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長庚運動醫學第二屆年度學術研討會 
2

nd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Chang Gung Sports Medicine                                                              

活動時間：2021年 11月 27日(六) 

地點：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大樓 六樓大禮堂 

08:30-09:00 報到 

開場 貴賓致詞 

09:00-09:05 東京奧運空手道男子型選手王翌達~”型”演出 

09:05-09:10 與會貴賓介紹 

09:10-09:20 長庚運醫成果影片播放 

09:20-09:25 高雄長庚醫院 院長 王植熙 

09:25-09:30 高雄市市長 陳其邁   

09:30-09:35 體育署長官 

09:35-09:40 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執行長 李文彬 

09:40-09:45 長庚決策委員會 主委 程文俊 

09:45-09:50 長庚決策委員會 名譽主委 陳昱瑞 

長庚 東京奧運選手座談 

09:50-10:10 與會選手心得分享 

媒體聯訪 

10:10-10:30 媒體聯訪、合影 & coffee break 

國際網路視訊 Special lecture : International webinar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0:30-11:00 

Monitor and prevention of sports-related 

injury in student athletes: athletic trainer point 

of view (加州當地時間：W5 18:30) 

Thomas E. 

Abdenour, DHSc, 

ATC, CES 

桃園長庚 

蔡文鐘副院長 

11:00-11:15 討論 

運動訓練~臨床研究 Sports training ( Part I )- Applied research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1:15-11:22 

職業棒球投手肩肘訓練避免運動傷害  

Workout for shoulder and elbow injury 

prevention in professional pitchers 

林口長庚 

邱致皓 

高雄大學 

運動競技系主任 

王明月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顏克典教授 

11:22-11:29 
初動負荷訓練～功能性成效Functional result 

of beginning movement load training 

高雄長庚 

周文毅 

11:29-11:34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運動訓練~基礎研究 Sports training ( Part II)–Basic research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1:34-11:41 
運動與氣喘_運動誘發氣管收縮與處置

Asthma/Exercise induced asthma in athletes 

高雄長庚 

陳泓丞 林口長庚 

陳昭宇主任 

 

嘉義長庚 

許宏志主任 

11:41-11:48 

阻力訓練對老年小鼠骨骼肌肉細胞的影響  

Effect of Resistance Training on Skeletal 

Muscle Cells in Old Mice- A Transcriptome 

Study 

嘉義長庚 

徐維彬 

11:48-11:53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運動醫學~青少年運動傷害 Sports medicine ( Part I ) – Adolescent injuries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1:53-12:00 

青少年運動員常見上肢運動傷害 

Common upper extremity sports injuries in 

adolescent athletes 

高雄長庚 

陳柏成 

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郭家驊院長 

林口長庚 

林瀛洲主任 

12:00-12:07 
運動員的足部傷害 

Foot injuries in athletes 

林口長庚 

陳建宏 

12:07-12:12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國際網路視訊 Special lecture : International webinar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2:12-12:42 

Treatment choices of recurrent shoulder 

instability in Olympic level Judo players (莫斯

科當地時間：W6 07:12) 

PD Dr. Alexandre 

LÄ DERMANN 

台灣肩肘醫學會 

盧永昌理事長 

 

林口長庚 

徐郭堯主任 12:42-12:57 討論 

12:57-14:20 午休時間 

邊線醫學 Sports medicine ( Part II ) : Sideline medicine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4:20-14:27 

傷停時間的處理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during medical 

timeout 

林口長庚 

林瀛洲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周伯禧教授 

高雄長庚 

 周文毅主任 

14:27-14:34 

雷射針灸及中醫在邊線運動醫學的角色  

The role of healing light and TCM in sideline 

medicine 

高雄長庚 

郭純恩 

14:34-14:39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微創手術治療 Sports medicine (Part III ):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4:39-14:46 

阿基里斯腱斷裂的微創手術治療 

Modified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Treating 

Acute Sport-related Achilles Tendon Rupture 

高雄長庚 

陳仁宏 

林口長庚 

詹益聖部長 

 

成大骨科 

蘇維仁教授 

14:46-14:53 

肩部關節側部分棘上肌肌腱撕裂傷: 修補與

否? 目前之治療證據回顧 

Partial Articular Supraspinatus Tendon Avulsion 

(PASTA), repair or not repair? A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嘉義長庚 

余培安 

14:53-15:00 
以髖關節鏡治療股骨髖臼夾擊症候群

Arthroscopic management of FAI 

基隆長庚 

唐浩哲 

15:00-15:05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組織增生治療 Sports medicine (Part IV ): Regenerative medicine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5:05-15:12 
髕骨肌腱炎的 PRP 治療 

PRP injection for patellar tendinopathy 

林口長庚 

吳致寬 關節鏡暨膝關節醫

學會 

 陳超帄理事長 

基隆長庚 

陳仲堯主任 

15:12-15:19 
以震波及高濃度血小板治療髕骨肌腱炎的成效

The outcome of shockwave and PRP in patella 

高雄長庚 

詹舜文 

15:19-15:26 
葡萄糖增生修復療法：綜述和最新發展

Dextrose Prolotherapy Updated 

嘉義長庚 

許宏志 

15:26-15:31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15:31-15:50 coffee break 



向下扎根成果 Part 1~運動傷害分布 Fundamental root down ( Part I ) : Athletes care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5:50-15:57 

中醫照護提升射箭選手運動表現 

TCM care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archery 

athletes 

高雄長庚 

吳思穎 

高醫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張乃仁教授 

 

嘉義長庚 

 許維修主任 

15:57-16:04 

RED-S 運動中相對能量不足於台灣現況分析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lative Energy Deficiency 

in Sports (RED-s) in Taiwan 

林口長庚 

鄭惟仁 

16:04-16:09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向下扎根成果 Part 2~運動心理 Fundamental root down ( Part II) : Sports psychology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6:09-16:16 
運動心生活：心理健康與壓力放鬆 

Dealing with your life stress: relax 

林口長庚 

洪子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洪聰敏教授 16:16-16:23 

運動心世界：心理與科技化的心理技能訓練 

Innovative sport psychology using 

technology-aided psychological skills training 

高雄長庚 

林家如 

16:23-16:28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向下扎根成果 Part 3~運動營養 Fundamental root down ( Part III ) : Exercise Nutrition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6:28-16:35 

台灣校園運動員營養狀態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ampus athletes in 

Taiwan 

高雄長庚 

黃鈴惠 

國立體育大學 

詹貴惠教授 
16:35-16:42 

營養教育介入對青少年運動員營養知識的影響 

Effects of a Nutrition Education program on 

Nutrition Cognition in Adolescent Athletes 

嘉義長庚 

劉金華 

16:42-16:47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向下扎根成果 Part 4~運動禁藥 Fundamental root down ( Part IV ) : Anti-Doping update 

時間 題目 講者 座長 

16:47-16:54 
運動禁藥清單 Update 

What's new in the 2022 prohibited list 

台北長庚 

林子鈺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許美智教授 
16:54-17:01 

運動"藥"安心，禁藥 out~ 

Combatting doping in sports!  

高雄長庚 

蔡淑貞 

17:01-17:06 討論、頒發感謝狀、合影 

17:06~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