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十五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 211教室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林吟亮 助理教授 

1 09:30-09:45 鄒伯濤 線上腦性麻痺兒童營隊的執行(英) 

2 09:45-10:00 黃郁琇 
跆拳道運動員單側與雙側二連踢的下肢運動

學(英) 

3 10:00-10:15 林明璇 
治療性水上運動對髖關節炎患者的效益：系

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英) 

4 10:15-10:30 珍蘇慕 
膕旁肌受傷運動員且有無旋前足在單腳站立

下的足底壓力中心比較(英)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顏竹伶 助理教授 

5 11:05-11:20 黃珮淳 
辨識學齡前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在跑步、雙

腳跳躍、單腳跳躍及動作功能表現的缺失 

6 11:20-11:35 陳芊崴 

動故事團體介入對於改善肢體障礙兒童生理

與心理健康與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之成效探

討：個案報告 

7 11:35-11:50 林哲宇 
臺灣學齡期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的家庭及社

區參與表現 

8 11:50-12:05 陳立洋 
物理治療師實證實踐之知識、態度和技能：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9 12:05-12:20 林宜靜 
探討在不同運動強度下智能手環參數的效度

和信度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第八十五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 212教室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林玨赫 副教授 

10 09:30-09:45 陳芊諭 
不同起始足部擺放下執行坐到站對於運動學

及動力學之影響 

11 09:45-10:00 林沛均 
比較老年人與年輕人於站坐任務時其股外側

肌及髕骨肌腱機械性質之差異 

12 10:00-10:15 陳靖頤 
老年人的平衡活動表現和動作、感覺、認知身

體功能的關聯 

13 10:15-10:30 林佳吟 
創新整合外骨骼步態訓練和冷循環壓縮法於

關節置換術後物理治療中的效果 -初步研究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黃崇舜 助理教授 

14 11:05-11:20 宋沛諭 
比較動態貼布與肌內效貼布於肩夾擠症候群

與肩胛骨動作障礙個案之效果 

15 11:20-11:35 王怡瑄 
使用不同動作策略對排球選手反向跳跳躍高

度之影響 

16 11:35-11:50 李彥璋 
局部血流限制輔助腹部內縮運動對於非特異

性下背痛患者活化深層核心腹肌之效果 

17 11:50-12:05 徐子淳 
內側髕股韌帶重建手術後的積極復健計畫—

系統性回顧 

18 12:05-12:20 高羿綸 產後恥骨聯合解離之創新物理治療介入策略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第八十五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學術論文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 215教室 

 09:00-09:30 壁報展示 

座長：  王儷穎 副教授 

19 09:30-09:45 楊景湧 
呼吸肌訓練後改善有運動習慣個體跑步及腳

踏車運動表現：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 

20 09:45-10:00 鄭宇馨 
漸進式坐站測試在慢性心衰竭患者最大運動

能力評估的應用 

21 10:00-10:15 張耀宗 
疲勞對於跆拳道運動員二連踢時下肢對稱性

的影響(英) 

22 10:15-10:30 黃維羽 
吸氣肌訓練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急性惡化

後之療效探討 

 10:30-11:05 壁報展示 

座長：  廖英壹 副教授 

23 11:05-11:20 林詠薇 
不同面向執行功能之雙重任務行走對於步態

表現之影響 

24 11:20-11:35 黃璿凌 
敏捷訓練可提升健康成年人之執行功能、雙

重任務表現及腦部活化情形 

25 11:35-11:50 莊雅蘭 

神經動力學手法與動態伸展對於腿後肌最大

等長收縮立即變化與運動表現之療效:交叉隨

機對照試驗 

26 11:50-12:05 王思芳 
血流限制肌力訓練對於衰弱前期高齡長者下

肢肌力及功能性活動表現之效應 

27 12:05-12:20 簡泱庭 
旋轉肌群全層斷裂者接受肱骨內收肌之神經

肌肉電刺激的效果 

 

*每位演講者時間為 15分鐘：報告 12分鐘，討論 3分鐘 

 

 



第八十五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壁報展示 

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一樓玻璃屋、全球廳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題目 

1 洪素鶯 以實證醫學教案設計肺癌病人運動衛教單張 

2 朱琬婷 
第二期心臟復健於經導管手術及傳統瓣膜開刀手術患者介入之成

效 

3 李仁婷 
心臟復健對於急性心臟衰竭合併使用經皮式心室輔助器與葉克膜

個案之成效-個案報告 

4 黃元貞 
漸進式復健計畫應用於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之成效探討：個案報

告 

5 黎桂珍 後新冠症狀中的腦霧探討 

6 高永家 
運動訓練對於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自主神經調控的影響：

系統性回顧 

7 蕭淑芳 法布瑞氏症病人的有氧運動反應與運動處方—個案報告 

8 林冠吟 
前踝足裝具與改良定製關節式踝足裝具對腦中風患者行走姿勢的

比較 

9 葉建志 
用於物理治療計畫之頸源性體感覺耳鳴患者的評估工具: 實證醫

學回顧 

10 李國勝 減緩車輛誘發動暈之相關因子:系統性回顧 

11 王俊文 等量不同負荷血流限制訓練在施力行為之效果 

12 賴怡妏 
物理治療床邊介入對於乳癌骨轉移患者之肌力與功能性動作的效

益：個案報告 

13 侯傑議 5R 模式反思寫作在物理治療全人醫學教育的成效 

14 吳姵錡 運用焦點討論法反思運動治療室醫療不良事件之過程 

15 張儷馨 敏捷訓練對網球選手運動專項運動表現的影響 

16 林宜萱 行走運動對於癌因性疲憊患者效果：系統性文獻回顧 

17 顧桓綱 
合併下顎推進裝置配戴與口咽肌肉訓練對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患者的治療成效 

