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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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體育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休閒運動健康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1月 18~19 日 

會議地點:國立屏東大學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一、 議程 

時間 106 年 11月 18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09:00-9:50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10:10-11:00 

與國際學術執行委員有約 

與談者：黃長福 教授 / 湯文慈 教授 

主持人：蔡虔祿 教授 

講題：如何參與國際學術組織運作 

地點：屏商校區教學館 1 樓藍廳 

與主編有約 

與談者：翁梓林 教授 / 莊榮仁 教授 

主持人：劉  強 教授 

講題：運動生物力學期刊投稿與經營 

地點：屏商校區教學館 1樓紅廳 

11:10-12:00 

圓桌討論 

演講者：艾康偉 研究員    主持人：何維華 教授 

講題：運動技術動作即時診斷與回饋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2:00-13:00 
午餐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13:00-13:30 
開幕典禮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3:30-14:20 

專題演講 (1) 

演講者：相子元 教授    主持人：林春榮 教授 

講題：加速ㄍㄨㄟ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4:20-15:00 

海報發表及茶敘 

主持人：吳鴻文教授、吳瑋特教授、陳婉菁教授、蘇蕙芬教授 

蔡鏞申教授、張曉昀教授、林秀卿教授、古國宏教授、郭癸賓教授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15:00-15:50 

專題演講 (2) 

演講者：Kong Pui Wah, Ph.D.    主持人：張家豪 教授 

主題:Runners with Chronic Low Back Pain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 

15:50-16:40 

專題演講 (3) 

演講者：許維君 教授    主持人：劉宗翰 經理 

講題：羽球與桌球運動產學研發實務與研究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6:40~17:30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7:30-20:30 
晚宴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時間 106 年 11月 19日（星期日） 

8:30-12:00 運動產業參訪 

12:00~13:00 
午餐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13:00~13:30 

與傑出研究獎有約 

與談人：相子元 教授 

地點：行政大樓 6樓第 2會議室 

13:30~14:30 

地點 口頭發表 (1) 

國際會議廳(A) 主持兼評論人：陳家祥教授、劉于詮教授、江勁彥教授 

教學館 1 樓紅廳(B) 主持兼評論人：邱宏達教授、何金山教授、彭賢德教授 

教學館 1 館藍廳(C) 主持兼評論人：邱文信教授、陳億成教授、蔡葉榮教授 

14:30~15:00 
茶敘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 

15:00~16:00 

地點 口頭發表 (2) 

國際會議廳(A) 主持兼評論人：王令儀教授、鍾寶弘教授、黎俊彥教授 

教學館 1 樓紅廳(B) 主持兼評論人：李恆儒教授、徐敬亭教授、陳重佑教授 

教學館 1 館藍廳(C) 主持兼評論人：張立羣教授、陳帝佑教授、許太彥教授 

16:00~16:30 
閉幕典禮 

地點：屏商校區圖資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13:30~14:30 

地點 口頭發表(1)主持兼評論人: 

國際會議廳(A) 陳家祥教授、劉于詮教授、江勁彥教授 

教學館 1樓紅廳(B) 邱宏達教授、何金山教授、彭賢德教授 

教學館 1樓藍廳(C) 邱文信教授、陳億成教授、蔡葉榮教授 

 

口頭發表(1)主持兼評論人姓名 職稱 

陳家祥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 助理教授 

劉于詮  私立長榮大學 副教授 

江勁彥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副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邱宏達  國立成功大學 副教授 

何金山  國立體育大學 副教授 

彭賢德  私立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 

邱文信  國立清華大學 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陳億成  臺北市立大學 教授 

蔡葉榮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授 

 

國際會議廳(A) 主持兼評論人: 陳家祥教授、劉于詮教授、江勁彥教授 

題目 發表人 

優秀長跑選手穿著低壓緊身服飾對跑步表現之影響-個案研究 林珮雯(臺北市立大學學生) 

抓舉、懸垂抓與墊鈴抓動作之軀幹和下肢運動學分析 黃義淵(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不同膝部護具對下肢動作能力表現之影響 高賡祖(國立嘉義大學學生) 

男性高中排球選手上肢肌力對扣球球速的影響 阮柏儒(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跆拳道序列踢擊的動作會減慢 陳重佑(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副教授) 

功能性動作檢測得分與運動表現之相關 王智彥(國立嘉義大學學生) 

 

教學館 1樓紅廳(B) 主持兼評論人:  邱宏達教授、何金山教授、彭賢德

教授 

題目 發表人 

健康受試者腓腸肌皮下含水量、肌肉硬度與肌肉晃動之再測信度研究 陳鳳茜(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八週水袋阻力訓練與核心訓練對平衡表現之影響 蔡仁(國立嘉義大學學生) 

股直肌肌內效貼紮對健康大專女性下肢疲勞後急停跳跳躍高度之影響 杜之顏(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不同頻率之腓腸肌局部震動對健康者之平衡與柔軟度的影響 陳崴智(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基於測量槳的多人皮艇比賽中不同級別選手的划槳參量比較 鄭思慧(新加坡理工大學學生) 

