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高教深耕第一次全校輔導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9 月 11 日(一)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 515 會議室
三、 主席：黃副校長東治

記錄：林宇俊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師長及同仁協助執行高教深耕，目前第二期款項已獲
教育部撥付，最後還有第三期款仍需努力，還請各位盡力協助。
六、 會議內容：
整體計畫時程：預計在 9 月底將各計畫剩餘經費統籌使用，10 月開始撰寫
成果，11 月初辦理校內海報成果展，11 月底完成期末報告。
A1-1 厚實學生基礎能力，牟鐘福主任：經費執行已達 83%，KPI 也大多達
標，待本學期開課後應可順利通過。
A1-2 學生學習社群，徐芷萱助理：6/15 已成立 10 個學生學習社群，經費
陸續運用中，預計 11/30 前完成經核銷，12 月會辦理成果發表會。
A1-3 學生學習營隊，徐芷萱助理：106-2 已辦理面試技巧營隊，後續配合
自學中心改造案，辦理學生設計營隊，自學中心預計在 11 月改造完成，12
月進行揭牌。
A1-4 學生輔導機制，曹君琪小姐：本學期將再辦理 1 場教學獎助生研習及
同儕輔導班，學生運動員訪談將配合韓體大交流團辦理。
A1-5 用心出發服務學習，劉馥瑜小姐：服務學習 8 月底前已執行 3 案，尚
有 1 案將會核銷；服務學習講座會在 10 月辦理。9 月底前調查經費需求，
如有餘款將會繳回計畫統籌。
A1-6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李偉清組長：學生參與課程及返鄉服務皆已
達標，9 月底會再辦理長照課程及原住民課堂專班，可以順利達標。
A2-1 教師教學知能研習，張瑞芬助理：教師研習目標是 6 場，已完成 8 場，
本學期預計會再辦理 1 場。
A2-2 教師研究能量，蕭秀萍小姐：國際論文資料庫將在 9 月進行統計，跨
校合作部分已有 2 位執行中，另有 1 位將在年底執行。
A2-3 業師協同教學，張瑞芬助理：本學期業師協同教學申請在 9/28 截止，
經費預計會順利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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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教師專業社群，藍靖萍助理：本年度已成立 8 個教師社群，陸續執行
中，預計在 12 月辦理成果發表。
A2-5 創新教材，藍靖萍助理/朱彥穎主任：課程教材上網率已達 82.19%；
因虛擬實境教材昂貴，本年度並沒有相關預算，暫時無法執行；業務費部分
可先交回統籌運用。
A2-6 鼓勵教師/教練自我成長，藍靖萍助理/陳佳惠助理：教師教材獎勵今
年度已有 7 案申請，已在核銷當中。補助教師研習共通過 16 案，有 2 案
取消，8 案已核銷完成，其他 6 案尚在進行中。
A2-7 獎勵教師/教練彈性薪資，黃啟彰研發長：彈性薪資開放申請至 9/14，
會在教師節或校慶典禮頒發。
A3-1 微型課程、A3-2 深碗課程、A3-3 課程模組，張瑞芬助理：微型課程
本學期陸續開課中，經費使用率會再提升；深碗課程目標已達成，跨領域課
程模組已經提前建置完畢。
A3-4.1 幼兒體育教學創新及課程創作，洪佳琳小姐：自主學習社群將於 11
月完成，課程實踐時數將在 10 月執行，幼兒律動 4 首正在編創中，將於
11 月完成拍攝。
A3-4.2 運動產業創新與創業教育，王凱立主任/蔡錦雀主任：規劃上本就
安排 107-1 執行，正在運作當中；運動健康產業創新課程目前有 15 名學
生選修，歡迎對創新創業有興趣的學生踴躍選課，未來會辦創業競賽，學生
能力加值。
A3-4.3 利用 O2O 社群經營模式推動基層運動或新興運動計畫，王凱立主
任：106-2 已辦理基層足球計畫，目前只剩業師時數、工作坊未達成；1071 學期會辦理科技和運動結合的新興運動計畫。
A3-5 建置專業技能教室，劉馥瑜小姐/蔡錦雀主任：OSCE 教室已完工，目
前等待驗收，9/14 將辦理教育訓練；運保系將強化運動防護室及週邊空調，
已完工並完成初驗，有部分狀況需待廠商處理後再進行驗收。
A3-6 課程外審，張瑞芬助理：本學期開始辦理外審，預算應可以順利執行
完畢。
A4-1 邀請外籍學者來校交流，劉馥瑜小姐：目前已核銷 4 場，其他案數請
各教學單位依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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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海外體驗教育活動推廣，陳龍弘老師：本案已在 7 月底全數完成，並
超出當初設定的目標，經費尚在核銷中並無問題。
A4-3 海外專業實習，劉馥瑜小姐：8 案於暑假已全數執行完畢，9 月底前
會完成核銷，成果報告在收件整理中，10 月會上傳至體大影音網。
A4-4 雙聯學制及交換生，黃啟彰研發長：目前有新外籍生到校，華語中心
已在籌備中，師資的 9 萬預算已在簽核中，執行率應無問題。
A5-1 實習導師輔導，張瑞芬助理：實習導師輔導為新辦法，將在本學期開
