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受評單位：國立體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依據教育目標規劃課程，培育學生具備四大核心能力其對應關係如 1. 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1.宜使用論述或圖解方式，呈現「教育 下圖：
我改善情形做法
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間關聯性，以
□是
培養國家級運動選
具備解決運動訓練問題之
手
能力
期能更清楚地表現課程地圖意涵。
□否
培養專項運動教練

具備國際運動競技競爭的
能力

培育健康與體育領
域師資

具備回饋體育、奉獻社會
的熱誠
具備規律訓練、規律學
習、終身運動的能力

培育運動事業人才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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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一、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依據本系設立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訂定近、中、長程計畫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我
2.宜依據設立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與辦學特色，如下表：
改善情形做法
力，撰寫近、中、長程計畫與辦學特色。 時
□是
目標
策略
程
近
程
中
程

遠
程

1. 改善學習與訓練環
境。

解決現有訓練場地及師資不足問
題。

2. 建構課程地圖。

依據教育目標檢示及調整課程內
容。

積極爭取成為國家訓
練基地分站。

強化及補足現有訓練場館。

1. 培養世界級頂尖之
運動選手。

營造優質的學習與訓練環境。

2. 厚植就業能力，增
加招生競爭力。

1. 規畫學群課程，強化學生專業
知能與技能。
2. 輔導學生生涯規劃。

□否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經委員建議，目前(102 學年度)本系各專長教練調整情形如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1.宜按目前四項運動專長人數，調整或 下：跆拳道：張榮三教授(兼系主任)、湯惠婷副教授、朱木炎專技 我改善情形做法
增聘師資，以利各項運動項目均衡發 副教授及廖家興教練；柔道：紀俊安專技副教授、侯碧燕助理教授、
□是
展。
吳佳倫教練；射擊：陳秋燕教練、邱紫彤教練；武術：劉宸碩教練、
□否
張景貴教練。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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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是
□否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系教師之教學大綱，目前已配合教務處教學平台輸入，各授課教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2.全體教師宜提供制式完整的教學大 師依委員建議詳細建立。運動專長訓練則由教練擬定每學年度之訓 我改善情形做法
綱，以利學生學習前瞭解足夠訊息及做 練計畫，亦提請教練於虛擬教師之教學平台將訓練計畫提供學生參
□是
為選課前參考。
考。
□否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在寒暑假期間各隊訓練、比賽期皆不盡相同，每日訓練量、次數及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1.在學科輔導方面，宜與其他任課教師
協調合作，於寒暑假的專長集訓額外時
間，開設學科加強輔導班，針對學科較
弱的學生，以集中上課的方式，加強提
升學業成績。

時間亦有所差別，以至於集中上課效率不彰。但為顧及學生學習成 我改善情形做法
效差異與個別因素所導致學習落差，本校訂定有彈性修讀、教學助
□是
理等相關輔導方案，更在 103 年 3 月修訂本校課業輔導辦法(如附
□否
件一)，其中輔導內容包括同儕課業輔導、教師檢定及證照課輔、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國際學生課輔。
□是
□否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以往本系服務學習課程較為零星或是任務型態的實施方式，經委員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2.近年來，各大專校院均於大一新生的
學習課程中納入服務學習，但此課程的
設計多採用「走出校園」的方式。未來
在服務學習的課程設計上，宜多與校外

給予建議採用「走出校園」的方式，以及宜多與校外的社福機構或 我改善情形做法
相關單位合作。 本系自 102 年 2 月起與桃園縣龜山鄉大埔國小合
□是
作，指導該校學生課後須留校輔導之學生，學習跆拳道、柔道、武
□否
術、射擊等基礎運動技能，藉由運動學習技巧，以提升學生在課業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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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的社福機構或相關單位合作，如養老 方面的專注力。詳細校外服務學習相關資料(如附件二)。
院、育幼院、偏鄉學校或教會等，讓學
生真正學習到如何助人及體驗到服務

資料備查檢核
□是
□否

群眾的真諦，也可提升現代學生的人際
互動能力。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3.由於該系學生長期處於學業及專長
訓練的狀態，因此適當的課外活動對學
生會有不同的刺激及放鬆作用。該系宜
有系統地調查學生參與社團及課外活

1.已請學務處提供本系學生參與本校社團及課外活動的資料，並由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導師進行了解學生參與社團及課外活動的有情況。
我改善情形做法
2.系上將收集校內外對學生有益之社團活動資訊，供本系師生參
□是
考。
□否
3.經由教練、導師宣導並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動的情況，如服務性或康樂性社團等，
除可讓學生適時地放鬆外，亦有助於學
生發掘及瞭解自己不同的興趣及專長。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系針對課程規畫持續不斷進行討論與規劃，在 103 年 5 月 12 日
4.為幫助學生及早做生涯規劃，或是培 課程會議決議， (會議記錄如附件三)。
養第二專長，其時間點是非常重要的。 1. 草擬「競技選手」、「運動教練」、「維安隨扈保全」等三個課程
宜將增能活動的實施提早至三年級，甚
模組，自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

