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最新消息 

 恭喜蔡佳良老師指導學生黃詩文參與 102 年 07 月 20 日;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Ordination Disorder; 1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Outstanding Poster Presentation Award Second Place; 土耳其伊斯坦堡。 

 恭喜蔡佳良老師指導學生康富傑考取台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系 博士班。 

 恭喜馬上鈞老師指導學生舒仲瑜參與 103 年 06 月 25 日; Testing a structural model of 
constraints negotiation in spectator sport; The 10th Asian Association of Sports 
Management Conference; 優秀論文獎;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本所吳思穎同學參與各項競賽成績如下： 

1. 102 年 8 月; 2013 年聽障奧運短距離第八名（保加利亞）。 
2. 102 年 12 月; 2013 年世界排名賽中距離第八名（香港）。 
3. 103 年 6 月 8 日; 103 年全國排名賽女子菁英組第三名（台北四獸山）。 
4. 103 年 5 月 17 日; 103 年全國大專定向越野錦標賽女子菁英組第一名（國立台北

藝術大學）。 

貳、 專題報導 

恭賀 吳思穎同學榮獲 2013 總統教育獎 

2013 總統教育獎歷經嚴謹的評選過程，共有 56 名優秀學子獲獎，在每位得獎人身

上，看到許多動人的言行，點點滴滴，都能感到他們積極探索生命，樂觀面對挑戰，

克服種種限制，勇往向前之毅力。他們以順處逆的精神，展現了人性的積極面，力

爭上游，且出類拔萃，深具典範意義。 

總統教育獎希望能選拔出足為表率的大專、中小學生，以成為青年學子的楷模，進

而提升社會良善風氣。在得獎人的生命經歷中，可以見到他們積極投入服務工作，

克服苦痛，展現動人的孝行、友愛、體恤他人等情懷。而在語文、藝術、薪傳技藝、

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或其他領域，得獎學生也能具有特殊表現，令人激

賞。 

吳思穎，一歲因感染德國麻疹導致重度聽障，在嘉義師院附小的老師積極協助，同

時為了讓思穎聽到更清晰的聲音，母親帶著她學習舞蹈。從五歲開始，舞蹈便陪著她建立自信、放鬆心

情，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思穎儘管聽力受損，但學習態度積極，容忍挫折度大，從國小到高中都在普

通班與正常聽力的同學一起活動，雖然有些課業壓力與進度上的落後，但是父母給了最大的支持，協助

思穎找出改善的方法，而班上同學老師也義不容辭伸出援手，隨時給思穎最大的幫助、鼓勵與溫暖。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思穎知道自己先天條件較弱，卻從未在學習過程中打退堂鼓，反倒是不斷激勵

自己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努力。高中時期經由體育老師的鼓勵，代表學校參加體育競賽均有不錯的成績，

也燃起自己對體育活動的熱情。希望能用熟悉的方式開創屬於自己的道路。大學期間在啟蒙教練的提攜

下，嘗試定向越野活動，起初父母害怕冒險運動恐會引起更大的傷害，不過思穎盡力鍛練基本體能，培

養相關技能，用成績打消父母的疑慮並全力支持她，思穎當選過多屆國家代表隊選手，現在的目標是再

度成為 2013 年聽障奧運國手。 

思穎在她熱中的體育活動找到快樂與信心，也希望讓大家體驗運動的喜悅及趣味，從大三開始她便在嘉

義市文雅國小推廣定向越野運動、並協助國小學童體驗游泳課程。思穎勇於冒險與挑戰的精神，不但讓

她創造更豐富多采的生命經驗，同時也證明樂觀永不放棄是對自己最好的承諾。 

碩一 吳思穎同學 



參、 師資與系所動態 

 於 102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為增進體育運動知能健康與休閒產業經營與運動科學

研究視野，並協助學生了解企業的組織文化及產品研發…等，藉由實際參觀職場環

境及各部門人員互動中，認識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進而提升就業競爭力，安

排企業參訪（法商迪卡儂有限公司、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學術交流（中

興大學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之活動。 

 
本所師生於迪卡儂公司前一同合影

103.09.06 
本所師生與該所師長於中興大學管理學

院前一同合影 103.09.06 
本所師生於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內部一同合影 103.09.06 
 

 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新聘一名專任助理教授王駿濠老師。王老師

係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運動與

認知神經科學」，探討應用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及運動科學研

究議題。 

 鄭匡佑副教授至（美國密西根大學）國外短期研究一年。

（103.08.01~104.07.31） 

 於 10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舉辦 103 級畢業典禮，

預祝各位同學在未來不論就業或進修都能更順利，並且

更上一層樓。 

 於 10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舉辦 103 學年度新生座

談暨課程說明會（105 級），使新生能夠瞭解學校相關

事務、修課等相關議題之疑問，並與學長姐互相分享心

得。 

 

參、學術活動 

日期 演講人/職稱 服務機關 演講題目 

102.11.08(五) 鄭匡宇博士 伊林娛樂  
How to Be A Great Speaker：14 

Strategies to perfect your 
Speaking 

103.03.28(五) Dr. Barbara 
Ukropcova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endocrinology,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head of the Obesity section 

of Diabetes laboratory 

Skeletal muscle and physical 
(in)activity: important players in 

metabolic health and disease. 

103.05.02(五) 
胡敏君 
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內容分析技術於運動影

片事件偵測與戰術分析之應用

103.05.09(五) 
何維華 

教授兼所長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

究所 
運動科技 v.s.運動競技 

王駿濠助理教授 

本所教師與 103 級畢業生共同合影

103.05.23 



 

 
專題演講-伊林娛樂鄭匡宇博士 

102.11.08
專題演講- Dr. Barbara Ukropcova 

103.03.28
專題演講-胡敏君助理教授 

103.05.02 
 
 

肆、大事記 

102年 09月  09月23日 召開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 

召開第1次所務會議暨第3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10月  10月18日 召開第2次課程委員會 

   10月24日 召開第2次所務會議暨第4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12月  12月12日 召開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 

   12月23日 召開第3次所務會議暨第5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103年 02月  02月14日 召開第4次課程委員會議 

召開第4次所務會議暨第6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03月  03月10日 召開第1次教評委員會會議 

   03月24日 召開第5次課程委員會議 

召開第5次所務會議暨第7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03月28日 召開第2次教評委員會會議 

 05月  05月22日 召開第3次教評委員會會議 

 06月  06月09日 召開第6次所務會議暨第8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06月16日 召開第7次所務會議暨第9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06月23日 召開第4次教評委員會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