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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探究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政策之影響，進一步瞭解 SH150 政策在小學

執行前的宣導、推廣與執行 SH150 政策的過程和發展，以及對於行政人員、級任老師

和學童家長在執行 SH150 政策之後的影響之情形。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為研

究策略，以半結構式之個別深度訪談，而研究參與者設定為小學執行 SH150 之行政人

員、級任老師及學童家長，蒐集相關訪談內容，並將內容彙整及歸納分類，分析執行

SH150 政策的前、執行過程，與執行後於不同層面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從政策執行

前、政策的過程發展以及政策後的影響，對於行政人員而言，業務量增加和缺乏專業人

才協助；級任老師有課程進度壓力和指導上的問題，而學童家長而言，在不影響學童課

業之情況下，大多都可以接受學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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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今科技的發達、時代的進步，各種 3C 科技產品已觸及於各年齡層之中，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3 年資料統計中，每四位學童和青少年中會有一人達到肥胖或過

重之標準，尤其肥胖問題影響孩童最大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3)。而國內外醫

學研究中指出造成國民健康惡化、生理機能衰退與衍生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為身體

活動不足 (李麗晶、鄭溫暖，2009)。Ratey 和 Hagerman (2009) 在《運動改造大腦》書

中，提供了證據及觀念，說明「運動」不僅能鍛鍊肌肉、鍛鍊大腦，更能改造心智與智

商，刺激大腦神經傳導物質、促發神經連結，穩定情緒提高專注力及增加學習效率。書

中提到「零時體育計畫」 (zero hour PE) ，證明了晨間運動不僅僅能促進身心健康，還

能增進學習力 (翁悅珍、陳五洲，2015) 。 
體適能在全球遍布發展趨勢之下，我國政府逐漸重視體適能與運動的重要性，開始

著手制定及推動體適能相關政策。有鑑於此，教育部為使學生體適能擁有更好的環境，

強化學生正確體型的觀念，藉由身體活動、均衡飲食等方法來提升學生體適能，於 1999
年時陸續推行「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 (333 計畫)」、2001 年的「中小學生健康體

位五年計畫」、2002 年「一校一團隊、一人一運動」、2006 年「體適能納入考試計分

試辦計畫」、2007 年「校園快活計畫 (快樂運動、活出健康)」和「樂活運動站」等，

促使學生每天需做身體活動時間為 30 分鐘，每週累積為 210 分鐘之比率為指標，整體

來說，得到了社會、學校教師以及學生普遍認同和肯定 (許振明，2008) ，但仍然有相

當大的空間需要努力。於 2013 年 12 月修正了國民體育法第六條，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參與體育活動

時間，每週應達 150 分鐘以上，正式將體育課程外的體育活動納入法規，而教育部因應

法令於同年推行「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方案」，期許在晨間、課間休息以及課後

時間來增加身體活動的機會，以樂趣化方式提升學生參與運動動機，引導學生養成規律

運動習慣 (周宏室，2014) 。 
各項計畫執行至今雖已有成效，但根據教育部調查之結果發現學童身體活動量依舊

不足，各級學校學生每週每日所累積運動時間達 30 分鐘與 210 分鐘以上之人數仍不盡

理想，且運動參與之情形並未隨著年齡下降而體適能逐漸增強，表示學生在規律運動的

習慣及觀念並未養成，再從體適能表現來看，各級學校在學期週間，不包含體育課之時

間，學生每日運動的時間累積 30 分鐘以上，比例最低為高中，比例最高則是國小，而

對照於 2007 至 2011 年體適能測驗成績四項均達到中等以上之比率，隨著學生教育程度

上升而有所下降 (教育部，2015) 。有鑒於此，體育署在 SH150 方案中，從四大面向提

供資源來協助學校，而這四個面向分別是人力資源、教材設施、活動規劃和資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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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執行這四大面向之執行，於 2015 年辦理數個專案計畫包括了「體育教師增能計

