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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事長張育愷教授

榮獲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格林斯堡校區(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UNCG)「衛生與人類科
學學院傑出校友獎(HHS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HHS傑出校友獎為該校「衛生與人類科學學院
(School of Health and Human Sciences, HHS)」授予傑
出校友之最高榮譽，用以表彰美國或國際間在學術、教學、

專業服務、行政領導等領域中傑出成就之校友。

本會諮詢委員莊豔惠教授

榮獲第15屆體育運動耕耘獎。莊艷惠教授現擔任本學會諮
詢委員，曾任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常務理事

與理事等職務。莊老師長年為我國亞奧運國家代表隊的選

手心理訓練工作努力，提供選手專業的運動心理技能服

務，並獲選手一致好評。

本會陳豐慈老師

陳豐慈老師獲聘日本筑波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健康與運動

學院，助理教授。

陳豐慈老師榮獲科技部109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研
究獎」。

諮詢委員莊豔惠教授

理事長張育愷教授

陳豐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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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封鎖期間，臺灣民眾的健身運

動行為仍可保持： 
      臺灣51％民眾不僅在疫情中可保持
相同的健身運動時間與強度，甚至

2.2％的民眾在疫情中增加他們的健身
運動時間與強度。可能是由於疫情控制

成功，使得臺灣在疫情中仍舊可保持室

外（如公園）與室內（如健身房）活動

空間保持有限度開放，提供國民健身運

動的空間。政府超前防疫部署、明確防

疫控制措施與優質臺灣居民素質，為最

低程度影響健身運動行為奠下基石。

媒體報導 學術亮點

二、未來疫情對民眾健身運動行為之影響：

        研究團隊發現在未來類似疫情中，不僅超過56％的民眾可保持原來的健身運
動頻率，更有15～27%的民眾可能增加健身運動頻率。研究團隊進一步建議，健
身運動產業可藉由這次疫情，從「善用社交媒體促進運動」與「利用運動科技，

開發新時代運動模式」面項為未來的消費趨勢做準備。

運動can help                                                 張育愷理事長、洪巧菱秘書長與祝堅恆副秘書長之研
究團隊，於2020年10月14日應邀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分享研究成果。並針對
未來可能疫情，提出以下3點重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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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身運動決定心情：

       研究分析健身運動頻率與心情變化指出，疫情前每週超過兩天的健身運動便可
有好心情。然需注意的是，疫情中減少運動的民眾，反會經歷心情低落的現象。故

應協助民眾在疫情中，藉由『善用社交媒體促進運動』與『利用運動科技，開發新

時代運動模式』去保持健身運動習慣，達到協助國民在疫情中保持心情穩定。



         林如瀚教授表示這
項研究是透過「心跳變異

率」了解選手的心理狀

態，當變異率變小時，代

表選手受到壓力而產生焦

慮，「一般人在沒有壓力

的情況下，心跳的變異率

很大，一旦感受焦慮，為

本會監事東華大學林如瀚教授運用運動科學協助花蓮高爾夫選手，受到媒體的

關注。根據聯合新聞網2020-12-28 23:22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005/5129130)。

東華大學林如瀚教授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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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集中精神處理狀況，變異率就會變小，我們透過穿戴式的裝置取得選手心跳變

化的數據，再分析他的心理狀態。」這項研究可以獲取每位選手容易發生壓力的

情況和時間點，以及容易產生焦慮的選手的各項數據，再由台灣體育大學運動競

技系教授莊艷惠進行專業的心理諮詢。這項研究仍在進行中，可以預見未來將有

重要成果，必有不可忽視之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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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分別於109年8月16日11時、109年11月21日12時30分舉行第三、四次理（監）
事會議，會議地點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003室，由張理事長育愷老師親自主持，本學會
擔任理事及監事的師長皆踴躍參與，會中除了主席針對本會相關業務作詳盡的報告外，也

就幹事部所提出的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並作出結論。茲重要事項整理於后，公告周知。

