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5 年 6 月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主軸 A-3 激勵培訓發展效能
活動名稱：初級體適能瑜珈教練培訓
活動日期：105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至 26 日(星期日)
主軸編號
□A-1 深化一雲多螢教與學平台
□A-2 深植學生學習成效
■A-3 激勵培訓發展效能
□A-4 推動校園國際化
□A-5 強健區域圖書資源共享
□B-1 強健教學增能學校教學品質
□B-2 躍升專科學校教學品質
□C-1 推動高中職優質化
□C-2 分享交流教學資源
□D-1 建置三創培育加值機制
□D-2 連結產官學深耕產學合作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成果報告
主軸計畫

主軸 A-3 激勵培訓發展效能

主辦學校

中華民國體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承辦學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民運動中心

協辦學校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會議/活動名稱 初級體適能瑜珈教練培訓
舉辦時間

105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至 26 日(星期日)

舉辦地點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參與人數

承辦學校：__0__人 夥伴學校：61_人 其他：_31_人

滿意度(最高 5 分) 未施測
跨校參與率% 100%
活動聯絡人

南資中心專任助理 葉秋萍小姐 07-3814526#3520

活 動 紀 要
一、 會議/活動目的
體適能瑜珈是以傳統瑜珈、皮拉提斯、太極為基礎，依據現代醫學及體適能的理論，
將每一個動作都融入運動解剖學的觀點，並維持在正確的體線下利用自覺引導的方式
進行功能性的訓練，長期規律的練習除了啟動身體深層的積極修復能力，更可以內化
到精神層面，而達到身心靈全面提昇的效果，做對運動能夠讓寶貴時間有效的被運
用，因此適合忙碌而鮮少進行身體活動的大專院校師生及社區民眾的入門運動及團體
運動課程。

二、會議/活動議程（流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持（講）人

地點

09:00～09:10

始業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羅智聰 主任

雙科館 3F 模 205
教室
雙科館 3F 模 205
教室

09:10～10:40

【學科】
運動解剖（初級）

高苑科技大學／
邱冀松 教授

雙科館 3F 模 205
教室

【學科】
體適能概論

樹德科技大學／
魏正 助理教授

雙科館 3F 模 205
教室

08:30～09:00

第 10:50～12:20
一
日
︵ 12:20～13:30
六
︶
13:30～15:00
15:10～16:40
16:40～17:30

09:00～10:30
第
二
日
︵
日 10:30～12:00
︶
12:00～13:00

報到

午餐
【術科】
體適能瑜珈課程體驗
(master class)
【術科】
術科指定動作分解
與串連（拜日式）
【術科】
術科指定動作串聯
（拜日式）

包怡芬 老師、郭美惠 老師
活動中心 B1
許秀桃 老師、蘇蕙芬 老師
藍金香 老師、陳秀玉 老師 韻律教室(A 組)
何后蘭 老師、孫婉華 老師 桌球教室(A 組)
(分 A、B、C、D 四組進行)

【術科】
分組演練與個別指導

包怡芬 老師、郭美惠 老師
許秀桃 老師、蘇蕙芬 老師
活動中心 B1
藍金香 老師、陳秀玉 老師 韻律教室(A 組)
何后蘭 老師、孫婉華 老師 桌球教室(A 組)
(分 A、B、C、D 四組進行)

【學科】
學科複習＋學科考試

樹德科技大學／
魏正 助理教授
午餐

雙科館 3F 模 205
教室

13:00～14:30

【術科】
術科模擬考試練習

14:20～14:30

綜合座談暨結業式

14:30～17:00 術科檢定（分組進行）

包怡芬 老師、郭美惠 老師
許秀桃 老師、蘇蕙芬 老師 活動中心 B1 韻律
藍金香 老師、陳秀玉 老師
教室
何后蘭 老師、孫婉華 老師
(分 A、B、C、D 四組進行)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雙科館 3F 模 205
羅智聰 主任
教室
包怡芬 老師、郭美惠 老師
許秀桃 老師、蘇蕙芬 老師 活動中心 B1 韻律
藍金香 老師、陳秀玉 老師
教室
何后蘭 老師、孫婉華 老師
(分八組進行)

三、會議/活動概況
本次活動結合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共同舉辦，為期二天的課程，內容包含
學科理論與術科實作。
課程首先開始的是正修科技大學顏克典老師所講授的運動解剖(初級)，講師介紹
人類身體的每個主要肌群，使學員能夠先正確的認識各個部位的肌肉，接著由高
應大國民運動中心主任呂明秀主任講解體適能概論，呂老師介紹體適能的四大元
素並說明如何藉由運動提昇個人體適能達到健康的目的，並且提到高齡者常見的
健康問題如何藉由運動來改善，鼓勵每一位學員要有強大的使命。接著下午的課
程由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的講師群帶領學員認識及體驗瑜珈動作，將學員分
成兩組一祖先體驗瑜珈課程 master class，而另一組則先學習瑜珈動作中的其中一
式拜日式，講師群先將動作分解一步一步帶領學員調整姿勢，在最後兩組學員都
輪流體驗課程及了解拜日式後則帶領學員將拜日式所有動作串聯起來。
第二天課程由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的講師群帶領學員分組練習及個別指
導，最後則讓學員們分組練習呈現如何教導受測者進行各項檢測與改善，再讓學
員們分組試教檢定，以利於往後返回教學場域時能靈活運用，講師再針對分組呈
現結果給予回饋，同時也對各組表現給予評比。學員們均表示此次課程受益良多，
對於日後社區健康促進推動工作相當有助益。
本次研習共 87 人參加檢定考試，65 人通過，22 人未通過，通過率達 74.7%。

四、學員參與之滿意度狀況
由於本次活動參加人數眾多且課程時間安排緊湊，故不便於施測。
五、檢討建議
1.參與人數眾多，動線掌控不易，但因安排得宜，故流程順暢。

六、會議/活動剪影

活 動 花 絮

活動說明：羅智聰主任開場

活動說明：顏克典老師講授

活動說明：呂明秀老師講授

活動說明：講解拜日式

活動說明：master class 課程體驗

活動說明：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