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活動中心 表演廳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黃崇舜 助理教授 

1 09:30-09:45 吳若嫣 
不同類型與頻率的物理治療對加護病房患者

脫離呼吸器之成效 

2 09:45-10:00 熊希敏 
不同收縮速度下骨骼肌功能、運動單元徵招

和肌肉用氧的能力: 年齡效應  

3 10:00-10:15 張哲源 
有無肩胛下肌損傷之肩夾擠症候群患者於喙

肱韌帶厚度與喙肱距離的超音波影像量測 

4 10:15-10:30 蘇敏傑 
低能量雷射治療對激痛點或肌筋膜疼痛症候

群的治療效果-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鄭方瑜 副教授 

5 11:05-11:20 林重佑 
跆拳道品勢運動員獨立步的動作流暢度與姿

勢穩定度間關係 

6 11:20-11:35 張誼婷 
不同年齡層執行平衡雙任務時視覺變化對肌

肉僵硬之影響 

7 11:35-11:50 林依玟 
單次正中神經電刺激引發偏頭痛患者的腦生

理變化 

8 11:50-12:05 郭泓酉 
交叉訓練對於不同腦區間以及大腦-肌肉間功

能性連結之立即效益-前驅實驗 

9 12:05-12:20 陳詩涵 
長照 2.0居家復能服務成效分析：以物理治療

為例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 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活動中心 第一會議室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陳喬男 副教授 

10 09:30-09:45 許景舜 
心肺疾病患者進行離心腳踏車訓練之效果探

討：系統性回顧 

11 09:45-10:00 吳晏慈 
健康與心衰患者運動時吸氣肌及下肢骨骼肌

用氧能力之差異 

12 10:00-10:15 

Mary 

Audrey 

Domingo 

Viloria 

加護病房的物理治療：亞洲兩國的比較性研究

(英) 

13 10:15-10:30 呂怡慧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開發初期報告：以乳癌

術後淋巴水腫物理治療為例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林吟亮 助理教授 

14 11:05-11:20 方麒閔 
肌內效貼紮對於跆拳道品勢運動員獨立步姿

勢穩定度的效益 

15 11:20-11:35 簡婕 
皮拉提斯運動對於慢性頸部疼痛患者之效

果：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 

16 11:35-11:50 許瀚文 
膝關節於正向及背向行走時之運動學與動力

學之探討 

17 11:50-12:05 

Tram 

Van 

Nhieu 

貼紮治療對足底筋膜炎患者疼痛和功能的影

響：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英) 

18 12:05-12:20 王堉倫 
肌內效貼紮對腕隧道症候群患者的功能性、肌

力與疼痛的影響：系統性回顧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 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吳晏慈 副教授 

19 09:30-09:45 吳佳珉 
青少年短跑選手之肌肉機械特性與運動技能

身體素質對運動表現之影響 

20 09:45-10:00 張黃銜 早產兒母親對早產兒的早期發展照護需求 

21 10:00-10:15 
Huynh- 

Truc Tran 

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兒童出生健康與學齡

階段發展協調障礙之間關聯性之調節效應

(英) 

22 10:15-11:30 謝禮年 
節律動作介入計畫之於臺灣自閉症類群障礙

兒童的效益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謝悅齡 教授 

23 11:05-11:20 陳雲慈 
復能型日間照顧模式對長者身心機能和家庭

照顧者負荷之影響 

24 11:20-11:35 陳秉弘 
執行平衡雙任務時本體覺變化對肌肉僵硬度

之影響 

25 11:35-11:50 紀伯翰 
中風患者於急性期之功能性活動能預測三個

月後日常生活功能的恢復 

26 11:50-12:05 林冠吟 
產後婦女對物理治療服務的觀點與經驗-單一

醫學中心的研究 

27 12:05-12:20 張婧禕 
冰敷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後之疼痛與引流量的

正向影響：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英)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 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壁報展示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題目 

