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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作業流程說明 

起迄時間 主要事項 說明 

110 年 03 月 15 日 
至 

110 年 04 月 14 日 

修改 109 學年度學校體

育統計問卷題項與各項

操作性定義 

1. 修改 108 學年度學校端回饋題目不易理解或困難填報的題項。 
2. 配合中央政府年度教育政策，新增 109 學年度填報題項：原住民族體育人才資料。 
3. 配合年度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增列填報題項或修訂表格。 

110 年 04 月 15 日 
至 

110 年 05 月 08 日 

確認 109 學年度填報時

程、填報學校名單（依

教育部統計處） 
學校名單依據教育部統計處之各級學校名錄。 

110 年 05 月 12 日 
至 

110 年 05 月 17 日 
填報系統測試 

1. 測試填報系統。 
2. 109 學年度重點調查項目：「原住民族體育人才資料」、「運動場館數量與面積」。 
3. 各級學校體育教師人力調查依據去年填報資料線上更新數據，「運動代表隊教練」、「運

動社團指導老師」，配合調查運動代表隊、運動社團時，併同填報。 

110 年 05 月 18 日 辦理縣市政府說明會 1. 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業務暨縣市政府數據檢核平台說明會 

110 年 05 月 25 日 
至 

110 年 06 月 18 日 

填報 109 學年度各項學

校體育統計數據 

1. 由教育部體育署發文通知全國各級學校。 
2. 各級學校須於時程內上網填報 109 學年度各項學校體育統計數據。 
3. 設有體育班之學校須填所有培訓各運動種類之運動選手人數。 
4. 於期限內填報完畢之學校，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予以所屬填報人員勉勵或獎勵。 

110 年 06 月 08 日 
至 

110 年 06 月 30 日 
問卷催填 

將未上網填報學校名單（含未填報完畢學校名單）提供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存查，並

協助催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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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時間 主要事項 說明 

110 年 07 月 01 日 
至 

110 年 07 月 11 日 

（系統關閉） 
數據校對、針對學校所

填問卷進行系統性除錯 

1. 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報除錯暨校正規範」進行除錯。 
2. 列出填報數據有誤或不合理（如：設有體育班卻未填報）的學校名單。 

110 年 07 月 12 日 
至 

110 年 07 月 22 日 
校對數據 

1. 校對填報數據有誤或不合理（如：設有體育班卻未填報）的學校資料。 
2. 將未填報完畢學校名單由教育部轉文，促請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填報情形。 

110 年 07 月 23 日 
至 

110 年 08 月 06 日 
重要數據再次校對 追蹤並校對重要學校體育數據。 

110 年 09 月 15 日 
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 

（系統再次開放） 
109 學年度體育班學校數

據更新、110 學年度體育

班學校數據填報 

設有體育班之學校可再次進入系統確認 109 學年度體育班數據，並填報 110 學年度的班

級數與學生數。 

110 年 10 月 01 日 
至 

110 年 10 月 10 日 
提供一般性補助款指標 

依據 110 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體育部分，提供各縣市

分據及原始數據，報部備查。 

110 年 08 月 15 日 
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學生運動參與

情形調查 

1. 依據各級學校的班級數、學生數，抽出 600 所學校發送「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問

卷。 
2. 請被抽樣的學校依據問卷說明發放問卷，回收後寄回國立中山大學（均附有回郵）。 
3. 統計各縣市各級抽樣學校問卷回覆情形，縣市回覆率未達 90%者，將呈報該縣市教育

局未配合填答之學校名單。 
110 年 11 月 16 日 

至 
110 年 12 月 15 日 

1. 彙整重要數據報部。 
2. 提供縣市政府端本年度調查之各項學校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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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時間 主要事項 說明 
工作小組聯絡資訊 ： 

1. 行政諮詢：07-5252000 轉 5877。 
2. E-mail：shrcaa@mail.nsysu.edu.tw  

 
  



第 4 頁 
  

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填報注意事項  

本年度填報時間為 11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8 日 
教育部體育署為建立學校體育基礎統計資料，作為未來有關學校體育政策擬定、執行及考核之依據，特委託「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

業研究中心」進行「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之調查編印。本計畫以網路系統進行登錄作業，以因應 e 化時代並便於各校未來資料之更新，為配

合學校運作時程並使填報更為順暢，將預先載入部分過往已填答之數據，希冀本年度能協助所有使用者更順暢完成體育資料填報。請各校依

照 109 學年度的資料（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填入系統。填報密碼與前一學年度相同，建議您可修改新密碼。 
 
本年度填報時間為 11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8 日，未填報之學校名單將轉由縣市政府協助催填。另，為求數據精確並校正歷年資料，本

年度將進行系統抽查，確認學校端填報之學校體育重要數據是否與真實情況相符，以利做為縣市政府統合視導數據的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

報調查內容包括 A、例行問卷：「基本資料」、「原住民族體育人才」、「重要數據」、「體育教師人力」、「專任運動教練」、「體育課程施行現況」、

「課程與教學」、「體育活動與競賽」（含運動代表隊、學校運動社團、聯賽型運動）、「運動場館與設施」、「體育班調查」、「運動績優生」、「一

般學校適應體育」、「校園水域安全宣導執行情形」；B、專項業務填報問卷：「實驗教育之體育推展」；C、特殊學校問卷：「適應體育」。學校

端真實的填答對學校體育發展將有相當的助益，感謝各級學校的協助。 
 
鑒於問卷題項內容分為例行問卷及專項業務問卷，建請委由貴校體育組統籌，並依權責區分依限完成填報，如「一般學校適應體育」需

由特教組（或輔導室…等）協助填報、「原住民族體育人才資料」由所屬業務負責單位（或教師）填報。本系統提供「工作聯繫單」，提供各

校承辦師長下載利用。 
 
填報注意事項： 
1. 填報時間：11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8 日。 
2. 調查資料基準點：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即 109 學年度的學校體育資料）。 
3. 登入密碼：與前一學年度相同。若為首次填報之學校，預設密碼即為學校代碼（點選網站首頁“查詢學校代碼”按鈕）。 
4. 填寫完畢若要列印問卷，可於網頁上點選頁面→列印。 
5. 空白問卷請從網站首頁(https://schoolpe.tw/)下載。 
6. 單選題皆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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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複選題只需要勾選有的項目。 
8. 若無特定項目的數值填空題，請填 0。 
9. 設有體育班學校，並請於 1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系統再次開放時，進入系統更新 109 學年的班級數與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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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工作聯繫單 
發文單位： <主要填表人員-職稱> 

致 <姓名> <職稱> 

主旨：請依說明於 110 年 6 月 18 日前完成「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線上填報作業，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 本案教育部體育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9條規定委託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問

卷題項內容分為例行問卷及專項業務，建請委由貴校體育組統籌，並依

權責區分依限完成填報，如「一般學校適應體育」需由特教組（或輔導

室…等）協助填報、「原住民族體育人才資料」由所屬業務負責單位（或

教師）填報。 

二、 本填報系統資訊如下：  

（一）網址：https://schoolpe.tw 

（二）填報項目：<適應體育> or <原住民族體育人才> 

（三）登入帳號：<學校名稱>；密碼：_____________ 

三、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為我國年度例行公務統計調查，本統計數據之分析結

果為體育署「學校體育教育」相關政策制定之重要參據，請務必確實填

報。 

四、 如對填報系統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

電話：07-5252000轉5877。 

承辦人：<主要填表人員-姓名> 

分  機：<主要填表人員-分機> 

E-mail：<主要填表人員 E-mail > 

承辦人核章： 

 

校長（或授權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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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填報常見問題釋疑 

1. 資料上傳（填報系統）類 
Q1.填報時無法登入系統？ 

由於系統安全性的考量，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相關填報系統均需以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登入。 
請確認您使用的瀏覽器為 GOOGLE CHROME，如果您使用微軟的 IE（Internet Explorer）、火狐（Mozilla Firefox）...等，均無法登入系

統填報！另外，有關學校端密碼部分，為了各校之填報資料安全，請各校第一次登入時，務必修改登入系統之密碼（預設為學校代碼），並

填寫填報資料負責人之電子郵件。若未變更密碼，系統將無法給予填報權限。 
Q2.忘記密碼？ 

若您是上一年度填報人，請點選忘記密碼並輸入學校代碼，系統將自動產生一組新的密碼，並寄送至您的信箱。若您是新承接業務的

填報人，請先點選忘記密碼，完成身分驗證並將個人聯絡資訊填入系統，系統將寄發新的密碼至您指定的信箱。 
Q3.不知道學校代碼如何填報與登入？ 

為填報資料安全，各校於第一次登入時請依序篩選 1.所屬縣市、2.學校層級、3.學校名稱，即可做為登入的帳號，學校代碼可按下方的

查詢鍵，自動查詢後帶入密碼欄。進入系統後即需修改密碼，第二次登入即使用更新後的密碼。 
若您想知道學校代碼以及相關編碼的含意，可至教育部統計處首頁 > 各級學校名錄 > 各級學校名錄查詢。 

Q4.資料不見了？完成填答時，請務必要按『上傳』或『暫存』！ 
為便於學校端填報各年度學校體育數據，填報系統自 100 學年起即自動帶入前一年度的資料，便於各位老師填報時更新數據即可。而

填答資料時，請注意系統時間為 20 分鐘，若是 20 分鐘無動作則會因為資料庫安全原則而離線，因此若各位老師要離開請記得在每個填報

頁面按下『暫存』，即可將資料暫時寫入資料庫。而填報完畢時，務必按下『上傳』鍵，才算完成填報業務喔~ 
PS：所有問卷填報完畢後，將會自動出現「學校重要體育數據一覽表」的頁面，請確認重要數據的內容無誤，並點選『確認』後，系

統將會出現一份填報完成證明，老師們可以將此證明做為完成年度填報的文件。 
Q5.學校體育統計填報之資訊安全政策？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為全國性的調查資料，若相關單位要求資料時，均需正式以公文發函經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後，才能予以提供，且不

會單獨呈現各校資料。 
目前僅配合地方政府統合視導開放縣市政府端查詢所屬學校的填報資料，地方政府亦無法跨縣市查詢學校資料。未來，在年度填報完

畢，並經過抽訪、校正程序後，才會提供不具敏感性的全國學校體育資料，供縣市政府、研究單位及一般民眾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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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填報系統於非填報期間也會關閉，各級學校所填報的資料，本工作團隊將會依據資訊安全條款予以保密。 
Q6.學校體育統計填報對象是誰？學校可以不填嗎？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為全國性的調查資料，屬於公務統計，凡是以學校為單位的體育相關資訊，均逐步透過學校體育統計進行彙整；目

前，填報數據已做為部分「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的內涵指標，學校端於學校體育統計網站所填報資料均可彙整給各縣市政府，免除過

