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年會暨海峽兩岸運動心理學
學術研討會簡章
一、 宗旨與目的︓
為了進一步加強國際間與兩岸四地體育運動心理學學術研究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和探討
國際間與華人地區的體育運動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將於 2016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3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2016台灣運動心理學學會年會暨海峽兩
岸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將特別數位國內外與大陸運動心理學權威學者︐進行數場專題演講。同時歡
迎國內外和大陸的運動心理學的研究者與從業人員︐進行包括主題式的專題討論
（Symposium）︐或是進行相關領域或專題的口頭發表（oral presentation）及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本研討會藉由國內外權威學者提供最新資訊︐達到整合國內與國
外相關學術領域學者交流︐並促進國內相關研究之目的。此外亦邀請中國內地、香港、澳門、
以及臺灣地區傑出的體育運動心理學學者︐發表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討兩岸四地運動心
理學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並進行包括競技運動、健身運動、體育課相關和身體活動等︐運
動心理學在國際和亞洲地區發展的主題報告︐以擴展會議參與者的國際視野。

二、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四、協辦單位︓
國際運動心理學會（ISSP)、亞太運動心理學會（ASPAS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中國心理學會體育運動心理分會、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運動心理學分會

五、活動地點與日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體育館三樓金牌講堂

2016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3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

六、參加對象︓
國內外及兩岸運動心理學領域專家學者、教練、相關科系的研究生與大學
生、對本主題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或團體︐預計人數 200 名。

七、報名費用、審查結果與截稿時間

即日起至〸月九日止︐請於台灣運動心理學網站（https://goo.gl/qTHGaN.,
2016海峽兩岸運動心理學學術研討會之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與摘要上
傳︐並完成線上付費(歐付寶︔多種付費方式︐https://qr.allpay.com.tw/
zFhu8 )後︐即完成報名。若有意加入本會會員者︐請至以下頁面進行相關程序
(資料填寫︓https://goo.gl/forms/pohubwjONdPJbiCa2︔入會費繳交︓
https://qr.allpay.com.tw/BJcph)。
早鳥優惠

早鳥審查結果通知

一般優惠

現場報名與

2016/07/01前

*

非會員/一般

3200 NT

2016/05/15

3700 NT

4000 NT

2016/10/10

台灣運心學會會
員/一般

2000 NT

2016/05/15

2500 NT

2800 NT

2016/10/10

非會員/學生

2200 NT

2016/05/15

2700 NT

3000 NT

2016/10/10

台灣運心學會會
員/學生

1000 NT

2016/05/15

1500 NT

1800 NT

2016/10/10

2016/10/01前 2016/10/01後

審查結果通知

註︓欲加入台灣運動心理學會會員需另繳1000 NT入會費(年費學生500NT︐非學生1000NT)。
會員將享有一年兩期之臺灣運動心理學報︐及其他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研習會之優惠
*係指於2016/05/01前完成繳費︐並繳交摘要者︔匯率換算︓臺幣兌換美金／人民幣／港幣︓33.42/5.14/4.32
報名系統網址︓請見相關訊息於︓http://ssept.org.tw/index.php/2016-ssept-conf/2016-ssept-register-system

八、活動內容︓
本次研討會設立以下幾方面的議題進行交流及討論︐並同時接受實證性研
究與綜論性文章︐惟後者僅提供海報發表。
1. 競技運動和健身運動相關心理學的議題
2. 健身運動、身體活動、健康與和諧幸福間心理學相關的議題
3. 運動學習、控制和學習的理論與趨勢研究相關議題
4. 運動心理學和增進運動表現相關議題
5. 以華人或臺灣本土運動心理學特色與發展
6. 體育課程或競技運動中的社會心理學問題
7. 其他運動心理學重視的研究議題
8. 不同研究取向的運動與健身運動心理學、動作控制、發展和學習的研
究成果

