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個人資料表 

 

張瓊方 

職稱：副教授 

電子信箱：cfchang0908@g2.usc.edu.tw 

研究室：A 棟 111 室 

分機： 5111(研究室)、 4351(休產系)、 

一、 學歷與學術專長 

 日本国立筑波大学人間総合科学研究所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課程(再進修)、中等教育學程課程(進修) 

 身體教育、休閒心理、藝術舞蹈 

二、 經歷 

現職  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 

曾任教經歷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通識中心） 

 實踐大學體育室 

 樹人醫專幼兒保育科 

 朝陽科大幼兒保育系 

三、 相關證照/執照 

日本スクエアステッピングエクササイズ指導員、韻律體操評審、運動舞蹈教練 

四、 學術參與 

1. 張瓊方(2021)地方大學教育生態圈學習的擴散 「也是生命教育」:「學習」與生命

教育架接的可能性。揚智出版社。 

2. 張瓊方(2021)『舞蹈與美學賞析』課之教學實踐研究。揚智出版社。 

3. 張瓊方(2020)舞蹈與美學賞析 舞蹈通識、體驗與實踐。揚智出版社。 

4. 木山慶子、張瓊方(2021)台湾の学校体育における伝統舞踊の位置づけ 全国学生



舞踊コンクールで上演された原住民舞踊に着目して。群馬大学共同教育学部紀要

芸術技術体育生活科学編，第 56 巻 83-91。 

5. 張瓊方(2020)大學舞蹈體驗課程學生參與感受與評量因素之研究。休閒運動期刊，

第 18 期，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期刊。pp.33-42 

6. 張瓊方(2020)導生關係就是一種緣份。今日實踐。436 期。37-39 頁 

7. 張瓊方(2020)服務學習融入正式課程運營方式之可行性。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

卷第四期。101-105。 

8. 張瓊方(2019)舞蹈課中服務他人策略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彰化師大體育學報，第十

八期 1-19 

9. 張瓊方(2019)大學通識體育舞蹈課教師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致理科技

大學通識學報。第六期。159-174 頁 

10. 張瓊方(2018)休閒心理學：心理學概念、休閒與管理。揚智出版社   

11. 張瓊方(2018)感恩的心・感謝有您。今日實踐。427 期。頁 35-37 

12. 張瓊方(2020)日本推動地方創生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啟示.2020 觀光休閒學術論壇暨

研討會.2020.10.17 

13.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9) 大学における体育ダンス授業に関するサービスラーニン

グ授業の学習効果の検討。主題:体育科教育大学。日本東京慶応塾大学 p .311 

14. 張瓊方(2019)通識體育舞蹈課的教學實踐研究ㅡ服務學習與舞蹈有能感。2019 生命

教育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19 

15.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8) 人と自然と地域をつなぐ台湾「創意宋江芸陣大会」。日

本体育学会予稿集 2018 年 69 巻。日本德島大學 

16. 木山慶子、張瓊方(2018)台湾舞踊教育における「舞踊クラス」の理念と現状 。

身体運動文化研究第 23 巻第 1 号。pp.39-55 

17. 張瓊方(2018)高雄城市形象·觀光意象研究。2018 年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與研討會論

文集。台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    

18. 曾小娟、張瓊方(2017)香港女子棒球隊團員心理面之相關研究。2017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暨論壇。2017.6.17 台北市立大學(通訊作者) 

19. 張瓊方(2017)舞蹈教學學習評量概念之相關研究。2017 創新時代的教育:2017 創新

教育與教學科技論壇 逢甲大學。 

20. 張瓊方(2017)幼兒體能與律動指導。揚智出版社。 

21.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7)台湾における国舞の継承と創造：学生舞踊コンクールに



おける作品に着目して。日本舞踊学会第 69 回大會。日本女子大学 

22.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7) ダンスの実技入試による大学進学者の入学後の学習状況

に関する研究。日本体育学会大会予稿集 2017 年 68 巻 p.256 主題:體育科教育(大

學舞蹈)靜岡大學    

23. 木山慶子、張瓊方(2016)台湾における舞踊教育課程の検討 体育の舞踊と芸術教

育の舞踊を通して。群馬大学教育紀要(15)。pp.39-48 

24.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6) 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族舞踊表現の変容 パイワン族に着

目して。2016 身体運動文化学会第 21 回大会 日本人と身体運動。pp.25-26。

2016.11 日本奈良天理大學 

25. 張瓊方(2016)大學生身體知覺與欣賞藝人偶像形象之研究。2016 博雅通識教育創新

教學學術研討會。 

26. 張瓊方、木山慶子(2015)コンクールで上演された台湾原住民舞踊作品の特徴。2015

日本体育大会第 66 回大会予稿集 2020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と体育

スポーツ科学研究。日本体育学会大会予稿集 2015 年 66 巻 00-25-11 p.89 日本

國士館大學 

27. 張瓊方,林保源（2009）校園推展運動志工策略分析 以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為例。2009