去需重複填報各項統計數據的困擾。另外，填報的學校名錄乃依據各學年度教育部統計處公告之學校名單，因此，所有名單學校均需填報

（新設校或籌備處如未於名單上則免填，特別情形的學校，如：中途學校、已未有在籍生學校，仍須填報）。 
依據權責，在學校端多為體育組長負責填報，有部分問卷需跨處室填報數據，如適應體育需由特教組（或輔導室…等）協助填報，運

動場館收益需由總務處等單位協助提供數據。可請校長或主任逕向各處室進行協調，並讓各處室瞭解，此份問卷為國家公務統計，尚請務

必配合。 
 
（常見問題均會定期更新於網站：https://schoolp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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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報內容（題項定義） 
Q1.填報學校體育統計有哪些注意事項？ 
1. 學校體育統計為公務統計，全國每一所學校都要填報，比較特別的是，因為部分學校有多個學制，如附設國中或是附設國小，因此有

些以[學制]為填報單位的問卷（如課程、適應體育），就必須填入不同學制的數據。而運動場館則僅能歸屬一所學校，所以均統一計算

於最高學制的學校。 
2. 除設有體育班的學校須於新學年度再次確認學校體育班的班級數與人數外，其餘問卷內容的調查時程均為填報當學年的資料（即 110

年 6 月 30 日前填報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的學校體育資料）。 
3. 首次登入的密碼均預設為各校學校代碼（選出所屬學校，並點選“查詢學校代碼”按鈕後即可查詢）。進入系統後需更改密碼，以維護資

訊安全。填報結束若要列印問卷可從瀏覽器→檔案→列印，或是選擇填報系統左方選單「列印」的按鈕。 
4. 部分問卷需要校內其他單位協力填報（如適應體育），可請校長或主任逕向各處室進行協調，並讓各處室瞭解，此份問卷為國家公務

統計，並非體育組的問卷，尚請務必配合。 
5. 填報問卷中的單選題都為必填，複選題只需要勾選有的項目，若無特定項目的數值填空題，請填 0。 
6. 每年的填報時程約於學年度結束前，請務必在學年度結束前完成填報，並將學校體育數據列入新舊任體育主管的移交項目。 
Q2.國小體育專長教師的資格認定？研習相關規定？ 
國小體育專長教師的認定，依據教育部一般性補助款的說明，具備下列七項資格則可列為國小體育專長教師： 

(1) 指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之國小體育教師。 
(2) 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進修學分 8 學分以上之國小體育教師。 
(3)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教練證之國小體育教師。 
(4)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裁判證之國小體育教師。 
(5) 具體育署核發之「體育專業證照」（包括：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登山嚮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國小

體育教師。 
(6) 具有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的民間團體所授與之救生員證、山域嚮導證及經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核發之學生體適能指導

員之國小體育教師。 
(7) 取得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證明書之體育

教師。 
而研習時數的認定，由於學校體育統計年報採學年度，故有於該學年度（如 109 學年度：109.08.01-110.07.31）參與研習的時間計算才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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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中體育專長教師的研習時數至少 6 小時、非體育專長教師的研習時數至少 12 小時。研習內容只要是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核定辦理

與體育教學相關之研習活動即可計算之。 
 國小體育專長教師以第三、第四資格者認定者，需填寫證照有效期限內之發證單位與證照名稱。 
Q3.同一所學校有不同學制要分開上傳嗎？（不用喔~系統已整合） 

目前我國許多學校有附設國中部，或是有些學校同時具有國中、小兩個學制。若是附設國中部的學校，由於學校代碼是一樣的，所以

從高中職端進入，同時填寫國中、高中職兩學制的資料。若是同時具有國中、小兩個學制的學校，由於學校代碼不同，目前已經整合於較

高學制登入系統，再續填較低學制的數據。 
若是您的學校於填報登入時尚未整合，需分別登入的話，煩請來電，我們會特別為您處理，以便於學校端填報數據。 

Q4.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的定義與填報？ 
學校體育統計調查的體育班，需依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設立的體育班才為調查對象。凡是屬於縣市政府核定體育

資源班，未依本法規設立的均非調查對象。 
※除體育班外，學校有以獨招或甄審、甄試招收運動績優學生須填報相關培訓項目與學生人數。 
專任運動教練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者，或是依據「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聘僱任者，以及於學校

內全職擔任運動教練工作的「專職運動教練」，均為重點填報的對象，學校端須填入各項資格的人數，並連結至【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

資料庫】（https://athletic.ccu.edu.tw/ndsa/）續填各運動教練專長等基本資料，以做為計算各縣市應聘、實際聘用專任運動教練的統合視導指

標。 
【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聯絡人：國立中正大學體育研究發展中心 電話：05-2720411 #51603。 

 
（常見問題均會定期更新於網站：www.schoolp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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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重要數據摘要表（當學校端填報完畢後，系統將會自動出現兩個年度的摘要表供再次確認） 

 基本資料 
學校代碼  所屬縣市  
學校名稱  
填報人  
學校運動代表隊資料 運動代表隊名稱、人數、運動教練姓名 
學校運動社團資料 運動社團名稱、人數、指導老師姓名 
學校安排每周運動時間  

 
 體育班 
體育班           班          人 
專任運動教練人數           人 
體育班每班師資員額編制           人 

 
 重要運動場館(自 2020 年起依照【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

準】盤點學校運動設施現況，並列表呈現，請學校端務必確認場地數量) 
(國中小) 
田徑場 無         有 
籃球場 無         有(室內          面、室外          面) 
排球場 無         有(室內          面、室外          面) 
羽球場  無         有(室內          面、室外          面) 
桌球場 無         有 
(國小)樂樂棒球場 無         有 
(國小)躲避球場 無         有 
手球場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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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場 無         有(室內          面、室外          面) 
棒球場 無         有(球場規模：                    
壘球場 無         有(球場規模：                    
足球場 無         有 
攀岩場 無         有 
游泳池 無         有(室內        座、室外        座) 
(國小)中高年級遊戲場 無         有 
(國小)低年級遊戲場 無         有 
綜合活動場館 無         有 
學生活動中心 無         有 
體育館(單獨設立，且至少符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無         有 
風雨球場 無         有 
樂活運動站 無         有 

 
(高中職) 
學生活動中心 
綜合活動場館 無         有 
學生活動中心 無         有 
體育館(單獨設立) 無         有 

 
基礎空間設施 
體能教室 無         有 
防護教室 無         有 
田徑場 無         有 
沙坑 無         有 
推球場(包括推球圈)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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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擲場 無         有 
羽球場 無         有 
排球專用球場 無         有 
桌球教室 無         有 
籃球專用球場 無         有 
足球場 無         有 
擴充空間設施 
風雨球場 無         有 
游泳池 無         有 
體操教室 無         有 
舞蹈教室 無         有 
跆拳道場 無         有 
拳擊場 無         有 
空手道場 無         有 
柔道場 無         有 
攀岩場 無         有 
射箭場 無         有 
舉重教室 無         有 
合球場 無         有 
橄欖球場 無         有 
手球場 無         有 
網球場 無         有 
曲棍球場 無         有 
撞球室 無         有 
高爾夫練習場 無         有 
木球場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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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滾球場 無         有 
棒壘球場 無         有 
武術專用教室 無         有 
擊劍場 無         有 
劍道場 無         有 
射擊室內教室 無         有 
高爾夫球場 無         有 
投手(練習)丘 無         有 

 
 體育專業人力 
體育教師 
體育專長            人 完成研習時數人數            人 
非體育專長            人 完成研習時數人數            人 
註：體育專長研習時數至少 6 小時、非體育專長至少 12 小時 
運動教練            人 運動社團指導教師            人 

 
 適應體育推展情形 
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人 (請確認是否與特教通報網一致) 
教師參與適應體育相關研習人數            人 

 
 游泳能力培育情形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及活動？  ◎沒有實施 ◎部分年級實施 ◎所有年級實施 
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生總人數            人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泳教學之總人數               人 
是否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無         有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參與游泳檢測人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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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通過游泳檢測人數            人 
游泳能力鑑定標準：國小畢業前達到 2 級，國中畢業前達到 3 級，高中(職) 畢業前達到 4 級。 
 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二級水獺－國小畢業前能游 1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 
 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三級海龜－國中畢業前能游 2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 
 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四級海豚－高中(職)畢業前 50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 

 
請注意：上述資料將做為實地抽訪及統合視導之內容，請確認所填報數據無誤。 
  



第 16 頁 
  

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填報完成證明 
學校代碼  所屬縣市  
填報學校  
填報人  
完成填報時間                                

(以最後一次數據上傳時間計算) 
 

註：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為教育部體育署年度重要統計業務，每年度所需填報數據眾多，且填報內容將做為中央政府推動體

育政策之檢核指標，及地方政府統合視導之學校體育數據。貴校填報業務承辦人如於時限（11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8
日）內完成，建請校方予以相關勉勵或獎勵。 

 
調查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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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基本資料」 

貴校是否獲「109 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補助  ◎是    ◎否 
填表人員相關資料 
主要填表人員資料(一般體育概況)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稱：_____________ (單位/職別)     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簡訊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手機號碼，謝謝。）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優先以 E-mail 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 E-mail，謝謝。） 

適應體育填表人 
◎同主要填表人 ◎另有專員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稱：_____________ (單位/職別)     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簡訊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手機號碼，謝謝。）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優先以 E-mail 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 E-mail，謝謝。） 

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填表人 
◎同主要填表人 ◎另有專員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稱：_____________ (單位/職別)     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簡訊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手機號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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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所填入的資料僅供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業務使用，不作他用。系統將會以優先以 E-mail 傳送重要訊息，因此敬請留下您的 E-mail，謝謝。） 

配合縣市政府彙整一般性補助款數據，高中以下學校請加註貴校校長資料。系統將自動轉寄數據表給貴校校長，並發文通知縣市政府填報

情形。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   
校長 E-mail：_____________   

 
填表說明: 
貴校是否獲「109 年度基層運動

選手訓練站」補助 
請勾選【是；否】獲「109 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補助。 

填表人員相關資料 請填寫填表人員之【姓名、性別、職稱、辦公室電話、分機、手機號碼、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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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學生選手資料) 

※ 109 學年度新增題項。 

教育部體育署為建置完善之原住民族學生體育運動人才發展體制，長期追蹤原住民族優秀運動選手培育歷程及發展，於 109 學年度新增

「原住民族體育人才」題項，藉以蒐集、彙整各縣市高中以下學校所屬之原住民族學生相關資料。 

 

 學生選手資料 

本處所填報之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學生選手資料名單乃調查學校中為原住民族之學生選手，請將貴校所屬學生資料依序填入後上傳即可。(註：

採線上更新。) 

 
填報範例：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族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西元) 
請填入 
學生姓名 

請填入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魯凱族 
˙鄒族        ˙賽夏族 
˙雅美族(達悟族) 
˙邵族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賽德克族 
˙撒奇萊雅族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請填入 
˙男 
˙女 