始實施，9/28 申請截止，希望大家提出申請。
A5-2 職涯輔導，楊孟容主任：平台使用率因畢業生離校，故母數變動後導
致使用率下降，但仍高於目標值；其餘計畫照規劃進行中，剩餘經費將會作
為培訓輔導股長及辦理講座。感謝球類系和運科所協助，輔導學生就業媒
合可以達到 100%。畢業生流向調查會在 10 月底完成。
A5-3 產業實習，劉馥瑜小姐：近期將詢問各單位是否有企業參訪的需求，
調查完畢後剩餘經費將流回統籌運用。
A5-4 創業育成團隊，朱彥穎主任：第一期已在 106-2 完成，成果報告已在
製作當中。
A5-5 建構創新創業生態友善環境，黃啟彰研發長：因暑假期間師生較少，
預計在 107-1 學期積極運作。
A5-6 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陳佳惠助理：107-1 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預計 10 至 11 月開放申請；為豐富學生就業履歷、鼓勵學生於學習歷程系
統登錄證照，屆時將同時舉辦證照達人活動。
B1-1 野外新生訓練，王俊杰老師：活動計畫將在 11 月執行，11 月底可結
案。
B1-2 海洋遊憩運動指導人才培育，葉怡矜副教務長：計畫皆已在暑期完成，
僅剩企業參訪將在 10/26 執行。
B1-3 國際戶外冒險領導學程，王俊杰老師：計畫已在暑假執行完畢，目標
值都已達標。
B2-1 運動媒體文創產業創新計畫，陳五洲老師：本計畫的重點著重在 1071 學期，上學期都在建置器材，預期在 11 月可以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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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運動賽事轉播及 Edius 國際剪接證照，洪文仲助理：計畫的器材在 7
月底完成驗收，暑假期間學生不在，暫時無法運作；而認證師的計畫將轉
型。107-1 學期將以轉播和剪輯工作坊的形式呈現。
B2-3 輔導學生利用網路社群推廣台灣運動產品至國際市場計畫，王凱立主
任：106-2 學期已辦理創意商業影音競賽，下學期將針對商業社團活動來
執行。
B3-1 建構體能檢測專業人才計畫，江杰穎老師：計畫都在執行當中，部分
計畫都設定在 107-1 學期開始運作。未來將在 10 月執行外籍學者訪問，
而在 11 月將到海外短期見習。
B3-2 優秀運動員輔導與適性分流發展，洪靜如小姐：暑期已辦 1 場業師分
享講座及 1 場企業參訪，會再規劃後續計畫內容。
B3-3 培養國際運動競技運動教練與運動訓練科學專業人才，洪靜如小姐：
107 學年度有招收到 2 位學程學生，交換學生將在 10 至 11 月前往，而課
程滿意度將在本學期課程後進行調查。
B4-1 運動教案開發，朱彥穎主任：計畫的內容都已規劃，將在 10/30 至
11/1 辦理 3 天工作坊，邀請 2 位波蘭學者來講課，經費支用應無問題。
B4-2 提升多元化體育師資專業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素養，潘義祥老師：計
畫指標都已經順利完成，經費會繼續執行。
B4-3 奧林匹克精神探討與推廣，朱彥穎主任：9/6 辦理體大奧運日，成果
報告準備中。11/3 將邀請國講者研討會，經費支用將依序完成。
B5-1 運動保健實踐創課，陳雅琳老師：本計畫課程雖在 107-1 開課，有申
請於暑假提早執行，也都順利完成，目前都已在核銷當中。
B5-2 活躍老化學習加值計畫，蔡錦雀主任：後續還會有一些講座、課程會
執行，10-11 月都會依序執行。
B5-3 建立中高齡者之運動健康促進課程研發中心，曾啟宣助理：40+逆齡
俱樂部在體育館進行裝修，預計將在 10 月底完工；學者講座及工作坊，將
在 10/20 進行。課程也都將在 10 月進行，後續做問卷的回饋。
C-3 校務研究資訊公開，呂紹源助理：因計畫與前一期計畫重疊，7 月起已
開始使用本計畫的經費，未來將辦理校務研究系統的介紹與使用說明。
D-1 集資募資，嚴雅馨小姐：預計在 10 月前往緬甸執行集資募資計畫，將
按照期程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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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運動指導與比賽，陳月娥老師：計畫已全都達標，9 月將加開 1 項比
賽，提高經費使用率。
七、 計畫提問：
運保系蔡錦雀主任：
1. 成果報告是否全部在 11 月底完成？部分計畫內容預計在 12 月辦理。
答：因計畫龐大，著重重點項目即可。
運保系蔡錦雀主任：
2. 實習輔導導師以經費估計應有 66 人，但因資訊不清，運保及產經系皆
只推薦 5 人，對於執行率可能不利，是否要再繼續推薦？
答：如符合標準都請單位推薦，留待審查會議再討論。
產經系陳龍弘老師：
3. 因計畫已完成，請問成果報告是否已有格式可供參考？海報成果展示對
校內或校外？
答：目前教育部尚未提供相關格式，會再向教育部詢問相關資訊；海報成
果展為校內使用，但教育部明年實地訪評時也可使用。
八、 散會時間：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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