(1)本會學報榮獲2019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TSSCI核心期刊
    第一級期刊。
(2)本會學報109年期刊改為一年發3刊/3、7、11月出刊。
(3)目前訂購台灣運動心理學報的單位有璉寶書報社、年盈文化事業社、漢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通過並歡迎趙曉涵、高禎佑、丁煌霖3位新進會員。
(2)2021年ISSP研討會從7月正式移到9月份，正式時間為9月30日~10月4日，會議地址改至張榮
    發基金會旅館，官網上有更新。
(3)有關台灣運動心理學會20周年紀念冊之運動心理學會紀實，預計在8月31日完成初 版，由陳美
     華老師等所協助之會訊提供許多紀實與資訊，請大家多支持。
(4) 有關本會網頁和Facebook管理事宜，網站由祝堅恆副秘書長管理、FB由林靜兒常務理事協助
      管理，並以任務編組方式分為三組：競技運動組為聶喬齡副理事長、動作行為組為蔣懷孝監
      事、健身運動組為祝堅恆副秘書長。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第三、四次理（監）事會議

     方式改善及授證後之回流教育。

(5) 委請莊艷惠教授協助運動心理諮詢師相關活
     動業務，籌組諮詢師小組委員會，規劃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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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完成受訓及實習之授證初級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共有陳冠年、馬承祥、張芷瑄、林雨萱、
     吳治翰、陳彥鵬、謝欣妤、彭昱豪等八位老師。
(2)統計至11月15日止本會共計132位會員(含10位新會員)。
(3)臺灣運動心理學會自今年起網頁已更新，感謝祝堅恆副秘書長，除學會簡介與臺灣運動心理
    學報，並增列學術研討會、諮詢老師專區、科普專區，敬請給予指教與支持。
(4)國際運動心理學會第十五屆世界大會(ISSP 2021) 謹訂於2021年9月30日至10月4日假張榮
    發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辦！本次大會主題為「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的未來：流行性世界下
    奧運與帕運的新視野」。歡迎大家踴躍投稿！詳細投稿須知請參閱大會網站
   https://issp2021.com/Page/Submission%20Guideline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第三、四次理（監）事會議

(1)通過並歡迎曾鈺婷、蔡佳良、陳毓君、石佑翎、黃子菀、何冠論、顏子勛、蔡璋逸、洪琇
    玟、鄭伊婷等10位新進會員。
(2)2021年ISSP世界大會為因應COVID-19疫情之不確定性，本次研討會將採實體暨線上會議
    方式進行，並委由大會執委會與幹事部準備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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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活
���動的���展�

林靜萍教授與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2020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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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月
21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順利舉行。
在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長林靜萍教

授與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張育愷

研究講座教授的親力親為下，大會圓

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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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

      本次聯合專題會主題豐富，首先由張
育愷研究講座教授，分享後疫情時代，

運動心理學在學術、社會、研究、社

會、經濟與政策上所產生的影響力，不

僅為國人提出維持健康運動行為的實質

建議，同時，疫情間的研究成果也為全

球進入後疫情生活中，提供健身運動行

為的台灣成功經驗。                                接續，由柯伶玫副教授分享新冠病毒其間，台灣運動產業中的
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於運動政策決議過程中的影響。特別的是，本專題會也邀請精神

科診所院長，林耿立醫師分享運動與心理諮商的連結，並為創業的準備與思考提供

豐富建言。專題演講內容精彩多元，解析學術的展望與挑戰，研究成果與相關應用

並重，深獲與會者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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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紀實

盧俊宏教授分享研究成果

      沿襲傳統，台灣運動心理學會也於會中舉辦新科博士論文發表會，由劉人豪、
施長志與李柏甫三位新科博士發表其博士論文研究，分別分享了急性有氧運動與

高強度間歇運動對神經認知功能的影響；姿勢因應與動暈：協調架構、認知負荷

與動作複雜度的效應；休閒活動對快樂的影響。同時，會中也舉辦了16場的口頭
發表與53篇的海報發表，現場討論熱烈，為研究同儕提供了完善的交流平台。

海報發表紀實

       同時，學會也為合格運動心理諮
詢老師授證，受獲初級運動心理諮詢

老師包含陳冠年、馬承祥、張芷瑄、

林雨萱、吳治翰、陳彥鵬、謝欣妤與

彭昱豪，期待獲證的老師為運動心理

諮詢領域投入新活力。最後，專題會

的大軸好戲，是由前任理事長莊艷惠

教授帶領陳美綺、洪紫峰與陳泰廷分

享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的服務歷程，為

實務工作提供難得的寶貴經驗。另

外，本會會員盧素娥教授培育後學不

於餘力，創立研究發表獎助學金，並

由前理事長季力康教授、劉淑燕教授

與莊艷惠教授頒贈本次優秀發表者。

議程也在所有與會成員共創的豐碩成

果與承先啟後的溫暖氛圍中圓滿落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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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運動心理諮詢老師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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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艷惠教授與運動心理師