畫」、「普及化運動計畫」、「大跑步計畫」、「SH150 典範學校徵選及觀摩計畫」、

國民體育日時辦理「跳繩創金氏世界紀錄活動」和「一起參加奧運吧！」之計畫、「設

置樂活運動站計畫」以及「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動方案」等 (教育部體育署，2015，
頁 5) 。 

然而，陳建廷 (2004) 提出落實體適能教育的難處在於測驗結束後，個別位學童開

立運動處方，除了增加教師工作量外，在管理上難度較高，難以徹底執行。而國內許多

學者透過跑走的方式來測驗國小學生是否會提升體適能，透過跑走運動介入數週，大多

皆呈現對於體適能有所幫助 (洪維振，2003：許月娥 2004；翁耀明，2009；蘇惠雯，

2011) ，但對於運動習慣養成卻沒有進一步追蹤。而針對 SH150 政策所提到運動樂趣化

教學，引起學童們的運動興趣，而于健和廖嘉信 (2014) 經由跳繩樂趣化加入運動課

程，發現較能主動吸引學童興趣且激發動運動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並且學童在運動樂

趣化的滿意度調查上，結果顯示為滿意度中上 (張家銘、陳正專，2010) 。 
綜合所述，教育部體育署推動了許多體適能相關的計畫執行，透過學者經由運動

介入的量化實驗證明可提升體適能，雖在指標上有所提升，但在運動時間與運動習慣培

養上，仍有許多進步之空間，在推動 SH150 方案挹注了相當多的資源來執行，分別在

人力、教材、活動的規劃和資訊上的宣導，期許能夠達到更全面的成效。因此，本研究

因研究者於臺中市小學指導晨間社團時，與相關老師談話時，發現 SH150 政策，同時

於電視與網路上閱讀相關報導，期望更深入瞭解目前 SH150 方案執行前的準備、目前

執行現況，在執行過程中可以改善與對於學童家長的影響與執行後的影響。本次研究以

臺中市國小為研究對象，以個別訪談之方式對於行政人員、級任老師及家長做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真實地記錄執行計畫過程及結果成效，並將訪談之口述資料轉化成文字呈

現，使本研究易於歸納整理，且具有運動政策研究之價值。

貳、方法 

一、 質性研究與個案研究

Neuman (2006) 在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一書中，將質性研究之特性分別為重視社會脈絡、個案研究價值、研究者之誠信、建構

理論為目標、過程與時間順序和意義的詮釋等六點，主要強調從社會脈絡瞭解社會行動

之重要性，善用個案蒐集多元、廣泛及豐富之資料，研究者如實呈現研究資料，透過歸

納、對照、比較及分類過程之後，在有系統組織的整理事件發生之先後順序，瞭解事件

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意義為何 (潘淑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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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為研究策略之一，適用於政策、公共政策及政治科學，社會學和社會心理

學，組織和管理，城市的區域計畫，以及社會科學有關的主題研究 (Yin, 2003)。鈕文

英 (2014) 將個案研究的類型分成三大點，分別是從研究參與者數量及分析單位來分：

研究參與者的數量加上分析單位來作區分的話，分成單一個案整理設計和單一個案嵌入

設計，以及多重個案整體設計和多重個案嵌入設計；從研究問題之類型來分：研究問題

類型分成三種，包括探索、描述與解釋性，以及從研究之目的來分：以研究目的來分，

包括本質型、工具型以及集體型三種。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將透過質性研究之方式完整理解出參與 SH150 政策之研究

參與者所屬的情境以及脈絡性，透過個案研究工具型對當前的 SH150 體適能政策深入

瞭解並探討分析，針對此政策分析其實施背景、內容、過程與成果之單一個案嵌入設計，

對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政策之執行過程及影響，以文獻整理的方式瞭解政策執行過

程與影響之情境脈絡，並且經由與研究參與者蒐集資料並分析，來瞭解政策執行過程之

情形、執行後的影響以及改善之意見，最後展現出此個案之價值。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三所臺中市國民小學執行過 SH150 之行政人員、級任老

