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論文演講  

義守大學醫學院  教學大樓 A棟 A0101 教室 

座長：  余南瑩 副教授 

論文

編號 
報告時間 演講者  論文題目 

1 9:30-9:45 洪嘉玲 
發展中風病患從坐到站其雙腳承重對稱性與

轉移能力之力學指標 

2 9:45-10:00 林春香 
動作再學習計畫對退化性小腦共濟失調患者

之臨床應用—個案報告 

3 10:00-10:15 陳亮圻 
視覺回饋對早期巴金森患者之雙重作業行為

表現與大腦活動的影響 

4 10:15-10:30 謝秉倫 
亞急性及慢性中風偏癱患者之節律功能性運

動：初步結果 

 10:30-11:30 壁報展示 1、點心時間 

座長：  陳姝希 副教授 

5 11:30-11:45 黃郁庭 
以體外模型探討高糖環境下力學刺激對肌腱

細胞轉分化之影響 

6 11:45-12:00 張家豪 

關節鬆動術加上神經肌肉訓練對於因反覆承

重導致的運動員動態手腕關節不穩定之額外

療效 

7 12:00-12:15 李建慈 
探討轉介肺部復原門診患者其功能性運動測

試之反應 

8 12:15-12:30 陳柏禎 
恥骨骨折引發鼠蹊疼痛的物理治療-個案報

告 

 12:30-12:50 壁報展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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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守大學醫學院  教學大樓 C棟 C0146教室 

座長：  李新民 副教授 

論文

編號 
報告時間 演講者  論文題目 

9 9:30-9:45 顏竹伶 
年齡與身體活動量對動作學習在預期與不預

期情境下之影響 

10 9:45-10:00 雷惠筑 
轉圈走 360度和認知及身體功能之關係：以

社區老年族群為探討 

11 10:00-10:15 翁俊福 
社區老年人害怕跌倒和認知及身體功能之關

係 

12 10:15-10:30 梁晴 
東台灣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糖尿病比例趨勢變

化及其影響因子之探討 –2000至 2011 年間 

 10:30-11:30 壁報展示 1、點心時間 

座長：  蔡昆霖 助理教授 

13 11:30-11:45 王榴君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服務於跨專業團隊

之角色建立及成效探討 

14 11:45-12:00 李美誼 
悠樂手和彈性繃帶對中風病人上肢運動後體

溫和心律變異性的影響 

15 12:00-12:15 吳至翔 
以肌能系貼布介入提升腦性麻痺孩童粗大動

作之運動表現：個案報告 

 12:15-12:50 壁報展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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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琮賢 
胸腔物理治療介入於急性呼吸窘迫症病人使用葉克膜之安全性

探討-病例報告 

2 劉貞志 
提昇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病人接受「第二期心臟復健計畫」之參

與率 

3 陳冠宇 
比較在不同姿勢下進行手搖機運動之心肺負擔與訓練成效－站

姿 vs.坐姿 

4 李琪 
運動訓練介入對高齡慢性心衰竭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患者

心肺功能之恢復：個案報告 

5 張文馨 
非治療標地低劑量之放射線照射對心肌收縮功能之影響 - 動物

研究 

6 蔡孟書 鞋墊對於足底筋膜炎患者減緩疼痛效果之系統性回顧 

7 蔡孟書 震波治療對跟骨骨刺患者減緩疼痛效果 

8 熊振昌 體適能與個別化運動計畫 - 以雲林基督教醫院為例 

9 車維婷 
以社會情緒技巧量表做為臨床教學回饋之實踐性 - 個案研究報

告 

10 李建輝 促進式肌能系貼紮張力對於最大握力的影響 

11 陳貞吟 物理治療臨床實習之社會情緒學習評量 

12 王靜玉 對護理之家失能失智住民執行複合式運動計劃之經驗分享 

13 林宏昌 
悠樂手和彈性繃帶對中風病人從事上肢運動時溫度和心律變異

性的影響 

14 陳奕安 物理治療學生實習壓力與因應行為 

15 李建輝 促進式肌能系貼紮應用於健康成年人局部血液流速的效應 

16 黃得恩 
上肢律動活動與下肢運動訓練於失智症老人身心功能之影響—

以失智症團體家屋為例 

17 陳聖文 運動介入對於改善帕金森氏症老人下肢功能之成效：個案報告 

18 李佩芸 向後行走時對於不同的視覺訊息之年齡相關的影響 

19 陳怡靜 水療對帕金森氏症患者平衡的影響 

20 吳心怡 台灣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品質之復健治療照護效益分析 

21 王中傑 瑜珈對於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平衡的影響-系統性回顧 

22 王柏昇 
應用肌能系貼紮技術對於亞急性中風患者姿勢控制的立即效果-

個案報告 



23 陳靜圓 神經內科轉介神經疾患病人接受物理治療的時機與流程 

24 陳義豪 物理治療介入於腦中風急性後期照護成果分析 

25 侯傑議 中風患者電腦化交替性注意力測驗應用之發展 

26 梅氏福 疲勞對動態平衡與靜態平衡預期性姿勢調整的影響 

27 楊宇青 
慢性下背痛患者參與物理治療背痛教室的運動行為改變：應用行

為改變階段探討 

28 張棋興 物理治療對於已接受手術後的女性乳癌患者之效益 

29 林惠婷 以微軟 Kinect 評估肩關節動作之信效度研究 

30 風曉泠 比較改良式膝護具與傳統膝護具在肌肉活化上的影響 

31 簡若恩 互動式動態平衡干擾訓練對老人之影響 

32 莊丰源 
外側踝關節扭傷後在不同平衡任務的姿勢控制：適應良好者與適

應不良者 

33 吳姵錡 發展肩痛之電腦圖像疼痛評量系統 

34 康富傑 
有無肩關節夾擠者在手上抬動作中斜方肌與下斜方肌肌電活化

表現：系統性文獻回顧 

35 黃文虹 
主動運動與被動儀器治療對於內側脛骨壓力症候群的影響：系統

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36 張家豪 握力與上肢承重能力之關聯性 

37 莊凱傑 頸痛教室對於慢性頸部疼痛患者的效果 

38 吳文瑞 自行車手膝外側韌帶扭傷物理治療處理-個案報告 

39 陳怡伶 神經肌肉運動訓練對退化性膝關節炎之影響 

40 
Dildip 

Khanal 

Effectiveness of Pelvic 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 

Technique on Facilitation of Trunk Movement in Hemiparetic 

Stroke Patients 

41 王湘慧 跆拳道訓練對發展協調障礙兒童平衡成效之系統性回顧 

42 翁淑娟 
影片教學及角色扮演對物理治療實習生溝通能力及學習滿意度

探討 

43 徐碧真 
整體動作軌跡評估於高危險群嬰幼兒一歲之動作發展的預測效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