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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蕭秋祺 

職稱：副教授 

學校信箱：tonyhsiau@g2.usc.edu.tw 

教學網站：

http://admin.kh.usc.edu.tw/sport/tony_hsiao/i
ndex01.htm 

研究室分機：6501 

一、學歷與學術專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教育學博士 

 學術專長：運動教育學、運動技術指導法、體育教學教材教法、運動傷害防護、 

           高齡者運動指導 

二、經歷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體育組組長（2005.08.01-2006.07.3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2007.08.01-2009.07.3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體育教育委員會體育二室副教授（2010.08.01-2021.07.3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田徑運動代表隊指導教練（1999.08.01〜2020.07.3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翼鯨靈游泳社、籃球研習社、慢速壘球聯盟等創社指導老師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兼任講師（2002.09.01〜2004.06.30） 

 臺北市立萬芳國中生活教育組長 

三、證照/執照 

 國家 B 級籃球裁判證 

 運動傷害急救證 

 初級運動按摩指導員證 

四、學術參與 

 AIESEP 2008 World Congress（2008 國際高等運動教育學術研討會），Sapporo, Japan, 
2008. 

 2014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2014 組織創新國際

研討會），Manila, Philippine, 2014. 



五、參與/主持之專案研究 

 

計畫類別 
補助/委託

單位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職稱 

專題計畫 實踐大學 106 
旗美地區老人運動習慣與其功能

性體適能之相關性研究 

USC-106-05-03

002 
主持人 

專題計畫 實踐大學 104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學生運動傷害

經驗、就醫傾向與預防策略之研究 

USC-104-05-03

004 
主持人 

產學合作 教育部 101 
高齡者健康促進整合計畫－運動

指導教材編撰計畫 

臺體字(三)第

1010154838 號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體委會 100 
高齡者運動健康促進指導師證照

規劃研究 
略 助理研究員 

產學合作 體委會 100 
高齡者健康促進系列叢書編撰計

畫 
略 撰述委員 

產學合作 教育部 99 
電腦多媒體教材研發暨校園推廣

之整合型研究－以籃球項目為例 

臺體字(三)第

0990206427 號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教育部 98 學校體育白皮書撰述計畫 略 研究員 

專題計畫 實踐大學 98 
大專校院體育教師教育專業信念

與教師壓力之研究 

USC-98-05-060

06 
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體委會 98 

宋江陣文化深耕計畫－「WHO

哈！常民真功夫－宋江陣紀錄片

拍攝計畫」 

略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高雄縣政

府觀交處 
97 

2008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效益評

估、活動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略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體委會 97 宋江陣文化深耕整合計畫 略 協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教育部 97 
宋江陣互動式數位遊戲教學教具

製作與成果推廣計畫 
略 協同主持人 

專題計畫 實踐大學 96 
鄉村地區營造中高齡者健康環境

之潛力分析 

USC-96-05-050

05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高雄縣政

府 
96 

宋江文化深耕計畫 
略 共同主持人 

產學合作 
高雄縣政

府觀交處 
96 

2007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效益評

估及效益認知之研究 
略 共同主持人 



整合研究 實踐大學 95 

台灣漁港發展休閒觀光之區域資

源整合規劃與永續發展策略－以

台東富岡漁港為例 

略 研究員 

產學合作 
交通部觀

光局 
95 

宋江陣文化觀光產業之建構－以

宋江陣效益評估為中心之探討 
略 研究員 

 

六、校外服務（公益團體、服務性協會等）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裁判組組長（2017.01.01〜2018.12.31）。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B 級和 C 級教練講習「運動傷害與防護」課程講師（2016.08.19
〜2016.08.28）。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B 級和 C 級教練講習「跆拳道選手之運動傷害急救與處置」

課程主講人（2011.08.10〜2011.08.10）。 

 宣營食品有限公司「100 年春季員工教育訓練休閒運動與生活議題」主講人

（2011.05.21）。 

 「體育學報」審查委員（2007.08.01〜2007.12.30）。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第一〜三屆理事（2006.0.01〜2010.12.30）。 