年教育行政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屏東教育大學。pp.127-137 

28. 張瓊方,頭川昭子( 2006 )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古典舞踊作品の特徴。体育学研究

51-6:737-756 

29. 張瓊方,頭川昭子(2005)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民族古典舞踊の文舞作品のイメー

ジに関する研究。舞踊学。28。52-52 

30. 頭川昭子、若松美黃、唐澤優江、平山素子、張瓊方等(2005)舞踊家若松美黄によ

る作品のイメージに関する研究。舞踊学。28。49-49 

31. 張瓊方,頭川昭子( 2005 )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古典武舞作品の特徴。日本体育学

会茨城支部「いばらき·スポーツ科学」。23:9-22 

32. 頭川昭子、横山裕子、高橋うらら、張瓊方等(2003) 国際創作舞踊コンクール受

賞作品の外的イメージと内的イメージの関連。身体運動文化研究・身体運動文化

学会・第 10 巻第 1 号・p.45～p.68 

33. 張瓊方,頭川昭子(2003)新体操における低学年選手の運動表現のイメージに関す

る研究。日本体育学会 

34. 張瓊方(2002)民俗舞蹈作品意象與表現之研究。朝陽學報第七期。朝陽科技大學。

111-124 



35. 張瓊方(2002)中国女性古典舞踊作品のイメージと表現。朝陽學報第七期。朝陽科

技大學。125-142 

36. 張瓊方,頭川昭子(2000)新体操における幼稚園・小学校低学年選手の身体表現。日

本体育学会 

37. 張瓊方,頭川昭子(1999)身体表現におけるテーマと動きの関係 : 幼児保育者を中

心として。日本体育学会 

(其他略)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 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地方大學教育生態圈學習的擴散與聚斂-創意

原理與服務學習』 民生學門 

2. 109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舞蹈與美學賞析』課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與「學」的行動與反思』通識學門 

3. 108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休閒系幼兒體能指導課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服務學習與有能感』民生學門 

4. 107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識體育舞蹈課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服務學

習與舞蹈有能感』通識學門 

【國科會計畫】 

以舞蹈語意差判別法暨身體動作構成分析應用至韻律體操幼少選手身體表現之研究(主

持人) 

幼兒英語教學現況之研究調查(共同主持) 

【教學與輔導】 

1. 109 學年度實踐大學創新教材與教法獎勵，通識教授之『舞蹈與美學賞析』課獲優

等獎勵。 

2. 108 年度獲得「教育部友善校園獎」教育部北一區大專校院優秀導師獎。 

3. 108 學年度實踐大學教學創新教材與課程獎勵，於休閒產業管理學系教授之『休閒

服務學習』課獲得特優獎勵。 

4. 108 學年度實踐大學教學創新教材與課程獎勵，體育教育委員會教授之『體育(舞蹈)』

課獲優等獎勵。 

5. 108 年獲得校內推薦參與師鐸獎選拔，進入決審獲得教育部春風化雨表現優良獎狀。 

6. 108 學年度獲得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績優教學獎、 106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實

踐大學傑出教學獎。 

7. 107 學年度實踐大學教學創新教材與課程獎勵，休閒產業管理學系教授之『幼兒體

適能指導』課獲優等獎勵。 

8. 106年度，榮獲教育部體育署體育績優人員獎勵之「教學傑出獎」。 

9. 106學年度，實踐大學「優良導師獎」。 

10. 104學年度，105學年度，服務學習推動表現良好，獲得實踐大學「品格教育優秀

人員」獎勵。 

11. 104學年度至108學年度，實踐大學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獎勵」。 



12. 103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103學年度推動學校體育運動「志願服務績優團隊獎」，

績優指導教師獎。 

13. 102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社榮獲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區域和平志工服務團

隊全國入圍獎，指導教師獎。 

五、校內服務 

 

服務項目與內容 服務期間 

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院教評委員 104-107 學年度 

學校社團教師－運動志工社社團指導教師 100 學年度-107 學年度 

學校運動代表隊指導教師－舞蹈代表隊 103 學年度-107 學年度 

學校運動代表隊指導教師－舞蹈武術代表隊 100 學年度-102 學年度 

文化與創意學院教評會系代表教師 101 學年度-105 學年度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體育二室主任 97 學年度-100 學年度 

