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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組  織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蔡明志 

委員：王建臺、李再立、李宏滿、李坤培、李恆儒、李素馨、官文炎、林文郎、

林振煌、林純真、林華韋、林靜萍、相子元、范春源、莊艷惠、張言司、

許美智、陳世昌、陳俊忠、陳奕良、陳嘉遠、黃榮村、董燊、劉田修、潘

倩玉、潘義祥、蔡明志、蔡瓊姿、鄭芳梵、鄭樹恩（依姓氏筆劃排序） 

執行委員會

主任委員：蔡明志

副主任委員：邱共鉦、陳銨漵、陳淑貞

委員：王元聖、王建畯、余泳樟、吳明翰、吳燕妮、呂芳陽、宋玉麒、李佳融、

李建興、邱奕文、洪榮聰、洪慶懷、許夆池、許宏志、許富淑、連榮華、
陳冠旭、陳靜玲、陳瓊茶、陳儷勻、陳譽仁、曾紹先、賀中慧、楊哲宜、
葉志仙、劉小嫻、劉俊業、劉慶文、蔡羽翔、謝宗諭、謝鎭偉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高三福

委員：王元聖、宋玉麒、李佳融、李健興、邱共鉦、洪榮聰、高三福、許宏志、
陳銨漵、陳鴻雁、陳譽仁、賀中慧、楊志顯、謝宗諭（依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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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組  織

工作人員 

總召集人：蔡明志

秘  書  組：何健章(兼)、謝欣妤

李歐凱、林妙佳、邱若雅、張芷寧、黃品超、賓孟晨、劉姝、劉家銘

議  事  組：陳譽仁、謝宗諭、柯明辰 

李佳倚、李國釗、周漪紋、林言修、林崇安、柳家愷、徐瑀蓮、許晴怡、
陳建霖、黃少武、黃振維、楊淯晴、劉家銘、蔣雅淇、鄭宇任、謝子芸、
謝佳杴、魏敬倫

場地器材組：謝鎮偉、李柏甫 

財  務  組：黃鉢登、余泳樟 

接  待  組：楊哲宜、張耘齊

吳燕妮、苗雅婷、許富淑、陳靜玲、黃柏芳、鄧寀縈、盧正崇

典  禮  組：劉曉蓉、張馨 

招  商  組：邱共鉦、陳銨漵 

攝  影  組：林建勳 

（依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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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蔡明志理事長歡迎詞 

的設計安排，搭起多元管道的溝通平台。近年來，隨著日新月異的運動科學理論與高科

技儀器的不斷創新改變，使得運科直接影響競技和各年齡層健康促進的表現。我們將借

助具有體育運動深度研究的學者專家，蒞臨本會發表其研究成果，期能提升運動競技水

準和健康養生的正面效益。

    大會期間適逢輔仁大學校慶和聖誕月活動，校園的中央走道兩旁佈滿了各式燈飾，

相當幽美浪漫，邀請大家親身體驗輔大夜色之美。最後，感謝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的支

持及籌辦本次會務的全體工作伙伴的辛勞，並感謝參與本會的所有嘉賓。預祝大會圓滿

順利，並祝各位萬事如意、平安喜樂。謝謝大家。

    各位長官、體育運動學術團體的理事長，體育運動耕耘獎

得主，以及與會的海內外嘉賓們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年一度的體育運動學術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從2006

年開始迄今已經邁入第十三年了。很榮幸今年由台灣跆拳道運

動學會主辦，天主教輔仁大學體育學系合辦，同時感謝教育部

體育署高俊雄署長、王漢忠組長等長官的支持和經費補助，使

會議能順利舉辦，謹此特別申謝。

   本次大會以「精準運科、拉跆競技、全齡樂活」為主題，

進行體育運動相關學術的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希望透過這樣

敬上 2018.12.07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理事長

天主教輔仁大學體育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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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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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體育運動耕耘獎
得獎人簡介 
(依姓名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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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推薦理由

1. 擔任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理事長
(2010年 -2017年 )，兩屆8年時間。

2. 2011 年於臺南大學舉辦東北亞體
育運動史學會，各國參與學者相
當踴躍。

3. 2012 年創辦海峽兩岸體育史學術
研討會，至今已辦理四屆之久。

4.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理事長舉辦
多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5. 理事長屆滿受聘為臺灣體育運動
史學會榮譽理事長。

王建臺

樹德科技大學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國立屏東大學教授兼體育系室所主
任。

2. 國立屏東大學研發長。

3.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理事長。

4. 國立體育大學校友會會長。

5. 教育部體育訪視委員。

1.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榮譽理事長。

2. 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長。

3. 國立體育大學傑出校友。

4. 擔任 GoCASM 世界華人體育管理
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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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

推薦理由

曾擔任本會秘書長，協助理事長推

展本會各項業務，多次籌畫舉辦國

際運動生理暨體能學術領域研討會

及相關研習活動，亦協助本會刊物

運動生理暨體能學報出版並曾獲評

為科技部體育學門第一級學術期刊，

對運動生理暨體能領域相關新知之

推展及促進學術交流，具有實績。

王鶴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副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現任：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兼體

育室主任、體適能中心主任。

2.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常務理事。

曾任：

1.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秘書長、

副理事長。

2. 運動生理暨體能學報編審委員。

3. 華人運動生理及體適能學者學會委員

(The society of Chinese Scholars
on Exercise Physiology and Fitness
(SFSEPF/ Council Member)。

1. 教育部三等中正體育獎章 (1984 年 )。
2. 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服務獎」

 (2007 年 )。
3. 近 10 年 (2009~2018 年 ) 計有 12 篇研

討會論文獲選大會優秀論文獎 ( 華人運

動生理與體適能學者學會年會暨學術

大會 5 篇、國際運動生理暨體能領域

學術研討會 4 篇、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 2 篇、其他 1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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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推薦理由
1. 選手生涯：曾獲 5 屆國家隊，以及 3

屆全大運、4 屆台灣區運、2 屆全國中

正杯、1 屆全國中等學校賽冠軍。

2. 曾任 1988 奧運助教；1992、2000 泰山

高中奧運培訓站教練，2008、2012 奧

運培訓隊教練、2016 奧運國家隊總教

練，世運會、世大運等國際賽教練，

計榮獲國光獎章 25 枚，體協勳章 1 枚。

3. 成立中華民國跆拳道武藝協會，辦理

第 1 屆跆拳道品勢國家隊選拔，協助

運動專任教練各項活動 ; 曾任 2006 年

第 1 屆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教練、

中華大專跆拳道委員會執行秘書、中

華跆拳道學生總會副秘書長，臺灣跆

拳道學會常務理事、亞洲大學跆拳道

總會副秘書長等。

4. 任教臺師大期間，率先辦理甄審、獨

招跆拳道武藝品勢選手招生，首開大

學品勢專長課程聘任技術教授授課。

李佳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2013 年曾任亞洲大學跆拳道總會執

行委員。

2. 2012 年曾 ( 現 ) 任台灣跆拳道運動

學會常務理事。

3. 2011 年曾任中華學生跆拳道運動總

會副秘書長。

4. 2010 年曾任中華民國跆拳道武藝協

會秘書長。

5. 2008 年曾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

總會跆拳道委員會執行秘書。

1. 2017 年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賽 ( 對打 ) 總
   教練兼指導教練。榮獲 2 銀 2 銅。
2. 2016 年里約奧運會跆拳道 ( 對打 ) 總教練。榮獲
   第 5 名。
3. 2015 年車里亞賓克斯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 對打 )
   總教練。榮獲 1 金、1 銀、1 銅。
4. 2015 年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賽 ( 對打 ) 總
   教練。榮獲 1 金、2 銀、4 銅。
5. 2014 年呼和浩特世界大學跆拳道錦標賽執行兼
   指導教練。榮獲 4 金、4 銀、3 銅。
6. 2013 年青陽郡亞洲大學跆拳道錦標賽執行兼指
   導教練。榮獲 5 金、6 銀、8 銅。
7. 2012 年倫敦奧運跆拳道培訓隊教練。榮獲 1 銅。
8. 2011 年深圳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賽執行兼指
   導教練。榮獲 1 金、1 銀、3 銅。
9. 2008 年北京奧運跆拳道培訓隊教練。榮獲 2 銅。
10.2007 年泰國曼谷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賽執行教
   練。榮獲 3 金、1 銀、3 銅。8