 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教科書撰述委員（2000.12.30〜2003.12.30）。 

 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研習講師（2002.01.01〜2004.12.30）。 

 92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競賽組組員（2003 年）。 

七、學術研究成果 

 專書出版 

出版年度 作者別 專書名 出版社 ISBN 

2004 合譯 體育、體適能及運動入門 復文書局 978-957-536-379-6 

2004 合著 國中健康與體育（一上至三下） 南一書局 略 

2005 單一作者 
e 起來運動 

－籃球、桌球、羽球、排球、足球－ 
南一書局 略 

2005 單一作者 運動傷害急救與運動安全 南一書局 957-443-205-X 

2014 單一作者 老人健康運動指導 揚智出版社 978-986-298-118-4 

2017 單一作者 運動傷害：急救、預防、安全 揚智出版社 978-986-298-222-8 

2017 合著 高齡者身體活動設計與規劃 揚智出版社 978-986-298-233-4 

 



 期刊學報 

發表年度 作者別 論文主題 期刊/學報名稱 卷號 頁碼 

1996 第一作者 
大學體育課何去？何從？談體育

課的行銷管理 
臺灣省學校體育 6 卷 3 號 38-43 

1996 第一作者 運動與社會 臺灣省學校體育 6 卷 4 號 56-61 

1996 第一作者 讀「中國存在主義－莊子」後感 臺灣省學校體育 6 卷 4 號 略 

1996 第一作者 體育課中教師回饋的指導效能 臺灣省學校體育 6 卷 5 號 23-35 

1996 第一作者 教學是藝術或科學 臺灣省學校體育 6 卷 5 號 略 

1997 第一作者 淺談命令式（直接）教學法 臺灣省學校體育 7 卷 3 號 19-25 

1997 第一作者 
體育課中課室管理(Class 

Management)的效能與策略 
國民體育季刊 26卷2號 122-128 

1998 第一作者 
系統觀察法之記錄法簡介(1)－事

件記錄法及期程記錄法 
臺灣省學校體育 8 卷 2 號 17-23 

1999 第一作者 
系統觀察法之記錄法簡介(2)－間

歇記錄法及時間取樣記錄法 
臺灣省學校體育 9 卷 3 號 4-14 

1999 第一作者 
淺談提昇體育教學效能的技巧與

策略 
臺灣省學校體育 9 卷 4 號 13-23 

1999 第一作者 體育教師教學行為觀察系統簡介 學校體育 9 卷 6 號 26-34 

2001 第一作者 大學體育教師之教學行為分析 中華體育季刊 14卷4號 42-49 

2002 第一作者 體育教師/教練觀察系統簡介 學校體育 12卷3號 90-95 

2004 第一作者 運動安全守則 學校體育 14卷4號 67-73 

2004 第一作者 
民俗藝陣的源流與發展－訪阿利

師談內門宋江陣 
學校體育 14卷6號 131-136 

2005 第一作者 
運動代表隊的挫折經驗、挫折忍受

度與挫折反應 
學校體育 15卷3號 75-82 

2005 第一作者 
高雄地區國小體育教師之教學行

為分析 

國立臺北師範學

院學報(教育類) 
18卷1號 243-258 

2005 第一作者 
南區大專院校學生休閒動機與休

閒參與之相關研究 
身體文化學報 1 輯 189-215 

2006 第一作者 
師範院校體育相關科系學生教學

信念及其教學表現之研究 
身體文化學報 2 輯 57-82 

2007 第一作者 2007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旅客旅 身體文化學報 5 輯 81-100 



