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3 年度 

全國各級學校拔河

樂趣化教學研習會 

 

 

 

研習日期:103 年 10 月 18 日 

研習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屬 

主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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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施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 103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樂趣化教學 

一、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年 4月 29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30010948

號函辦理。 

二、宗  旨：透過拔河運動樂趣化的教學方法，藉以提升教師、教練對於拔河

的學習興致及教學效益，並在多元校園體育裡，陶冶學生的品德，

普及拔河運動。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五、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六、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

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各縣

市政府、公私立大專校院、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大專拔河

委員會。 

七、研習時間：訂於 103年 10月 18日(星期六)辦理。 

八、研習地點：於國立體育大學教學研究大樓 2樓 209教室舉辦。 

九、參加對象： 

  （一）對象：國內各級學校老師、教練及各級學校推廣、參與拔河運動者，皆

歡迎報名參加。 

  （二）研習人數：100人為限。 

十、研習課程表： 

教育部體育署 103年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樂趣化教學研習會課程表 

時   間 課程名稱/講師 

08:30 報到 

08:40-10:20 樂趣化體育教學理念-掌慶維助理教授 

10:30-12:10 樂趣化體育教學實作-掌慶維-助理教授 

12:10-13:00 用餐時間 

13:00-14:40 拔河樂趣化教學-林彥伶老師 

14:50-16:30 拔河樂趣化教學-曾國棟老師 

16:30-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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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報名資訊：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3年 9月 22日(星期一)為止（名額共 100名），

以報名先後順序為錄取依據，報名人數額滿即停止報名）。 

  （二）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以傳真方式報名(錄取通知以 e-mail寄送)。 

1.聯絡電話：03-3283201轉 8104 謝筑虹小姐(ester@ntsu.edu.tw) 

2.傳真電話：03-3979283 

3.地址：33301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 號  

國立體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相關訊息公告網址：http://192.83.181.182/~tugofwar103/ 

4.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前 5 日前來電取消，以利研習人員之遞補。 

  （三）研習費用：本研習全程免費並提供茶水、餐點及研習資料。 

  （四）全程參與研習會者，由主辦學校發給研習證明書及研習時數。      

十二、報到：請錄取者於 103年 10月 18日(星期六)08：10－08：30逕至國立

體育大學教學研究大樓 2樓 209教室辦理報到事宜。 

十三、附則： 

  （一）本計畫由教育部體育署相關經費補助，參加研習人員請各所屬學校(機

關)給予公假，並向所屬學校(機關)報支差旅費用。 

（二）參加研習人員，請著運動服裝，以利示範演練及實務操作課程之實施。 

（三）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敬請自備水杯。 

  

mailto:ester@ntsu.edu.tw
http://192.83.181.182/~tugofwar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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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講師 

8:20-8:40 報到 

8:40-9:40 
樂趣化體育教學理念 

掌慶維  助理教授 

9:40-10:00 茶敘 

10:00-12:00 
樂趣化體育教學實作 

掌慶維  助理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拔河樂趣化教學 

林彥伶  老師 

15:00-15:10 
茶敘 

15:10-16:40 

拔河樂趣化教學 

曾國棟  老師 

16:50-17:20 綜合座談會/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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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講師資歷 

講師 資歷 

掌慶維 

助理教授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兼體育室活動組組長 

資歷:法國法蘭琪康堤大學運動科學(運動教育學)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學士 

2010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健球(Kin-ball)講師 

2010加拿大魁北克第六屆法語地區運動教育學(ARIS)發表與研習 

2010台北縣體育教師輔導團研習講師 

200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組長 

2009台北教師研習中心健康與體育教師研習講師 

2009嘉義縣 98學年年度學校衛生暨健康促進精進教學工作坊 

2008苗栗縣國中小領域輔導團 97年度精進課程教學輔導教師 

2007屏東縣體育教師輔導團研習講師 

2007理解式體育教學策略研討會進階 

2007理解式球類教學工作坊翻譯 

2006理解式球類教學工作坊講師 

200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組長 

2006法國貝香頌第四屆法語地區運動教育學會(ARIS)翻譯 

2004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翻譯 

2004建構取向體育教學工作坊翻譯 

2002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學會(AIESEP)青年學者 

2001「健康與體育」教師教材教法研習會講師 

2001體育教科書編撰 

曾國棟 

講師 

 

現任:桃園縣立壽山高中體育教師 

資歷:基隆市立暖暖高中任教 10年國立體育大學（原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推廣學系、教練研究所畢八人制拔河運動國家級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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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棟 

講師 

資歷:八人制拔河運動 A級裁判 

主任儲訓班證書 

採購人員基礎人員及格證書 

林彥伶 

講師 

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資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學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戲曲專科學院兼任講師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體育教師 

南非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 國手代表權 

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大專女子甲組冠軍 

中華民國全國拔河運動錦標賽 大專女子甲組冠軍 

中華民國體委會拔河運動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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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習活動須知 

一、 學員報到: 

(一) 報到時間: 103年 10月 18日 上午 08：10－08：30止。 

(二) 報到地點:國立體育大學教學研究大樓二樓。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號) 

(三) 學員報到程序:領取學員證及資料袋。 

二、 活動須知: 

(一) 研習期間或進出活動場地，請配帶學員證，以便識別與服務。 

(二) 研習請勿遲到或早退，且全程參與，使發研習證書。 

(三) 上下課請以鼓掌歡迎(送)講師或主持人。 

(四) 研習場地禁止吸菸，紙屑請勿亂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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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工作人員職掌 