推薦單位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推薦理由

周建智教授為本會 ( 臺灣運動教育

學會 ) 第五屆理事長、第四屆秘

書長，在位期間熱心公益、勇於

任事，辦理過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6 兩

岸四地運動教育研討會、2016 東

亞運動教育聯盟國際研討會，亦

為 2017-2019 台灣運動教育學報主

編，無論在本學會業務推動、學

術研討會辦理、學術期刊出版上，

都給予最大的心力推動學會前進，

為台灣運動教育發展產生重要貢

獻。

周建智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教育研究所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臺北體育學院運動教育研究所
(2007~2013)。

2. 臺北體育學院運動教育研究所副教
授 (2006~2010)。

3. 臺北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2001~2005)。

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994
~ 1995)。

5.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理事長 (2013 ~
2016)。

1. 天下雜誌－幸福體育課：會玩又會運動。
2. 天下雜誌－愛運動更聰明：運動與後設認知。
3. 親子天下－運動力 - 學習新處方：體育課

該教會孩子什麼？
4. 親子天下－體育課其實很重要：動得夠，

才靜得下來。
5. 親子天下－玩出大能力：學校篇。
6. 蘋果日報－廢棄物 DIY 省錢環保做運動報

導。
7. 教育廣播電台－擴散性教學，讓體適能更

靈活報導。
8. 教育廣播電台－孩子的品德教育從體育做

起報導。
9. 康健雜誌 101 期－愛上體育課，腦筋更靈

活。
10. 康健雜誌 77 期－在體育課中激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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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推薦理由

1. 籌備成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

協會擔任祕書長至今，致力推動

協助產業發展，擔任整個協會認

證研習相關活動課程規劃，推動

運動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

2. 協助各大專院校學生研習各項

職涯專業人才認證，提升運動競

技的競爭能力與水平。積極扮演

學界與產業界人力資源平台，增

進學生畢業的出路。

林月枝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
經理人協會
秘書長

經歷

榮譽事蹟

1. 國立體育大學 / 臺北市立大學 / 輔仁
大學 / 中國科大 / 萬能科大兼任講師。

2. 西園醫院永越健康管理中心體適能中
心經理。

3. 捷立運動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4. 同發休閒育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俱樂
部協理。

5. 台北君悅飯店健身中心經理。

1.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籌備主任。

2.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秘書長。

3. 至善老人安養中心健康生活館顧問。

4.勞動部勞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講師。

5.中華民國有氧體適能協會理事/監事/講師。

6. 輔仁大學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程產業實習

委員會委員。

7. 新生醫專 / 南亞技術學院課程諮詢委員。

8. 大專院校擔任協同教學業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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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推薦理由

1. 曾任本會第二屆理事、第四屆

秘書長，現任本會副理事長，遠

慮擘畫、治學嚴謹，長期推動本

會行政、學術刊物發展、籌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等會務。

2. 擔任本會《身體文化學報》主

編，致力提供身體文化相關之

學術研究與心得評論發表的優質

園地。

3. 主筆、編著、編修書籍達十餘

冊，今年亦出版《球旅書懷 :

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 1946-

1976》，歷年筆耕不輟，為臺灣

體育運動歷史留下諸多重要記

錄。

4. 參與學術專書合著、學術編輯及

審查工作，不及詳載。

林玫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014 年 8 月 - 迄今）。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2010 年
2 月 - 迄今）。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2011 年 8 月 - 迄今）。

4. 國際體育運動史學會委員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SHPES ) 
   (Council member )（2013 年 - 迄今）。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主

任（2009 年 8 月 -2011 年 7 月）。

1. 17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Congress（第 17
屆國際體育與運動史學術研討會）榮譽會員
（Honorary Member）（2016 年 7 月）。

2. 《玉山史話》乙書獲環境保護署第一屆綠芽獎
「特優獎」（2013 年）。

3. 《台灣登山一百年》乙書入圍行政院第 33 屆
金鼎獎「最佳人文類圖書獎」（2009 年）。

4. 《台灣登山一百年》乙書獲第 55 梯次「好書
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推薦好書（2008 年）。

5. 《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乙書入圍「優
良政府出版品獎」（2006 年），本書內容亦由
馬志翔和魏德聖導演執導《KANO》電影長片。

6. 碩士論文〈戰後臺灣國民小學體育師資養成之
歷史探源 ( 民 34-76)〉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乙種獎勵 (1992 年 )。

7. 國立體育大學學術傑出校友（2012 年 6 月）。
8. 台東大學傑出校友（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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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

推薦理由

林秋坪在本會同仁眼中是長期為適應體育

默默耕耘的基層體育教師，為了向貴單位

鄭重的推薦他，我將詳述如下供各位委員

參考。他在 2011-2018 年期間常於假日擔

任身心障礙者騎乘自行車領隊，期間他大

量培訓假日型陪同身障者做運動的志工。

更於 2017 年擔任本會心智障礙者 ( 核心

肌群、柔力球、彈力繩、皮拉提斯 ) 實作

教練等活動，為推廣適應體育他平日積極

拜訪大台北地區相關身障單位、身障者家

庭、教育局特教課及特教資源中心等，並

結合本會資源實際將適應體育活動深入身

障者及家屬。他特別在 2018 年辦理指導

視覺障礙者運動教練及志工之研習，並配

合動態操作 ( 協力車、定向訓練 ) 實習後

發給指導視障者運動教練證照，未來他將

籌備辦理中高齡族群之運動健康生活等活

動，值得本會推薦他為年度體育運動耕耘

獎得主。

林秋坪

新北市立
中和國民中學
專任體育教師

經歷

榮譽事蹟

1. 2016- 迄今 現任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運動

教學處主任。

2. 2012-2014 曾任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教育

培訓處處長。

3. 2010-2011 曾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視覺障礙

巡迴輔導員。

4. 2007-2015 曾任苗栗市國立聯合大學適應體

育講師。

1. 2007 大專體育學刊 - 妥瑞氏症學生動作學習之
探討與輔導主編。
2. 2009 聯大學報 - 理解式籃球教學對妥瑞氏症國
中生投籃動作學習之個案研究主編。
3. 2011 新北市教育季刊 - 校園安全之水域安全防
溺自救融入體育教學主編。
4. 2012 國際健康體能與有氧運動團體聯合年會
身心整合 ‧ 有氧外丹講師。
5. 2017 台北市運動 i 台灣身心障礙者皮拉提斯、
彈力繩、抗力球實務演練講師。
6. 2017 TSAPA 心智障礙者自行車初階指導教練
實作講師。
7. 2017 台北市運動 i 台灣心智障礙者核心肌群活
動成果報告書主編。
8. 2018 TSAPA 視覺障礙者運動與休閒協力車騎
乘實務資深講師。
9. 2018 新北市終身學習期刊 - 視覺障礙樂齡者太
極拳運動之經驗分享主編。
10. 2018 TSAPA 紅十字會中高齡柔力球運動班
實作課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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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推薦理由

林振煌律師在國內大學教授運動

法律多年，並出版了兩岸三地第

一本運動法律書籍「休閒體育法

規理論與實務」，影響後進者教

學與研究鉅大。同時，並於 2014

年發起設立台灣體育運動暨娛樂

法學會，致力推動國內運動法學

教育；在此領域的教學、研究、

服務都有相當貢獻，故推薦之。

林振煌

林振煌律師事務所
律師

經歷

榮譽事蹟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不當勞動行為裁

決委員會委員。

2. 國立體育大學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3. 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任副

教授。

4.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法律顧問、運

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

5.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

事。

1. 出版國內第一本運動法學教科書

「休閒體育法規理論與實務」。

2. 發起成立「台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

學會」，並擔任第一屆與第二屆理

事長。

3. 協助我國運動仲裁制度之設立。

4. 長期協助中華奧會、中華職棒等單

位，諮詢運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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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推薦理由
林清光教練，我國短跳跨教父之稱，中