請填入身分證字號，第一

碼英文為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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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級

別 
聯絡電話 就讀學校 所屬原鄉地區 居住縣市 

請填入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無 
˙認證族語族別(系統預設

與族別相同) 

請填入學生連絡電話(家
用電話或手機均可)，如： 
區碼-0000000 
0900-000000 

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

區位，預先載入。 
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

區位，預先載入。 
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

區位，預先載入。 

 
學生訓練歷程 
運動種類 運動項目 近三年最優成績 各教育階段運動種類 營養及課輔協助資訊 
請填入主要運動種類，

如： 
˙田徑 
˙籃球…等 

請填入主要培訓之運動項

目 
如： 
˙跳高 
˙跳遠 

請填入 
˙109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請填入 
˙國中運動種類 
˙國小運動種類 
˙運動種類皆相同 

 

 
填表說明: 

運動種類 請依據選手之運動種類列表填寫。 

運動項目 請依據選手運動種類之項目填寫。如選手運動種類為田徑，其運動項目為跳遠，則本項即填寫跳遠。 

近三年成績資料 
請分別填報選手近三年下列競賽種類之成績資料，如未參加上述賽事，則請填寫「無」。。 
競賽種類：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球類聯賽、縣市運。 



第 21 頁 
  

各教育階段運動種類 
請分別填報該名選手不同學制之運動種類。如現為高中，請分別填入國中及國小之運動種類；如現為國中，請填

入國小之運動種類；若運動種類無調整，請點選運動種類皆相同。 

營養及課輔協助資訊 請依據貴校申請之各項計畫或課業輔導辦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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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重要數據」(註：本數據請確實填報。) 

填報說明：填報內容需為學校固定於每週安排的全校性體育活動，如晨間操、課間操、零時體育…等，若非每週固定辦理之體育活動則

無需填報。  

法規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學

校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每日運動；其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均應參與體育活動，其每星期合計應

達一百五十分鐘以上，並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適應體育教學，確保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參與體育活動課程。 

推行前項運動，得依下列措施進行： 

一、 實施晨間、課間或課後健身運動。 

二、 運用彈性課程實施體育活動，必要時，得與團體活動時間配合實施。 

三、 輔導成立各種運動社團。 

四、 推動各類班際競賽。 

為推動前項各款措施，得彈性調整課間活動時間，並得利用校外空間進行。 

 

以下請填報符合的體育活動類型如下： 

1. 全校性的晨間操、課間操。 

2. 全校性的零時體育，並具有相關實施計畫。 

3. 全校社團時間有開設運動社團。 

4. 固定每週辦理之課外運動社團。 

5. 符合”每週辦理”、”以全校學生為對象”之各類班際運動競賽或特色活動。 

不應納入填報的活動類型如下： 

1. 體育課時間，不應納入填報內容。 

2. 學校之體育班、運動代表隊訓練時間，不應納入填報內容。 

3. 運動會非屬每週固定辦理之體育活動，不應納入填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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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是體育班、運動代表隊訓練時間，但開放給一般學生參與，亦不應納入填報內容。 

5. 打掃校園清潔，不應納入身體活動時間。 

以下請填入貴校每週安排體育活動時間： 

(重要提醒：活動項目與時間均應詳填，未填答者視為沒有辦理；並請再次確認所填內容並無上述”不應納入”的體育活動。) 

(重要提醒：運動累積時間超過一般標準者，列為優先訪查學校，確實執行之學校將擇優訪評並表揚。) 

 
 貴校是否有安排 SH150 相關計畫：◎無  ◎有(計畫名稱：                   ) 
 課間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晨間時段：第一節課前 
(約在上午 9 時前) 

活動項目：      
時間長度(分鐘)      

上午時段：午餐前 
(約在 9 時至 12 時之間) 

活動項目：      
時間長度(分鐘)      

中午時段 
(約在 12 時至 13 時之間) 

活動項目：      
時間長度(分鐘)      

下午時段：放學前 
(約在 13 時至 16 時之間) 

活動項目：      
時間長度(分鐘)      

 課後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放學後時段 
(約在 16 時之後) 

活動項目：      
時間長度(分鐘)      

 本校 SH150 時間總計（含課間時段及課後時段）：___________分鐘。（課間時段：______分鐘、課後時段：______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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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50 政策施行建議： 
(懇請針對 SH150 政策提供您的意見，本欄位自由填寫，由國立中山大學匯整後呈教育部體育署酌參，不會呈現學校或填寫人資料，請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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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體育教師人力」(國小)  

 國小填報說明： 
本處所填報之體育課程教師名單乃調查學校中有講授體育課程的教師(含配課)(說明：只要有教體育課，無論是班導師或是科任，均需填報資

料)，僅供教育部體育署及縣市政府教育局存檔，無須提供聯絡資料等個資，資料庫僅針對各項資格進行統計，將貴校所屬體育課程教師資料

依序填入後上傳即可。(註：採線上更新。) 
 
填報範例： 
姓氏(不用填全名) 性別 聘任別 出生年(西元) 最高學歷 初任教職之西元年 
請填入 
姓氏(如李老師、陳

老師…) 

請填入 
˙男 
˙女 

請填入 
˙專任教師 
˙代理教師 
˙代課教師 
˙兼任教師 
˙專任運動教練 
˙其他 

 請填入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註：教職年資指從事

教職工作之累積年

資，不限單一學校。 

 
是否為體育專長 符合專長類別 主要運動種類 次要運動種類 是否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不限項目) 
是否兼任任何一項校

內行政工作 
請參閱下方的定義填

入 
˙是 
˙否 

請填入 
˙資格 1 
˙資格 2 
如有多項資格，請依

序填入，如： 
˙資格 1、資格 3 

體育專長師資，請填

入主要運動種類，

如： 
˙田徑 
˙籃球…等 
(非體育專長教師可

不填) 

如有次要運動種類請

填入資料。 
(非體育專長教師可

不填) 

請填入 
˙是 
˙否 

請填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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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體育專長師資的定義如下，具備其中一項即可計算為體育專長師資。 
1. 指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之體育教師。 
2. 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進修學分 8 學分以上之體育教師。 
3.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教練證之體育教師。 
4.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裁判證之體育教師。 
5. 具體育署核發之「體育專業證照」(包括：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登山嚮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之體育教師。 
6. 具有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的民間團體所授與之救生員證、山域嚮導證及經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核發之學生體適能指導員之體

育教師。 
7. 取得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證明書之體育教師。 
 國小體育專長教師以第三、第四資格者認定者，需填寫證照有效期限內之發證單位與證照名稱。 
 
縣市政府端審核資料，請一併填入 EXCEL 檔案 
109 學年度正式體育課程開設游泳課之班級

數 
游泳專業教師資格 參與教師增能研習之時數 

請填入此位教師開授游泳課之班級數(上、下

學期合併計算)如：˙3 班 
 
註：若是教師開設游泳課程是採校外教學或

是外聘教練方式，請於開設班級數之後方，以

括弧()方式補充，如： 
3 班(至校外游泳池由外聘教練教學) 

請參閱下方的定義填入 
˙無 
˙資格 1 
˙資格 2 
˙資格 3 

定義：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核定辦理與體育

教學相關之研習活動。 
參與研習時間需為 109 學年度：109.08.01-
110.07.31 之間。 
請填入累計小時數，如：6 小時。 

 
游泳專業教師資格定義 
 資格 1：指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曾修習游泳相關課程者。 
 資格 2：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進修學分 8 學分以上，曾修習游泳相關課程者。 
 資格 3：具有全國性或地方性單項運動協會、經合法設立各級主管機關認可由民間團體核發之 C 級(丙級)以上教練證或救生員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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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體育教師人力」(國中、高中職) 

 國中、高中職填報說明： 

本處所填報之體育課程教師名單乃調查學校中有講授體育課程的教師(含配課)，僅供教育部體育署及縣市政府教育局存

檔，無須提供聯絡資料等個資，資料庫僅針對各項資格進行統計，請先閱讀下列填報範例，並下載 EXCEL 檔案，將貴校

所屬體育課程教師資料依序填入後上傳即可。 
填報範例： 
姓氏(不用填全名) 性別 聘任別 出生年(西元) 最高學歷 初任教職之西元年 
請填入 
˙姓氏(如李老師、陳

老師…) 

請填入 
˙男 
˙女 

請填入 
˙專任教師 
˙代理教師 
˙代課教師 
˙兼任教師 
˙專任運動教練 
˙其他 

 請填入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註：教職年資指從事

教職工作之累積年

資，不限單一學校。 

 
是否具備體育科教師證書

(國中：健康與體育領域體

育專長、高中職：體育科) 

主要運動種類 次要運動種類 是否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

(不限項目) 
是否兼任任何一項校內行

政工作 

請參閱下方的定義填入 
˙是 
˙否 

體育專長師資，請填入主

要運動種類，如： 
˙田徑 
˙籃球…等 
(非體育專長教師可不填) 

如有次要運動種類請填入

資料。 
(非體育專長教師可不填) 

請填入 
˙是 
˙否 

請填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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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游泳專業資格調查 
109 學年度正式體育課程開設游泳課之班級數 游泳專業教師資格 
請填入此位教師開授游泳課之班級數(上、下學期合併計算)如： 
˙3 班 
 
註：若是教師開設游泳課程是採校外教學或是外聘教練方式，請於開

設班級數之後方，以括弧()方式補充，如： 
˙3 班(至校外游泳池由外聘教練教學) 

是否具有全國性或地方性單項運動協會、經合法設立各級主管機關

認可由民間團體核發之 C 級(丙級)以上教練證或救生員證者。 
請填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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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專任運動教練」 

本表調查學校內【全職工作】之運動教練基本資料： 
1.基本資料： 

姓名：                    
專任運動教練證：◎無  ◎有(請填證號)：                    
起聘日(西元年)： 
性別：◎男  ◎女 
年齡：◎29 歲以下  ◎30 歲～39 歲  ◎40 歲～49 歲  ◎50 歲～59 歲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族：◎是 ◎否 
*(勾選為原住民族者續填下列資料) 
 身分證字號(英文為大寫)：                    
 出生年月日(西元) ：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家用電話或手機皆可)：                    
 原住民族別：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魯凱族  ◎鄒族  ◎賽夏族  ◎雅美族(達悟族)  ◎邵族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級別： 
◎無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認證族語族別：(系統預設與族別相同)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魯凱族  ◎鄒族  ◎賽夏族  ◎雅美族(達悟族)  ◎邵族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其他專業證照名稱與級別(教育部專任運動教練證照除外)：◎無  ◎有(證照種類與級別)：                    
 教育學程(可複選)：◎無  ◎幼稚園教育學程  ◎國小教育學程  ◎中學教育學程 
 教師執照：◎無  ◎有 
 服務學校：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區位，預先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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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原鄉地區：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區位，預先載入。 
 居住縣市：免填，依照就讀學校所在區位，預先載入。 