師與三位學童家長為受訪對象，如表一所示，且因考量到研究參與者參與政策之時間長

度，設定級任老師與家長皆為四年級以上之受訪對象，以個別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

選擇能給予本研究豐富資訊之受訪者，而作為本研究之參與者，研究者將收集資料，利

於本研究之分析整理。

表一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訪談日期/時間 訪談地點 身份

A 男 20160410/50mins 學校守衛室 體育組長

B 男 20160410/50mins 學校教室 級任老師

C 男 20160419/1hr 學校教室 級任老師

D 男 20160419/1hr 學校會議廳 體育組長

E 男 20160420/1hr5mins 辦公室 家長

F 女 20160424/1hr5mins 家中客廳 家長

G 女 20160421/55mins 學校教室 級任老師

H 男 20160421/50mins 辦公室 體育組長

I 男 20160421/1hr 工作室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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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使用 Yin (2003) 參考 Kidder 在 1981 年時所提出的構念效度、內在效度、外

在效度與信度，以建立個案研究之品質指標 (鈕文英，2017)。但因本研究為探索性個

案研究，不適用於內在效度，且本研究編碼分析程序以主題式分析，反覆閱讀文本，以

研究參與者代號加上訪談之日期時間當作設定及說明編碼之原則，熟讀文本後進行初始

篩選，從下至上之方式將意義單元編碼出類別，再經由歸納之類別尋找出主題，再持續

與文本互動下，提出主題和子主題  (Schinke, McGannon, Battochio, & Wells, 2013) 。 
因此，本研究以小學行政人員、級任老師與學童家長等三種不同人員資料，包含深

度個人半結構式訪談、觀察研究參與者表情與動作，與相關 SH150 政策檔案資料等，

做不同來源之三角檢證建立構念效度，並說明研究參與者背景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做出可推論性改善研究結果，於撰寫報告與分析資料時，保持價值中立維持研究之客觀

性，建立外在效度，且在瞭解 SH150 政策背景脈絡與研究參與者立場，選擇適切對象

並適當陳述資料，再使用不同資料來源之三角檢證及研究參與者檢核，以提升資料之真

實性。

參、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過程 

一、政策執行前的宣導與推廣

行政人員由體育組長透過會議的交流，吸取別間學校的執行經驗，將有益於自身學

校發展資料帶回學校，並且配合學校的特色，設計不同的項目及活動，再將政策內容和

活動計劃告知學校級任老師，並說明未來執行的內容。

有召集學校的行政人員，包括體育組長、主任，去開一個類似的研習會，請各

校的承辦人員再回來學校推廣。除了這個之外，在公務系統方面，有成立網站，

有 SH150 的承辦人員蠻積極的，會辦很多類似普及化的運動。 (受訪者 A，

2017/4/10)  

級任老師則由體育組長將研習得到的資訊，利用教師晨會、升旗以及學期前的課

程會議等機會，宣導該政策及推廣相關活動，同時希望級任老師對班上學童進行宣導，

並能多利用晨間或是空檔時間帶學童出來活動 (教育部，2015) ，但級任老師有專業自

主教學的權利，他可能只是配合你的指令，卻不瞭解政策，但也有級任老師對於此類型

的政策宣導熱絡，且充分執行與配合。

導師的任務是配合學校，在執行端我們當然是配合他的計畫端的作法，只知道

說最近這幾年活動很多，都是以班級作單位，就是這幾年的變化，不確定是不

是跟 SH150 是有關的。 (受訪者 B，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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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政策執行都由體育組長在教師晨會的時候說，因為我本身對體育比較有涉

入，所以我有瞭解到，宣導的做法我記得就是除了行政有跟我們說大概每天

30 分鐘，不包含假日是每週 150 分鐘，然後以自己帶班來講，我都會盡量說

告訴學生要去戶外活動這樣子。 (受訪者 C，2017/4/19) 

而政策的宣導於家長方面，就沒有做的那麼深入，家長對於這個政策來說，相對

的比較陌生，只知道什麼項目最近在推行，本身就有讓學童參與運動的家長，就更無感

了。

我不太清楚，可能好像沒有，聽說 SH150 只是說他們學校只有主推在跳繩就

對了，就是說一年級他們要學會怎麼樣跳，二年級要學會怎麼跳這樣，就推廣

這個跳繩，沒有特別講說 SH150，或許有那種宣導單說鼓勵大家多活動，一

個禮拜運動 150 分鐘，可是因為我們都超過阿。 (受訪者 E，2017/4/20)  