國文化大學 65 級體育系畢業，曾任職於

大漢工專體育助教、國立花蓮高農田徑

教練、花蓮縣立體育實驗中學短、跨教

練、花蓮縣天主教海星中學短、跨教練，

民國 67 年投入教練工作，卸下選手戰袍

後，多次擔任國家隊教練，於訓練已超

過 40 年，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

曾培育出多位優秀選手，其中包含我國

現今最速男楊俊瀚、亞運代表隊欄架選

手楊尉廷、謝喜恩以及新生代魏泰陞、

盧浩華、岳劉晧全，再往前推幾位國家

代表隊選手鄭新福、蔡益成、金良遠以

及簡文昌都是林教練的子弟兵。

「訓練沒有到位，苦練都是白費！」林

清光教練選材眼光獨具之外，對於培訓

選手也有其堅持之道，這就是林教練培

育出多位優秀選手的訓練方針。

林清光

花蓮縣私立
海星高級中學
教練

經歷

榮譽事蹟

1. 61 年省中上 110MH 金牌、五項全

能金牌、跳遠銀牌。

2. 62 年省運會跳遠金牌。

3. 63 年台灣區運動會 110MH 銅牌。

4. 64 年台灣區運動會 110MH 金牌 。
5. 65 年全國大專聯運 110MH 金牌

（破大會）、跳遠金牌、十項全能

銀牌（6231 分）。

1. 1986 年印尼雅加達第 1 屆亞洲青年田徑錦
標賽教練。

2. 2011 年波蘭 . 彼得哥什市世界中學生田徑錦
標賽教練。

3. 2012 年斯里蘭卡 . 可倫坡第 15 屆亞洲青年
田徑錦標賽教練。

4. 2013 年烏克蘭 . 頓涅茲克第 8 屆世界青少年
田徑錦標賽教練。

5. 2013 年第 2 屆南京亞洲青年運動會教練。
6. 2014 年第 17 屆韓國 . 仁川亞洲運動會田徑

教練。
7. 2015 年中國 . 武漢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教

練。
8. 2017 年泰國 . 曼谷第 2 屆亞洲青少年田徑錦

標賽教練。
9. 2017 年肯亞 . 奈洛市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教練。
10. 2018 年芬蘭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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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

推薦理由

邱明發校長 ( 已退休 ) 長期致力於國內

外適應體育推展超過 40 餘年，為適應

體育創立各項運動代表隊及召募資源，

也奉獻其畢生精力及經驗傳承，著重於

適應體育人才培育的推展；此外，邱明

發校長自擔任教師起累積至今，數次率

臺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身心障礙運動

會，屢屢為代表隊奪下佳績，更獲選兩

次臺南市推動體育有功人員。

另外，邱明發校長過去也致力於中華臺

北特殊奧運代表隊的訓練與推動，亦擔

任多項身心障礙民間團體適應體育的顧

問或諮詢，為身心障礙者運動提供資源

和管道，貢獻不遺餘力，邱明發校長的

風範和態度，令人讚許，故本學會推薦

邱明發校長，作為後輩學習之典範。

邱明發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
健康學會  
理事

經歷

榮譽事蹟

1.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及國立臺南

啟智學校校長（83.02-92.01）。

2.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副理

事長、常務理事、監事。

3. 臺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運動總會副

主任委員（94 迄今）。

4.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副理

事長、常務理事、理事（90-106）。

1. 獲選兩次臺南市推動體育有功人員。

2. 擔任臺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運動總

會副主任委員，培育基層運動選手

及教練。

3. 曾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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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推薦理由

康正男教授曾為我國優秀棒球運動員，曾多次
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比賽獲得殊榮。現今為國立
臺灣大學體育室及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
位學程教授兼主任，同時也是本會秘書長。研
究專長包含運動休閒產業經營管理、運動設施
規劃與管理等，康教授不僅長期協助政府部門
運動相關領域的專案計畫包含協助撰寫體育署
2013、2016 年運動設施體育政策白皮書、並協
助政府多項改善運動設施與環境計畫讓運動設
施具有永續發展能力，提出運動場館經營與規
劃管理的具體做法，使得政府於興建運動設施
時得以開源節流，資源有效利用，營造社會友
善運動環境，提供正面積極的運動效益，增進
全民健康福祉。同時在學術領域方面擔任科技
部體育學門計畫審查委員也是 2014-2016 亞洲
運動管理學會期刊主編，在個人的教學、研究
及服務上亦獲得學校肯定分別於 2011、2016、
2017 年榮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彈性薪資獎勵補助。總體而言，康秘書長
不論是對於學會運作或是臺灣體育運動管理領
域學術與實務之發展有其極大的貢獻，實屬難
得，因此本會極力推薦。

康正男

1. 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室
教授兼主任

2.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秘書長

經歷

榮譽事蹟

1.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 2013 年體育白
皮書 - 運動設施組撰述委員。

2.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常務理事、
秘書長。

3.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技術委員。
4. 教育部學校游泳池興整建及經營管

理輔導委員。
5.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常務理事、

棒球技術與規劃委員。

1. 榮獲國立台灣大學 30 年資深優良
教師。

2. 2017 年第一屆海峽兩岸學生棒球聯
賽 ( 大學乙組 ) 最佳教練獎。

3. 2018 年第二屆（台中站）海峽兩岸
學生棒球聯賽 ( 大學乙組 ) 最佳教
練獎。

4. 國立臺灣大學 2011、2016、2017 特
殊績優教學與研究教授。

5.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
賽 ( 乙組 ) 教練獎。

6. 95 學年度大專棒球運聯賽優秀教
練。

7. 106 年度台北市大專乙組春季棒球
聯賽最佳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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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休閒治療學會

推薦理由
1.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於

2010 年 9 月開始推動高齡運動；針對嘉
義地區高齡人口進行運動訓練，提升生
活品質、骨質密度與體適能，並降低代
謝症候群的發生機率。

2.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於
2017 年 11 月開始協助此 3 位亞運空手道
選手 ( 谷筱霜、許瑋寧、辜翠萍 )。利用
動作分析系統與等速肌力測量儀，分析
空手道選手之出拳動作、攻擊重心、反
應時間與肌肉力量等相關生理表現數據；
同時協請精神科醫師評估心理狀態，了
解各別選手的特質，並針對不足之處進
行訓練與調整。於 2018 亞運會 - 谷筱霜
榮獲女子 50 公斤級金牌。

3.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於
2017 年 11 月開始協助南投縣旭光高中空
手道隊。利用動作分析系統與等速肌力
測量儀，分析空手道選手之出拳動作、
攻擊重心與肌肉力量等相關生理表現數
據；了解各別選手的特質，並針對不足
之處進行訓練與調整。成功提升選手運
動成績表現；於 107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高、國中組共獲 3 個組別團體冠
軍，另外個人組共獲得 7 金 5 銀 13 銅。

許維修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
運動醫學中心主任

經歷

榮譽事蹟

1. 嘉義長庚醫院運動醫學中心 主任

2010/09 至今。

2. 長庚體系運動醫學整合照護推動小

組委員 2014/09- 至今。

3.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系 部長 2015/08-
2017/12。

4. 嘉義長庚醫院運動醫學科 主任

2008/12-2015/07。

1. 休閒治療學會秘書長 2013/11-
   2017/11。
2. 推動嘉義長庚醫院發展運動醫學及

高齡運動。

3. 推動嘉義長庚運動醫學中心發展科

學化檢測，協助運動選手提升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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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運動資訊協會

推薦理由

陳世昌主任過去在台北市政府、
教育部工作，襄助首長爭取舉辦
2009 台北聽障奧運、2017 台北世
大運，卸下公職轉往大學服務仍
積極推動體育活動與交流，協助
舉辦 102 年全國大學運動會，並於
103 年率領獲得 13 次世界冠軍的
景美女中拔河隊前往大陸廣西與
當地大學進行多場犮誼賽，成功
達成台桂兩地青年學子體育交流。

另外，陳世昌於 102 年成立中華運
動傳播學會，連續多年舉辦國際
研討會、論壇，提供國內體育界
學術交流平台。

陳世昌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

榮譽事蹟

1. 教育部部長室專門委員。

2.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機要秘書。

3. 中華運動傳播學會理事長。

4. 中華民國運動資訊協會副理事長。

5. 羽球大聯盟副理事長。

1. 「96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臺北
市代表隊輔導團委員。

2. 「9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臺北
市代表隊輔導團委員。

3. 第三屆市長盃游泳大隊接力賽─教
育局代表隊。

4. 2010 年教育部廣州亞運考察團顧問。
5. 2011 年第 26 屆深圳世界大學運動

會代表團顧問。
6. 2014 年台桂首屆拔河友誼賽副團長。
7. 教育部體育署「打造運動島全國身

心障礙訪視委員」。
8. 主辦 2016 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暨研討會。
9. 擔任 102 年全國大學運動會執行副