2.進用方式： 
◎新制專任運動教練(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 
◎舊制專任運動教練(依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聘(僱)用) 
◎計畫型運動教練 
◎約聘僱運動教練 
◎其他 

3. 教練資格：(可複選) 
A.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初級 ◎中級 
◎高級 ◎國家級 
◎其他資格 (非具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的資格均填此) 
B.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在案之教練證 
◎A 級教練證 
◎B 級教練證 
◎C 級教練證 

4. 類別 
◎一般運動教練 ◎身心障礙運動教練 ◎其他 

5. 主要運動種類： 
6. 主要運動項目： 
7. 次要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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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學校運動教練人力部分 學校運動教練係指擔任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總人數應包含專任運動教練及聘僱、約用之運動教練（若是代課、

代理教師擔任代表隊教練，請填在「非專任教師擔任(含代理/代課/兼任/兼職/其他)」），運動社團指導老師不在調

查之列。（註：專任運動教練由主聘學校填報即可，若是同一所學校有國高中，請依據聘任的學制填報） 
性別 請分別填報【男；女】。 
年齡 請分別填報各年齡層人數。 
進用方式 進用方式為運動代表隊教練的填報重點，填報內容分為： 

◎新制專任運動教練(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依據前述法規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 
◎舊制專任運動教練(依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聘(僱)用)：體育署支薪分派至縣市學校之約聘僱運動教練 
◎計畫型運動教練：全職擔任學校運動教練工作，但非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專任運動教練法規聘任或聘(僱)用的全

職運動教練，其進用方式可能是縣市政府以約聘僱方式，或是學校以約聘僱方式聘任之的運

動教練（含體育署補助學校增聘教練計畫約用教練）。（註：非屬教育人員，大多以契約及勞基

法做為進用依據。） 
◎兼任運動教練：配合運動代表隊合併調查。 
◎其他：以非政府機構或學校聘用而採其他方式聘任之全職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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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體育課程施行現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之體育課程施行現況 

◎ 請學校端依照不同的學習階段，勾選學校 109 學年度體育課開設的課程類型，並填入授課運動種類(可複選)： 

為調查各級學校開

課類型，請填入貴校

於 109 學度年體育課

開設的運動類型。 

競爭類型運動 舉例 
網⁄牆性球類運動(有明顯的網子或牆壁做為媒介)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 
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兩隊交互攻守的比賽) 籃球、手球、足球，美式足球、橄欖球… 
標的性球類運動(具有瞄準的特性)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 
守備⁄跑分性球類運動 (強調一攻一守的賽事) 棒球、壘球、樂樂棒球、板球、排壘球… 

 
教育階段 學習階段 學習主題與次項目 

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 1.2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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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 3.4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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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運動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 5.6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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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國民中學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 7.8.9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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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高級中等學校 
第五學習階段 
(高中職 10.11.12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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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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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課程與教學」（國小） 

說明：體育專長教師的定義如下，具備其中一項即可計算為體育專長師資。 
1. 指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之體育教師。 
2. 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進修學分 8 學分以上之體育教師。 
3.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教練證之體育教師。 
4. 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C 級以上裁判證之體育教師。 
5. 具體育署核發之「體育專業證照」(包括：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登山嚮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之體育教師。 
6. 具有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的民間團體所授與之救生員證、山域嚮導證及經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核發之學生體適能指導員之

體育教師。 
7. 取得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證明書之體育教

師。 
非體育專長教師：無具備上述任一要件者之體育教師，即為非體育專長教師。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以下簡稱健體)開授課狀況 

國小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級數       

規劃健體(健康與體育)課每週

每班節數 
      

實施體育教學(體育課)每週每

班節數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體育課程由專長師資教授的節數 
（請加總貴校該年級一週的體育課節數，再分別依體育專長教師及非體育專長教師所授節數填入） 

國小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貴校「健體領域的體育課程」每週由體育專長教師

授課之總節數 
      

貴校「健體領域的體育課程」每週由非體育專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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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授課總節數 
1. 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是   ◎否 
2.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及活動？（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沒有實施  (跳答至：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部分年級實施 (續答)   ◎所有年級實施 (續答) 
3. 正式課程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學生人數       

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班級數：（系統計算）班  
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系統計算）小時 
 若貴校為混班混齡實施游泳教學，請將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總節數列於最高年級即可。 
 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請依有教授游泳課的班級數填入，只要有授課即可算。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則依班級數乘上節數加

總計算，如 109 學年度計有 6 個班級，每班總共 15 節課，則為 6x15=90 節。如果只是部分體育課程上游泳，且每班不一，則

可用加總方式計算。 
 

4. 非正式課程之游泳教學及活動實施情形 
實施方式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 課程內社團 課後社團 
辦理次數 (開課班數) ____________次 ____________次 ____________次 
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說明： 
1. 請填入辦理次數，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計算方式如：每梯次游泳育樂營累積 10 小時，就填 10 小時，每次課後社團平均 1.5

小時，就是 1.5 小時。 
2.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指特別開設與招生的營隊，以每梯次每梯次計算。 
  課程內社團：指校內社團活動時間，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課後社團：放學後，額外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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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說明：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證以

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有，平均每班每堂課_______人在旁協助 ◎沒有 
6.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有  ◎沒有(跳答 8 題) (題 2 與本題均填答「沒有」者，結束課程與教學的問卷) 
7.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為何？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五級)(99 年修訂後)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分級標準 (十級)(99 年修訂前) 
 ◎一般民間組織所訂定之檢測標準 
 ◎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學校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8.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說明：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二級水獺－國小畢業前能游 1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

漂等) 
參與對象 全校學生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參與游泳檢測人數   
通過人數   

 

9.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本校游泳池  
 ◎鄰近學校游泳池   
 ◎公立游泳池(產權為政府擁有，例如國民運動中心)   
 ◎民間業者 
 ◎自然環境（如海邊） 

本題項結合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考核 
前述游泳教學之場地： 
1.若為【本校游泳池】，請務必填寫【運動場館-游泳池】 
2.若勾選其他類型，請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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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名稱                     
◎場地面積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救生員配置：           人 

10. 從學校前往該游泳池所需耗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步行前往(分鐘)約   ____________ 分 (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 
 搭乘交通車(分鐘) 約 __________ 分 (如未提供交通車服務請填 0) 
11.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有  ◎沒有 
 
填表說明: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開授

課狀況 
此處請填報健康與體育領域各年級開課狀況。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體

育課程由專長師資教授的

節數 

此處需特別計算，請加總貴校該年級一週的體育課節數，再分別依體育專長教師及非體育專長教師所授節數

填入。 

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請填報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 請填報是否實施游泳教學(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教學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請勾選實施游泳教學之年級，可複選。 
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

生總人數 
請填報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生總人數。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

泳教學之總人數 
請填報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泳教學之總人數。 

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請填報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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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

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

教練制度 

請勾選【有；沒有】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

證以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

測？ 
請勾選【有；沒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能力檢測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為何 
請填報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請填報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二級水獺－國小畢業前能游 1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

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註：此題項為填報重點，請確實計算全校學生及應屆畢業生參與檢測與通過人

數。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

性質 
請填報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從學校前往該泳池所需耗

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

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請填報所需交通時間，步行前往時間約幾分鐘，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搭乘交通車約幾分鐘，如未供交通車

服務請填 0。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

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

行自我管控檢視？ 

請勾選【有；沒有】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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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課程與教學」（國中） 

說明：體育專長教師的定義需具備體育科教師證書(國中：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高中職：體育科)。 
非體育專長教師：無具備體育科教師證書之教師，但有講授體育課，即為非體育專長教師。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以下簡稱健體)開授課狀況 
國中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班級數    

規劃健體(健康與體育)課每週每班節數    
實施體育教學(體育課)每週每班節數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體育課程由專長師資教授的節數 
（請加總貴校該年級一週的體育課節數，再分別依體育專長教師及非體育專長教師所授節數填入） 

國中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貴校「健體領域的體育課程」每週由體育專長教師授課之總節數    
貴校「健體領域的體育課程」每週由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總節數    
1. 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是   ◎否 
2.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及活動？（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沒有實施  (跳答至：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部分年級實施 (續答)   ◎所有年級實施 (續答) 
3. 正式課程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學生人數    

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班級數：（系統計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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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系統計算）小時 
 若貴校為混班混齡實施游泳教學，請將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總節數列於最高年級即可。 
 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請依有教授游泳課的班級數填入，只要有授課即可算。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則依班級數乘上節數加

總計算，如 109 學年度計有 6 個班級，每班總共 15 節課，則為 6x15=90 節。如果只是部分體育課程上游泳，且每班不一，則

可用加總方式計算。 
 

4. 非正式課程之游泳教學及活動實施情形 
實施方式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 課程內社團 課後社團 
辦理次數 (開課班數) __________次 __________次 __________次 
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說明： 
1. 請填入辦理次數，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計算方式如：每梯次游泳育樂營累積 10 小時，就填 10 小時，每次課後社團平均 1.5

小時，就是 1.5 小時。 
2.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指特別開設與招生的營隊，以每梯次每梯次計算。 
  課程內社團：指校內社團活動時間，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課後社團：放學後，額外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5. 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說明：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證以

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有，平均每班每堂課_______人在旁協助  ◎沒有 
6.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有  ◎沒有(跳答 8 題) (題 2 與本題均填答「沒有」者，結束課程與教學的問卷) 
7.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為何？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五級)(99 年修訂後)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分級標準 (十級)(99 年修訂前) 
 ◎一般民間組織所訂定之檢測標準 
 ◎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學校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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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說明：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三級海龜－國中畢業前能游 2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

漂等) 
參與對象 全校學生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參與游泳檢測人數   
通過人數   

 

9.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本校游泳池   
 ◎鄰近學校游泳池     
 ◎公立游泳池(產權為政府擁有，例如國民運動中心)      
 ◎民間業者 
 ◎自然環境（如海邊） 

本題項結合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考核 
前述游泳教學之場地： 
1.若為【本校游泳池】，請務必填寫【運動場館-游泳池】 
2.若勾選其他類型，請填入：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名稱                     
◎場地面積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救生員配置：           人 

10. 從學校前往該游泳池所需耗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步行前往(分鐘)約   ____________ 分 (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 
 搭乘交通車(分鐘) 約 __________ 分 (如未提供交通車服務請填 0) 
11.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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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開授

課狀況 
此處請填報健康與體育領域各年級開課狀況。 

貴校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體

育課程由專長師資教授的

節數 

此處需特別計算，請加總貴校該年級一週的體育課節數，再分別依體育專長教師及非體育專長教師所授節數

填入。 

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請填報彈性課程【是；否】開設體育課。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 請填報是否實施游泳教學(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教學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請勾選實施游泳教學之年級，可複選。 

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

生總人數 
請填報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生總人數。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