18 許家禎 
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估以遠距醫療方式應用於物理治療實習學

生評核成效-以南部某準醫學中心為例 

19 林子烜 探討使用單腳或雙腳站立方式測量扁平足各樣參數之差異 

20 羅翊苹 跑步機行走搭配血流限制對於老年人姿勢雙重作業的立即性效應 

21 沈佳蓁 核心訓練對健康老人平衡能力之療效：系統性回顧 

22 張哲榛 視聽整合能力獨立影響中老年人之認知性雙重任務步態表現 



23 湯佩芳 
具心血管危險因子之中老年人心律變異度與自主神經控制相關腦

區功能性連結的關係：靜息態磁振造影研究 

24 張譽鐘 具心血管危險因子中老年女性握力與認知功能表現間之關聯性 

25 湯佩芳 
運動對具心血管危險因子之中老年人的心肺適能、心血管危險因

子、腦結構與活化、及轉換任務表現的效果及效果間之關係 

26 賈培德 中老年人骨質密度與骨折風險探討 

27 陳怡君 

物理治療參與跨專業團隊使用腦中風物理治療早期離床訓練功能

群組(PSTFG)對於認知動機低落之腦中風患者復健之成效:個案報

告 

28 劉懿瑩 踏步機結合虛擬實境對中風患者的療效評估 

29 陳俊佑 
結合嚴肅遊戲暨任天堂 Switch於中風患者的下肢、平衡與步態訓

練之可行性初探 

30 洪昆良 探討如何降低神經物理治療門診復健之失約率 

31 關永宸 
動作心像結合雙重任務訓練對內囊腔隙性梗塞患者功能恢復之療

效：個案報告 

32 江麗娟 
紅繩懸吊系統對於帕金森氏症之長者體適能及下肢功能的成效:

個案報告 

33 陳妍婷 
不同形式的跑步機訓練對慢性腦中風患者步行能力的影響與步態

參數的改變 

34 江恩宇 
使用帕金森氏症介入指引對多系統萎縮症-巴金森症型態病患功

能恢復之成效：個案報告 

35 田慧勳 懸吊運動對於急性中風病患平衡與日常生活功能之成效 

36 劉懿瑩 虛擬實境踏步機對中風患者平衡改善效果 

37 蔡孟書 全身震動對於中風患者步態之系統性回顧 

38 鄭亦珊 髖關節置換術後汽車轉位之多媒體影音教學成效探討 

39 游家源 徒手牽拉對腓腸肌緊縮患者在快走時骨盆動作的影響 

40 康富傑 芭蕾舞者足踝扭傷之不正常生物力學特徵：系統性文獻回顧 

41 王乾勇 
利用雷可貼布處理ㄧ位跟腱斷裂術後籃球選手的踝關節內側疼痛

-個案報告 

42 林怡汝 動作控制訓練對有下背痛之物理治療師在動作與生活品質的影響 

43 宋敦仁 足部壓力板評估小兒麻痺患者之不同的矯正鞋：個案報告 

44 黃郁潔 巫毒帶治療對橈骨頭骨折之治療成效：個案報告 

45 
吳崔芸

瑄 
血友病人骨質流失之預測指標 

46 吳福連 慢性下背痛患者大腦灰質和白質結構變化：文獻回顧 

47 隋昀芯 
經 C5/6人造頸椎間盤置換術且合併沾粘性肩關節囊炎之女性：個

案報告 



48 張羽萱 
四周離心收縮配合肌肉神經電刺激改善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後膝

伸直延遲之個案報告 

49 孫煜宸 
綜合矯正運動計畫對於改善大學生頭部前傾姿勢的效果：隨機對

照試驗 

50 謝家宜 
探討持琴側肌內效貼紮對於小提琴動態演奏下姿勢控制之可行性

初探 

51 簡婕 
探討回家運動執行率對久坐型態工作者的慢性非特異性頸部疼痛

之效益 

52 范杉 台灣某實驗動物中心員工之下肢傷害調查 

53 簡洺茜 
應變彈性超音波測量健康年輕女性腹白線組織剛性之再測信度研

究 

54 王靖宜 探討肩胛動作失調患者之肩胛運動學與肌肉力學 

55 陳翰裕 探討顳顎關節疼痛患者之肩頸部肌肉形態學與生物力學特徵 

56 陳翰裕 顳顎關節疼痛患者斜方肌之生物力學特性 

57 陳翰裕 探討髕股關節疼痛患者的股外側肌與外側繫帶之生物力學特性 

58 陳翰裕 距骨向前脫位的超音波影像與步態分析 

59 陳翰裕 慢性踝關節不穩定患者步行時的足底壓力分析 

60 黃姝茵 
動作協調困難對學齡前兒童的健康體適能、自覺能力與活動參與

之影響 

61 甯智航 
探討核心反應訓練合併運動介入對於泛自閉症障礙兒童的動作發

展、適應性行為及活動參與之影響：先驅型研究 

62 林明臻 
學齡前自閉症兒童以家長為媒介的介入及家長執行真確度之成

效： 系統性文獻回顧 

63 王羿茹 
用擴增實境手機應用程式做運動對患有妥瑞症兒童身體協調能力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