總幹事。
10. 協助舉辦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會。

18



推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休閒協會

推薦理由

1. 自民國七十五年起即長期奉獻心力推

廣帆船運動，曾奉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之指示赴國立臺北大學、金門大學、

行政院體委會水上活動替代役男風帆

集訓班、花蓮帆船協會、 等單位從

事風帆板教學職務，並曾長期自發性

義務培訓國內風帆板選手，其所培

訓之選手 曾多人多次獲取全國運動

會金、銀、銅牌及曾獲取乙次風帆

板世界錦標賽青少年女子組銅牌等

佳績。

2. 自民國九十九年起即自發性盡其全力

，長期深耕培植就讀國立台北大學之

北市帆板運動女子選手周莉同學，

迄今業已擔任該選手之義務專屬指導

教練八年之餘，目前尚繼續 加以指

導該名選手之中，且該名選手曾獲

取風帆板世界錦標賽青少年級組銅

牌，預計朝向亞奧運奪金奪牌努力

培訓之中。

游錦龍

社團法人臺灣休閒協會
國家級帆船教練

經歷

榮譽事蹟

1. 主導籌辦成立台北縣體育會帆船委

員會並擔任總幹事一職。

2. 曾多次參加風帆板亞洲曲道分齡 巡
迴賽且多次獲取金銀銅牌成績。

3. 協助中華帆協主導籌辦第一、第二

屆全民運動盃風帆板錦標賽。

4. C 級帆船教練檢定考試術科評審事

務委員。

5. 國立台北大學風帆板種子教練暑期

培訓班專職指導教練。

擔任教練一職負責培訓之選手姓名及
得獎成績記錄簡述如下：

1. 台北大學學生洪敏玲代表彰化縣獲

取全運會金牌兩面。

2. 李宛庭代表台中縣獲取全運會銀牌

兩面。

3. 周莉代表台北市獲取全運會銀牌一

面，銅牌兩面及世錦賽青年組銅牌一

面。

4. 花蓮縣帆船協會簡一平選手代表花

蓮縣獲取全運會金、銀、銅牌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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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推薦理由

1. 曾任本會幹事部、副理事長、

理事長，在任時間執行本會業

務，且於理事長任內致力於推

動學生體適能提升及維護體育

學術的發表園地努力。

2. 協助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全民運

動，為臺灣國人之健康運動擘

劃與推動，打造施政藍圖。

3. 長期協助政府擘劃體育運動政策

及中小學課綱研擬。

程瑞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教、
講師、副教授、教務處註冊組組長、體
育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運動休閒與餐
旅管理研究所所長、運動與休閒學院長，
教學認真，受到同事與學生的肯定。

2. 十二年國教「體育班課程綱要」撰述召
集人，為提升體育班學生學習績效與為
國內優秀運動員舉才努力。

3. 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部
分召集人。

4. 曾任台灣身體文化學會、臺灣運動教育
學會副理事長。

5. 臺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及考試暨普通
考試典試委員。

1. 1996年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服務獎。
2. 2017 年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優良教

育人員木鐸獎。
3.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撰述委員。
4. 教育部體育署「活力十足 - 足球扎根計

畫」白皮書撰述召集人。
5. 教育部體育署「女性運動促進白皮書」

撰述召集人。
6. 教育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體育專

輯—學校體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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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推薦理由
本會係原本組織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 教育部
體育署前身 ) 全民體育替代役所任務編組成立
之「海洋運動推廣小組」。民國 96 年因小組
任務性階段業已完成及面臨解散，在本會現任
楊秘書長有感於資源可貴，民力無窮下，及在
現任教育部體育署林副署長哲宏 ( 時任海洋運
動推廣小組計畫執行人 ) 的指導協助下成立中
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並秉「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之精神，永續推廣海洋運動理念，
藉以提升國內水域遊憩等活動產業發展與海洋
運動領域研究之水準，開創海洋國家新紀元。
楊秘書事長秉持經驗傳承的理念，自本會 96
年成立迄今，期間義務擔任協會工作人員，除
未支薪外並全力全時提供協會各項所需之資源
與經費，並於協會運作期間利用個人之公餘休
閒時間完全投入規劃有關海洋運動之各項活動
推廣與海洋保育等工作，盡心盡力至今從不間
斷。現今擔任「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秘書長，從學術的領域協助、海洋人才的培育
與技術的研究與發展，其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
感佩，更是所有體育人的標竿。在此「中華民
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特意推薦楊秘書長明堂
為耕耘獎之候選人，冀能獲得青睞與肯定，實
屬體壇之勝事與海洋之榮耀！

楊明堂

中華民國
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秘書長

經歷

榮譽事蹟

1. 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秘書長。

2. 國立金門大學講師。

1. 2008-2013 年辦理海洋盃全國短水道

游泳錦標賽。

2. 2009 年與彰化輕艇委員會共同辦理

2009 國際輕艇邀請賽。

3. 2008-2016 年辦理海洋運動菊島活動

體驗營活動。

4. 2008-2018 年辦理衝浪、風浪板、獨

木舟、SUP、水上摩托車、泛舟等

水域遊憩活動人才培訓。

5. 2008-2018 年與交通部觀光局共同辦

理水域活動研習會與水域遊憩活動

推廣。

6. 2017 年與台中市政府共同辦理 2017

「世界海洋日」路跑、環境教育、

反毒宣導等活動。

7. 2018 年榮獲金門縣政府體育績優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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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推薦理由

廖主民教授現擔任本學會諮詢委

員，曾任本會幹事部成員、秘書

長、理事、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與理事長等職務。廖教授除致力

於運動團隊動力、運動社會化代

理人、情緒、情感與運動參與以

及性別、角色多樣性與運動參與

之研究主題外，亦擔任競技與健

身運動心理學、運動社會心理學

等專書之翻譯工作，積極培育優

質碩博士生，同時運用其運動心

理學的相關知識，協助亞奧運國

家代表隊，為選手提供專業的運

動科學服務。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英國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irmingham, UK) 運動科

學研究所博士 ( 教育部公費 )。
2.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理事長。

1. 2008 年北京奧運黃金計畫委員。

2. 2006 年卡達亞運運科小組委員。

3. 2004 年雅典奧運運科小組委員。

4. 2002 年釜山亞運運科小組委員。

5. 曾獲 99、101、103 學年度行政院國家

科技部補助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6. 曾獲 102、103、104 學年度國立體育大

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7. 2005 年起協助臺灣運動心理學會會務

推動、擔任秘書長、副理事長、理事

長等職務。

8. 擔任各級運動教練講習會講師，積極

推動教練教育的工作。

9. 教授運動心理學相關課程，指導研究

生投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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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中華運動傳播學會

推薦理由

廖進安前處長致力推動我國體育

發展，於新北市政府體育處長及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科

長任內，積極推動各項體育發

展，並配合體育相關團體協助舉

辦各項國際及國內體育賽事。

廖進安

臺北市立大學
體育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經歷

榮譽事蹟

1. 七十八年文教行政乙等特考（體育

行政）及格。

2.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科長。

3.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處長。

4. 台北市立大學體育研究所兼任助理

教授。

5. 輔仁大學體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1. 推展學校體育業務榮獲教育部 96 年績優
機關獎。

2. 任內推動 60 多所學校設置體育班，三年
內晉用 132 名專任教練，爭取連續五年，
有效提升臺北市體育競技績效。

3. 推動全民運動榮獲體委會 100 年打造運動
島績優獎。

4. 結合高中體總、大專體總、中華奧會、各
單項協會每年共同主辦多項全國性、國際
性體育賽事。

5. 當選中華民國 103 年全國基層推展體育有
功人員。

6. 輔導管理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 新北市第一
座 ) 榮獲第 12 屆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金擘
獎「政府機關團隊獎」優等。

7. 推動全民運動榮獲體委會 103 年打造運動
島特優獎 ( 全國最高分 )。

8. 建請教育部修定國民體育法第 13 條，設
有體育班之學校每校至少設專任運動教練
一名。23



大會議程 
Daily Schedule of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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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五)議程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09:00-10:00 報  到 國璽樓一樓大廳 

