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 望  新 疆

神州行畅听卡    拨打、接听、市话、长途省钱四合一

神州行畅听卡月租、接听都免费，市话便宜。现在更有12593长途省钱新打法，市话+长途一费制，

没月功能使用费，本地直接拨打国内长途，闲时（23点至次日9点）仅需0.19元/分钟，其他时段

0.39元/分钟。用神州行畅听卡，市话、长途畅快聊！

（神州行畅听卡月最低消费请咨询当地营业厅）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出版

慶祝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五十周年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前三章）聯合發表會

組別：運動管理學組

活動日期：101年1月7日（六）　　　　　　      活動地點：積健樓2樓
報    到：08：45　2樓中庭

開 幕 式：09：00　211教室

與會人員：指導教授、口試委員、研究生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09：15-09：55
賴慶霖

（體學組）

國內男子優秀標槍選手運動學分析-以
黃士峰為例

王建畯 陳鴻雁、呂景義

2 10：00-10：40
陳龍志

（體學組）

國高中田徑選手知覺教練的領導行為與

參與動機、成績表現之研究-以新竹市

為例

陳鴻雁 楊志顯、陳寶億

中場休息5分鐘

3 10：45-11：25 蕭小玲
女子足球教練家長式領導與組織氣氛、

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陳鴻雁 楊志顯、陳寶億

4 11：30-12：10 簡至毅
輔大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對系所

滿意度分析與就業發展現況影響之探討
陳鴻雁 楊志顯、陳寶億

午餐時間（12：10～13：30）

5 13：30-14：10 吳苑菁

馬拉松選手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參

與效益關係之研究-以2012新北市萬金

石國際馬拉松為例

陳鴻雁 楊志顯、林國棟

6 14：15-14：55 陳紫埼
教育訓練、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間關係

之研究-以北區高爾夫球場桿弟為例
陳鴻雁 楊志顯、林國棟

中場休息5分鐘

7 15：00-15：40 蔡妙玫

運動代表隊選手社會支持、參與動機與

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以新北市國小田徑

選手為例

楊志顯 陳鴻雁、牟鍾福

8 15：45-16：25 蕭玠如

學校游泳池公辦自營運作模式、經營成

效與問題-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小之個

案研究

楊志顯 陳鴻雁、牟鍾福

中場休息5分鐘

9 16：30-17：10 陳欣汝
臺北市國民小學游泳教學行政配合與課

程實施方式之研究
楊志顯 陳鴻雁、牟鍾福

10 17：15-17：55 劉英如
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家庭工作壓

力、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相關之研究
楊志顯 陳鴻雁、牟鍾福



希 望  新 疆

神州行畅听卡    拨打、接听、市话、长途省钱四合一

神州行畅听卡月租、接听都免费，市话便宜。现在更有12593长途省钱新打法，市话+长途一费制，

没月功能使用费，本地直接拨打国内长途，闲时（23点至次日9点）仅需0.19元/分钟，其他时段

0.39元/分钟。用神州行畅听卡，市话、长途畅快聊！

（神州行畅听卡月最低消费请咨询当地营业厅）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出版

慶祝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五十周年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前三章）聯合發表會

組別：體育學組

活動日期：101年1月7日（六）　　     活動地點：積健樓3樓302教室樓

報    到：08：00　2樓中庭

開 幕 式：08：15　211教室

與會人員：指導教授、口試委員、研究生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08：30-09：10 李貴美
高中體育班學生學校適應與轉學因素之

研究－以新北市某公立高中為例
張宏亮 林清山、陳益祥

2 09：15-09：55
范雅玲

（運管組）
我國優秀女子拳擊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 張宏亮 林清山、陳益祥

中場休息5分鐘

3 10：00-10：40 張智翰
增強式跳躍訓練對高中田徑擲部選手的

速度與下肢爆發力之影響
曾慶裕 陳太正、陳九州

4 10：45-11：25 陳妍含
新北市專任運動教練工作壓力與

工作滿意度之分析研究
林清山 張宏亮、邱炳坤

5 11：30-12：10 郭珮琴
田徑選手參與動機與參與滿意度

之相關研究
林清山 張宏亮、邱炳坤

午餐時間（12：10～13：30）

6 13：30-14：10 蔡蟬羽
國小體操選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

之研究
張宏亮 曾慶裕、高三福

7 14：15-14：55 徐健偉
國小團體跳繩選手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

力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張宏亮 曾慶裕、高三福

8 15：00-15：40 陳佳宜
桃園縣國小田徑代表隊參與動機與阻礙

因素之研究
張宏亮 曾慶裕、高三福

中場休息5分鐘

9 15：45-16：25 陳旭君
國中學生課後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及阻礙

因素調查分析之研究-以宜蘭縣為例
張宏亮 陳儷勻、王宗騰

10 16：30-17：10 薛昱詮
大專排球聯賽選手知覺裁判效能與判決

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張宏亮 陳儷勻、王宗騰

11 17：15-17：55 林孟賢
大專排球選手目標取向與身心倦怠

之相關研究
張宏亮 陳儷勻、王宗騰



希 望  新 疆

神州行畅听卡    拨打、接听、市话、长途省钱四合一

神州行畅听卡月租、接听都免费，市话便宜。现在更有12593长途省钱新打法，市话+长途一费制，

没月功能使用费，本地直接拨打国内长途，闲时（23点至次日9点）仅需0.19元/分钟，其他时段

0.39元/分钟。用神州行畅听卡，市话、长途畅快聊！

（神州行畅听卡月最低消费请咨询当地营业厅）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出版

慶祝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五十周年

積健為雄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前三章）聯合發表會

組別：運動管理學組

活動日期：101年1月8日（日） 　　　　   報到：08：15　2樓中庭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08：30-09：10 盧建宇

高中生運動涉入程度、體適能與學業成

就之研究-以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為例

楊志顯 陳鴻雁、江澤群

2 09：15-09：55 黃炳富
國民小學運動場館開放現況、管理考量

與阻礙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楊志顯 陳鴻雁、江澤群

3 10：00-10：40 孫義凱

體適能納入升學計分認知對國中生體育

學習態度與運動參與行為影響之研究-
以新北市為例

楊志顯 陳鴻雁、江澤群

中場休息5分鐘

4 10：45-11：25 余欣佳
劍道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及

運動相關之研究
陳鴻雁 楊志顯、黃任閔

5 11：30-12：10 李福祥
自行車道參與行為之滿意度重遊意願之

研究-以新屋綠色走廊自行車道為例
陳鴻雁 楊志顯、黃任閔

6 12：15-12：55 潘佳秀
新北市高中職跆拳道選手知覺教練領導

行為與訓練滿意度之研究
蔡明志 陳鴻雁、黃任閔

13：00　賦歸

組別：體育學組
發表場次 發表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1 08：30-09：10
胡聖宗

（運管組）

中華職棒23年桃園國際棒球場現場觀眾

進場決策因素與再購意願關係之研究
曾慶裕 陳太正、陳政達

2 09：15-09：55 林嘉億
中等學校學生運動參與及學業成績相關

之研究-以桃園縣私利振聲中學為例
曾慶裕 陳太正、陳政達

中場休息5分鐘

3 10：00-10：40 李栱輔
競技啦啦隊拋投動作中後空翻上技巧

之運動學分析
陳太正 劉麗雲、謝銘燕

10：45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