泳教學之總人數 
請填報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泳教學之總人數。 

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請填報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

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

教練制度 

請勾選【有；沒有】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

證以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

測？ 
請勾選【有；沒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能力檢測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為何 
請填報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請填報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三級海龜－國中畢業前能游 25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

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註：此題項為填報重點，請確實計算全校學生及應屆畢業生參與檢測與通過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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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

性質 
請填報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從學校前往該泳池所需耗

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

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請填報所需交通時間，步行前往時間約幾分鐘，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搭乘交通車約幾分鐘，如未供交通車

服務請填 0。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

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

行自我管控檢視？ 

請勾選【有；沒有】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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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課程與教學」（高中） 

 

 
實施體育課教學每週每班 

實施體育課程狀況為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高中職 ________節 ________節 ________節 

◎三年必修 
◎兩年必修一年選修 
◎一年必修兩年選修 
◎三年選修 

1.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及活動？（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沒有實施  (跳答至：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部分年級實施 (續答)   ◎所有年級實施 (續答) 
2. 正式課程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實施游泳教學的班級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    
實施游泳教學的學生人數    

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班級數：（系統計算）班  
所有年級實施游泳教學的總節數：（系統計算）小時 

3. 非正式課程之游泳教學及活動實施情形 
實施方式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 課程內社團 課後社團 
辦理次數 (開課班數) __________次 __________次 __________次 
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__________小時 
說明： 
1. 請填入辦理次數，每一梯次平均總時數(小時)計算方式如：每梯次游泳育樂營累積 10 小時，就填 10 小時，每次課後社團平均 1.5

小時，就是 1.5 小時。 
2. 游泳育樂營、訓練營：指特別開設與招生的營隊，以每梯次每梯次計算。 
  課程內社團：指校內社團活動時間，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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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社團：放學後，額外開設的游泳運動社團。 
4. 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說明：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證以

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有，平均每班每堂課_______人在旁協助  ◎沒有 
5.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有  ◎沒有(跳答 7 題) (題 1 與本題均填答「沒有」者，結束課程與教學的問卷) 
6.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為何？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五級)(99 年修訂後)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分級標準 (十級)(99 年修訂前) 
 ◎一般民間組織所訂定之檢測標準 
 ◎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學校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7.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說明：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四級海豚-高中(職)畢業前 50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

等) 
參與對象 全校學生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參與游泳檢測人數   
通過人數   

 

8.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本校游泳池  
 ◎鄰近學校游泳池     
 ◎公立游泳池(產權為政府擁有，例如國民運動中心) 
 ◎民間業者 
 ◎自然環境（如海邊） 

本題項結合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考核 
前述游泳教學之場地： 
1.若為【本校游泳池】，請務必填寫【運動場館-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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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勾選其他類型，請填入：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名稱                     
◎場地面積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救生員配置：           人 

9. 從學校前往該游泳池所需耗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步行前往(分鐘)約   ____________ 分 (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 
 搭乘交通車(分鐘) 約 __________ 分 (如未提供交通車服務請填 0) 
10.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有  ◎沒有 
11. 體育課程開課種類（可複選，此處指專門提供給全校學生之普通體育課程，不含體育運動相關科系之專業課程。） 

  □ 競技運動類--即田徑、水上、體操、球類、技擊、國術等  
  □ 戶外活動類--即登山、野外求生、攀岩、直排輪等  
  □ 健康體適能類--即有氧舞蹈、肌力、伸展操、瑜珈等  
  □ 舞蹈類--即街舞、創造性舞蹈、踢踏舞、民俗舞蹈、啦啦隊等  
  □ 鄉土活動類--即扯鈴、跳繩、踢毽、舞龍、舞獅、龍舟、拔河等  
  □ 健康管理類--即運動保健、飲食與營養、體重控制等  
  □ 體育知識類--即運動倫理道德、休閒產品、發展與欣賞等  

 

填表說明: 

實施體育課教學每週每班 此處請填報體育課各年級開課狀況。 
實施體育課程狀況 ◎三年必修 

◎兩年必修一年選修 
◎一年必修兩年選修 
◎三年選修 

是否有實施游泳教學？ 請填報是否實施游泳教學(含正式課程、教育部體驗營、育樂/夏令營、社團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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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教學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實施游泳教學年級(複選) 請勾選實施游泳教學之年級，可複選。 
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

生總人數 
請填報參與游泳教學之日間部學生總人數。 

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

泳教學之總人數 
請填報日間部應屆畢業生參與游泳教學之總人數。 

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請填報游泳教學實施情形。 
游泳教學如於正式課程實

施是否建立協同游泳教學

教練制度 

請勾選【有；沒有】建立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班級游泳教學除由任課教師實施外，由具有 C 級游泳教練

證以上之人員或其他體育教師協助。) 

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

測？ 
請勾選【有；沒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註：設有游泳池但未實施游泳能力檢測之學校名單，將統一提供給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為何 
請填報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 請填報游泳能力檢測參與情形。(游泳能力鑑定標準為第四級海豚-高中(職)畢業前 50 公尺，須會換氣與水中

自救知能(水母漂、仰漂等)) 
註：此題項為填報重點，請確實計算全校學生及應屆畢業生參與檢測與通過人數。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

性質 
請填報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從學校前往該泳池所需耗

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

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請填報所需交通時間，步行前往時間約幾分鐘，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搭乘交通車約幾分鐘，如未供交通車

服務請填 0。 

是否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

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

行自我管控檢視？ 

請勾選【有；沒有】參考「各級學校推動水域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體育課程開課種類 可複選，此處指專門提供給全校學生之普通體育課程，不含體育運動相關科系之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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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學校運動社團」 

提醒各位老師，由於此處問卷需填報的資料較多，建議填入系統時，可於下方【暫存】處先行儲存所填數據。以免因為貴校電腦無動作的

時間過久而自動登出，造成需多次填報的程序。 
※106 年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納入電子競技，凡學校有成立電子競技類校隊或社團，請務必填入。 
填答說明：為確實統計各校運動社團資料，請依照下列流程填入貴校數據： 

1. 點選貴校的運動社團類型。 
2. 請注意：學校運動社團係指學校正式成立之運動性質社團，以提供學生活動參與機會為目的，只要具有興趣之學生均可參與，在

指導老師（或教練）指導下進行活動，與校內外團隊進行區域性交流之團隊 
3. 非進行校際運動競賽之團隊，如跳鼓陣、攀岩…等，請填於「學校運動社團」類。 

若是全校性的體育活動，如健身操、零時體育 … 等活動，不應納入運動社團計算。此類活動請填在問卷題項「重要數據：每周安排體育

活動時間」。 

若貴校無學校運動社團請勾選：□無學校運動社團  

基礎運動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跳水、□水上芭蕾、□水球 
體操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彈翻床、□特技體操、□有氧競技體操 

 

球類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迷你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球、板彈球、拳球

(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排壘球、三人棒球 



第 53 頁 
  

性球類運動 
其他  

 

防衛運動類 
拳擊、跆拳道(含品勢競賽)、空手道、柔道、劍道、合氣道、擊劍、角力、相撲、泰國拳、踢拳道(自由搏擊)、柔術、防身術、摔跤 
國武術【含長拳、南拳、內家拳（含形意、八卦、太極拳）、八極拳、螳螂拳、洪拳…等各家拳套、散打】 

水上運動類 

帆船、輕艇、划船、龍舟、蹼泳、衝浪、浮潛、滑水、潛水、其他水上運動 

陸上運動類 

射箭、射擊、舉重、鐵人三項、健力、滑輪溜冰、拔河、競技啦啦隊、卡巴迪、滑板（含蛇版）、飛盤（含躲避飛盤）、馬術、大隊接

力、自由車、現代五項、飛鏢、自行車(腳踏車)、其他陸上運動 

冰上運動類 

冬季兩項、北歐混合式滑雪、冰上石壺、冰上曲棍球、自由式滑雪、花式溜冰、阿爾卑斯式滑雪、俯臥雪橇、雪車、雪板(滑板滑雪)、雪

橇、短道滑冰、越野滑雪、滑雪跳躍、競速滑冰、其他冰上運動 

舞蹈類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項目（舞蹈內涵詳見官方網站：http://www.studentdance.tw/） 
□古典舞 □民俗舞 □現代舞 □兒童舞蹈  
一般常見舞蹈項目 

土風舞、民族舞、有氧舞蹈、肚皮舞、佾舞、芭蕾舞、客家舞蹈、原住民舞蹈、健康操、啦啦隊舞蹈、創作舞、街舞 (含熱舞)、傳統藝

陣、瑜珈、運動舞蹈（國際標準舞）、綜合性舞蹈、踢踏舞、其他舞蹈 

民俗體育類 

宋江陣、扯鈴、陀螺、風箏、採高蹺、跳鼓陣、跳繩、鼓（含太鼓、十鼓、森巴鼓、爵士鼓…等各式打鼓類）、綜合性民俗體育訓練(凡

具有下列兩種以上之社團、代表隊，請勾選)、舞龍舞獅、踢毽、獨輪車、流星球、其他民俗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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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運動類 

探索教育(體驗教育)、定向越野、飛行運動、野外求生、登山運動、極限運動、溯溪、路跑類社團、漆彈、攀岩、童軍、露營、其他戶外

運動 

智力運動類（含棋藝、橋藝與益智遊戲） 

西洋棋、桌遊、圍棋、象棋、跳棋、電子競技、橋牌、其他棋藝橋藝 

休閒運動社團類 

健美、路跑類、九宮格擲準、疊杯、體適能訓練、波拉棒、其他 

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路跑、傳統射箭、傳統拔河、傳統負重、傳統樂舞、傳統狩獵、綜合競賽、水域活動 

 貴校於 106 學年度或 107 學年度曾設立樂樂棒球社團，但於 108 學年度或 109 學年度未設立者，請填寫原因：□參加學生人數不足   

□無合適場地   □無符合專長指導老師（或教練）   □其他 
 學校運動社團細項調查 (上一題有勾選的運動種類才需要填寫) 

運動種類 性別 人數(若無請填 0) 每週練習次數 
運動社團指導老師身分 

(說明：若有兩位以上者，請勾選主要授課的運動社團指

導老師) 

(運動種類) 男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5 次以上 

指導老師名字: 
身分別： 

校內全職人員擔任： 
◎專任教師兼任  
◎非專任教師兼任(含代理/代課/行政人員)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 

校外人員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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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外聘運動社團指導老師 
性別：◎男◎女 
年齡： 

◎未滿 30 歲(含)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含)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含)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含)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是 ◎否 
 

 體育活動每學年辦理情形 

活動名稱 
每學年辦理次數 

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含 3 次) 