10:00-10:20 
開幕表演 

天主教輔仁大學跆拳道隊
國際會議廳 

10:20-10:40 

開幕典禮 

 致歡迎詞：天主教輔仁大學 江漢聲 校長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蔡明志 理事長  

來賓致詞：教育部體育署 林哲宏 副署長 

國際會議廳 

10:40-11:00 
頒獎典禮 

頒發體育運動耕耘獎
表揚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院士 

國際會議廳 

11:00-12:00 國際會議廳 

12:00-13:00 午餐與休息（各學協會活動） 國璽樓一樓教室 

13:00-14:00 國際會議廳 

國璽樓1F MD167、MD168

教室、2F MD212、MD213

教室 

14:00-15:00 

茶敘暨論文海報發表I 15:00-16:00 

18:00-20:00 

論文口頭發表I 

麗京棧酒店

專題演講 (一) 

精準運動之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與應用

主持人：天主教輔仁大學 江漢聲 校長

引言人：教育部體育署 林哲宏 副署長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洪聰敏 研究講座教授

專題演講 (二) 

高表現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諮商之旅

主持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林華韋 校長

引言人：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高三福 副理事長 

主講人：勞倫森大學Dr.Robert Schinke

專題演講 (三) 

運動與人體衰老細胞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 黃啟彰 教授

引言人：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李建興 副理事長 

主講人：臺北市立大學郭家驊特聘教授

國際會議廳 

國璽樓一樓大廳 

16:00-18:00 

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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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六)議程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10:00-12:00 茶敘暨論文口頭及海報發表II 

11:00-12:00 

12:00-12:30 閉幕典禮 

13:00-17:00 各學協會活動 

專題演講 (四) 

  習得廢用：如何從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恢復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 黃啟煌 教授

引言人：天主教輔仁大學 陳譽仁 教授 

主講人：南加州大學 Dr. Susan Sigward

專題演講 (五) 

環境、社會與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國立體育大學 陳龍弘 教授

引言人：天主教輔仁大學 謝宗諭 教授 

主講人：上海體育學院 肖焕禹 教授

國璽樓一樓大廳 

國際會議廳 

國璽樓一樓大廳 

國際會議廳 

國際會議廳 

國璽樓1F MD167

、MD168、MD169

、MD170教室 

國璽樓4F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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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Spee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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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運動之認知神經科學
研究與應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洪聰敏 研究講座教授 

主講人： 

專題 
演講

天主教輔仁大學 
江漢聲 校長

主持人：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蔡明志 理事長 

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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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演講

高表現運動員的心理健康
諮商之旅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林華韋 校長

主講人：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高三福 副理事長

主持人： 

勞倫森大學
Dr. Robert Schinke

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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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演講

運動與人體衰老細胞 

臺北市立大學 
郭家驊 特聘教授主講人： 

國立體育大學 
黃啟彰 教授主持人：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 
李建興 副理事長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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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演講

習得廢用：如何從前十字
韌帶重建術後恢復

南加州大學
Dr. Susan Sigward

主講人： 

國立體育大學 
黃啟煌 教授

主持人： 

天主教輔仁大學 
陳譽仁 教授

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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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演講

05

環境、社會與體育的可持
續發展 

上海體育學院 
肖焕禹 教授 

主講人： 

國立體育大學 
陳龍弘 教授

主持人： 

天主教輔仁大學 
謝宗諭 教授 

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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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須知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33



報到須知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台灣跆拳道運動學會誠摯歡迎您蒞臨本屆聯合年會，為使活動順利舉行，會議
期間請各位嘉賓注意下列事項： 

壹、報到時間與地點： 

一、報到時間：107年12月7日(週五)上午9時00分至10時00分。 

107年12月8日(週六)上午8時30分至09時00分。 

二、報到地點：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樓一樓大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三、因參與人數眾多，為使報到流程順利，報到處分為「論文發表人」與「一   
般參與者（非發表人）」兩區： 

1.論文發表人：請於報到時告知「論文口頭/海報發表編號」，以利報到作業。

2.一般參與者（非發表人）：請於報到時告知「與會報名者姓名」，以利報到作業。

貳、注意事項： 

一、所有活動均以靜態方式進行，請配合需求穿著合適服裝，並請配帶識別證。 

二、聯合年會期間，每日上午頇至報到處報到，12/7-12/8全程參與會議者，
俟閉幕典禮結結束，方可由主辦單位出具出席證明。 

三、會議現場停車空間有限，如需於天主教輔仁大學校內停車，請自行列印「車
輛進出臨時通行證」，並放置於副駕駛座擋風玻璃。 

五、會場設有飲水設備，請來賓自備環保杯。 

六、活動地點為教學大樓，敬請來賓輕聲細語。 

參、工作人員通訊方式： 

一、聯絡電話：02-2905-3386 

二、傳真電話：02-2905-2380 

三、連絡人：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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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規則 
Rules of Or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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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規則 
Rules of Oral Presentation 

一、 論文發表議程、編號預定於 11 月 30 日公告通知。 

二、 每篇至少請一位作者完成報名及註冊繳費程序。  

三、 口頭發表規則： 

(一) 現場備有電腦(附有 USB 插槽)、單槍投影機、簡報筆及麥克風，如有

其他發表設備需求，請事先與工作人員接洽。 

(二) 請報告者務必於各場次開始前提早到達，開始前三十分鐘，現場會有

服務人員協助。請報告者自行將報告的投影片檔案(請以 Power Point

製作) 放至於隨身碟，並於報告開始前，存放於該場次的電腦中。 

(三) 每個人口頭報告時間原則上為 15 分鐘(包含口頭報告 12 分鐘與提問

時間 3 分鐘，請自行掌握)。 

(四) 口頭報告 12 分鐘內，將會再在第 10、11 與第 12 分鐘時，各舉牌提

示一次，共計三次，提醒報告人掌握時間；提問時間內，第 14 分鐘舉

牌倒數 1分鐘，最後一次舉牌結束討論。 

(五) 發表證明：於發表完成後，由評審現場頒發證書，每篇論文依作者人

數頒發證書(內含所有作者及論文名稱)。 

(六) 優秀論文獎： 

(1)由各領域評審進行評選。 

(2)獎勵方式：入選優秀論文獎者，大會將於閉幕典禮頒獎。 

(一) 各場次開放報告投影片試播時間如下：
    (1) 論文口頭發表I場次：12月7日(五)下午15:30起。
    (2) 論文口頭發表II場次：12月8日(六)上午09:3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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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地圖 

口頭發表場地 國璽樓一、二樓教室 

1F

MD212

2F

MD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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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序號 論文名稱 

MD168 

1 
黃伊瑩/王采蕎/蔡佳良  
在不同環境騎乘自行車的情緒效益 

2 
梁術榮 
社區老年人積極老龄化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研究 

3 
馮丞毅/李建興 
田徑選手與教練溝通模式行動研究 

4 
陳威廷/陳永洲/李元宏 
運動員壓力來源之探討 

5 
王瑋/黃靈燕/鄭鑫焱/劉宇  
Halo Sport經顱直流電刺激對即刻下肢運動能力與認知功能的影響 

6 
吳少宇/沈易利 
路跑活動參與者動機、滿意度與再參與意願之研究 

7 
陳信全/蔡秀華/楊裕隆 
正義即公平―― 足球比賽中戰術性犯規及其懲戒的倫理學基礎 

8 
范榮玉  
「球場」即「戰場」 -障礙運動員馴服邊緣的基進反思 

1 
王小霞/肖毅 
乒乓球運動對職高學生體值健康的促進研究 

2 
蘇聖閔/錢桂玉/呂佳育/陳淑貞 
雙足平行站的足底壓力中心參數 - 年齡與性別之差異 

MD170 

3 
朱僑宇/王興  
體育鍛鍊對青少年骨密度的影響研究 

4 
楊思雅/林晉利 
關節過度可動對舞者傷害之影響 

5 

6 

翁秉震/周郁翔/林晉利
上交叉症候群對肌肉骨骼系統傷害之影響與改善策略 

7 
蘇育賢/吳亭儀/邱憶萱/張智惠 
準備動作對個體反應時間與移動速度之影響 

8 
傅俞維/林晉利 
動態貼布對桌球運動員自覺疲勞、心率與拉球命中率 之影響 

論文口頭發表I 

時間:12月7日(五)16:00~18:00 

地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樓 

90

丁省偉
健康中國視域下“武醫融合＂健康促進體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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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序號 論文名稱 