實踐大學高齡健康促進委員會當然委員 100 學年度-101 學年度 

實踐大學高齡健康促進委員會高雄校區 

執行祕書 
100 學年度-101 學年度 

博雅學部自然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97 學年度—100 學年度 

博雅學部人文二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97 學年度—100 學年度 

博雅學部自然二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97 學年度—100 學年度 

實踐大學校教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98 學年度 

實踐大學學校衛生委員會當然委員 97 學年度-100 學年度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88 學年度-89 學年度 

  
 

六、校外服務(公益團體、服務性質協會等參與) 

 台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 

 日本舞蹈學會、日本比較舞蹈學會、日本體育學會、日本身體運動文化學會 

 

 



 

七、學術研究成果【研究論文、技術報告類】 

 

成果 

類別 

發表 

學年

度 

作

者

別 

發表/

刊登

年月 

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研討會名稱 發表(出版)單位 發表(出版)地點 

其他

國際

期刊 

107 2 2018 
台湾舞踊教育における「舞踊クラス」の理念

と現状 
身体運動文化研究 

日本身體運動文化

學會 
日本 

其他

國際

期刊 

104 2 2016 
台湾における舞踊教育課程の検討 体育の舞踊

と芸術教育の舞踊を通して 

群馬大学教科教育研究

（15）、39-48 
群馬大學 日本群馬 

其他

國際

期刊 

95 1 2006 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古典舞踊作品の特徴 体育学研究 51-6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東京 

其他

國際

期刊 

94 1 2005 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古典武舞作品の特徴 
いばらき·スポーツ科学