全校運動會 ◎ ◎ ◎ ◎ 
體育表演會 ◎ ◎ ◎ ◎ 
水上運動競賽 ◎ ◎ ◎ ◎ 
組織地區性校際運動聯盟，並舉辦運動競賽 ◎ ◎ ◎ ◎ 
參與地區性校際體育活動及運動競賽 ◎ ◎ ◎ ◎ 
健康體適能推廣活動 ◎ ◎ ◎ ◎ 
教職員工體育活動 ◎ ◎ ◎ ◎ 
社區體育活動 ◎ ◎ ◎ ◎ 

 

 球類團體運動（說明：為學校自行辦理之校內或校際競賽） 

運動種類 
每學年辦理次數 

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含 3 次) 

排球 ◎ ◎ ◎ ◎ 
籃球 ◎ ◎ ◎ ◎ 
棒壘球類（含樂樂棒球、三人式棒球、壘球類） ◎ ◎ ◎ ◎ 
足球（含五人制足球、十一人制足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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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 ◎ ◎ ◎ ◎ 
羽球 ◎ ◎ ◎ ◎ 
網球 ◎ ◎ ◎ ◎ 
其他球類  ◎ ◎ ◎ ◎ 

 

 身體活動類團體運動（說明：為學校自行辦理之校內或校際競賽） 

運動種類 
每學年辦理次數 

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含 3 次) 

路跑類（含馬拉松、田徑賽） ◎ ◎ ◎ ◎ 
民俗體育（含跳繩、扯鈴…等） ◎ ◎ ◎ ◎ 
舞蹈類（含街舞、現代舞等各類舞蹈） ◎ ◎ ◎ ◎ 
健身操 ◎ ◎ ◎ ◎ 
拔河 ◎ ◎ ◎ ◎ 
其他身體活動類 ◎ ◎ ◎ ◎ 

 

 水域活動與其他運動類團體運動（說明：為學校自行辦理之校內或校際競賽） 

運動種類 
每學年辦理次數 

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含 3 次) 

水域活動 ◎ ◎ ◎ ◎ 
自行車 ◎ ◎ ◎ ◎ 
適應體育 ◎ ◎ ◎ ◎ 
智力運動類（含棋藝、橋藝與益智遊戲） ◎ ◎ ◎ ◎ 
其他 ◎ ◎ ◎ ◎ 

 

 健身運動操的辦理情形（可複選）   □無辦理   □晨間   □課間   □課後   □其他      

 體育育樂營的辦理情形（可複選）   □無辦理   □暑假   □寒假   □週六   □週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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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學校運動代表隊」 

提醒各位老師，由於此處問卷需填報的資料較多，建議填入系統時，可於下方【暫存】處先行儲存所填數據。以免因為貴校電腦無動作的

時間過久而自動登出，造成需多次填報的程序。 
填答說明：為確實統計各校運動代表隊資料，請依照下列流程填入貴校數據： 

1. 點選貴校的運動代表隊運動類型。 
2. 請注意：學校運動代表隊定義為設有「教練」及每週擁有固定練習時間者，並於過去 1 年內，至少曾經代表學校參加過 1 次校際

運動競賽之團隊。若有籃球、排球、足球、棒球、女子壘球等運動代表隊，請於【聯賽型運動】部分填報。 
3. 非進行校際運動競賽之團隊，如跳鼓陣、獨輪車…等，請填於「學校運動社團」類。 

若是全校性的體育活動，如健身操、零時體育 … 等活動，不應納入運動代表隊或是運動社團計算。此類活動請填在問卷題項「重要數據：

每周安排體育活動時間」。 
 若貴校無學校運動代表隊請勾選：□本校目前無設立任何學校運動代表隊  

基礎運動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跳水、□水上芭蕾、□水球 
體操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彈翻床、□特技體操、□有氧競技體操 

 

球類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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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運動類 
拳擊、跆拳道(含品勢競賽)、空手道、柔道、劍道、合氣道、擊劍、角力、相撲、泰國拳、踢拳道(自由搏擊)、柔術、防身術、摔跤 
國武術【含長拳、南拳、內家拳（含形意、八卦、太極拳）、八極拳、螳螂拳、洪拳…等各家拳套、散打】 

水上運動類 

帆船、輕艇、划船、龍舟、蹼泳、衝浪、浮潛、滑水、潛水、其他水上運動 

陸上運動類 

射箭、射擊、舉重、鐵人三項、健力、滑輪溜冰、拔河、競技啦啦隊、卡巴迪、滑板（含蛇版）、飛盤（含躲避飛盤）、馬術、大隊接

力、自由車、現代五項、飛鏢、自行車(腳踏車)、其他陸上運動 

冰上運動類 

冬季兩項、北歐混合式滑雪、冰上石壺、冰上曲棍球、自由式滑雪、花式溜冰、阿爾卑斯式滑雪、俯臥雪橇、雪車、雪板(滑板滑雪)、雪

橇、短道滑冰、越野滑雪、滑雪跳躍、競速滑冰、其他冰上運動 

(以下請確定為設有「教練」及每週擁有固定練習時間之【運動代表隊】才填報，非進行校際運動競賽之團隊，請填於【學校運動社團】

類) 

舞蹈類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項目（舞蹈內涵詳見官方網站：http://www.studentdance.tw/） 
□古典舞 □民俗舞 □現代舞 □兒童舞蹈  
一般常見舞蹈項目 

土風舞、民族舞、有氧舞蹈、肚皮舞、佾舞、芭蕾舞、客家舞蹈、原住民舞蹈、健康操、啦啦隊舞蹈、創作舞、街舞 (含熱舞)、傳統藝

陣、瑜珈、運動舞蹈（國際標準舞）、綜合性舞蹈、踢踏舞、其他舞蹈 

民俗體育類 

宋江陣、扯鈴、陀螺、風箏、採高蹺、跳鼓陣、跳繩、鼓（含太鼓、十鼓、森巴鼓、爵士鼓…等各式打鼓類）、綜合性民俗體育訓練(凡

具有下列兩種以上之社團、代表隊，請勾選)、舞龍舞獅、踢毽、獨輪車、流星球、其他民俗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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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運動類 

探索教育(體驗教育)、定向越野、飛行運動、野外求生、登山運動、極限運動、溯溪、路跑類社團、漆彈、攀岩、露營、其他戶外運動 

智力運動類（含棋藝、橋藝與益智遊戲） 

西洋棋、桌遊、圍棋、象棋、跳棋、電子競技、橋牌、其他棋藝橋藝 

其他運動 

健美、九宮格擲準、疊杯、體適能訓練、波拉棒、其他 

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路跑、傳統射箭、傳統拔河、傳統負重、傳統樂舞、傳統狩獵、綜合競賽、水域活動 
 

 貴校於 106 學年度或 107 學年度曾設立樂樂棒球代表隊，但於 108 學年度或 109 學年度未設立者，請填寫原因：□參加學生人數不

足   □無合適場地   □無符合專長教練   □其他 

 學校運動代表隊細項調查 

 (上一題有勾選的種類才需要接續填寫) 

組別 性別 人數 每週練習時間 教練身分 
(說明：若有兩位以上者，請填入主要負責訓練的教練即可) 

(運動種類) 男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以上 

教練姓名：             
身分別： 

校內全職人員擔任： 
◎專任教師兼任  
◎非專任教師兼任(含代理/代課/行政人

員)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 

校外人員兼職： 
◎外聘教練 

性別：◎男◎女 
年齡： 
◎未滿 30 歲(含)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含)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含)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含)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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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以上 

◎無教練   ◎與男子隊同一位教練。 ◎與男子隊不同教練。 

教練姓名：             
身分別： 

校內全職人員擔任： 
◎專任教師兼任  
◎非專任教師兼任(含代理/代課/行政人

員)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 

校外人員兼職： 
◎外聘教練 

性別：◎男◎女 
年齡： 
◎未滿 30 歲(含)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含)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含)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含)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是 ◎
否 

 

 
 運動代表隊住宿情況調查 (109 學年新增調查題項) –如運動代表隊均為體育班學生，請統一於體育班問卷填報。 
 
貴校處理運動代表隊學生住宿問題情形為何 
 ◎學校設有宿舍，並可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住宿之運動代表隊為：           
 ◎學校無宿舍，學生校外可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 、住宿之運動代表隊為：           
 ◎學生自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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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運動代表隊（聯賽型運動）」 

各級學校各級運動聯賽為我國重要賽事，大多數學校均有參加各項聯賽，凡貴校有設立籃球、排球、足球、棒球、女子壘球等運動代表隊，

請填入貴校參與下列聯賽型運動代表隊之詳細資料，若無設立任一運動代表隊請勾選【本校無設立籃球、排球、足球、棒球、女子壘球等運

動代表隊】，並按上傳即可完成此處調查。 
 
□本校目前並無設立籃球、排球、足球、棒球、女子壘球等運動代表隊。(若無請勾選此項) 

運動種類 男子組(含男女混合) 女子組 

籃球 

高中甲級聯賽、高中乙級聯賽 
國中甲級聯賽、國中乙級聯賽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高中甲級聯賽、高中乙級聯賽 
國中甲級聯賽、國中乙級聯賽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排球 

高中甲級聯賽、高中乙級聯賽 
國中甲級聯賽、國中乙級聯賽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高中甲級聯賽、高中乙級聯賽 
國中甲級聯賽、國中乙級聯賽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足球 

高中 11 人制、高中 5 人制 
國中 11 人制、國中 5 人制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高中 11 人制、高中 5 人制 
國中 11 人制、國中 5 人制 
國小組 (含各縣市辦理之聯賽、錦標賽)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女子壘球  

高中組 
國中甲級、國中乙級 
國小甲級、國小乙級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棒球 
高中硬式木棒組、高中硬式鋁棒組、高中軟式組 
國中硬式組、國中軟式組 

高中軟式組、國中軟式組、國小軟式組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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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硬式組、國小軟式組 
設有代表隊，但未參加上述各級賽事 

 
 運動代表隊住宿情況調查 (109 學年新增調查題項)  –如運動代表隊均為體育班學生，請統一於體育班問卷填報。 
貴校處理運動代表隊學生住宿問題情形為何 
 ◎學校設有宿舍，並可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住宿之運動代表隊為：           
 ◎學校無宿舍，學生校外可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 、住宿之運動代表隊為：           
 ◎學生自理 
 ◎其他 
 
聯賽型運動代表隊細項： 

組別 性別 人數(若無請填 0) 每週練習時間 教練身分 
(說明：若有兩位以上者，請填入主要負責訓練的教練即可) 

(運動種類) 

 

 

男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以上 
 

教練姓名： 
身分別： 

校內全職人員擔任： 
◎專任教師兼任  
◎非專任教師兼任(含代理/代課/行政人

員)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 

校外人員兼職： 
◎外聘教練 

性別：◎男◎女 
年齡： 
◎未滿 30 歲(含)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含)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含)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含)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是 ◎否 