MD212 

1 
廖富康/張嘉澤  
急性不同阻力運動負荷對心跳率與肌肉無氧代謝之影響

2 
婁淑傑/李靜靜/劉蓓蓓 
運動上調糖尿病大鼠海馬突觸可塑相關蛋白表達的機制分析 

3 
陳聰毅/黃森芳/温蕙甄  
間歇運動訓練對飲食誘發肥胖鼠之學習記憶能力的影響 

4 
陳斌/魏得建/鄭旭東
最大有氧心率在定向運動中的運用與實踐 

5 
葉庭羽/張嘉澤 
間歇運動藉著Inter Cooling 對體表溫度與血液乳酸、心跳率之影響

6 
焦長庚 
大眾跆拳道培訓市場發展的阻滯因素與優化路徑—基於產業組織理論SCP范式分析 

7 
謝佳曄/林霈群/林志立/洪暐 
七天補充運動增補劑HMB對未受訓練者之胰島素與骨調控激素之影響 

1 
薛盈婷 
拳擊有氧課程對於女性身體組成、運動頻率與運動耐力表現之影響

2 
劉一丹 
上海市全民健身活動對都市文化發展影響的研究 

MD213 

3 
周柔彣 /林麗娟/楊乃馨/李桂彰 
不同運動類型對於社區輕度認知障礙高齡者上肢功能 

4 
劉雅萱/林靜萍  
標竿學校本位體育課程發展之個案研究 

5 

6 

劉姝/王金蓮
2018國際籃聯女子籃球世界盃中國女籃攻守表現分析研究

7 
林霈群/吳姵琳/謝佳曄/唐誌陽/洪暐 
不同懸吊Push-up訓練對肩部與核心肌肉活性之影響 

8 
林紀光/林晉利 
賽間與賽後恢復策略之探討 

論文口頭發表I 

時間:12月7日(五)16:00~18:00 

地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樓 

90

邱裕翔
網球擊球「手感」經驗之本質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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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序號 論文名稱 

MD167 

1 
呂天如/陳麗華 
社區中高齡者身體活動量與衰弱相關血液生化值之研究

2 
區志浩/林晉利 
增強式訓練結合核心訓練對提升排球 跳躍式發球技術準確性之探討 

3 
周維鋒/黃名瑋/盧右家/林純真  
視覺障礙者太極拳運動之行動研究 

4 
翁秉震/林晉利
壺鈴訓練對體適能及運動表現之效益 

5 
李柏林/李建興/石明宗 
FIBA 3X3世界杯冠軍球隊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6 
陳聖筌/張建淳/江杰穎 
探討膝上拉動作在不同強度負荷下力量參數之差異 

7 
宋懿/蔡忠翰/林晉利
核心肌群對提升棒球打擊表現之重要性與訓練策略 

8 
吳蕙如/陳麗華  
輕度身體活動對高齡者的效益 

1 
那維/鄭漢吾 /王信鈜 /鄭朝政 
運動員生涯轉換職業軍人之研究 

2 
曾紹先 
大陸跆拳道館發展現況 

MD168 

3 
張家萱/周學雯/林麗娟/周柔彣  
社區高齡者健身追蹤手環長期使用情行追蹤 

4 
李俞麟/許富淑/黃美雪  
女性觀賞運動賽事參與動機量表建構 

5 

6 

潘叡昱/陳永洲
運動場館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測量工具初探

7 陳永洲/周學雯 
運動健身服務業拓展高齡顧客策略研究

8 
姜凱心
金甌女中羽球代表隊經營策略之研究 

論文口頭發表II 

時間:12月8日(六)10:00~12:00 

地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樓 

90

楊忠城/詹俊成/蔡宏典
政府政策對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之成本結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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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序號 論文名稱 

MD169 

1 
彭昭閔/張嘉澤 
短時間與持續腳踏車無氧負荷對血液乳酸堆積之影響

2 
陳彥宇/張嘉澤  
Pre-Cooling 對持續速度變換負荷血糖濃度與心跳率調節之影響 

3 
田劉從國/陳冠旭/邱奕文  
應用模糊統計在運動議題之研究究-以射箭為例 

4 
施惠瑩/張嘉澤
不同划船測功儀急性負荷對肌肉無氧代謝之影響 

5 
吳姵琳/林霈群/謝佳曄/洪暐/唐誌陽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甲一級女子籃球隊賽季前中後跳耀能力之探討

6 
何丞鼎/張建淳/江杰穎
探討大專男子籃球運動員落下跳離心衝擊力量與改變方向能力之相關 

7 
李閎勳/張嘉澤
急性單次高強度間歇負荷對心跳率與肌肉無氧代謝之影響 

8 
魏孟婷/蔡忠翰/林晉利  
高齡者肌肉適能與活動度對預防跌倒之影響 

1 
陳卓賢/張嘉澤 
運動前與間歇期應用低溫 (Cryo)對無氧耐力負荷恢復期之影響 

2 
賴怡靜/王聖雄/林鎮坤
智能障礙者自行車騎乘之行動研究

MD170 

3 
王文帥  
討論肌內效貼對網球選手上肢力量和疲勞程度表現的研究

4 

5 

6 

7 

魏敬倫/陳冠旭/田劉從國

探討運動員的3X2成就目標與心理技能-以射箭選手為例

陳正揚

國小體育教學中自我調整學習之應用

張瓈文/李建興

彩虹團體愛情觀與女排選手球場表現探究 

林士懿/蔡秀華 

以無障礙觀點探討肢體障礙者參與馬拉松賽會之規劃

論文口頭發表II 

時間:12月8日(六)10:00~12:00 

地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樓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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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報發表  
Rules of Poste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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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報發表  
Rules of Poster Presentation 

三 海報發表  

(一) 各場  

(1) 文海報發 I 場 12  7 日(五)  12:00  

(2) 文海報發 II 場 12  8 日(六)  8:30  

(二) 海報 發表 10 地 會場

備 海報 文 發表 使用  

(三) 發表人 海報發表 地 位 及

題 場 發 及 文 獎  

(四) 各海報發表場  

文海報發 I 場 發表 12 7日(五) 03 00-04:00 位

文海報發 II 場 發表 12 8日(六) 10 00-11:00 位 

(五) 發表 文 發表 發表 場 發表

 

( ) 文獎  

(1) 各  

(2)獎 文 大會 獎  

一、 論文發表議程、編號預定於 11 月 30 日公告通知。 

二、 每篇至少請一位作者完成報名及註冊繳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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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報發表場地圖 

海報發表場地 國璽樓一樓大廳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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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報發表I 

:12 7日(五)15:00~16: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林秋坪/林鎮坤
視覺障礙者騎乘協力車之行動研究
謝子云
行動學習融入學校體育課程優勢與挑戰
陳昱豪/許育豪/ 翁明嘉
等長大腿中段拉信效度之探討
陳朝福/彭賢德
鐵餅投擲技術：支撐投擲與跳躍投擲
何春生 /辜瀞儀/林恆立/楊博智/王令儀
客製化仿生足墊對不同類型之低足弓者著地撞擊力之影響：前導實驗
鄭伊新/李建興
近年籃球規則修訂對2017世大運籃球選手之影響
黃鼎中/陳渝苓
休閒教育對於兒童課後照顧之重要性
沈依慈/陳渝苓
1937年—2016年迪士尼公主電影的角色與運動圖像分析
徐瑀蓮
鏈球技術訓練採用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行性評估
王世偉/王建畯
我國聽障田徑歷史及訓練動機來源之初探
胡嘉文/陸志成/朱昌勇/莊昇儒
跆拳道間歇踢靶模式與實際比賽強度之探討
吳燕妮/邱炳坤
跆拳道對打金牌選手與中華台北選手技術分析-以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為例
呂政龍
大專校院甲組跆拳道品勢代表隊適應新教練之研究
黃品博/李佳融
2018台灣跆拳道職業賽規則之探討
李佳融/游佳蓉
2018年台灣首屆猛龍過江跆拳道對打職業賽發展之探討
古育銘/李佳融
臺灣首屆跆拳道對打職業賽參賽選手滿意度之探討
陳湘婷/張嘉澤
無氧耐力對公認品勢最大乳酸堆積與曲線之影響-個案探討
陳韻如/陳筱玫/宋玉麒/廖翊宏/錢桂玉
跆拳選手比賽飲食、疲勞程度與體重變化之分析
余致萱/盧俊宏/余清芳/羅雅文/閻育賢
焦慮對競賽表現影響之回顧文章
陳筱玫/宋玉麒/廖翊宏/錢桂玉
賽前減重對於睡眠品質、焦慮、心率變異度之影響

