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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灣國際運動哲學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緣起 

「臺灣運動哲學」學術研討會，於 2004年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舉辦了第一屆研討會，主題為「運動的哲學視角」，秉此傳承每年均於秋季

時節，提供運動與哲學愛好者一個對話交流平台，歷年來的主題分別為「運

動書寫」(05)、「運動技藝—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06)、「遊於藝」(07)、

「超越身體極限」(08)、「運動與身體」(09)、「運動人生」(10)、「運動

的感動」(11)、「體現與體悟」(12)、「節慶、休閒、文化與哲學之關聯與

探索」(13)、「運動與想像」(14)、「教練哲學」(15) 和 「運動成就」(16)。 

本次研討會舉辦前適逢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特別以「運動心靈」

為主題，探討運動場上與場下之心靈議題。不論是學生運動員在面對運動傷

害的心靈療癒、學生運動員在學業與競賽的身心平衡、學生運動員在賽前與

賽後的心靈等，各種運動人文向度的研究主題，歡迎運動選手、運動教練、

運動防護員、體育教師與運動愛好者，報名參與研討會，投稿發表有關運動

心靈的論文，進行運動學術與運動經驗的交流，發表方式有專題演講、圓桌

論壇、口頭和海報論文發表，透過更多元的發表方式，激盪出運動人文學術

研究的活水源頭。 

二、計畫目標（預期績效） 

    (一) 反省與整合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重要課題。 

    (二) 促進運動哲學專家與運動愛好者之間的交流與開創學術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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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提供運動心靈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平台，促成學術與實踐之結合。 

    (四) 提昇與深化運動學術人文研究的內涵。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承辦單位：體育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運動哲學學門 

四、研討會日期： 

106年 11月 4日（星期六）上午 08:30至 17:50 

106年 11月 5日（星期日）上午 09:00至 12:00 

五、研討會地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六、參加對象： 

（一）對體育運動人文有興趣之人士。 

（二）對運動哲學有興趣之人士。 

（三）對訓練和比賽實務工作有興趣之人士。 

七、預定參加人數：150人 

八、研討會主題：運動心靈 

九、子題： 

（一） 學生運動 

（二） 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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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心靈 

（四） 運動身心 

十、研討與發表方式： 

（一）專題演講與主題論壇：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與座談。 

（二）口頭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十五分鐘，問題討論與意見分享十分鐘。 

（三）海報論文發表：發表者於會場海報板張貼海報，需先口頭發表二分鐘

後，再於海報論文前解說與意見分享。 

十一、報名截止日期：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稿日期：106年 10月 01日（星期日）;請於期限內將

摘要寄至 2017sportphilosophy@gmail.com大會信箱。 

（二）參與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105年 10月 8日（星期日）。 

十二、報名方式： 

（一） 註冊報名：一律採線上 email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

2017sportphilosophy@gmail.com大會信箱。 

（二） 有關研討會最新訊息，可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網站

(http://pe.ntue.edu.tw/main.php) 查閱，另有關研討會事宜，可洽 

(02)27321104*63414詢問，或可將詢問問題或意見以電子郵件寄至本

研討會專屬信箱 sportphilosophy2017@gmail.com，所有意見或詢問

將會儘快回覆。 

（三） 報名費：為獎勵及促進新進與優良學者參與，大會不收取報名費用。 

http://pe.ntue.edu.tw/main.php
mailto:sportphilosophy20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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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台灣國際運動哲學學術研討會大會議程表 

11月 4日 

（星期六） 

11月 5日 

（星期日） 

08:30~09:00 

國內人員報到 

09:00~10:30 

口頭發表（三） 

09:10~09:30 

開幕式 

10:30~11:10 

蘇格拉底市集（茶敘與海報發表） 

09:40~10:50 

專題演講（一） 

11:20~11:50 

綜合座談 

11:00~12:30 

主題論壇 

12:00 

賦歸 

12:30~13:30 

午餐聯誼 

 