SH150 政策在執行前的宣導及推廣運用不同的層面之規劃，與體育署辦理之專案並

行，雖然執行的行政人員方面皆有基本上的瞭解及認知，但再往下扎根至級任老師，從

結果看來並沒有達到全面性效益，若僅以配合模式來應對，導致家長多數皆不瞭解，若

級任老師與家長皆能深度瞭解並加以宣導，便促使學童養成與參與身體活動與運動習慣

之重要推手 (方進隆、黃泰諭，2011)。 

二、執行 SH15 政策的過程及發展 
SH150 政策是希望透過樂趣化的教學，來增進學童對於運動的樂趣與動機，並透過

競賽的方式，促使學童在晨間、課間及課後的時間去練習達到運動之目的，同時探討影

響學童運動動機之因素，以及學校依照該學校之特色，在非體課程外的運動時間與空間

上的規劃，並且探討在政策執行的這段時間，對於學童的影響以及家長在配合政策上之

情形。

(一) 促發學童運動動機 
(二) 于健和廖嘉信 (2014) 提出帶有遊戲成份之樂趣化體育運動，能主動引起學生的興

趣，進而培育學童運動知能。而受訪者提到教學的樂趣化，讓學童們瞭解與認知運動的

重要性。而在國小階段，為了達到教學樂趣化，多數學校皆運用競賽的方式，藉此方式

給予獎勵，而競賽後的獎勵，對於促發學童運動動機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式。

現在因為有普及化的比賽，所以就會比較往比較趣味性的方向走，比賽的內容

就會比較簡單。(受訪者 F，2017/4/24) 

林瑞敏和曾聖文 (2013) 提到對於運動學習動機可分成「獎賞」、「樂趣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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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之構面，對於每位學童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平常排斥運動，或因自身無法

從事某些運動之強度，遇到運動動機較難有效的促發之情形時，將以不同的方式來鼓勵

學童，盡可能去引發學童的運動動機，畢竟適度的從事運動，對於學童各項發展上有相

當的助益。

他還是得跟班上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情，那種不喜歡運動的，我就會鼓勵他，我

不會說他不要讓他在旁邊看，如果這樣子，他就越不動了，也可能讓別的小朋

友學習，那個標準你要去拿捏出來。(受訪者 G，2017/4/21) 

(二) 運動參與的影響因素 
影響運動參與的影響因素，不僅是在運動動機上的缺乏，像是時間在時間上的安

排、運動所引起的受傷、學業成績的起伏以及對於運動重視度等，皆是影響運動參與之

動機因素。

我們這邊是文教區，文教區的話家長重視課業，老師自然會有壓力，所以老師

寧可在早自修時間多進行語文上、數學來進行補強，而不把學生帶下來。(受
訪者 D，2017/4/19) 

最主要的是因為台灣社會還是以補習為主，小朋友跟補習卡到同一個時間，還

是得放棄。(受訪者 F，2017/4/24) 

(三) 非體育課程之運動規劃 
    蕭健治 (2010) 提到學校最能妥善利用為晨間活動時間增加學童身體活動之機

會，而在 SH150 政策規劃中，期望學校多利用晨間、課間及課後之時間，多讓學童參

與身體活動之機會。

體育課程外的時間安排的話，就是必須再挪時間出來，例如，我們國小八點到

八點四十分有導師時間，以前檢查指甲、手帕的時間，或許那段時間我們可以

安排讓小朋友去運動。(受訪者 G，2017/4/21) 

教育部 (2013) 提到空間是都市學校比較大的挑戰，若同一時間活動，會造成學生太多

超過場地所能負荷，讓活動項目和運動量受到限制。而每間學校需在有限的校地場域

內，規劃出能供最多人使用之辦法，以確保學生之使用。

SH150 計畫裡面首先我們要分配說早上孩子要做什麼運動，不能全部安排跑

步，不然操場一定會擠不下，所以一定要有每個學年每天場地安排的分配，不

能同步搶同一塊球場，再來就是課間要用什麼場地，也都會先安排好，都會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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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計畫裡面。(受訪者 D，2017/4/19) 

