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會議程、會議連結暨發表者名單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8:50-9:00 

開幕典禮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mxw-ftgh-ymp 

王如哲 校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巫錦霖 理事長  

臺灣身體活動與運動科學學會 

程一雄 博士 

9:00-10:00 

身體活動與健康科學：流行   

病學的觀點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pcs-cauw-eym 

古博文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蔡佳良 博士 

10:00-11:00 

疫情下臺灣留美網球選手的跨

文化適應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crs-vkxb-nkd 

李加耀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李炳昭 博士 

11:00-12:00 

海報發表 I  

(38 位發表者如海報發表名單)  

I-1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tpx-ptxz-tbn  

 I-2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xx-fzbg-qzo  

I-3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hyr-gfot-tkn 

 I-4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tu-cxes-hgh  

 I-5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tqg-kjhc-cpp  

   I-6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xi-gmzo-xqw  

   I-7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gpb-ucxe-myw 

 

 

1.李國維 博士 

2.林建宇 博士 

3.楊佳政 博士 

4.李曜全 博士 

5.林靜兒 博士 

6.許太彥 博士 

7.黃淑貞 博士 

12:00-13:00 

午餐 

臺灣身體活動與運動科學學會

會員大會成立 10 週年特別演講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xq-ohtb-pzn 

吳昇光 教授  

巫錦霖 教授  

張振崗 教授 

巫錦霖 博士 

https://meet.google.com/tpx-ptxz-tbn
https://meet.google.com/bxx-fzbg-qzo
https://meet.google.com/hyr-gfot-tkn
https://meet.google.com/btu-cxes-hgh
https://meet.google.com/tqg-kjhc-cpp
https://meet.google.com/oxi-gmzo-xqw
https://meet.google.com/gpb-ucxe-myw


13:00-14:00 

海報發表 II  

(38 位發表者如海報發表名單)  

     II-1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ivz-axbz-tjy  

II-2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gbq-avtg-mrr  

II-3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vos-rodi-bbq  

II-4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qpx-bgdz-vxh  

II-5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mf-kfxx-cks  

II-6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ubb-bhcb-hci  

 II-7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gyu-bmwa-gxa 

 

 

1.張碧峰 博士 

2.林彥廷 博士 

3.邱志暉 博士 

4.許銘華 博士 

5.聶喬齡 博士 

6.張立羣 博士 

7.王信民 博士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and-rwju-tmh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1-1 楊皓文 
國民小學體育教師對於健康與體育教科書使用情

形 

I-1-2 謝采育 在職教師對實施雙語體育課程之認知情形 

I-1-3 陳紓翰 
飛鏢運動與國小數學運算之跨領域課程設計行動

研究 

I-1-4 張鐘鳴 雙語幼兒體能課程之行動研究 

I-1-5 洪琇玟 
高中運動員主動性人格、教練控制行為對運動倦 

怠之預測 
 

I-1 

楊啟文 博士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jrr-dmkh-nzb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 -2-1 鄭宇婷 《Canadian Sport for Life》計畫之探析 

I -2-2 劉基松 探索超級馬拉松跑者經驗 

I -2-3 鐘順禹 國中女生的健康體能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I -2-4 李金和 賽德克族狩獵文化之研究 

I -2-5 王茹慧  疫情下的英國女性運動政策 
 

I-2 

陳耀宏 博士 
 

https://meet.google.com/ivz-axbz-tjy
https://meet.google.com/gbq-avtg-mrr
https://meet.google.com/vos-rodi-bbq
https://meet.google.com/qpx-bgdz-vxh
https://meet.google.com/bmf-kfxx-cks
https://meet.google.com/ubb-bhcb-hci
https://meet.google.com/gyu-bmwa-gxa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hkt-chro-xit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3-1 陳姿穎 七天槲皮素補充對大學生之中高強度運動之影響 

I-3-2 林詩涵 
初探白藜蘆醇對運動恢復期骨骼肌粒線體融合裂 

解分子機制的影響 

I-3-3 許原慈 
營養補充與肌力訓練對高齡者認知功能關聯之分

析 

I-3-4 陳律仰 運動按摩對運動表現之影響:文獻回顧 

I-3-5 楊坤瑜 
運動與蛋白質增補對肌肉力量及身體組成表現之

探討 
 

 
 

I-3 

陳宗與 博士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cad-uqqt-yuy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4-1 劉威廷 
2020 東京奧運跆拳道男子 68 公斤級選手比賽技