23:9-22 

日本いばらき·スポ

ーツ科学學會 
日本茨城 

其他

國際

期刊 

92 3 2003 
国際創作舞踊コンクール受賞作品の外的メ

ージと内的イメージの関連 
身体運動文化学会 身体運動文化学会 日本東京 

其他

國內

期刊 

91 1 2002 中国女性古典舞踊作品のイメージと表現 朝陽學報 7:125-142 朝陽科技大學 台灣台中 

其他

國內

期刊 

91 1 2002 民俗舞蹈作品意象與表現之研究 朝陽學報 7:111-124 朝陽科技大學 台灣台中 



國際

研討

會 

107 1 2018 
人と自然と地域をつなぐ台湾「創意宋江芸陣大

会」。 
日本体育学会 69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德島 

國際

研討

會 

106 1 2017 
ダンスの実技入試による大学進学者の入学後の

学習状況に関する研究。  
日本体育学会 68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靜岡 

國際

研討

會 

106 1 2017 
台湾における国舞の継承と創造：学生舞踊コンク

ールにおける作品に着目して 

日本舞踊学会第 69 回

大會 

日本舞踊学会 日本東京 

國際

研討

會 

105 1 2016 
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舞踊表現の変容  パイワン

族に着目して 

身体運動文化学会第 21 回

大会日本人と身体運動 
日本身體文化學會 日本奈良 

國際研

討會 
104 1 2015 

コンクールで上演された台湾原住民舞踊作品

の特徴 

日本体育学会 

第 66 大会 

2020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

ラピックと体育·スポーツ

科学研究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東京 

國際研

討會 
102 1 2013 台北和高雄兩大都會之觀光宣傳短片分析 

2013 第五屆高雄國際論

壇暨學術研討會 
亞洲運動產業協會 台灣高雄 

國際研

討會 
97 1 2008 

台湾の舞踊教育における中国舞踊の位置づけ

及び民俗舞踊作品の表現 

日本体育学会第 59 回大

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東京 



國際研

討會 
94 1 2005 

台湾における古典舞踊作品の特徴 文舞と武

舞の発展と現状 

東北アジアスポーツ史学

会第６回大会 

東北アジアスポー

ツ史学会 
日本茨城 

國際研

討會 
94 1 2005 

台湾における古典舞踊作品の分類 文舞と武

舞の発展と特徴 

日本身体運動文化学会第

十大会 

日本身体運動文化

学会 
日本茨城 

國研討

會 
94 3 2005 

舞踊家若松美黄による作品のイメージに関す

る研究 
舞踊学会第 56 回大会 舞踊学会 日本沖繩 

國際研

討會 
93 1 2004 

台湾で上演れた中国民族古文舞作品のイメ

ージ 

舞踊学会 

第 56 回大会 
舞踊学会 日本沖繩 

國際研

討會 
93 1 2004 

台湾で上演された中国民族古典武舞作品のイ

メージ 

日本体育学会第 55 回大

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長野 

國際研

討會 
93 1 2004 

幼児·小学生新体操による種目の動作表現に関

する研究 

日本身体運動文化学会第

九回大会 

日本身体運動文化

学会 
日本茨城 

國際研

討會 
92 1 2003 

幼児·小学生新体操による種目の動作表現に関

する研究 

日本体育学会第 54 回大

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東京 

國際研

討會 
91 3 2002 学校における日米舞踊教育の関連と問題 

日韓舞踊教育シンポジウ

ム記念 2002 
日韓舞踊教育学会 日本東京 

國際研

討會 
90 1 2001 

中国民族舞踊における民俗舞踊作品のイメー

ジ 

日本体育学会第 53 回大

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 

北海道 



國際研

討會 
89 1 2000 

新体操における幼稚園小学校低学年選手の身

体表現 
日体育学会第 51 回大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奈良 

國際研

討會 
88 1 1999 

身体表現におけるテーマと動きの関係 幼児

保育者を中心として 

日本体育学会第 50 回記

念大会体育スポーツ関連

学会連合大会 

日本体育学会 日本東京 

國內研

討會 
106 1 2017 高雄城市形象·觀光意象研究 

2018 年觀光與休閒學術論

壇與研討會 

台灣生態休閒產業

管理學會 
台灣台中 

國內研

討會 
105 1 2017 舞蹈教學學習評量概念之相關研究 

2017 創新時代的教

育:2017 創新教育與教學科

技論壇  

逢甲大學 台灣台中 

國內研

討會 
105 2 2017 探究油麻地果欄女子棒球隊員之心理歷程 

2017 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

動學術研討會暨論壇 
臺北市立大學 台灣台北 

國內研

討會 
104 1 2016 大學生身體知覺與欣賞藝人偶像形象之研究 

2016 博雅通識教育創新教

學學術研討會 

實踐大學 台灣高雄 

國內研

討會 
98 1 2009 校園推展運動志工策略分析 

2009 教育與行政管理學

術研討會 
屏東教育大學 台灣屏東 

 

七、學術研究成果【專書出版、評論、期刊編審、演講、指導類】 

 

成果類別 學年度 項目名稱(個案、專書/文、期刊、學報、專案..等) 職務 內容 期間 



      

 98 教育學術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論文撰稿 97.8.1-98.7.31 

 98 實踐大學企業創新與創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講師 
文化創意產業

專題講座 
97.8.1-98.7.31 

專案指導 101 教育部補助發展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 歌舞競賽評審 原民歌舞評審 100.8.1-101.7.31 

 101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屏東縣初賽評審 評審 藝術舞蹈評審 100.8.1-101.7.31 

 101 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指導研習 課程教師 課程講授 100.8.1-101.7.31 

 101 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指導研習 課程教師 課程講授 100.8.1-101.7.31 

 100 高雄市高中職原住民學生原力再現計畫 歌舞競賽評審 原民歌舞評審 99.8.1-100.7.31 

 100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屏東縣初賽評審 評審 藝術舞蹈評審 99.8.1-100.7.31 
 



七、學術研究成果【研究計畫、產學合作類】 

 
補助/委託 

單位 
教師姓名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執行期間) 
金額 備註 

       

       

       

教育部 張瓊方 107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博雅學門 107.8.1~108.7.31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室 

張瓊方 107 107-108 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畫    

教育部國教署 張瓊方 106 大專學校與中小學社團合作計畫美育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室 

張瓊方 106 
106~107 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

畫 
106.2.1～106.7.31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室 

張瓊方 105 
105~106 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
畫 

106.2.1～106.7.31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室 

張瓊方 104 104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畫 104.9.1～105.7.31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室 

張瓊方 103 103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畫 103.9.1～104.7.31   

教育部體育署/

台灣大學體育
張瓊方 102 102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畫 130.1.6.~103.7.31   



室 

教育部體育司/

中華非營利組

織發展協會 

張瓊方 101 101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暨服務計畫 101.9.26-102.5.30  (共三案) 

台灣身體文化

學會 
張瓊方 99 

99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研習暨志工實
習服務計畫 

100.9.26~101.5.30.   

行政院體委會/

實踐大學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 

張瓊方 99 高齡者健康促進系列叢書撰寫計畫 98.8.31-99.7.31   

教育部/中華民

國體育學會 
張瓊方 98 

提升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 陽光活動推廣實
施計畫 

97.8.31-98.7.31   

台灣身體文化

學會 
張瓊方 97 

97 學年度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研習暨志工實
習服務計畫 

96.8.31-97.7.31   

教育部 張瓊方 97 宋江陣與原住民舞蹈文化深耕計畫 96.8.31-97.7.31   

國科會 張瓊方 90 
以舞蹈語意差判別法暨身體動作構成分析應用

至韻律體操幼少選手身體表現之研究 
NSC90-2626-H324-004   

國科會 張瓊方 90 幼兒英語教學現況之研究調查 NSC90-2626-H324-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