劉淑燕教授頒贈優秀論文發表

理事長與新科博士

季力康教授頒贈優秀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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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用
     科普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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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成⽴�景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生理學實驗室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創立，由洪
                                            聰研究講座教授擔任實驗室主持人，黃崇儒教授為共同主持人。
    本實驗室最重要的三個使命為：
一、透過運動認知神經科學之研究，以達成促進運動員表現與提升全民大腦健康之目標。

二、透過各種推廣手段，像是研討會、工作坊、記者會、研習會、網路社群媒體，將研發成果轉譯成

        科普知識，讓社會大眾得以共享學術研究之成果。
三、教育學生研究與應用能力，讓實驗室之能量得以擴大。近期主要研究方向有二：一是以神經電生

        理視角探討競技與健身運動情境下大腦各種內隱歷程的變化；二則是運動員之生涯準備與協助，
        所有相關研究成果均開始在國內、外發表，並計畫未來朝向實際服務方向建構。

⽬的
                     於109年度獲得科技部補助建立正式官方網站—《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大腦學術與科普應
                   用平台》，其內容包含實驗室成員介紹、學術發表、研究成果、國內外研究成果之科普應
用，與不定期學術活動相關訊息……等，並配合網路社群媒體(FACEBOOK)分享與傳遞各式運動生、心
理相關訊息與新知，以及各類相關活動，使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能走出校園推展至民眾的生活，且透過

人性化、使用者友善的介面，讓民眾能夠縮短時間成本來了解問題、解決問題與滿足需求，讓研究成

果不再只是單純學術殿堂內的文獻資料，而是提供大眾能真正落實與應用的知識。除了有關競技運動

的研究資訊能提供給專業或業餘選手做為訓練參考之外，同時也可使民眾獲得運動與大腦認知相關的

正確知識，並鼓勵國民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提升國民體能以及運動素質。人民健康體魄的培養需要

由正確的運動開始，藉由本實驗室平台讓大家都能熱愛並持續運動，成為國內運動休閒產業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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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目前本學術網站的總流覽人次為25,992
，目前共收錄65篇科普文章，多數文章已超過
200人次閱覽，甚至更熱門的文章已超過
3,000人次的點閱率(統計截至110年3月16
日)，本網站的主目錄、各項分類的內容及截
圖簡要說明如下，歡迎各界同好蒞臨並與我們

交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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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室希望能打破學術研究只發於學術界的窠臼，提供有關身體活動、體
                             適能、運動能力、急性運動或長期運動與認知功能，特別是執行控制功能之
關係，並透過轉譯將研究成果變為容易閱讀的文章，或是分享保健常識，提供予中老年人、一

般成人、青少年…等一般社會大眾，運動與大腦健康的保健資訊，並將研究成果之數據提供予政

府相關部門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依據，以期提升與促進全體國民對於運動與健康。

首頁：將最近公佈的文章以縮圖和其標題呈現

置於首頁，方便讀者能快速看到最新的文章及

訊息。

一、了解我們：

      實驗室簡介：重點說明實驗室成立之目
的、研究內容及願景。其中也向網站訪客介紹

本實驗室之研究設備，滿足大眾對於實驗設備

的好奇，亦讓有意願參與研究的參與者減少對

實驗的疑慮降低不安感。

實驗室主持人及成員簡介：介紹本實驗室主持

人、校外(國外)合作學者。

二、研究相關：

        羅列實驗室所承接的各項計畫，以及所
發表之重要學術研究文章，部份提供研究論文

長摘要，供校內、外學術人員參考、搜尋閱

讀，以及提供各重大研究成果之新聞採訪影

片，讓訪客能有深刻印象及讓訪客對運動的好

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以及引起他們對運動與

大腦相關研究的興趣。

(HTTPS://WWW.NTNUHTMLAB.COM/)



三、科普專區：

       本網站平台的最重要的核心，為使大眾能提高閱讀學術研究結果的意願，以及能有效的將研
究成果推展至社會，本平台將教師與學生的研究成果轉譯，並依不同主題領域分類，撰寫的同時