(四) 政策執行後與家長的配合 
SH150 政策執行至今，雖在體適能上沒有顯著的成長，但對於執行中的學校而言，

在體能與推展運動之進步是可以看見的，也帶動了學校的運動風氣。且運動使專注度方

面有所提升 (陳詩美、盧瑞山、黃芳進，2014)，讓學習效果、做事效率和抗壓性方面

皆有所提升。

說實在短時間是看不出來，可是從第一年到現在，我發覺真的在體能上跟我們

學校推跳繩真的進步很多，像他跳起來跳得很不好、跳的次數沒有那麼多、持

續沒有辦法跳那麼久，可是持續三年來，真的進步看的到，包括他的運動能力

和持續力，還有整個學校的運動風氣也有改變。(受訪者 A，2017/4/10) 

政策在執行在小學階段時，除了行政人員與級任老師需要相互配合，若家長能一起配合

政策的話，能讓政策執行和發展上更為順利，對於配合政策來說，影響最大的就是家長

放學後的接送問題。

首先會發同意書尋求家長同意，若家長不願意參加比賽，我會跟家長溝通，可

是他是我們班的一份子，是全班一起練，會在比賽前一個禮拜才會選出選手，

所以基本上家長就會認同。(受訪者 G，2017/4/21) 

他們難配合是上下班時間，如果學校有一些其他的活動，出去比賽可能會比較

晚回學校，就這段時間比較困擾他們而已。(受訪者 C，2017/4/19) 

綜合所述，透過趣味化和競賽的方式，促發學童運動動機，而時間、受傷和成績

為影響運動參與之動機，而必須利用體育課程外的時間加上都市內的運動空間有限，同

時有活動時，家長能否配合接送顧慮到學童安全也是因素之一 (曾宗渭、蔡明昌，2011)。 

三、執行政策後的影響

(一) 行政人員 
對於行政人員來說，平日加上體育的業務，在業務量增加的情況下，就會有不同的處理

方法，並會發現在體育專項人才之不足，在普及化比賽項目較多之情況下，在指導上就

會有些困難。

人力不足是指在多項推動時，專業人才上有點不足，包含級任與體育老師也有

可能不會，然後普及化運動的比賽項目太多、時間太接近，讓家長覺得整學期

都在練習和比賽，期盼能增加專業師資並將比賽時間錯開，但在聘請上有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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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限額的問題。(受訪者 A，2017/4/10) 

(二) 級任老師 
(三) 在小學階段，雖級任老師是包班制的，但在時間的分配上已有既定的比例，若是

挪用其他課程時間，會造成進度上的壓力，不過老師對於運動是否重視也是關鍵之一，

而且對於運動上的指導、場地與器材上，皆是比較擔憂的部分。

我贊成學生戶外活動，我的班級比較重視體能活動，所以會利用彈性課或導師

時間做，但是其他班級的導師時間可能就在書寫跟閱讀，所以影響層面對我來

說還好。 (受訪者 C，2017/4/19) 

就普及化又是班級得依賴導師帶，教學上只能用嘴巴教或看 DVD，像二迴旋，

想辦法讓一個人會跳之後，叫他去教其他的同學，或步驟分解，最後就是勤練

習了，當然我一定會很困擾阿，不要很比賽化，樂趣化下去練習。 (受訪者 G，

2017/4/21) 

(四) 家長 
家長起初只會感覺學校活動變多，對孩子有好的影響且在不影響學校的情況下進

行，若有代表學校出去比賽，會盡快補足進度，級任老師也會給予協助，有些家長甚至

希望學校給予更多時間和提供更多的場地使用。

有遇過整個月密集\有三四場比賽且都在上課時間，可是有趣的是小朋友的課

業沒有退步，因為教練的均衡發展，這也是我認為基本教育跟體育該做的事情。 
(受訪者 I，2017/4/21) 