九、摘要格式:
1. 論文摘要提交電子文檔一份︐摘要字數不超過 500 字。

2. 原創性文章摘要必須反應完整論文內涵︐包括目的、方法、結果、結
論和關鍵詞︐且必須在摘要中用粗體字標示出上述標題︔綜評性文章
摘要︐得文章慣例撰寫。
3. 請註明作者的服務單位（學校與系所）、通信地址、電話、及電子郵
件信箱。
4. 大會網頁提供摘要投稿區︐並請依規定將摘要檔案命名︐投稿區網頁
如下︓(網址待確認)
5. 摘要與繳費證明格式︓摘要請以 PDF 檔案格式︐以及繳費證明請以
JPG 檔案格式於報名系統中上傳。
6. 投稿截至日期: 分成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適合國外與會學者︐早鳥
階段自即日起︐至2016年05月1日止接受投稿︐結果於2016年05月15
日公佈通知︔第二階段︐則於2016年 7 月 01 日截止投稿︐接受通知
日期: 2016 年 8 月 01 日。第三階段︐則於2016年10月09日截稿︐接受
通知日期為10月10日。
7. 摘要要求如下: 一律採用電腦打字（左側註明行號︐每頁38×34行︐
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型新細明體︐英文、標點符號與數字用半型
Times New Roman。按照A4 紙大小為標準進行排版︐論文中文用12
號字︐論文題目用14號字。

〸、投稿聯繫方式:
通訊位址︓
40404臺中市北區雙〸路一段〸六號 — 體育學系（聶喬齡老師）
聯繫電話︓+886-928-094-085︔傳

真︓+886-4-22255374

電子郵箱︓sseptaiwan@gamil., chiaolinnien@gmail.com︔聯絡人︓聶喬
齡老師

〸一、論文的數量及類別:
1. 專題演講︓國內、外和兩岸的知名學者為會議做專題報告。
2. 口頭發表與運動心理學新科博士發表︓以投稿方式錄取36-48人進
行發表︐後者為邀請性質︐無法進行報名。
3. 海報交流︓評選並邀請各地學者做海報交流（120~140人）︐海報
交流的作者需要自製海報在會議舉辦期間進行張貼︐錄取為海報

發表者︐應遵守海報規格（直式︐寬90㎝ ×高120㎝）︐不符規格
者︐大會有權保留頒給發表證明。
4. 摘要投稿篇數︓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多可投稿兩篇︐並僅需繳交
一次報名費用。
5. 報名方式與費用︓
a. 與會代表請至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網頁專區報名︐網址同前
b. 會議特邀講座的嘉賓︓不需繳交報名費用︐但食宿費自理
c. 會議屆時將委托指定的旅行社協助會議代表預定經濟方便
的酒店住房︐台灣師範大學的內部餐廳屆時將向所有會議
代表提供物美價廉的餐飲服務。
d. 會議有關資訊請關注會議資訊發佈主頁︓台灣運動心理學
會網站︓http://ssept.org.tw

〸二、附則
1. 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舉辦前10日（即2016年10月10日前）通
知台灣運動心理學會負責人員(+886-4-2213108-2200; +886928094085; clnien@ntupes.edu.tw; chiaolinnien@gmail.com)︐
否則概不退費（退費金額扣除審查與相關巳先行購置費用與手
續費用等後退還）。
2. 參加人員依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公差假及差旅費。
3. 研習會期間供應午餐。
4. 凡全程參與研習會者核發研習證書︐發表者發與發表證書。惟前述
證書需完成相關程序（簽到與發表）︐並於會場相關時段發放。

〸三、暫訂議程

時間

議程與活動內容

主持人/場地
第一天

10月21日星期五

1200-1700

報到

聶喬齡老師/體育館三樓

2000-2130

圓桌論壇：加拿大Laurentian 大學Professor Robert Schinke
主題：how to psychologically profile opponents（如何建構
對手的心理剖面圖）*僅對報名會員開放

劉淑燕教授/體001教室

第二天

10月22日星期六

0800-1700

報到

聶喬齡老師/體育館三樓

0830-0900

開幕

高理事長三福/金牌講堂

0910-1010

1010-1030

特邀專題演講(一)：天津體育學院姚家新院長
講題：大陸運動心理學研究發展的現況(暫訂)
茶敘

張育愷教授/金牌講堂

體育館三樓中庭

特邀專題演講(二）：加拿大Laurentian 大學Professor Robert
1030-1200

Schinke
講題：Contextualizing Sport Psychology（情境脈絡化競技運

洪聰敏教授/金牌講堂

動心理學）
1200-1330

中午休息/台灣運動心理學會年會(1230開始)

1330-1430

新科博士發表(一)

高理事長三福
提供中餐/金牌講堂
廖主民教授/金牌講堂
黃英哲教授體001教室

1330-1430

口頭發表（三個場地）*

陳美華教授002教室
盧俊宏教授003教室

1430-1530

1430-1530

1600-1800

海報發表
特邀專題演講(三）：臺灣師範大學劉有德教授
講題：運動表現的綜合評估：以心理和動作為主角(暫訂)
歡迎晚宴

楊梓楣教授/體育系中庭

林如瀚教授/金牌講堂

聶喬齡老師/體育館三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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