遊特性與活動滿意度之研究 

2007 第一作者 
大專校院學生情緒智力對休閒參

與及休閒阻礙影響之研究 
身體文化學報 5 輯 171-187 

2008 第一作者 
論民俗藝陣的文化保存與觀光發

展－以內門宋江陣為探討中心 
學校體育 18卷2號 52-60 

2008 第一作者 
大專校院學校體育之經營管理策

略－以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為例 
學校體育 18卷4號 64-71 

2008 第三作者 
高中甲級籃球教練之訓練行為分

析 
運動知識學報 5 期 67-78 

2008 第一作者 
2008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遊客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身體文化學報 7 輯 25-41 

2009 第一作者 
國中體育教師教學信念及其有效

教學表現 

體育學報 

(TSSCI) 
42卷2號 49-66 

2009 第二作者 

臺灣地方民俗節慶活動遊客觀賞

行為之研究－以 2009 年內門宋江

陣嘉年華為例 

經營管理學刊 1 期 51-68 

2009 第一作者 
臺東富岡漁港休閒與觀光旅遊發

展指標建構之研究 
長榮大學學報 13卷2號 81-97 

2010 第一作者 
大專校院體育教師教育專業信念

與教師壓力之研究 
教育行政論壇 2 卷 1 號 95-117 

2010 第二作者 
大專校院籃球隊教練領導行為與

團隊凝聚力之相關研究 
長榮大學學報 14卷1號 101-115 

2011 第一作者 
國中體育教師自我概念及其教學

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 
教育行政論壇 3 卷 2 號 145-177 

2012 第一作者 建立良好師生互動關係的技巧 南一教學快訊 創刊號 143-147 

2013 第一作者 

國中體育教師自我概念、教學信念

與教學自我效能之線性結構關係

分析 

長榮運動休閒學

刊 
7 期 56-67 

2014 第一作者 
芬蘭運動組織與規律運動人口之

推展策略 
國民體育季刊 177 期 18-24 

2014 第一作者 
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教育專

業信念與教師壓力之研究 

屏東科大體育學

刊 
3 期 57-72 

2016 第三作者 
可攜式 3D 多媒體排球教材開發及

對大學生學習動機及自我學習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8 卷 2 號 57-68 



效之研究 Media Design 

2017 第一作者 

大學生運動傷害經驗、尋醫傾向與

預防策略之研究－以實踐大學高

雄校區學生為例 

身體文化學報 24 輯 101-122 

2017 第一作者 
大學生運動經驗、尋醫傾向與再度

傷害之調查研究 

嘉大體育健康休

閒 
16卷2號 91-105 

2017 第一作者 

行動多媒體排球運動數位教材對

大學生學習動機與自我效能影響

之研究 

教育行政論壇 9 卷 2 號 61-79 

2018 第三作者 

多媒體數位學習系統對小學生原

住民舞蹈學習動機與自我效能影

響之研究 

休閒運動保健學

報 
14 期 57-82 

2019 第一作者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及其運動習

慣之現況調查與分析－以高雄市

旗山區和美濃區為例 

嘉大體育健康休

閒 
18卷1號 14-29 

2021 第四作者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wellness service marketing 

strategy in Taiwan based on 

consumer eye movements and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E) 

Vol.282 1-10 

2021 第二作者 

多媒體老人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APP 開發與滿意度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8 卷 2 號  

 

 研討會論文 

 蕭秋祺、陳新燕（1997）。智障者參與體育活動概況初探。一九九六年國際特殊

體育研討會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蕭秋祺（1997）。師範生的有效體育教學觀點分析。第 28 屆大專運動會體育學術

研討會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蕭秋祺、方乃玉（2004）。實踐大學學生參與休閒活動動機與現況研究。2004 實

踐大學創意與管理研討會專刊。高雄：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蕭秋祺、方乃玉（2004）。南區大專院校學生休閒動機與休閒參與之相關性研究。

2005 羅漢門傳統技藝、觀光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專刊。高雄：實踐大學高

雄校區。 



 蕭秋祺（2005）。大專院校女子籃球隊學生挫折經驗與挫折反應之相關性研究。

九十四年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研討會專刊（頁 384-396）。苗栗：國立聯合大學。 

