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2016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 

日期：105年 12 月 17日-18日  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時間 105年 12 月 17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地點：體操館 1樓 

09:00-10:30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1) - Vicon 

地點：體操館 5樓 

10:35-11:20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2) - Kistler 

地點：體操館 5樓 

10:25-12:10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3) - Noraxon 

地點：體操館 5樓 

12:10-13:00 
午餐 

地點：體操館 1樓 

13:00-13:20 
開幕典禮 

地點：體操館 1樓 

13:30-14:30 

專題演講 (1) 

演講者：蘇芳慶教授  主持人：王苓華教授 

講題：手肘傷害的生物力學觀點  

Biomechanical Concepts for Elbow Injury 

地點：體操館 1樓 

14:30-15:00 
茶敘 

地點：體操館 1樓 

15:00-16:15 

口頭發表 (1)  

主持兼評論人：張家豪、邱文信教授 

地點：體操館 1樓 

16:30-17:00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 

地點：體操館 1樓 

17:00-18:00 

海報發表 (1) 

主持人：王令儀、林槐庭、莊榮仁、江勁彥教授 

地點：體操館 1樓 

18:00-20:00 
晚宴 

地點：體操館 1樓 



 

時間 105年 12 月 18日 （星期日） 

8:00-9:15 

口頭發表 (2) 

主持兼評論人：李恆儒、黎俊彥教授 

地點：體操館 1樓 

9:30-10:30 

專題演講 (2) 

演講者：阿江通良教授  主持人：林華韋校長 

講題：The Next Stage of Sport Biomechanics 

地點：體操館 1樓 

10:30-11:00 
茶敘 

地點：體操館 1樓 

11:00-12:00 

專題演講 (3) 

演講者：櫻井伸二教授  主持人：何維華教授 

講題：Generat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of Sports Biomechanics 

into Paralympic Sports 

地點：體操館 1樓 

12:00-13:00 
午餐 

地點：體育館 1樓 

13:00-14:00 

專題演講 (4) 

演講者：湯文慈教授  主持人：涂瑞洪教授 

講題：Speed Strategy on Golf Biomechanics 

地點：體操館 1樓 

14:10-15:25 

口頭發表 (3) 

主持兼評論人：許太彥、彭賢德教授 

地點：體操館 1樓 

15:30-16:30 

海報發表 (2) 

主持人：張曉昀、許維君、陳婉菁、鍾寶弘教授 

地點：體操館 1樓 

16:40-17:10 
閉幕典禮 

地點：體操館 1樓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一）緣起 

  競技運動選手的訓練，結合運動科學理論與方法已經蔚為國際趨勢，強調量

化的科學分析與掌握，跳脫土法煉鋼的方法，以期能達到訓練的最大效益。運動

生物力學即是運動科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一門應用力學於運動有關之人

體結構、動作及相關器材、環境之科學，研究學者與教練選手們，藉由運動生物

力學學術研究與實務訓練的結合，期能提高運動選手的訓練成效和表現，並預防

在訓練和競賽中可能導致之運動傷害，彼此之間密切的配合與交流才能使運動科

學之理論與實際能完整結合。此次由本校所主辦的臺灣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廣邀

國內外運動生物力學學者參與，以了解學界在運動生物力學之發展與應用現況，

相信對國內學術研究水準、運動科學推廣和競技運動成績必定會有正面的助益。 

（二）主旨 

  為提供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交流管道，促進國內運動科學發展與應用，增進

運動員競技表現，提昇體育學術研究水準。 

（三）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 月 17日（星期六）至 12 月 18日（星期日） 

（四）會議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操館（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號） 

（五）研討會主題：運動生物力學相關之學術研究與應用交流。 

   研討會子題： 

   1.奧林匹克運動生物力學 

   2.身體活動和競技運動的生物力學 

   3.增進人類表現生物力學 

   4.運動器材與科技生物力學 

   5.教學和教練生物力學 

   6.殘障族群生物力學 

   7.其他 

（六）研討會型式：  

   1.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演講。 

   2.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和海報發表。 

   3.實務工作坊：研究儀器實務研討。 

（七）大會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參加學員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中正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體育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逢甲大學、明道大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長庚科技

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和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等 21 所大專校院

的師生，以及部分國中小和高中教師參與。參加學員合計 200名。 

 



（七）辦理成果 

  本次研討會邀請四位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國外講師有日本體育大學阿

江通良教授，主講「The Next Stage of Sport Biomechanics」，阿江教授講解運動

生物力學在競技運動研究的整體觀念，並以田徑短跑動作研究為例，講解教練對

動作技術的認知與觀念，有時會和優秀運動員實際執行動作是有所差異的，還有

解釋不同層級短跑運動員技術的差異性，以及普遍技術原則與個人技術風格的研

究發現；第二部分則介紹目前研究方向，由於近年來日本兒童體能和動作技能下

降，他的研究團隊利用生物力學研究方法，針對學生的跑、跳、投擲動作進行一

系列的研究，來了解不同年齡層動作差異與不足，並安排這些兒童進行 4週的技

術訓練課程，發現訓練結束後這些兒童動作表現普遍提升，這樣的研究計畫可以

提供臺灣教育當局，對於提升兒童體能與動作能力發展一個可參考的執行方向。

第二位國外講師為日本中京大學櫻井伸二教授，主講「Generat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of Sports Biomechanics into Paralympic Sports」，櫻井教授簡短介紹殘