術分析 

I-4-2 顏沛慈 從敗場觀點探討桌球選手在比賽中的技戰術表現 

I-4-3 廖尹雯 
不同年齡桌球選手的手眼協調與體適能能力：以

桌球專項測驗及下肢敏捷進行檢測 

I-4-4 黃怡婷 目標大小對男子網球選手正拍攻擊球表現之影響 

I-4-5 陳紓翰 出鏢角度及速度對飛鏢準確性影響之探討 
 

I-4 

吳鴻文 博士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ttr-vbub-qhu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5-1 洪湟富 瑪卡對大學籃球運動員在間歇跑的影響探討 

I-5-2 孫繼光 
教室使用站立式桌椅對國小高年級學童身體活

動、靜態行為與 BMI 之影響：10 周準實驗研究 

I-5-3 謝武進 籃球與游泳對自閉症兒童焦慮減低效果之研究 

I-5-4 林玉婕 優秀女子 400 公尺跨欄全程跑速度變化特徵 

I-5-5 林吉福 足球比賽中鏟球成功與失敗之探討 
 

I-5 

廖翊宏 博士 
 



14:00-15:00 

口頭發表 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zi-kjgu-dsr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6-1 涂擇信 
補充四週大蒜萃取物對 40 公里自由車運動表

現、能量代謝及發炎因子之影響 

I-6-2 劉正甯 
短期補充白藜蘆醇對大專生進行高強度運動在抗

氧化、抗發炎與抗疲勞之影響 

I-6-3 陳芊崴 學齡前發展協調障礙兒童之精神問題 

I-6-4 陳昱儒 
頭頸部降溫對女子壘球選手熱感覺及自覺疲勞的 

影響-探索性研究 

I-6-5 吳宸霆  麩胺酸鈉對蹲舉運動表現的影響 
 

I-6 

蔡佳良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pvm-eqjs-iwr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1-1 林譽達 
探究父母、教練與運動員的社會網絡關係--以奧

運女子拳擊運動選手為例 

II-1-2 郭珮淳 
融合教育下體育教師面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信

念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II-1-3 林憶萍 不同國家之體育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觀點 

II-1-4 張雅瑜 水上芭蕾運動員的社會網絡研究 

II-1-5 林燕苓  家庭支持兒童參與水上芭蕾運動之研究 
 

 

II-1 

陳渝苓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co-ivdo-vkd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2-1 許錦泉 足球教練的專業及特質如何影響團隊之發展 

II-2-2 韓至恩 職籃青年隊培育球員策略-以夢想家青年隊為例 

II-2-3 陳乃瑄 
公立高中學生運動參與動機及休閒效益之研究-

以臺中市立文華高中為例 

II-2-4 陳昱蓁 
COVID-19 期間身體活動與憂鬱症狀之系統性文

獻回顧 

II-2-5 李念潔 
成人身體活動與 COVID-19 死亡風險關係之系統

性文獻回顧 
 

II-2 

蔣任翔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iee-uyfy-jyp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3-1 周偉良 游泳蝶式運動員手腿協調能力之研究 

II-3-2 廖于葶 
人體運動後肌肉肝醣回補之探討：辣椒素 (CSN) 

及羥基檸檬酸鹽 (HCA) 的表現 

II-3-3 余昇諺 
咀嚼咖啡因口香糖後進行慣性式阻力訓練機探討

力量和爆發力的表現 

II-3-4 吳品諭 皮拉提斯運動對高齡者跌倒風險之探討 

II-3-5 高仕彥 
補充 beta-羥基-beta-甲基丁酸對大學拳擊選手減

重及恢復期身體組成及運動表現的影響 
 

II-3 

曾慶裕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koz-bjao-pvd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4-1 粘瑞狄 南獅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編排對套路分數之影響 

II-4-2 林宥芊 身體活動及坐式行為與老人死亡風險之相關研究 

II-4-3 蔡佳耘 
父母心理壓力對於親子身體活動量關聯性之調節

效應 

II-4-4 廖韋筑 正念對菁英選手心理狀態影響之文獻回顧 

II-4-5 陳諺霆 2014、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中紅牌犯規之比較 

 

II-4 

林耀豐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ypx-tkgy-hus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5-1 黃莉雅 
競技桌球選手的高低肩與身體肢段長度參數之分