13:40~14:50 

專題演講（二） 

15:00~16:30 

口頭發表（一） 

16:40~17:50 

口頭發表（二） 

18:00~19:30 

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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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台灣國際運動哲學學術研討會日程表 

11月 4日 

（星期六） 
活動項目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8:30~09:00 報到  篤行樓 

09:10~09:30 開幕式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新仁校長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09:40~10:50 專題演講（一） 

主講人：日本長崎大學 

高橋浩二教授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競技系石明宗主任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10:50~11:00 休息咖啡時間  篤行樓咖啡廣場 

11:00~12:30 
主題論壇 

（運動心靈） 
與談人：二位運動教練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12:30~13:30 午餐聯誼  篤行樓咖啡廣場 

13:40~14:50 專題演講（二） 

主講人：韓國靈山大學體育學院 

        朴貴順教授 

主持人: 國立東華大學 

        張威克教授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14:50~15:00 休息咖啡時間  篤行樓咖啡廣場 

15:00~16:30 口頭發表（一） 

主持人： 

1.國立嘉義大學   黃芳進教授 

2.國立臺灣大學  呂碧琴教授 

3.國立臺灣大學  游添燈教授 

4.文藻外語學院   甘允良教授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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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休息咖啡時間  篤行樓咖啡廣場 

16:40~17:50 口頭發表（二） 

主持人： 

1.身體文化學會   李明宗教授 

2.臺北市立大學    黃光獻教授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伯修教授 

4.南台科技大學    徐翠敏教授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歡迎晚宴 主持人：國北教大  吳忠誼教授 體育館 

11月 5日 

（星期日） 
活動項目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9:00~10:30 口頭發表（三） 

主持人:  

1. 臺北市西松高中 周育萍博士 

2. 臺北市大直國小 皋崇道博士 

3. 臺北市中山女高 鍾芝憶博士 

4.國立政大附中    林玠良博士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篤行樓教室 

10:30~11:10 
蘇格拉底市集 

（海報發表） 

主持人： 

國立政治大學      呂潔如教授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張國彬教授 

篤行樓咖啡廣場 

11:10~11:20 休息咖啡時間  篤行樓咖啡廣場 

11:20~12:10 綜合座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一民教授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胡天玫教授 

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吳忠誼教授 

4.2018臺灣運動哲學研討會 

  承辦委員 

篤行樓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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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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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台灣國際運動哲學學術研討會 

發表與徵稿須知 

一、 本研討會設有論文審核小組，審核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發表方式以及

報告書收錄之論文。審核小組有權更改論文格式與內容，以符合研討會

或報告書之需要。 

二、 學術論文摘要格式 

（一） 以 A4 格式中文、英文摘要各乙張，字數 500 字以內，不分段，採單

行間距。 

（二） 中文字體：請使用標楷體，題目使用 18號字，單位、姓名使用 12號

字，本文使用 14號字。 

（三） 英文字體：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題目使用 18號字，單位、姓名

使用 12號字，本文使用 14號字。 

（四） 關鍵詞最多 5條。 

三、 發表注意事項 

（一） 口頭論文發表：請於報到時將簡報檔案以 USB 交給工作人員，當天報

告結束後將予歸還。 

（二） 海報論文發表：請於 105年 11月 5日（日）上午 10時 00分張貼，於

11時 30分拆除。海報板規格為 A0 (高 120公分，寬 84公分)，並準

備 2分鐘內口頭說明，於海報發表時上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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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口頭發表、海報發表之發表證明以及參與研討會時數證明，將於研討

會結束後統一發放。 

四、 其他 

（一） 106年 10月 16日（星期一）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通知。 

（二） 海報發表地點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篤行樓咖啡廣場舉行，實際到場發

表者始頒予發表證書。 

（三） 發表者請於報到時繳交全文（格式請參考《運動文化研究》稿約），

以八千字左右為原則。未繳交者或全文經審查小組審查末通過者，恕

不刊登於報告書或專書。其版權屬本研討會所有。 

（四） 錄取名單及相關訊息亦可至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網站查詢。網

址：http://pe.ntue.edu.tw/main.php 

http://pe.ntue.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