 蕭秋祺（2005）。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挫折經驗與挫折反應之研究。2005 年台灣

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嘉義：吳鳳技術學院。 

 蕭秋祺、宋明律、潘慧雯、王采蕎（2006）。台東富岡漁港轉型休閒漁港居民認

知及參與意願之研究。2006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專

刊。（頁 23-38）。嘉義：吳鳳技術學院。 

 蕭秋祺、宋明律、潘慧雯（2006）。2006FIBA 日本世界男子籃球錦標賽攻守技

術分析及影響比賽勝負因素之研究。2006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

勢研討會專刊（頁 99-110）。嘉義：吳鳳技術學院。 

 蕭秋祺、宋明律、潘慧雯（2007）。HBL 高中甲級籃球選手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

力之研究。2007 年台東大學健康、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專刊（頁 160-172）。

台東：台東大學。 

 蕭秋祺、王韻、王采蕎（2007）。大學生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之相關研究。2007

年台東大學健康、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專刊（頁 47-58）。台東：台東大

學。 

 潘慧雯、蕭秋祺、宋明律、林保源（2007）。2006 世界女子籃球錦標賽攻守技術

分析及影響比賽勝負因素之研究。2007 年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

研討會專刊（頁 57-66）。嘉義：吳鳳技術學院。 

 宋明律、蕭秋祺、潘慧雯（2007）。HBL 高中甲級籃球教練之訓練行為分析。2007

年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頁 67-88）。嘉義：吳鳳

技術學院。 

 Hsiao, C. C., & Wang, Yun. (2008). The Research of Physical Teachers’ Teaching 

Beliefs and the Effec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in Junior High School of Taiwan. 

AIESEP 2008 World Congress（2008 國際高等運動教育學術研討會），

Sapporo, Japan. 

 Hsiau, C. C., Pan, H. W., Wang, T. C. (2014).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eaching, and Teaching Self-Efficac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t Junior High Schools. 2014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2014 組織創新國際研討會），

Manila, Philippine. 



八、學生專題指導 

學年度 學系別 論文題目 學生姓名 

96 服經系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消費者生活型態對消費行為之影

響研究 
李雀萍 

96 服經系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消費者滿意度對其消費行為之影

響研究 
劉佩珊 

98 觀光系 
國道客運旅客消費行為意向影響因素與顧客滿意度之

研究－以台北國道客運總站為例 

洪俊暉、邱司蜜 

劉思靜、周佩雯 

程依寧 

98 觀光系 
兼顧美感與藝術，街頭藝人嶄露頭角－以高雄市街頭

藝人為例 

林盈媛、鄧瑋儒 

袁珮君、黃楷婷 

吳淑菁 

98 觀光系 台灣刺青文化認知與現況之研究 

張家榮、陳冠瑾 

陳蕙如、張家蓉 

陳雅文 

98 觀光系 
高雄捷運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及其對交通與觀光影

響之研究 

陶欣瑜、吳彥儀 

張雲晴 

98 觀光系 高雄縣寶來溫泉區旅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研究 
候志遠、梁奕明 

陳裕曄、劉瑋宗 

98 觀光系 
連 鎖餐廳顧 客期望 與實際體 驗之研究 － 以 T.G.I 

Friday’s 為例 

蔡宜珍、李慈容 

景珮閔、黃蕙穎 
 

九、獲獎紀錄 

 「2006 年臺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最佳口頭論文發表獎。 

 「2006 苗栗傍龍、文化與觀光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優秀論文獎。 

 「2007 新竹義民節慶、文化與觀光國際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優秀論文獎。 

 「2006 年臺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最佳口頭論文發表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6 學年度博士班優秀學生獎。 

 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表現優異教練獎。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3 學年度優良導師。 

十、人生座右銘 

 窮不是因為擁有的少，而是想要的更多 

 做自己的人生導師 

 知者減半，省者全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