析 

II-5-2 林源傑 2021 年全國運動會角力比賽得分技術之分析 

II-5-3 賴子維 
利用衝刺或飛輪車進行高強度間歇訓練對身體組

成之相關研究 

II-5-4 何竺穎 
應用站立式八極板於台灣女性中老年人的體組成 

測量驗證－前期研究 

II-5-5 許銘華 頂尖男子桌球選手接發球之關鍵技術案例研究 

 

 

II-5 

陳重佑 博士 

15:00-16:00 

口頭發表 II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pfo-csvz-kco 

序號 發表者 論文名稱 

II-6-1 李莘瑀 
運動後口服大蒜萃取物對人體骨骼肌肉粒線體

生合成之影響 

II-6-2 趙子莉 彈翻床課程對國小學童下肢運動能力之影響 

II-6-3 呂維典 排球運動員特定運動能力比較 

II-6-4 徐沐懷 
國小不同層級羽球選手的耐力、核心力量與柔 

軟度身體素質分析 

II-6-5 周偉良 不同層級蝶式游泳運動員手腿協調能力差異 
 

II-6 

吳昇光 博士 
 

臺灣身體活動與運動科學學會暨2022大墩體育運動聯合學術研討會 感謝參與 

 

 

海報發表場次名單 

場次 序號 發表者 論文題目 

I 1-1 畢瑋庭 桌球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探究 

I 1-2 林怡潓 業餘高爾夫球選手人才培育之初探 

I 1-3 潘奕儒 全國擊劍選手人口培育現況之探討 

I 1-4 陳涵伊 興辦運動競賽之非官方組織發展分析初探：以六都為例 

I 1-5 彭雅筠 新北市國小羽球代表隊教練合作關係初探 

I 1-6 李東壕 成人身體活動與 COVID-19 感染風險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場次 序號 發表者 論文題目 

I 1-7 吳琛鈞 健康產業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以台灣大專高爾夫教練為對象 

I 2-1 江怡雯 融合教育對身心障礙學生參與體育課影響之研究 

I  2-2 李依儒 競技運動員的情感經驗文獻探析 

I 2-3 林詩穎 品格教育在國小運動團隊實施之行動研究 

I 2-4 高楚育 運動教育模式運用於自閉症學體育課程之行動研究 

I 2-5 許俊良 師鐸獎之體育教師教學生涯文獻回顧 

I 2-6 鄧閔仁 國際跨性別運動員規章之系統性回顧 

I 3-1 黃子榮 不同攻防位置對足球運動員身體組成之分析 

I 3-2 楊昕 高中女性柔道選手身體能力與柔道專項測試之相關分析 

I 3-3 李佳陞 以 3S 理論分析男子雙打選手李佳陞/廖振珽在不同時期之技戰術變化 

I 3-4 黃郁辰 2019 年世界盃軟式網球錦標賽男子組團體冠亞軍得分之探討 

I 3-5 王安瑜 棒球投球動作與混和軟性電子 EMG 複合式姿態量測 

I 4-1 方致遠 瑪卡對大學籃球運動員在高強度反覆衝刺前後垂直跳的影響 

I 4-2 林昀正 營養諮詢中開立運動處方對糖化血色素的影響 

I 4-3 陳建瑜 優秀國中甲組女排選手賽季前後專項體能分析 

I 4-4 翁丞佑 攝取富含硝酸鹽之甜菜根汁對老年人血壓之急性影響 

I 4-5 鄭尚宜 以 3S 理論分析女子桌球選手鄭怡靜在 2020 及 2021 之單打技戰術變化 

I 5-1 黃偉銓 卡巴迪參與者基本心理需求與心理幸福感之關係 

I 5-2 吳蕙華 以情緒性史楚普作業探討運動介入對情緒調節之關係 

I 5-3 呂松穎 不止健身更要健心：八週正念介入訓練對大專女子排球運動員的影響 

I 5-4 杜品萱 不同時間的單次有氧運動與情緒調控之關係 

I 5-5 蔡宜宸 深蹲訓練時下肢傷害成因與種類之探討 

I  6-1 洪雅娟 增強式訓練對大專公開組羽球選手運動能力表現之影響 

I 6-2 賴品樺 全中運高中女子組拳擊比賽攻擊技術量化分析 

I 6-3 許佳惠 跳遠助跑階段與起跳階段的衝量產生 

I 6-4 楊昕 高中男性柔道選手下肢動力與專項 SJFT 之關係 

I 6-5 蔡嘉祐 懸吊式訓練對羽球單打選手爆發力之影響 

I 7-1 劉威廷 跆拳道後踢和後勾踢動作之定性分析 

I 7-2 何惠鈺 視覺反應訓練系統應用於運動訓練現況之探討 

I 7-3 孫繼光 教室站立式桌椅對兒童與青少年身體活動與靜態行為效果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I 7-4 蔡庭娟 簡易太極拳訓練對高中生靜態平衡表現之影響 

