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８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1

活動時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30-08：45 報　到 全體師生 積健樓2樓中庭

08：45-08：55 開幕式 全體師生 211演講廳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召集人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 09：00-09：40 方政豐 北台灣地區成人健康體適能與婚姻狀況
的關係

甘乃文 葉丁鵬 何健章

2 09：45-10：25 鍾育庭 北台灣地區男女教育程度跟月收入水平
與體適能表現的關係

甘乃文 葉丁鵬 何健章

茶敘

3 10：30-11：10 陳黛瑩 北台灣地區成人男女健康相關體適能與
一般肥胖的關係

甘乃文 葉丁鵬 何健章

4 11：15-11：55 陳怡如 新北市高中學生健康體適能與學業成績
之關聯性-以新北市某高中為例

甘乃文 葉丁鵬 何健章

午餐

5 13：30-14：10 余家頡 108 年大專運動會跆拳道比賽公開女
子組金牌選手技術分析

高三福 曾慶裕 蔡明志

6 14：15-14：55 吳學勳 108年大專運動會跆拳道比賽公開男女
子組金牌選手攻擊型態技術分析

高三福 曾慶裕 蔡明志

茶敘

7 15：00-15：40 辛孟璇 女子排球比賽自由球員接發球與防守技
術表現之研究

高三福 曾慶裕 蔡明志

8 15：45-16：25 黃薏靜
校園路跑活動參與者運動熱情與運動享
樂感之關係研究-以輔仁大學星光路跑
為例

高三福 蔡明志 王建畯

16：30 閉幕式

16：40 賦　歸

發表日期：109年1月04日(六)  

地點：211 演講廳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８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2

活動時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30-08：45 報　到 全體師生 積健樓2樓中庭

08：45-08：55 開幕式 全體師生 211演講廳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召集人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 09：00-09：40 黃健凱 軍事院校體育課程目標認同與滿意度研
究-以陸軍專科學校為例

楊宗文 陳鴻雁 楊志顯

2 09：45-10：25 陳蓓萱
運動代表隊參與經驗與職場表現關係之
研究-以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畢業校友為
例

楊宗文 陳鴻雁 楊志顯

茶敘

3 10：30-11：10 唐凱彥 國防醫學院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及學
習成效研究

黃任閔 楊志顯 陳鴻雁

4 11：15-11：55 林鼎岳 台灣泰拳教練對專業知識及能力認知之
研究

黃任閔 楊志顯 陳鴻雁

午餐

5 13：30-14：10 陳翰昕
國中棒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
氣氛與滿意度之研究~以新北市國中棒
球隊為例

牟鍾福 陳鴻雁 楊志顯

6 14：15-14：55 林香誼
大台北地區國民中學以下身心障礙學生
家長休閒運動涉入、親職壓力與身心健
康相關之研究

牟鍾福 陳鴻雁 楊志顯

茶敘

7 15：00-15：40 何凱翔 空軍營區運動場館使用者服務品質與滿
意度之研究

陳成業 楊志顯 陳鴻雁

8 15：45-16：25 劉靖之 比較小便比重跟超音波在極端減重的敏
感性跟特異性

周立偉 何健章 陳譽仁

16：30 閉幕式

16：40 賦　歸

發表日期：109年1月04日(六) 

地點：302 教室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８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3

活動時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30-08：45 報　到 全體師生 積健樓2樓中庭

08：45-08：55 開幕式 全體師生 211演講廳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召集人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 09：00-09：40 梁如豪 新北市國中棒球選手競技心理能力分
析

陳淑滿 謝宗諭 葉志仙

2 09：45-10：25 戴于程
蒐出勝利來，投手配球策略首球進壘
角度、首球結果與最終打擊結果 -以
2019年亞洲冬季聯盟為例

龔榮堂 葉志仙 謝宗諭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召集人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 09：00-09：40 薛靚潔 不同屬性運動社團活動對國中生人格發
展之影響研究

高三福 王建畯 王金蓮

2 09：45-10：25 李建忠
男子組跆拳道比賽技術分析 -以108年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金牌選
手為例

高三福 曾慶裕 蔡明志

午餐

3 13：30-14：10 陳炳鈞 大專羽球選手正念傾向對參與動機與阻
礙因素的影響

林信志 田劉從國 陳冠旭

4 14：15-14：55 鍾坤利
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人員參與動機與阻
礙因素相關之研究-以陸軍專科學校為
例

李惠芳 田劉從國 陳冠旭

茶敘

5 15：00-15：40 詹絭情 我國軍校生其熱情與運動參與動機相關
之研究-以陸軍專科學校為例

李惠芳 田劉從國 陳冠旭

6 15：45-16：25 鍾政憲 我國陸軍專科學校在校生的運動熱情與
阻礙因素之研究

李惠芳 田劉從國 陳冠旭

16：30 閉幕式

16：40 賦　歸

地點：314 教室

地點：309 教室

發表日期：109年1月04日(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