組別 工作人員 工作職掌 

總幹事 

總 幹 事：黃永旺 

副總幹事：黃永寬 

實習總幹事:鄭明軒 

1. 監督個組別進度 

2. 所有講習業務掌控 

3. 師長進度聯絡窗口 

行政組 

組    長：李秀華 

副 組 長：陳月娥 

實習組長:許力云 

實習組員:林煬 

劉晏辰 

邱瓅葳 

1. 手冊及講義編制、影印、學員證與工作證製作 

2. 報名表、報名費繳交 

3. 學員名冊建檔、聯絡通知 

4. 文具、名牌、資料袋之準備 

5. 研習相關海報製作、張貼 

6. 報到工作安排 

7. 開閉幕典禮邀請卡之寄發 

8. 活動前中後記錄 

9. 攝影與照相事宜之安排 

課務組 

組    長：牟鍾福  

副 組 長：陳月娥 

實習組長:陳凱銘 

實習組員:劉晏君 

陳彥廷 

張歆愉 

1. 講師聯絡及課程安排 

2. 講師教材收集 

3. 助教安排 

4. 典禮程序安排 

5. 接待師長及貴賓 

6. 其他相關課務事宜 

場器組 

組    長：李再立 

副 組 長：黃三峰 

實習組長:田佳穎 

實習組員:呂靖平 

陳建宏 

1. 開閉幕、研習場地之布置復原 

2. 課程教材、教具之準備 

3. 醫護急救事宜之安排 

4. 各組器材之準備 

5. 研習地點申請 

6. 器材保管及編排 

總務組 

組    長：楊宗文  

副 組 長：謝筑虹 

實習組長:張芸瑄 

實習組員:柳信宏 

凃安弘 

1. 經費報支 

2. 各項物品請購、準備及耗材統計 

3. 膳食、茶水安排 

4. 鐘點費準備 

5. 其他有關總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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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交通資訊 

一. 開車: 

1. 由林口交流道下往桃園關山方向行駛至本校約四公里 

2. 由新莊二省道，於新莊丹鳳經青山路往林口方向行駛 

二.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號 

三. 電話:03-3283201轉 8513 

 

  本校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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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園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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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課程資料 

樂趣化教學理論-講師:掌慶維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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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樂趣化教學-講師:林彥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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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樂趣化教學-講師:曾國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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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學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1.  展恩加 男 林口國小 教師 

2.  傅文賢 男 建功國中 組長 

3.  張佩鈴 女 大有國中 代課老師 

4.  蔡秀綾 女 立復興國中 專任體育老師 

5.  柯世宗 男 新北市綠色運動休閒協會 理事長 

6.  徐菁穗 女 永和國小 教師兼導師 

7.  趙懷嘉 男 那瑪夏國中 教師 

8.  曾欣儀 女 弘文高級中學 體育組長 

9.  李君偉 男 育英國小 訓育組長 

10.  高淑霞 女 觀音高中 專任體育老師 

11.  劉燕霜 女 竹林中學 教室 

12.  陳碧文 女 四張犁國中 專任體育教室 

13.  孫依峰 男 三光國中 體育組長 

14.  洪溎璘 女 三光國中 專任老師 

15.  洪念慈 女 青草湖國小 體衛組長 

16.  李昭毅 男 雙園國民中學 體育組長 

17.  李秀華 女 國立體育大學 助理教授 

18.  石翔至 男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副教授 

19.  吳偲玉 女 陸軍步兵第 153旅 上士組長 

20.  陳志偉 男 陸軍司令部第六軍團 中士 

21.  黃詩婷 女 陸軍專校 教師 

22.  李宗燁 男 陸軍專校 教官 

23.  何建毅 男 明湖國中 副生教 

24.  鍾坤利 男 陸軍專校體育組 體育教官 

25.  何垂株 女 益裕豐有限公司 總經理 

26.  蘇士圍 男   

27.  彭震宇 男 精浚科技公司 組裝員 

28.  徐偉倫 男 陸軍司令部第六軍團 上士區隊長 

29.  邵維芳 男 黎明.康寧兼任教師 體育教師 

30.  楊旻真 女 富邦人壽 行政助理 

31.  葉志祥 男  學生 

32.  張哲浩 男 東元電機 作業員 

33.  賴文彬 男 中華民國陸軍 中士 

34.  鄭佩宜 女 僑務委員會 工讀生 

35.  許智皓 男 跆拳道館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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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36.  高華駿 男 瑋辰五金行 店員 

37.  黃冠蒨 女 龜山國中 兼任教師 

38.  許禎庭 女   

39.  葉書瑋 男 花蓮體中 助理教練 

40.  邱致誠 男 桃園縣鄭友警察局 警員 

41.  王志暉 男 中興國中 行政助理 

42.  梁恒華 男 中正國小 教師 

43.  林建宏 男 國立體育大學 學生 

44.  曹耿 男 桃園至善高中 體育科教師 

45.  蘇智華 男 憲兵特勤隊 隊員 

46.  江筱慧 女 內壢高中 兼課教師 

47.  吳明哲 男   

48.  張芷苓 女 大甲高中 代理教師 

49.  蔡宗霖 男 喬治高職 體衛組長 

50.  張仕隆 男 東興國中 兼課教師 

51.  邱淑敏 女 體大通識 契僱人員 

52.  施宛君 女 台北科技大學 講師 

53.  李冠融 男 緹娜餐飲大溪分公司  

54.  徐長文 男 青溪國小 救生員 

55.  李家宏 男   

56.  陳傑儒 男 大安運動中心 健身教練 

57.  劉昱旻 男 忠誠跆拳道六家館 教練 

58.  陳品儒 女   

59.  蔣欣樺 女 World gym 西門店 個人教練 

60.  盧素娥 女 嘉南藥理大學 副教授 

61.  蔣明雄 男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系 助理教授 

62.  賴素玲 女 國立體育大學球類系 副教授 

63.  李敏華 女 國立體育大學 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