障奧運的發展歷史，分享他們生物力學研究團隊如何在訓練和比賽時協助滑雪、

游泳和網球殘障奧會運動員，提升技術表現與比賽成績，並說明殘障運動員和一

般運動員在研究和訓練上的差異與注意事項，最後介紹殘障網球運動員的專項能

力檢測與測驗結果，這些內容對於發展較緩慢的我國殘障運動提供一些想法與做

法。而國內講師有國立成功大學蘇芳慶特聘教授，主講「Biomechanical Concepts 

for Elbow Injury」，蘇教授講解肘關節解剖構造，從生物力學觀點探討傷害發生

的機轉，並分享近年來他們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與重要發現，讓與會學者對於預

防肘關節傷害發生有更進一步認識。最後一位講者為國立體育大學湯文慈教授，

主講「Speed Strategy on Golf Biomechanics」，湯教授解釋增加高爾夫球球速的相

關生物力學原理，引導出提升球速的動作策略，並舉曾雅妮的研究數據，來對照

提升球速的關鍵動作表現，進一步說明曾雅妮能有優異成績表現的動作特徵，會

中也強調教練和選手所忽略的擷抗肌在動力鏈傳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述這些

講者的深入剖析，為學術研究者引導方向，為實務教練工作者點燃另一盏明燈。

這四場專題演講大會特別邀請本校林華韋校長、國立成功大學王苓華教授、臺北

市立大學何維華教授和國立屏東大學涂瑞洪教授等知名學者擔任主持人。 

  本次研討會聘請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學者擔任論文審查委員，每篇論文都經由

兩位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共有 74篇論文發表，安排 3個場次共 15篇的口頭論文

發表和 2 個場次共 59 篇海報論文發表，研究主題包含動作技術分析、人類動作

生物力學、運動傷害生物力學、運動器材、電腦模擬與仿真、以及運動訓練生物

力學等，每場發表氣氛熱絡，學員踴躍提問發言，充分交換意見和熱烈討論。最

後再由評審委員從中選出 3 位優秀論文獎以及 4 位口頭和 7 位海報優秀論文獎-

佳作，並於閉幕典禮時進行頒獎。 

  有別與過去研討會舉辦型式，本次研討會特別安排 3場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

器實務工作坊，針對 Vicon、Kistler、Noraxon這三樣在運動生物力學研究經常會

使用的儀器，邀請廠商進行實務工作坊，由廠商介紹該公司產品特性與最新功



能，並搭配實際操作和演練，讓學員能更清楚瞭解儀器的使用，此外也針對學員

在使用時出現的問題，給予解答與提示，這次安排工作坊活動，深獲與會教師與

學生的好評，這樣的模式可提供給未來舉辦研討會學校參考。 

  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的年度盛事，今年由本校爭取舉辦，本次會議集結國內外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領域之學者專家、競技運動之教練與選手參與，藉此提昇國內

學術研究水準以及透過運動科學的方法來強化運動表現。本校規劃 4 場專題演

講、3 場口頭論文發表、2 場海報論文發表以及 3 場實驗儀器實務工作坊等型式

進行，廣邀請國內外研究學者參與，給予國內學界帶來新的刺激，進而在學術研

究方面能產生新的思維。藉由此次會議與交流，讓國內學者可以有機會認識多位

國際知名學者，建立友誼並增進以後學術合作及交流的機會，進而尋求未來合作

的機會。除了藉由研討會達到國內學界交流的目的，更希望能進一步提升臺灣學

界的研究水準與國際能見度。此次研討會由本校競技運動學系、體育學系、運動

健康科學系和運動科學研究中心共同承辦，本校師生在大會事前準備、會場安

排、會議進行過程和相關服務上，都充分展現出通力合作精神，積極投入參與研

討會，不僅提升本校的學術水準，並且與國內外運動生物力學學界充分地交流，

達到舉辦本研討會的重大意義與目的。最後，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活動經費，讓本研討會活動能辦得有聲有色，在學術交流及研究傳承上極為

成功。 



三、活動照片 

 

  

研討會會場-體操館門口大會標示看板 研討會第一天學員報到 

  

  

開幕典禮本校龍獅隊表演 開幕典禮本校林華韋校長致歡迎詞 

  

  

開幕典禮結束與會貴賓合影 國立成功大學蘇芳慶教授專題演講 



 

  

  

海報發表會場發表者和學員意見交流 與會學員交換心得與經驗分享時間 

  

  

日本體育大學阿江通良教授專題演講 與會學員詢問講者問題 

  

  

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講課情形 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學員實務操作 



 

  

  

口頭論文發表發表者報告情形 優秀海報論文獎得獎者與頒獎人合影 

  

  

阿江通良教授頒發優秀論文獎 閉幕典禮的貴賓和籌備處老師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