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國立體育大學管理週
管理學院學術研討會
壹、 活動名稱
2016 國立體育大學管理週暨管理學院學術研討會
貳、 活動宗旨
一、展現專業知能、實務上之運用
二、提升學生國際觀、探索知識之興趣
三、培養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究人才
四、培育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專業人才
五、促進運動休閒管理學術領域之互動交流
六、使國際學生和台灣學生有良好互動交流
七、藉由管理週系列活動提升本院知名度，增加與外界學術交流互動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
二、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三、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學會
肆、 活動日期：
2016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六 上午 9 點 2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伍、 活動地點：
國立體育大學行政大樓三樓 PBL 教室
陸、 參加對象：
一、各大專院校休閒運動管理相關科系師生
二、運動休閒管理相關產業業界人士
三、熱愛運動休閒經營管理相關人士
柒、 活動內容規劃
邀請運動休閒管理相關科系研究人士，同本院學生，經由口說、海報發
表及議題的探討之方式，進行學術研究與專題計畫成果、研究計畫構想或進
行中論文的分享，激發更豐富之理論發想或實務執行，並達到交流與交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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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擴展師生的視野。
捌、 活動流程
日期 Date

12/10(Sat.)

時間 Time

分

09：00-09：20

20

09：20-09：30

10

09：30-10：40

70

10：40-11：00

20

11：00-12：10

70

12：10-13：10

60

13：10-14：20

70

14：20-14：50

30

14：50-16：00

70

16：00-17：00

70

17：00-17：30

30

日程 Schedule
報到
地點：行政大樓 PBL 教室
評委介紹
學生口頭發表(一)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
茶 敘 Tea Break
學生口頭發表(二)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I
午 餐 Lunch Break
學生口頭發表(三)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II
茶 敘 Tea Break
學生口頭發表(四)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III
學生口頭發表(五)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 IV
綜合座談・閉幕式

玖、預期效益
本計畫的執行，預期可達到下列效益：
一、透過活動的辦理，提升本院學生辦理活動之能力。
二、連結本院研究所學生之情感、彼此互相激勵提升本院交流風氣。
三、提供台灣與國際學生交流接軌之機會。
四、透過此次活動，提升國立體育大學師生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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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工作職掌

職稱

負責人

職掌內容

大會榮譽主席

高俊雄校長

大會活動監督

大會主席

陳成業院長

大會活動統籌

諮詢委員

葉公鼎、吳冠璋、黃雲龍、 大會活動意見諮詢
林偉立、莫季雍、王俊人、
葉怡矜、周宇輝、王凱立、
王俊杰、歐俠宏

總幹事

陳龍弘

指導該系列活動所有事務

負責人

詹若安

活動統籌、監督

洪瑞霞

企劃書修正及聯絡相關單位參與
此活動、邀請院內國際學生。

組長：劉芊慧

1.

製作研討會手冊及路線指示
牌、印製各項紙本資料。

2.

當天現場報到。

組長：劉育岑
組員：呂子霽、高涵俊

1.
2.

整理報名系統資訊。
當天帶位跟引導及按鈴按
鈴。

組長：何偉豪

掌管相關經費、核銷、收支紀錄、
購買點心茶水午餐。

秘書

行政組

接待組

總務組

組員：王賢強、王柔惠

攝影、美宣組

組長：王瑋
1.
組員：黃暐婷、張鈞琪、張
雪紹
2.

製作海報、感謝狀、參加證
明及紅布條。
活動當天紀錄與拍攝。

機動、器材組

組長：林昱成
1.
組員：吳聖賢、鄧凱元、游 2.
承翰、莊翔琳、鞏興人

教室借用及相關器材借用。
研討會音控及機動待命。

司儀

黃暐婷

主持串場研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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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6 國立體育大學管理週
管理學院學術研討會
發表辦法
一、 日期：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六

中午 12 點 00 分前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一（郵件通知審查結果）
二、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三、 費用：本活動免報名費，附餐點。
四、 發表方式：以口頭發表為主，若報名人次過多經審核後改為海報發表。
（發
表時間為每人 12 分鐘，10 分鐘時響鈴一聲，達 12 分鐘則長響鈴，表示報
告結束）
五、 優秀論文獎：研討會將針對研究者所發表之論文擇優頒發論文發表優秀獎
一名。
六、 學術論文投稿發表：請欲發表研究之單位，將摘要(五百字內)寄至
ntsuMW@gmail.com，來稿主旨請註明「2016 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學術
研討會」論文投稿(格式詳情請參照範例附件)，並請附上作者中英文姓名、
現職單位以及聯絡方式(住址、電話與 e-mail)，收到者將以回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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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正向心理學與運動心理學的相逢（標楷體 16 號字、加粗置中)
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

（標楷體 14 號字、加粗置中)

摘要(標楷體 14 號字、加粗置中）
目的：隨著 2000 年正向心理學運動的興起，關懷人類如何過的更美好漸漸成為
潮流，此一新思潮，適時補足運動員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強之外，另一個不可
或缺的要素便是更健康。因此，本文旨在探討正向心理學的範疇為何，及此思潮
對於運動心理學的影響。方法：本研究整理 2000 年之後迄 2014 年 8 月國際期刊
出版之正向心理學專題，並簡介正向心理學的專業期刊及國際研討會。此外，本
文也歸納已知的正向心理學概念或理論並以其為索引，調查這些概念在國際運動
心理學期刊以及國內博士論文出現的情形。結果：本文共搜尋到 24 本國際期刊
曾經出版正向心理學專題研究，總計有 234 篇論文，討論自我決定、自我效能、
自尊等 22 個正向概念。另外，國際間已有兩本正向心理學的專門期刊及兩個固
定舉辦的大型國際正向心理學研討會。最後，結果發現正向心理學討論的相關概
念，在運動心理學國際期刊以及國內博士論文皆相對較少被討論。結論：運動心
理學雖然略有受到正向心理學影響的跡象，但由於仍有許多概念未被完整探討，
說明正向心理學在運動領域應該還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讓此領域能更重視運動員
的身心健康，幫助運動員通往卓越的道路。（標楷體 12 號字、分散對齊、1.5 倍行高）

關鍵詞：幸福感、享樂主義論、理性幸福主義論、壓力（關鍵詞至少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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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ositive psychology encounters sport psychology
（Times New Roman 16 號字、加粗置中）

Name Affiliation （Times New Roman 14 號字、加粗置中)
Abstract（Times New Roman 14 號字、加粗置中)
Purpose: Since 2000,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had advocated in mainstream
psychology and this perspective timely replenish the need for pursuing healthy body
and mind in addition to attain faster, higher, and stronger for athlete.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cop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act on sport psychology. Method: This study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which
had published special issu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from 2000 to 2014 (Jun.). Besides,
this study introduced specialized journal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cu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Lastly, this study summarized positive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theories from those special issues as indexe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d the frequency of
those indexes appear in sport psychology as well as domestic doctoral dissertations
major in sport sciences.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d 24 international journals have
published special issu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A total of 234 papers discussed about
self-determination, self-efficacy, self-esteem and other 22 positive concepts.
Moreover, there are two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tw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old periodically.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ort psychology
journal and domestic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ere less focu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concepts relatively. Conclusions: Although sport psychology might be affected by
positive psychology, there are still many positive concepts was not investigated
completely in sport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still hav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sport psychology which might us to lead athletes to their excellent. （Times New
Rimon 12 號字、加粗置中)

Key words: well-being, hedonism, eudaimonism, stress. （關鍵詞至少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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