也參考相關的學術文獻，將其中的重點發現融合，再以圖片、圖表等搭配，試以和讀者們生活習

習相關的經驗或範例，介紹給網路讀者，盡可能的使這些研究能與大眾的生活更貼近，以更順利

推廣運動與大腦的科學知識，各主題的文章均輔以社群網站加強推廣，點閱次數均十分踴躍，甚

至達2,000~3,000以上點閱次數。科普專區文章主題及點閱次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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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運動表現：

以各種運動競賽相關的研究，如心理訓練、壓力影響，以及腦波特徵、各式科學化訓練以及運動表現

的增進相關的研究結果，讓職業或業餘的運動競技選手及教練參考，更有效的改善或增強訓練的品

質，進而幫助選手們獲得更優越的表現。

2. 成功者的大腦：

提供現階段針對各種不同的運動，及運動的強度、時間做的相關研究，推廣運動對於ADHD干擾控制
有促進的效果，能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提供給想改善兒童注意力和集中力的家長及教師。另外也提

供一般民眾及銀髮族運動促進大腦功能的保健觀念，讓運動能成為全民日常保健中的一環。

3. 電競與心理學：

除了運動，電玩競賽也是時下流行的話題，電競不同於在運動場上發揮體力的競賽，而是著重在鍵

盤、滑鼠上的技巧和心理戰，本站也想挑戰顛覆「打電玩有害身心」的觀念，因此整理及分析現階段

相關研究，透過介紹「心理學」來看電競選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以及如何促進電競的技能，兩者的

關係該如何結合才可以在虛擬的競技場上發揮更好的表現。

4. 大腦青春秘密：

從大家都在追求的身體保健切入，提供從簡單的運動訓練、日常作息安排等的面向之研究，讓讀者了

解勤運動與日常作息會如何影響大腦的健康，以及提供大家讓大腦功能「常保青春的」保養處方，促

進讀者的身體與大腦健康。

5. 補腦寶典：

除了推廣運動可以健腦外，本網站也希望能提供更多面向的大腦保健知識，故增加營養學與大腦健康

的相關研究資訊，讓讀者了解人體大腦所需要的養份，並建議讀者可以從何種食材中攝取、如何攝

取，以及一般所需的攝取量為何，讓大家從日常生活的飲食中也能保健大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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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課程：

       提供本實驗辦理的「促進職場與
生活表現」及「促進運動表現」的課

程及演講訊息，讓研究的成果能真正

的實踐在生活中。

五、 最新消息：
        除了本實驗室所舉辦之相關活動
外，亦提供其他校外相關的活動或研

討會訊息，讓網站讀者可選擇參與感

興趣之活動，擴大其視野。

六、連絡我們、臉書專頁連結：

        除上述功能外，本實驗室也希望
以此網站平台能做為過去與未來的研

究人員、以及對此研究領域有興趣的

學者之間的橋樑，因此除了設置實驗

室的連絡方式外，也可連結至本實驗

室之社群平台（FACEBOOK）的粉
絲專頁，讓已投入研究之人員，或正

準備展開研究之人員，能互相討論與

切磋，促進學術交流；或是提出對於本站

內容的疑問、網站使用上的建議、抑或是

分享個人將網站知識應用於生活中的經驗

分享……等，而這些亦是本學術網的最佳反

饋，透過與網站訪客的交流中，不斷的調

整與精緻化網站內容，如此將能吸引更多

人點閱及關注，達到知識全民共享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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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公告】：

1.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1/05/03
2.投稿結果公告日期：2021/06/1-4
3.早鳥報名註冊截止日期：2021/07/05
4.一般註冊截止日期：202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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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第十五屆世界大會(ISSP 15TH WORLD CONGRESS)
謹訂於2021年9月30日至10月4日假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辦！本次大會主
題為「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的未來：流行性世界下奧運與帕運的新視野」。本

次研討會以實體與線上同步方式舉行。本次會議包含專題演講、研討會、工作坊

及研究論文發表等。藉此學術論壇之共同舉辦，豐富大會議程，以期許擴大國內

外運動心理與動作行為整合相關研究人員參與，倍增國際性會議在台籌辦之效

益。歡迎大家踴躍投稿！詳細投稿須知請參閱大會網站。
HTTPS://ISSP2021.COM/PAGE/SUBMISSION%20GUID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