□是
□否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做法
□是
□否

至自三年級延續至四年級成為系列性 2. 將本系必修專長訓練課程由 1 至 4 年級，修正為必修 1 至 3 年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的活動，以便更加強化學生的專業能
級，4 年級改成選修課目，並自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
□是
力。另外，宜考量將增能活動設為選修 希望經由減少必修專長訓練課程的學分數，降低訓練時數，增加學
□否
課程或通識課程，以幫助更多的學生提 生修習第二專長的時間，並搭配課程模組的規劃，以利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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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升競爭力。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校每年皆與結締之姊妹校進行交換學生交流，如韓國體育大學、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1.宜籌組跨系所運動科學支援團隊，建 龍仁大學等學校，增進校際間教學與訓練之交流與提升學生競技能 我改善情形做法
立科學訓練常設團隊，宜解決教練臨場 力。另請益本校科研教授協助代表隊每學期之專項體能檢測、血液
□是
訓練之瓶頸，以提升該校運動團隊國際 生化數據分析、心理量表評估等數據，以評估學生身體狀況與訓練
□否
奪牌之競爭力。
成效，以做為安排訓練內容的參考。本校亦與壢新醫院簽訂『策略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聯盟協議書』，藉由雙方人員、設備、設施、場地、技術及學術資
□是
源共享，進行學術、運動科研及團隊運動醫學照護合作等事項進行
□否
實質協助與支援，以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由醫院專業團隊支援本校
運動選手及其建教合作之運動團體的運動醫學照護，以提升競技實
力。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2.宜在招生簡章敘明學生需負擔耗材
費用，避免不必要之誤解，或由該校提
供部分耗材，以減輕學生訓練經濟負
擔。

射擊隊每年招收項目選手需求、選手素質不定，氣槍項目與飛靶項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目耗材費用懸殊，若詳細羅列費用有失公允，故招生簡章內不宜敘 我改善情形做法
明學生負擔耗材費用。本校每年皆有針對競技學院運技三系學生編
□是
列專款專用之額外補助款，可提供本系學生申請有關專長之訓練及
□否
比賽經費，以減輕學生部分額外負擔。例如 102 年度競技學院運技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三系預算分配額度共 500 萬，依三系學生人數分配，技擊系分配額
□是
度為 137 萬元，本系 102 年度詳細預算動支明細表(如附件四)。

□否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依照委員建議，本系訂定每年做二次校友動態追蹤，包括畢業生的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1.宜落實畢業生、企業雇主對學習成效 連絡方式是否有異動、升學與就業的動向、就業現況及是否取得相 我改善情形做法
意見等相關資料之蒐集與建檔，並構築 關專業證照等調查，於 2013 年 10 月以郵寄方式、電話聯絡及系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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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一套完整之系友資料庫，以作為教育目 會網址，針對畢業校友就業狀況進行問卷調查至 2014 年 6 月止，97
□否
標和課程修訂之參考。
至 101 年度畢業生共計 169 名，經調查升學與就業溉況統計結果，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進修 6 名、服兵役 8 名、培訓 7 名、已就業共 129 名（教師 31 名、
□是
教練 29 名、運動相關 5 名、國軍 10 名、保全 5 名、其他 49 名)、
未連絡上 19 名，該問卷調查將持續追蹤，畢業校友就業狀況調查問
卷 (如附件五)。經由校友動態追蹤初期了解企業雇主後，於 2014
年 7 月擬定企業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表並開始執行，雇主滿意度問
卷調查表(如附件六)。

□否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本系分別於 103 年 5 月 1 日及 5 月 7 日邀請校友參與二梯次課程與 1.已依建議事項提出自
2.宜成立系友會並舉辦系畢業校友座 產業接軌之深度訪談座談會議。會議當中有熱烈的討論及許多校友 我改善情形做法
談，或邀請以任職於各行業之畢業系友 建議，例如鄒國裕校友，從事台北憲兵隊的外勤試務，其建議為：
□是
返校演講及座談，以供在校生生涯規劃 1.增設犯罪心理學課程，實務上會增加對行為觀察敏銳度有助於現
□否
之參考。
場危機處理。2.增設運動傷害與急救課程，執行勤務上，跟隨雇主 2.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可以在第一時間對槍傷、刀械、棍棒做急救的處置。3.段證可以成
□是
為自身的附加價值。4.課程都安排好了，學校是否可以請業界舉辦
□否
就業職場，提供給學生就業方向，可以往哪一個公司應徵，提供就
業管道、就業資訊。
103 年 5 月 7 日第二梯次課程與產業接軌之深度訪談座談會，
畢業校友童雅琦教練現任清水高中跆拳專任運動教練，其建議為：
1.在大二就給學生強烈的未來之路的心態準備。2.增設領導管理方
面課程，對將來走運動商業、專任教練、老師等路線有幫助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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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受評單位回應）

資料備查檢核

增加專任教練進修的機會。
會議中校友許多建言，將作為本系課程會議課程規劃的重要參
考，詳細會議內容(如附件七)。
已經成立國立體育大學技擊系系友會，如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72509342775344/，作為聯繫交流
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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