 

教學館 1樓藍廳(C) 主持兼評論人:  邱文信教授、陳億成教授、蔡葉榮教授 

題目 發表人 

踏頻及齒輪比對踩踏力量與地面反作用力的影響 嚴笠哲(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前輪支撐對胎壓變化與踩踏功率之影響 倪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新式拍喉網球拍之力學特性分析 蔡承翰(臺北市立大學學生) 

跑步速度對股內側肌工作的影響 陳筱妮(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不同智慧科技球之比較及分析 楊智豪(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車架之加速度與自行車功率之相關 彭立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15:00~16:00 

地點 口頭發表(2)主持兼評論人: 

國際會議廳(A) 王令儀教授、鍾寶弘教授、黎俊彥教授 

教學館 1樓紅廳(B) 李恆儒教授、徐敬亭教授、陳重佑教授 

教學館 1樓藍廳(C) 張立羣教授、陳帝佑教授、許太彥教授 

 

 

口頭發表(2)主持兼評論人姓名姓名 職稱 

王令儀  國立東華大學 教授 

鍾寶弘  臺北市立大學 副教授 

黎俊彥  國立清華大學 教授 

李恆儒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助理教授 

徐敬亭  臺北市立大學 副教授 

陳重佑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副教授 

張立羣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副教授 

陳帝佑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教授 

許太彥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 

 

國際會議廳(A) 主持兼評論人: 王令儀教授、鍾寶弘教授、黎俊彥教授 

題目 發表人 

加速規能否分辨不同速度與不同坡度跑步型態-前導性研究 孫弘(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穿戴裝置量化運動強度之信效度檢驗 陳佑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利用加速規監測排球選手的活動量---前導實驗 黃冠勛(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壓力感測元件數量對步態動力學參數預測準確度之影響 謝長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智慧型即時影像功能性動作評估系統之效度研究 黃郁雯(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教學館 1樓紅廳(B) 主持兼評論人:  李恆儒教授、徐敬亭教授、陳重佑教授 

題目 發表人 

不同鞋墊厚度及速度對地面反作用力之影響 王信寰(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學生) 

分散注意力如何影響踝關節不穩定潛在族群的生物力學特徵 林建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短時間冰按摩對肌肉表現之影響 陳冠華(臺北市立大學學生) 

莊吉生在 2017 臺北世界大學運動會奪金之關鍵表現因素 江勁彥(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臀部肌力訓練對平衡之影響 夏鈺恩(國立嘉義大學學生) 

仿生健身手套開發與功能性測試 林俊達(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教學館 1樓藍廳(C) 主持兼評論人:  張立羣教授、陳帝佑教授、許太彥教授 

題目 發表人 

排球長攻舉球不同站姿之技術分析 林文瑜(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講師) 

不同棒球打擊訓練項目對腕部衝擊之影響 劉謙(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不同跑步型態下肢肌電訊號分析 董智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探討高中棒球選手身體旋轉動作對擊球速度表現的影響 蘇雍登(臺北市立大學學生) 

慣性感測動作分析裝置用於關節角度變化之驗證 邱煜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配戴運動手套對握力表現之影響 許展誌(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學生) 

 



二、 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為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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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次的座

談、6場口頭論文發表、1場海報論文發表以及 1場實驗儀器實務工作坊與 1場的運動產業

參訪等型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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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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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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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長榮大學、中

原大學、銘傳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新加坡國立南洋理工大學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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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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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篇論文發表，安排 6 個場次共 34篇的口頭論文發表和 1個場次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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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位優秀口頭論文獎和 8 位海報

優秀論文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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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場次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

作坊，同一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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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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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會照片 

  

研討會會場-圖資大樓門口大會標示看板 研討會第一天學員報到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儀器實務工作坊 

  

  

  

論談會議---與主編有約 與會人員提問 

  



  

論談會議---與國際學術執行委員有約 與會人員仔細聆聽 

  

  

  

大陸研究員艾康偉專題演講 頒發感謝狀 

  

  

  

開幕典禮本校王隆仁副校長致歡迎詞 開幕典禮本校原民社表演 

 

 



  

臺灣師範大學相子元教授專題演講 頒發感謝狀 

  

  

  

海報發表會場發表者和學員意見交流 與會學員詢問講者問題 

  

  

  

新加坡理工大學江珮樺教授專題演講 頒發感謝狀 

  



  

臺灣科技大學許維君教授專題演講 頒發感謝狀 

  

  

  

本校古源光校長蒞臨致詞 運動產業參訪 

  

  

 

 

與傑出研究獎有約 口頭論文發表發表者報告情形 

 



  

口頭論文發表發表者報告情形 頒發優秀海報論文獎 

 
 

頒發優秀口頭論文獎 閉幕時大會籌辦主席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