自己小朋友的話，若發現在課業上有問題，就趕快自己補足加強，如果比賽回

來累了，會讓他先休息，老師也蠻體諒的，會給予延長期交功課的期限限給小

朋友。 (受訪者 F，2017/4/24) 

我們覺得學校很多場地利用率可以更高，像說室內的場館可以打羽毛球或排

球，晚上租出去也不錯，可是經過的時候，常常都是暗的。(受訪者 E，2017/4/20) 

總合所述，行政人員業務繁忙，再加上專業人才不足，難以徹底執行；級任老師

在時間調配上須配合課程進行，並且依照老師對於運動的熱誠決定執行的程度；家長主

要是根據學童的成績，在成績不影響的情況下，同時希望活絡更多場地提供使用 (教育

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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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在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政策之影響，作出以下幾點為結論，以圖一為概

述：

(一) SH150 政策執行前雖做了多方面的宣導，並邀請執行的行政人員參與講習，但訊

息往下傳遞時，無法達到全面性的瞭解，甚至無法傳遞至家長，且因沒有強制性，因設

法讓級任老師全面的瞭解執行內容，才更有機會推廣至家長層面。

(二) 學校多以競賽的方式配合樂趣化的教學，並利用同儕間之影響，促發運動的動機，

同時規劃分配運動空間與時間，設立相關運動性社團，雖在執行後效果沒有立即成長，

但運動風氣卻大幅改善，雖會遇到家長接送問題，但大多還是有解決之辦法。

(三) 在政策執行後，增加行政人員的業務量，且缺乏專業人才的協助，很難達到全面

性的執行；在小學固定作息中，需級任老師去分配時間造成趕課之壓力，且非運動擅長

造成不少困擾；家長雖不瞭解政策內容，但大多認為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能擁有參

賽的經驗與回憶皆是認同的，並希望運動空間與時間分配加長。

圖一、SH150 政策執行之流程圖 

二、建議

本研究將建議分成學術與實務兩方面，作為研究者與相關研究人員後續參考之方

向。

(一) 學術上對於體適能政策的顏問大多還是以實驗性內容觀察對於體適能的影響，因



 

95 

興大體育學刊 
2020 年，第十九期，85-97 頁 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政策之個案探究 

此未來可加入政策與運動相關理論來分析，做出不同面向之探討。

(二) 應將講習範圍擴大至級任老師，甚至於家長層面，級任老師要利用家長座談會時

間讓家長瞭解活動內容，家長也應給予學童在這個階段更多的時間參與運動團隊與社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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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SH150 policy implement in 
Taichung elementary school 

Min-Hsiu Hsieh1,San-Chuan Cheng2 ,Kuo-Lung Kuo2 ,Chien-Yu Lin1* 
1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SH150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point of view at Taichung elementary schools. The case 
study was used as main strate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this study. The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from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hich were included the 
schools’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found as 
below: administers were increased a lot of extra works, school lack professional teachers to 
help and implement. Teachers had the pressure to follow the semester schedule and got in 
trouble about guidance. Parents can accept the school arrangement without affecting 
children’s grades. 

Key Words: Fitness policy, SH150 policy, case study, influence of implemented the policy 



 

98 

興大體育學刊 
2020 年，第十九期，85-97 頁 臺中市小學執行 SH150 政策之個案探究 


	1-封面
	2-書名頁.目錄
	UBA男子選手運動心理技能、止觀特質與罰球命中率之相關研究

	3-(2修)19期-全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1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2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3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4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5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
	二. 實驗設備規格與限制：
	三. YCbCr色彩演算法
	四.以霍夫轉換找出圓形
	五.影像像素與現實大小的轉換關係
	一. 膚色辨識
	二. 雜訊濾除
	三. 霍夫找圓程式實現
	四. 判斷手部及球之最高點
	五. 顯示畫面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7
	(修)興大體育學刊19期-8

	4-「興大體育學刊」稿約(108.02.15)
	5-著作財產權轉讓書
	6-版權頁
	7-封底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