I 7-5 廖宜亮 青少年羽球單打選手排名與身體協調能力之相關研究 



場次 序號 發表者 論文題目 

II 1-1 吳昱樵 路跑參與者參賽動機、滿意度與再參與意願相關之研究 

II 1-2 李育嬋 幼兒足球推廣對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出汗性大肌肉活動之影響 

II 1-3 蘇虹螢 台中市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營運與設施之初探 

II 1-4 蕭彥柏 核心素養融入大隊接力課程的行動研究 

II 1-5 李偉豪 擊劍銳劍飛刺技術運用與分析 

II 1-6 石竹君 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實施大肌肉活動的教學困境之探究 

II 2-1 呂峻葳 複合式訓練介入對中高齡者身體組成與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II 2-2 李宛儒 制定量級選手運動脫水後之復水溶液 

II 2-3 林昀正 咖啡因口香糖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先導性研究 

II 2-4 邱韋翔 核心訓練對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II 2-5 林家瑄 日本桌球選手伊藤美誠三個時期單打技戰術變化分析 

II 3-1 張于豪 不同年齡國小男童衝刺與耐力差異之比較 

II 3-2 陳品潔 兩種不同運動遊戲類型對於年輕成年人生理與心理健康之介入效益 

II 3-3 劉後劭 瑪卡對大學籃球運動員在中距離投籃的影響探討 

II 3-4 林益安  調查國內市售中藥材與中藥濃縮製劑中含有運動禁藥去甲烏藥鹼之情形 

II 3-5 徐振洋 新冠肺炎三級警戒健身房停止營業 10 週對於參與私人教練課程者之身體組成分析 

II 4-1 王安瑜 個別化飲食衛教對大專校院代謝症候群學生介入效果之探討 

II 4-2 黃雲晁 法式滾球運動介入對國小學童運動表現之影響 

II 4-3 謝寬品 柔道青少年選手體適能常模研究分析 

II 4-4 吳宸霆 碳水化合物漱口對蹲舉運動表現的影響 

II 4-5 張學墉 青少年男子網球選手專項體能對運動表現的解釋能力 

II  5-1 周葦亭 運動訓練對智能障礙學生影響之探討 

II 5-2 洪振祐 籃球罰球意象腳本內容應用 PETTLEP 意象訓練原則的實務分析 

II 5-3 彭麗英 青少年靜態行為與寂寞感關係之文獻回顧 

II 5-4 彭麗英 客觀儀器測量青少年靜態行為與寂寞感關係之研究 

II 5-5 廖文楷 運動教練在訓練中情緒勞務策略使用之初探 

II 6-1 張彥翔 高爾夫球推桿技術之初探 

II 6-2 謝家輝 探討動態貼布對骨骼肌肉疾病的效果：文獻回顧 

II 6-3 吳承訓 台灣優秀青少年柔道選手 FMS 特徵分析 

II 6-4 何紹暉 2020 東京奧運拳擊比賽八強賽 69 公斤陳念琴選手之技術分析 

II 6-5 金競威 大專網球選手不同發球方式下肢動力分析 

II 6-6 呂玟 不同線徑組合對羽球線恢復係數之影響 



 

場次 序號 發表者 論文題目 

II 7-1 張暐綸 台灣優秀青少年舉重選手 FMS 特徵分析 

II 7-2 林根 鏈球技術動作易犯錯誤及糾正之探討 

II 7-3 陳姿羽 2020 東京奧運跆拳道女子 57 公斤級選手比賽技術分析 

II 7-4 廖宣豪 2017 倫敦世界田徑錦標賽男子 1500M 分段配速之分析 

II 7-5 賴怡璇 國內首席壘球投手柯夏愛配球模式之分析 

II 7-6 蕭伊芸 單側肌力訓練是否影響對側邊相關研究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