女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以上 

◎無教練   ◎與男子隊同一位教練。 ◎與男子隊不同教練。 

教練姓名： 
身分別： 

校內全職人員擔任： 
◎專任教師兼任  
◎非專任教師兼任(含代理/代課/行政人

員)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 

性別：◎男◎女 
年齡： 
◎未滿 30 歲(含)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含)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含)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含)    

刪除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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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性別 人數(若無請填 0) 每週練習時間 教練身分 
(說明：若有兩位以上者，請填入主要負責訓練的教練即可) 

校外人員兼職： 
◎外聘教練 

◎6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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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運動場館與設施」(一) 學校運動設施總表 

國中小填報總表(請確認學校運動場館與設施總數) 
學校運動場館 數量 
田徑場  
籃球場  
排球場  
羽球場   
桌球場  
(國小)樂樂棒球場  
(國小)躲避球場  
手球場  
網球場  
棒球場  
壘球場  
足球場  
攀岩場  
游泳池  
(國小)中高年級遊戲場  
(國小)低年級遊戲場  
綜合活動場館(有時稱為活動中心、禮堂，或是內含運動空間，為複合式多目標用途的場館)  
學生活動中心 (有時稱為活動中心、禮堂、或是名稱雖為體育館，但場地並無符合任何比賽種

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體育館(單獨設立，且至少符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風雨球場  
樂活運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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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請確認學校運動場館與設施總數) 

基礎空間設施 
體能教室  
防護教室  
田徑場  
沙坑  
推球場(包括推球圈)  
投擲場  
羽球場  
排球專用球場  
桌球教室  
籃球專用球場  
足球場  

 
擴充空間設施 
風雨球場  
游泳池  
體操教室  
舞蹈教室  
跆拳道場  
拳擊場  
空手道場  
柔道場  
攀岩場  
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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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重教室  
合球場  
橄欖球場  
手球場  
網球場  
曲棍球場  
撞球室  
高爾夫練習場  
木球場  
法式滾球場  
棒壘球場  
武術專用教室  
擊劍場  
劍道場  
射擊室內教室  
高爾夫球場  
投手(練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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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運動場館與設施」(二) 綜合活動空間、學生活動中心、體育館、風雨球場 

 運動場館自 2020 年起依照【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

盤點學校運動設施現況，請確認【綜合活動場館】、【學生活動中心】和【體育館】的差異，並請學校端依現況確實填報數量。 

 以下分別依據學生活動中心數量及體育館數量進行填報： 

綜合活動空間 學生活動中心 體育館 
 為發揮建築物多目標用途，可將演藝廳、

游泳池、表演藝術教室、多目的空間、體

育館/活動中心結合為綜合活動場館，惟

在設計上應注意將乾溼區作區分。 

 空間面積應考量基地大小、學生人數及

實際需要，妥為規劃。 
 應依實際需要配備可折合收藏之桌椅。 
 內部空間得包括舞台、視聽音響控制室、

器材存放室、學生活動空間。 
 空間之規劃設計，應能提供多目標之用

途，例如作為一般教學活動、社團活動、

體育活動之用，並可作為集會場所及風

雨操場之用。 

 體育館可單獨設置，面積八百至一千六

百平方公尺，至少能容納一座標準籃球

場，室內淨高與前後左右之緩衝區依照

各類球場設置標準。球場之劃設，至少符

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體育館內應附設器材室、更衣室、淋浴設

備、廁所，並得設置舞台及準備室，若挑

高空間足夠，可設置看台，看台可採固定

或收放設計，並注意其安全維護。體育館

地坪，宜採具彈性之木質地板或化學材

質之運動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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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空間 (有時稱為活動中心、禮堂，或是內含運動空間，為複合式多目標用途的場館) 
綜合活動空間使用狀況  
 ◎無綜合活動空間進行體育教學  
 ◎學校校產有_______座   
 ◎借用 
 ◎代管政府單位場地 
 ◎與他校共用 
 ◎其他 

 
以下表單依照綜合活動空間的數值增減 
綜合活動空間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綜合活動空間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主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__公尺 
 高__________公尺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目（可複選） 
□場地無實施體育教學 
□體適能與運動知識  



第 69 頁 
  

□挑戰性運動  
□競合性運動  

□籃球 □排球 □羽球 □網球 □合球 
□躲避球 □巧固球 □桌球 □手球 □其他           

□表現性運動  
□民俗性運動  
□休閒性運動  
□防衛性運動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是     ◎否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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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 

 
填表說明: 
綜合活動空間使用狀況  請填報綜合活動空間使用狀況（含可提供體育教學之活動中心等場地）。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

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主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綜合活動空間場地使用面積之長、寬、高。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

目 
請勾選綜合活動空間主要實施教學之項目（可複選）。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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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

或排球聯賽使用 
請勾選【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學生活動中心(有時稱為活動中心、禮堂、或是名稱雖為體育館，但場地並無符合任何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狀況  
 ◎無學生活動中心進行體育教學 
 ◎學校校產有_______座   
 ◎借用 
 ◎代管政府單位場地 
 ◎與他校共用 
 ◎其他 

 
以下表單依照學生活動中心的數值增減 
學生活動中心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學生活動中心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貴校室內運動空間是否附設器材室、更衣室、淋浴設備、廁所： 
 ◎是   ◎否 
貴校室內運動空間是否「符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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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__公尺 
 高__________公尺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目（可複選） 
□場地無實施體育教學 
□體適能與運動知識  
□挑戰性運動  
□競合性運動  

□籃球 □排球 □羽球 □網球 □合球 
□躲避球 □巧固球 □桌球 □手球 □其他           

□表現性運動  
□民俗性運動  
□休閒性運動  
□防衛性運動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是     ◎否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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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 

填表說明: 
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狀況  請填報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狀況（含可提供體育教學之活動中心等場地），若有學生活動中心請填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

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主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學生活動中心場地使用面積之長、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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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

目 
請勾選學生活動中心主要實施教學之項目（可複選）。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

或排球聯賽使用 
請勾選【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體育館 （須至少符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體育館使用狀況  
 ◎無體育館進行體育教學 
 ◎學校校產有_______座   
 ◎借用 
 ◎代管政府單位場地 
 ◎與他校共用 
 ◎其他 

 
以下表單依照體育館的數值增減 
體育館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體育館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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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貴校室內運動空間是否附設器材室、更衣室、淋浴設備、廁所： 
 ◎是   ◎否 
貴校室內運動空間是否「符合一項比賽種類或項目之認證標準」： 
 ◎是   ◎否 
主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__公尺 
 高__________公尺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目（可複選） 
□場地無實施體育教學 
□體適能與運動知識  
□挑戰性運動  
□競合性運動  

□籃球 □排球 □羽球 □網球 □合球 
□躲避球 □巧固球 □桌球 □手球 □其他           

□表現性運動  
□民俗性運動  
□休閒性運動  
□防衛性運動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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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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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 

填表說明: 
體育館使用狀況  請填報體育館使用狀況（含可提供體育教學之活動中心等場地），若有體育館請填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

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主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體育館指場地使用面積之長、寬、高。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

目 
請勾選體育館主要實施教學之項目（可複選）。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

或排球聯賽使用 
請勾選【是；否】可供辦理籃球聯賽或排球聯賽使用。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風雨球場 

說明：風雨球場以可容納一座籃球場面積大小為原則，得視實際需要增減之；地坪可採鋼筋混凝土或瀝青為基礎，再於其上鋪設壓克

力或化學面材之運動面層，屋頂設計應考慮能遮蔽斜陽及雨水。 

有無風雨球場 
 ◎有______座  ◎沒有 

 
以下表單依照風雨球場的數值增減 
是否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有，既有風雨球場加蓋光電發電設備 
◎有，同時興建主結構及光電發電設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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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球場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風雨球場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主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__公尺 
 高__________公尺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目（可複選） 
□場地無實施體育教學 
□體適能與運動知識  
□挑戰性運動  
□競合性運動  

□籃球 □排球 □羽球 □網球 □合球 
□躲避球 □巧固球 □桌球 □手球 □其他           

□表現性運動  
□民俗性運動  
□休閒性運動  
□防衛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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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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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____ 

 
填表說明: 
有無風雨球場 請勾選【有；無】風雨球場，若有請填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主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風雨球場場地使用面積之長、寬、高。 
主要實施體育教學的項目 請勾選風雨球場主要實施教學之項目（可複選）。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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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運動場館與設施」(三) 

 田徑場 
田徑場 (田賽場地或徑賽場地) 
田徑場使用狀況  
 ◎無田徑場進行體育教學 
 ◎學校校產有______座   
 ◎借用 
 ◎代管政府單位場地 
 ◎與他校共用 
 ◎其他 

 
以下表單依照 田徑場 的數值增減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徑賽場 
徑賽場 
◎有（請續答）   ◎無 (跳答田賽場相關題項) 
徑賽場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徑賽場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徑賽場跑道長度______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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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賽場跑道數 
 ◎4 道以下 ◎ 5 道 ◎ 6 道 ◎ 7 道 ◎8 道 ◎8 道以上 

徑賽場材質（109 學年度重新調查） 
 ◎ 紅土（或稱紅磚粉） ◎ PU（或稱聚氨酯跑道） ◎ PP 或 PE（或稱人工草） ◎ 合成橡膠  ◎ 其他______ 

田賽場 
田賽場 
 ◎有（請續答）   ◎無 (跳答夜間照明設備) 
田賽場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田賽場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投擲場地 

  ◎有 ( □若另有推球場(包括推球圈) 請打勾 )   ◎無 
跳遠場地(沙坑) 
 ◎有   ◎無 

跳高場地 
 ◎有   ◎無 

整體 
夜間照明設備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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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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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 

 
填表說明: 
田徑場使用狀況  請填報田徑場使用狀況，分為競賽場與填賽場。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

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徑賽場 請勾選【有；無】徑賽場，若有請填座數。 
徑賽場跑道長度 請填報徑賽場跑道長度。 
徑賽場跑道數 請勾選徑賽場跑道數。 
徑賽場材質 請勾選徑賽場材質。 
田賽場 請勾選【有；無】田賽場。 
投擲場地 請勾選【有；無】投擲場地。 
跳遠場地 請勾選【有；無】跳遠場地。 
跳高場地 請勾選【有；無】跳高場地。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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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場 
籃球場 
籃球場 
 ◎有   ◎沒有(跳答第 6 題) 
共有幾面籃球場（全場為一面，半場為 0.5 面） 

室外 ________ 面   室內 ________ 面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體育室(組) 
□總務處 



第 86 頁 
  

□付費開放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校內其他單位 
□委外管理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排球場 
排球場 
排球場 
 ◎有   ◎沒有 
共有幾面排球場 (本年度盤點場地，以學校最多數量計算，含其他場地兼用之球場) 

室外總共  ________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_______ 面 
例：某校分別設有專用排球場 3 面，含排球用途之複合式球場 1 面。 
請填報：室外總共 4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1 面。 

室內總共  ________ 面 (請將設置於活動中心/體育館內之共用球場納入數量統計)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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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第 88 頁 
  