19

20
45



文海報發表I 

:12 7日(五)15:00~16: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許思瑗/蘇冠鵬/洪暐/余家賢/賴長琦
聆聽不同類型音樂對腦電波及心跳變異率之影響
魏琮霖/劉有德
壘球比賽投球進壘角度、好壞球與打擊結果之關聯性分析
謝佳杴/王建畯
探討我國原住民在不同運動項目的參與動機之現況-以花東地區為例
詹世歆/呂芳陽/田劉從國
探討我國高中射擊選手的焦慮與心率變異之關係
詹世歆/呂芳陽/田劉從國
探討我國射擊選手第一穩定期及堅持穩定之差異
陳信夫/陳冠旭/田劉從國
探討射箭選手的狀態性焦慮對比賽成績表現之相關
廖育瑩/陳律盛/王建畯
體育科系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之關係結合的型態與其效果
林言修/楊志顯
嬰幼兒游泳教學風險管理探討
潘宇平/林季嬋/陳宜蓁
2018亞洲運動會射箭項目之運動心理技能訓練
邱秀霞/邱奕文/田劉從國
探討運動員的性別類型對3x2成就目標之關係
郭士修/黃鈺淳
高中甲及乙組籃球選手壓力來源探討
蔡鴻祺/吳一德/胡巧欣
國小教師休閒活動參與和工作壓力對睡眠品質之影響
劉雅文 /杜光玉/陳清祥
太極拳課融入正念練習對大專校院學生之影響
施盈甄/卓俊伶
國中女生自行設計每週在校運動150分鐘紀計畫的成效評估
鐘怡璇
甲組女子足球選手不同就學階段之運動動機探析
楊妤涵/陳麗華
身體活動及體適能與青少年考試焦慮之關係
郭晉丞/王順正/何承訓
咖啡因口香糖對於運動表現之探討
吳珮綾 /徐藝洳/鄭婷予/黃啟彰
競技標槍選手運動營養支持系統：個案分享
梁嘉華/張嘉澤
Pre-Cooling與Inter-Cooling對HIIT對運動負荷血乳酸與心跳率之影響
林逸哲/張嘉澤
Pre-Cooling 對腳踏車測功儀HIIT負荷血液乳酸堆積濃度之影響

39

40

29

28 

27

26

25 

24 

23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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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報發表I 

:12 7日(五)15:00~16: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方奕晴/張嘉澤
運動前應用低溫(Cryo)對中年男性從事持續性不同負荷心跳率之影響-個案探討

廖珮吟
維生素D補充劑與 一般中老年人肌肉影響之研究概況
郭禮德/黃啟彰
克菲爾乳酸菌群對於抗疲勞與提升運動表現影響之探討
周校永/何健章/曾慶裕
增補輔酶Q10對最大攝氧量影響之探討
呂依靜/陳威廷 /邵譯得
白藜蘆醇補充對運動引起氧化壓力與發炎之影響
余家賢/王奕淇/曾暐晉/羅仁駿/曾國維
冷熱水交替浸泡對離心運動引起肌肉酸痛恢復之影響
林明靜/張嘉澤
不同急性划船測功儀負荷對輸出功率與體循環壓力之影響
郭晉丞/李元宏/王順正/何承訓
攝取咖啡因口香糖對於優秀青少年網球選手運動表現之影響
夏唯哲/廖家葆/蔡喬安
白藜蘆醇補充對運動誘發疲勞程度之影響
宋宇蓉/李玟寬
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關係之初探－以東山高中女子排球隊為例
蔡宗翰/黃文經/李孟謙/黃啟彰
益生菌與運動表現之相關研究概況
楊海翎/王國慧/徐藝洳/黃啟彰 
競技跨欄選手運動營養支持系統：個案分享
楊力璇/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乳清蛋白補充合併重量訓練對於運動表現之研究概況
張庭瑄/桑茂森/黃啟彰/徐藝洳
籃球選手運動營養支持系統：個案分析
李孟謙/黃文經/徐藝洳/洪紹文/黃啟彰
運動與益生菌增補對於肥胖改善之最新研究概況
閻育賢/盧俊宏/余致萱/羅雅文
水中訓練對於下肢肌力表現及影響之回顧文章
蕭憶玲
跨國女子排球舉球員技術發揮之研究-以楊怡真選手為例
王豊鈞/呂芳陽/田劉從國
探討羽球選手培訓規劃與策略的實踐
朱芳儀/李建興
加拿大與臺灣足球運動體制比較之研究 －跨國經驗頂尖女性學生運動員觀點

楊濟懋
輔仁大學體育課程發展進階潛水之探討

林明靜/張嘉澤
郭晉丞/李元宏/王順正/何承訓
夏唯哲/廖家葆/蔡喬安
宋宇蓉/李玟寬
蔡宗翰/黃文經/李孟謙/黃啟彰
楊海翎/王國慧/徐藝洳/黃啟彰 
楊力璇/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張庭瑄/桑茂森/黃啟彰/徐藝洳
李孟謙/黃文經/徐藝洳/洪紹文/黃啟彰
閻育賢/盧俊宏/余致萱/羅雅文
蕭憶玲
王豊鈞/呂芳陽/田劉從國
朱芳儀/李建興
楊濟懋

59

60

49

48 

47

46

45 

44 

43 

41 

42

47



文海報發表I 

:12 7日(五)15:00~16: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70 

71 

72 

73 

74 

75

林明靜/張嘉澤
郭晉丞/李元宏/王順正/何承訓
夏唯哲/廖家葆/蔡喬安
宋宇蓉/李玟寬
蔡宗翰/黃文經/李孟謙/黃啟彰
楊海翎/王國慧/徐藝洳/黃啟彰 
楊力璇/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張庭瑄/桑茂森/黃啟彰/徐藝洳
李孟謙/黃文經/徐藝洳/洪紹文/黃啟彰
閻育賢/盧俊宏/余致萱/羅雅文
蕭憶玲
王豊鈞/呂芳陽/田劉從國
朱芳儀/李建興
楊濟懋

