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六屆亞太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宣傳海報出爐了，請各位會員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