1 朱琬婷 擴增實境於新冠肺炎遠距心肺復健之應用 

2 黃佳琪 探討急性冠心症門診心臟復健介入之成本效用分析 

3 陳得瑞 
跨專業團隊合作與早期活動促進食道癌切除術後肺部併發症之身

體活動功能恢復:個案報告 

4 鄒曉郡 
後疫情時代運動遊戲對於年輕成年人健康與技巧體適能之介入成

效：初步資料分析 

5 林泊宇 
社區年長者吹奏 6週卡祖笛之呼吸肌訓練對於肺功能的影響初

探   

6 李旻昊 遠距肺部復健對於新冠肺炎病人效果：系統性文獻回顧 

7 胡玲瑋 新冠肺炎之解隔離者的物理治療介入成效探討 

8 石冀嬴 使用不同類型的誘發性肺活量計的臨床療效：系統性回顧 

9 蔡依芳 成人身體活動量與便祕之間的關係：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 

10 林盈禎 物理治療職類可信賴專業活動(EPAs)之建置與初步成果 

11 王斐誼 
物理治療參與跨團隊照護對於提升毒性表皮溶解症患者功能性表

現的成效: 個案報告 

12 邵薇 哺乳期婦女乳腺炎症狀自評與客觀量測之相關性 

13 曹華庭 
震動合併運動按摩對放鬆胸大肌與斜方肌之立即效益 -- 從巨觀

到微觀 

14 林宜萱 
探討乳癌術後接受物理治療之病人回診率－以義大癌治療醫院為

例 

15 馬國華 使用標準化教案對提升物理治療實習生全人照護能力的效果 

16 王雲充 
憂鬱檢測APP對評估輔導COVID-19期間物理治療實習生心理狀

態成效 

17 陳冠蓉 
利用客觀性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分析物理治療新進人員臨床操作

技術成效與醫病溝通能力 

18 陳繪亘 肌內效貼紮對於跆拳道品勢運動員下肢本體覺與動態平衡的效益 

19 張耀宗 跆拳道品勢運動員雙側對稱性對獨立步姿勢穩定度的影響 

20 林軒裕 跑步機行走搭配血流限制對於雙重作業的立即性效應 

21 李茵 2019年世錦賽男子競技體操優秀成隊之動作策略的結構分析 

22 黃安華 水中運動對老年人身體組成和功能表現的影響 

23 李敬恩 COVID-19重症個案物理治療床邊介入成效初探-個案報告 

24 李敬恩 遠距物理治療介入 COVID-19個案成效初探-個案報告 

25 丁俊文 長者功能評估量表(ICOPE)篩檢及評估之數據分析-以臺灣北區某



診所為例 

26 陳柏禎 直立動作控制測試應用於中風病人的聚合效度 

27 蔡茗卉 亞急性中風患者使用機械外骨骼下肢型短期訓練成效：個案報告 

28 江彥亭 Tandem 步態倒退走訓練對於提升年輕健康族群平衡能力之探討 

29 陳文萱 隱球菌腦膜炎個案之早期運動治療介入– 個案報告 

30 陳百鍊 長照機構的慢性中風長者物理治療課程介入之療效-單一研究 

31 魏泓霖 右側殼核顱內出血伴隨左側偏癱及視覺空間忽略之個案報告 

32 詹怡婷 
物理治療介入對於瓦倫伯格氏症候群合併小腦梗塞患者的平衡能

力及功能恢復之成效：個案報告 

33 陳香伶 中風患者使用生物回饋系統之平衡效益 

34 李庭蓁 走路機器人應用於多發性硬化症病人行走功能之療效：個案報告 

35 黃挺鈞 比較刮痧與肌內效貼布在腳踝不穩定族群下肢動作之效果 

36 陳柏睿 
比較患有髕骨股骨疼痛症候群患者與健康人在運動時下肢肌肉活

化狀態的差異：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37 黃婉筠 虛擬實境對退化性膝關節炎患者的影響:系統性文獻回顧 

38 陳柏禎 中間位關節成形術治療拇趾僵直的個案報告與文獻回顧 

39 蔡孟書 肌內效貼布對肩峰下夾擠症候群疼痛之系統性回顧 

40 陳怡君 腓腸肌牽拉對快走時膝關節動作的影響 

41 黃婉筠 
前十字韌帶重建患者之膝關節肌力變化–使用髕骨韌帶與腿後肌

腱移植物的比較 

42 康富傑 針對健康年輕人探討其身體活動度高低對圓肩姿勢的影響 

43 林珮珊 滾筒對延遲性肌肉痠痛之疼痛系統性回顧 

44 張凱禎 
肌內效貼布對肱骨外上髁炎患者之網球肘患者自評表改善之系統

性回顧 

45 陳帟宏 
肩關節夾擠症候群患者使用運動治療有無輔以關節鬆動術之療效

比較：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 

46 吳昱霖 
經皮電神經刺激與其輔助其他物理治療對健康人鈍壓痛的減緩效

果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47 黃郁潔 希理氏介入對揮鞭式創傷之治療成效：個案報告 

48 呂怡慧 乳癌術後淋巴水腫的壓力治療：實證醫學報告 

49 
Rijal 

Rijal 
台灣某實驗動物中心員工之上肢傷害調查 

50 葉于瑞 
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介入對慢性頸部疼痛之立即、短期和長期效

果：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51 王奕棋 不同參數之腰大肌橫截面積於退化性腰椎病人與無症狀者的差別 

52 林珮珊 功能性動作檢測評估女性短跑選手：個案報告 

53 林韋彤 體外震波與超音波治療網球肘的比較 



54 宋敦仁 下肢水療配合身心教育運用對半邊高張型腦性麻痺：個案報告 

55 陳冠中 前十字韌帶重建術後患者之心理適能效應 

56 蔡子涵 關鍵點療法結合物理治療於五十肩初期個案之效益：個案報告 

57 宋沛諭 肩痛個案之修正式肩胛外滑測試與肩動作控制測試信度 

58 陳士媞 
比較運動中加入腹壁外擴或肚臍內收技巧對於腹部、腰部與骨盆

帶核心肌群之活化程度–系統性回顧 

59 張怡楦 運用環境支持與策略促進腦性麻痺兒童參與：個案報告 

60 張黃銜 早產兒發展風險與早期發展照護需求 

61 陳玟卉 學齡前發展協調障礙兒童身體活動參與時間與類型之調查研究 

62 許文綺 
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介入於嬰兒神經軸索營養不良之應用─個案

報告 

63 盧愷莉 
住院期的早期發展介入對支氣管肺發育不良早產兒之成效：個案

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