69

68 

67

66

65 

64 

63 

61 

62

楊濟懋

潛水證照等級認證之潛水員進階因素

陳志博/王建俊

對北京高水平400米運動員專項體能訓練方法的分析

付鑫岩/蔡明志

中國大陸單板滑雪U型場地選手訓練落地穩定性現狀探討

付鑫岩/蔡明志

中國大陸農村學校體育的問題及對策

王業/楊志顯

電子競技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課題及其對策

王業/楊志顯

中國大陸少兒體能培訓市場問題及對策

陳齊毅/尚憶薇

接觸理論與態度理論應用於智能障礙學生融合式體育教學

潘宇平/林季嬋/陳宜蓁

傳統弓專項核心肌群訓練

蕭玉旻

瞬間重心及步法對羽球擊球的影響

張峻豪/劉有德

排球二波結構性攻擊效益分析

鄭瑋婷/林晉榮

Dartfish動作分析系統對捷泳技術分析之探討

蘇士軒

國內頂尖籃球代表隊移地訓練之探討-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男甲籃球隊為例羅

堉誠

2018年我國跆拳道職業賽個人男子組得分技法分析

魏均珩/彭士誠/李建興

2017年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中華臺北射箭男子團體賽摘銀之參賽策略探析蔡

錦雀/陳宏嘉

以最大等長收縮運動熱身對於高強度肌肉適能增益之探討

蕭玉旻

擊球動作肢段的旋轉及動力鏈原則對於羽球球速的影響
76

48



文海報發表II 

:12 8日(六)10:00~11: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曾浩哲/張建淳/江杰穎
上肢增強式運動能否誘發上肢活化後增益作用
蔡錦雀/陳宏嘉
活化後增益作用對投擲表現之影響
葉世雄/林晉利
消防人員體能與工作需求之分析及初探
楊之華/王宏宗/曾國維/賴長琦/余家賢
不同視野與空間模擬環境對一號木桿開球之運動學影響
楊之華/王宏宗/余家賢/賴長琦/羅仁駿
不同台灣優秀青少年高爾夫選手身體素質之分析
施景皓
國小女性田徑隊選手立定跳遠測量-給予明確視覺目標與測量成績之影響
施景皓
國小學童坐姿體前彎測量-滾筒放鬆及靜態伸展對坐姿體前彎測量之影響
張淨惠/李建興
日本羽球女雙選手多拍得分戰術分析
李書維
最大連續垂直跳對下肢勁度的影響
林文軒/陳哲修
比較不同量級角力選手等速提舉肌力測試之差異
吳姵琳/林霈群/謝佳曄/洪暐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治療研習社對教學課程滿意度之研究
趙師頤/劉義善/李名宥
五人制足球活動推展之困境
蔡文柏/傅麗蘭/王佩凡
TRX全身阻力訓練對提升陸軍官兵體能戰技可行性之初探
程思憑 /傅麗蘭/王佩凡
不同類型增強式訓練對於消防員下肢力量提升之效益
盧彥廷/莊琇如
我國競技體操國家培訓隊選手運動傷害之調查研究
劉芷瑄/陳麗華
社區中高齡者走路速度與膝伸肌肌肉品質之相關
黃世傑/蔡錦雀
比較不同週期化肌力訓練模組對肌肉量和肌肉表現之影響
陳清祥/劉雅文/杜光玉
當體育與特教攜手，一段教學的愛戀與感動
林明賢
超級籃球聯賽裁判與球隊表現之分析
賴美芬
戶外教育課程高職學生生活效能及學習成就之影響

19

20
49



文海報發表II 

:12 8日(六)10:00~11: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鄔思恩/張嘉澤
單次不同腳踏車測功儀負荷對心跳率之影響
林勇志
使用Facebook與YouTube平台進行體育教學之文獻回顧
蔣韻婷/林晉利 
戰繩運動對肌力及心肺耐力之影響初探
林勇志
使用雲端影音平台YouTube介入國中體育課程對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影響之文獻回顧

王元佑
臺灣桌球俱樂部發展現況及相關研究之探討
林勇志
探討跆拳道選手接受震動刺激訓練對於踢擊表現及下肢爆發力之文獻回顧

林勇志
數位教材輔助體育教學之文獻回顧
吳淑君/林貴福
運動教育模式融入體育課程之探究
林郁茹/陳永洲
運動涉入之初探
羅涵靖/李建興
我國女足隊2018年亞運參賽策略之研究
戴上容/李加耀
臺灣運動新媒體資訊內容之解析
林明賢
超級籃球聯賽SBL現況發展之探討摘要
洪致瑩/張少熙
高齡者運動課程設計原則之探討
譚立威/朱朗凌
甲組網球選手雙打運動經驗外溢效應之現象學分析
劉克強/林靜萍
臺灣原住民自我概念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羅雅文/盧俊宏/閻育賢/余致萱
運動管理對於運動產品行銷的效益研究
王傑賢/方佩欣/胡吟姍
以經濟學視角討論臺灣體適能證照之展望
陳柏愷/蕭嘉惠/牟鍾福
以公共工程採購歷程探討運動設施營建管理之問題與展望
陳威
運動與品德之探討
康淑婷
2018世界跆拳道大獎賽系列3女子跆拳道比賽下壓技術分析-以67公斤以上級金牌選手四強賽為例

39

40

29

28 

27

26

25 

24 

23 

21 

22

50



文海報發表II 

:12 8日(六)10:00~11: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吳承達
2018 年雅加達巨港女子跆拳道比賽-53公斤級金牌選手為例正拳技術分析

吳承達
201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比賽-80公斤級金牌選手為例下壓技術分析

蔡欣宜
106、107年跆拳道競賽規則修訂對選手比賽技術探討
廖思涵/尚憶薇
宜蘭縣內中等教育特教教師的工作壓力及其因應策略
陳律盛/廖育瑩/王建畯
大學品牌形象對學生知覺品質影響之研究
方佩欣/王傑賢/胡吟姍
品牌愛在運動消費中的角色
陳佳吟/林晉榮/李皓恩
大型運動賽會之實務運作分析初探-以108年全大運為例
姚盈伊/林晉榮
群眾募資應用於綜合大型賽會之研究 -以108年全大運為例
林佳慧/陳永洲
運動產業召募校園大使的行銷策略探討
沈韋呈/林晉榮
資料視覺化模型建構在獲獎率及原住民族群關聯之研究-以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為例

蔡富任
臺灣新住民女性休閒運動參與及休閒運動阻礙因素之初探
胡吟姍
中華職棒之消費者歧視研究
Chi-Fang Lin1/Yu-Jung Tsai1/Chung-Ju Huang/Tsung-Min Hung
Resting Theta/beta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or Competence and 

Inhibition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林家弘/許宏志/柯彥良/張文明
舟骨增生性骨刺斷裂引發足痛之影像學特徵：個案報告
黃柏瑋/尙憶薇
戶外休閒活動提升青少年之休閒效益
黃俊揚/尙憶薇
目標取向對於中等學校運動選手之影響
張羽萱
分析比較保齡球運動新舊計分賽制之差異
連楚瑩/張家偉/尚憶薇
花蓮地區青少年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健康信念之相關研究
王巧雲/席誌成/尚憶薇
花蓮地區青少年運動價值觀與運動自我效能之研究
廖俊霖/古志銘/尚憶薇
以方法目的鏈模式探討衝浪運動者之體驗與價值

林明靜/張嘉澤
郭晉丞/李元宏/王順正/何承訓
夏唯哲/廖家葆/蔡喬安
宋宇蓉/李玟寬
蔡宗翰/黃文經/李孟謙/黃啟彰
楊海翎/王國慧/徐藝洳/黃啟彰 
楊力璇/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張庭瑄/桑茂森/黃啟彰/徐藝洳
李孟謙/黃文經/徐藝洳/洪紹文/黃啟彰
閻育賢/盧俊宏/余致萱/羅雅文
蕭憶玲
王豊鈞/呂芳陽/田劉從國
朱芳儀/李建興
楊濟懋

59

60

49

48 

47

46

45 

44 

43 

41 

42

51



文海報發表II 

:12 8日(六)10:00~11:00 

地 :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璽  

 文名  

70 

71 

陳炳鈞/陳冠旭/田劉從國
探討大專院校羽球運動的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關係
王昭男
教練轉型領導與團隊動機氣候之關係
林錦利/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運動在防治非酒精性脂肪肝形成之研究概況
李承翰/李孟謙/黃啟彰/黃文經
運動介入對於改善高血壓之研究概況
鄭筠潔 /王佩凡/傅麗蘭
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介入對肥胖及過重族群生活行為及身體組成之影響周
文生/楊永/錢桂玉 
水中運動對停經後婦女心血管健康影響的Meta分析
魏孟婷/林晉利
不同運動策略對頭部前傾角度、疼痛改善之效益
徐曉萍/陳麗華
社區中高齡者肌少症篩檢因素之方法與項目探討
盧冠妤/許宏志/賴逸軒/羅嘉元
年輕運動員慢性下背痛探析: 腰椎薦椎化之分類，影像學特徵與臨床症狀
許宏志
運動傷害的中高濃度右旋葡萄糖增生修復療法
陳怡伸/王琤
社區高齡者健康促進方案與活力老化服務模式建構
林文軒/陳哲修
不同量級角力選手專項體能測驗指標之差異
康淑婷
2017 年台北世大運女子跆拳道比賽正拳技術分析—以 49公斤級金牌選手為例

林明靜/張嘉澤
郭晉丞/李元宏/王順正/何承訓
夏唯哲/廖家葆/蔡喬安
宋宇蓉/李玟寬
蔡宗翰/黃文經/李孟謙/黃啟彰
楊海翎/王國慧/徐藝洳/黃啟彰 
楊力璇/黃文經/洪紹文/黃啟彰
張庭瑄/桑茂森/黃啟彰/徐藝洳
李孟謙/黃文經/徐藝洳/洪紹文/黃啟彰
閻育賢/盧俊宏/余致萱/羅雅文
蕭憶玲
王豊鈞/呂芳陽/田劉從國
朱芳儀/李建興
楊濟懋

69

68 

67

66

65 

64 

63 

61 

62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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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地圖與臨時停車場  
Maps and Temporary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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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地圖與臨時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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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PE & Sport Academic Societ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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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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