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活   動   時   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10-08：20 報　到 全體研究生 2樓中庭

08：20-08：30 開幕式 運管組研究生 21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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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10 吳蒼林 帆船遊艇休閒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

與休閒滿意度之研究
陳寶億 楊志顯 陳鴻雁

2 09：15-09：55 王敬閔
新北市國中小體育班學生學習滿意度

與學習成效之研究
陳寶億 楊志顯 陳鴻雁

3 10：00-10：40 張凱翔

田徑選手使用釘鞋滿意度及忠誠度之

研究以105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

錦標賽為例

陳寶億 楊志顯 陳鴻雁

休息10分鐘

4 10：50-11：30 黃金財 學校運動場館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

研究-以新北市網溪國小為例
陳成業 楊志顯 陳鴻雁

5 11：35-12：15 葉朝生
桃園市業餘慢速壘球參與者動機與休

閒阻礙之研究
陳成業 楊志顯 陳鴻雁

午餐時間 12：15-13：30

6 13：30-14：10 王麗華
臺北市青年公園休閒運動參與者參與

動機、行為涉入與休閒效益之研究
黃永寬 陳鴻雁 楊志顯

7 14：15-14：55 蕭慧娥
新北市公立幼兒園運動遊戲教學實施

現況與展望之研究
黃永寬 陳鴻雁 楊志顯

8 15：00-15：40 陳　功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體育教師教學效

能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黃永寬 陳鴻雁 楊志顯

休息10分鐘

9 15：50-16：30 郭桂雲
新北市國民小學運動代表隊管理教師

選派方式與考量及角色功能之研究
牟鍾福 陳鴻雁 楊志顯

10 16：35-17：15 許至偉
新北市國民中學運動代表隊選手自我

效能、人際關係與訓練滿意度之研究
牟鍾福 陳鴻雁 楊志顯

11 17：20-18：00 顏瑞榮
新北市國民小學學校體育行政工作推

動成效、困境與對策之研究
牟鍾福 陳鴻雁 楊志顯

賦　歸

發表日期：105年1月9日(六)   地點：積健樓2樓  發表教室：運管組211教室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活   動   時   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10-08：20 報到 全體研究生 2樓中庭

08：20-08：30 開幕式 體學組研究生 3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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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10 曾意筑 SH150運動方案介入對國中生健康體

適能之影響
葉公鼎 楊漢琛 林清山

2 09：15-09：55 何麗卿

ARCS動機模式融入體育教學對國小

學童學習動機與健康體適能之影響-以
新北市厚德國小為例

葉公鼎 楊漢琛 林清山

休息10分鐘

3 10：05-10：45 曾逸芝
新北市國中體育班學生就讀動機與學

習滿意度之研究
簡紹琦 葉志仙 林清山

4 10：50-11：30 楊惠君 國民中學學生體育課運動傷害之調查

研究-以新竹市市立學校為例
簡紹琦 葉志仙 林清山

5 11：35-12：15 李如平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排球聯賽公開一

級男女四強攻守績效研究
林柏化 曾慶裕 陳太正

午餐時間 12：15-13：30

6 13：30-14：10 江美珠
2014仁川亞運女子壘球賽-前四名投

打表現與勝率相關之研究
曾瑞成 曾慶裕 陳太正

7 14：15-14：55 張世昇
新北市公立高中體育班田徑選手參與

學習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
林淑惠 曾慶裕 陳太正

8 15：00-15：40 林恩宇
從迷文化角度探討顧客品牌關係 -以
CPBL為主

林信成 曾慶裕 陳太正

休息10分鐘

9 15：50-16：30
朱華真

(運管組)
高中籃球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

之研究-以104甲組籃球隊前八強為例
王金城 劉俊業 陳太正

10 16：35-17：15 吳岱祐
國小學童生活型態與體適能之相關-以
新北市武林國小為例

陳世昌 何健章 曾慶裕

11 17：20-18：00 陳彥瑋
國小學生對實驗課程參與動機及學習

滿意度之研究-以新北市國小為例
陳世昌 何健章 曾慶裕

閉幕式 18：00

賦　歸

發表日期：105年1月9日(六)   地點：積健樓3樓  發表教室：體育學組302教室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研究生論文計畫聯合發表會

活   動   時   間 內              容 人      員 地      點

08：40-08：50 報　到 運管組研究生 3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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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祥
高中生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

之探討-以丹鳳高中為例
黃任閔 陳鴻雁 蔡明志

2 09：45-10：25 林淑惠 新北市新莊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

與滿意度之研究
黃任閔 楊志顯 陳鴻雁

3 10：30-11：10 簡銘滋
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空軍官兵運動行

為
黃任閔 楊志顯 陳鴻雁

閉幕式 11：10

賦　歸

發表日期：105年1月10日(日)   地點：積健樓3樓  發表教室：運管組302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