 羽球場  
羽球場 
羽球場 
 ◎有   ◎沒有 
共有幾面羽球場 (本年度盤點場地，以學校最多數量計算，含其他場地兼用之球場) 

室外總共  ________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_______ 面 
例：某校分別設有專用羽球場 3 面，含羽球用途之複合式球場 1 面。 
請填報：室外總共 4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1 面。 

室內總共  ________ 面 (請將設置於活動中心/體育館內之共用球場納入數量統計)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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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桌球場(桌球教室) 
桌球場 
桌球場 
 ◎有   ◎沒有 
共面桌球桌 (本年度盤點場地，以學校空間擺放最多數量計算) 

室外  ________ 桌 
室內  ________ 桌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體育室(組) 
□總務處 



第 90 頁 
  

□付費開放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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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體育活動場地調查 
 樂樂棒球 

貴校是否有安排樂樂棒球課程？ ◎有   ◎沒有 
貴校是否有樂樂棒球場地(可與籃球場等場地合併設計)  ◎有   ◎沒有 

 躲避球場  
貴校是否有安排躲避球課程？ ◎有   ◎沒有 
貴校是否有躲避球場地(可與籃球場等場地合併設計)  ◎有   ◎沒有 

 遊戲場 
貴校是否有中高年級遊戲場   ◎有   ◎沒有 
貴校是否有低年級遊戲場     ◎有   ◎沒有 

 
 手球場 
手球場 
手球場 
 ◎有   ◎沒有 
 
共有幾面手球場 (本年度盤點場地，以學校最多數量計算，含其他場地兼用之球場) 

室外總共  ________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_______ 面 
例：某校分別設有專用手球場 3 面，含手球用途之複合式球場 1 面。 
請填報：室外總共 4 面 (含與其他場地，如籃球場、羽球場兼用之球場)，其中兼用場地數量占 1 面。 

室內總共  ________ 面 (請將設置於活動中心/體育館內之共用球場納入數量統計)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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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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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場 
網球場 
網球場 
 ◎有   ◎沒有(跳答第 16 題) 
共有總面網球場 

室外  ________ 面    室內  ________ 面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體育室(組)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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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開放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 

 
 棒壘球場 

棒壘球場 
棒球場 
 ◎有________ 座   ◎沒有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是否有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公尺 

貴校棒球場規模（請勾選其中一種球場等級） 

◎ 甲級球場 可供國內外正式錦標賽用之鋼筋水泥硬體建築物標準球場，有觀眾席之看臺、盥洗設備等設施。 

◎ 乙級球場 
可供一般比賽或練習用，有簡易鋼架（或鐵皮貨櫃屋）結構之簡易觀眾席看臺、簡易紀錄臺、

選手席、簡易衛生設備、四周圍網等設施。 

◎ 丙級球場 可供一般比賽或練習用，有選手席、簡易紀錄臺、內野圍網、簡易衛生設備等設施（無看台）。 

◎ 丁級球場 可供一般練習比賽用，有內野圍網，無選手席及裁判、紀錄臺，需臨時撘蓋帳棚、無衛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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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校由 400 公尺田徑場臨時整理為比賽場地者等。 

◎ 戊級球場 
僅供學校平時練習用，學校平整土地為練習場地，不符合各級棒球比賽規格，只能作為內野區

或架設安全圍網練習。 
 

本場地主要進行何種比賽或訓練？ 
◎棒球   ◎壘球   ◎兩者都有   ◎其他 
是否有投手(練習)丘： 
    ◎有        ◎沒有 
是否另有棒球打擊練習場： 
    ◎有   ◎沒有 
是否另有投捕練習練習場： 
    ◎有   ◎沒有 
 
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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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處理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__ 

填表說明: 
有棒球場 請勾選【有；無】棒球場，若有請填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場地使用面積長度及寬度。 
貴校棒球場規模 請勾選【甲、乙、丙、丁、戊】其中一種球場等級。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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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場 

足球場 
有無足球場 
 ◎有________ 座  ◎沒有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是   ◎否 
是否有夜間照明設備？ 

◎有   ◎沒有 
是否在田徑場(操場)中間？ 

◎是   ◎否 
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公尺 

是否可供辦理足球聯賽使用？    ◎是   ◎否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皆可複選） 
開放管理 開放情形 清潔維護 管理單位 

上課時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課餘日間 
(含假日)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夜間 □未開放 
□免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體育室(組)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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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開放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寒假暑假 
□未開放 
□免費開放 
□付費開放 

□校內學生 
□校內專人 
□工讀生 
□志工或義工（校外人士） 
□委外處理 

□體育室(組) 
□總務處 
□委外管理 
□校內其他單位 

未開放使用原因 
（上列時段皆未開放者需填寫）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________ 

填表說明: 
有無足球場 請勾選【有；無】足球場，若有請填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夜間照明設備 請勾選【有；無】夜間照明設備。 
是否在田徑場 (操場 )中
間？ 

請勾選【是；否】設在田徑場(操場)中間。 

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場地使用面積長度及寬度。 
是否可供辦理足球聯賽使

用 
請勾選【是；否】可供辦理足球聯賽使用。 

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請勾選對外開放及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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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岩場 

攀岩場及抱石場 
校內具攀岩教學能力的師資人數  
 ◎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以上 
貴校是否曾開設攀岩相關課程？ 

◎有   ◎無 
貴校本學年度是否開設攀岩相關課程？ 

◎有   ◎無 
攀岩場或抱石場？ 
 ◎有   ◎無 
校內具攀岩座數 
 ◎無  ◎1 座 ◎2 座 ◎3 座以上 
校內具抱石場座數 
 ◎無  ◎1 座 ◎2 座 ◎3 座以上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有   ◎無 
場地使用面積: 

 長________公尺 
 寬________公尺 
 高________公尺 

購買年度:西元________年 
使用年限:西元________年 

 
填表說明: 
校內具攀岩教學能力的師

資人數 
請勾選校內具攀岩教學能力的師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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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是否曾開設攀岩相關

課程？ 
請勾選【有；無】曾經開設攀岩相關課程。 

貴校本學年度是否開設攀

岩相關課程？ 
請勾選本學年度【有；無】開設攀岩相關課程。 

攀岩場或抱石場？ 請勾選本學年度【有；無】攀岩場或抱石場。 
校內具攀岩場座數 請填報攀岩場座數。 
校內具抱石場座數 請填報抱石場座數。 
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請勾選【是；否】訂定開放管理辦法。 
場地使用面積 請填報場地使用面積之長度、寬度及高度。 
購買年度: 請填報購買年度(西元年)。 
使用年限 請填報使用年限(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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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池 

室內游泳池 (校產中有游泳池均須填寫，包含整修、停用或準備報廢) 
室內游泳池  
 ◎無            (跳答室外游泳池) 
 ◎規劃或新建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使用    (跳答室外游泳池) 
 ◎已完成正申請使用執照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啟用  
 ◎有_________座  

 
以下表單依照 游泳池 的數值增減 

室內游泳池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室內游泳池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游泳池產權是否屬於學校 
    ◎是   ◎否 
游泳池是否設有溫水設備 

◎有_________套  ◎無 
游泳池（含淋浴）加熱系統為(可複選) 

□ 熱泵 □ 瓦斯 □ 太陽能 □ 電鍋爐 
□ 柴油 □ 其他_________  

 

游泳池長度  

◎ 不足 25 公尺 ◎ 25 公尺 ◎ 50 公尺 ◎ 其它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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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寛度  

◎ 不足 21 公尺 ◎ 21 公尺 ◎超過 21 公尺  
游泳池深度（例：120 公分 ＝1.2 公尺） 

最淺 _________公尺      最深 _________公尺 

游泳池總面積（水池（含兒童池、附設之滑水道緩衝池及水療池等）面積，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可及者）  

 ◎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游泳池水道數（依跳台數決定）  

◎1 道 ◎2 道 ◎3 道 ◎4 道 ◎ 5 道 ◎ 6 道 ◎ 7 道 ◎8 道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使用情況 

◎全年使用   
◎非全年使用，使用期限_________(月)使用至_________(月)  
◎整修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恢復使用 
◎停用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恢復使用 
◎無法使用準備報廢中，預計_________ (年/月)完成報廢手續 
◎其它_________ 

學校每學期是否向學生收取游泳池水電管理清潔費用(每人收費) 
◎有，金額_________元  ◎無 

經營方式 
◎自營 
◎以促參法方式委外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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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ROT  
□BOT  

◎以採購法委外 
◎以其他方式委外經營管理(請說明) _________ 
◎部分時間自營，部份時間委外經營管理 

游泳池是否對社區民眾開放 
◎有  ◎無 (跳答第 15 題) 

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時間（複選）(跳答第 16 題) 
□ 上課時間 □ 平日課餘 □ 週末假日 □ 寒假暑假 

 

未開放使用原因（游泳池無對社區民眾開放者須填寫，可複選）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無救生員編制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_  
 

游泳池是否支援鄰近學校實施游泳教學 
◎有，_________校  ◎沒有 

救生員編制  

□ 全職 □ 兼職 □ 志工 □ 其它_________ 
 

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勤人數   
◎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以上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員使用_________人次(預估人數即可，請注意，此處單位為總使用人次)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士使用_________人次(預估人數即可，請注意，此處單位為總使用人次) 
是否將游泳教學注意事項及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及意外事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公布於游泳池明顯處(含各相關單位人員聯絡電話)？ 

◎有  ◎沒有 
是否建立守望員制度？ 

說明：鼓勵志工等擔任守望員協助維護學校游泳池安全(僅屬輔助性服務，非取代救生員執勤)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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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參考「學校游泳池維護管理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有  ◎沒有 

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器材（可複選） 
 □救生浮具 
 □救生繩 
 □救生竿 
 □浮水擔架 
 □人工呼吸器 
游泳池省水設備調查 

◎無省水設備 
◎溢水回收系統 
◎綜（中）水回收系統 
◎其他省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填表說明: 
室內游泳池 請勾選是否有室內游泳池(校產中有游泳池均須填寫，包含整修、停用或準備報廢)。 
游泳池產權是否屬於學

校 
請勾選【是；否】屬於學校。 

游泳池是否設有溫水設

備 
請勾選【有；無】溫水設備。 

加熱系統為 請勾選加熱系統(可複選)。 
游泳池長度 請勾選游泳池長度。 
游泳池寛度 請勾選游泳池寬度。 
游泳池深度 請填報游泳池深度。 
游泳池總面積 請勾選游泳池總面積，（水池（含兒童池、附設之滑水道緩衝池及水療池等）面積，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可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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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水道數 請勾選游泳池水道數（依跳台數決定）。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使用情況 請勾選游泳池使用情形。 
學校每學期是否向學生

收取游泳池水電管理清

潔費用 

請勾選【有；無】向學生收取游泳池水電管理清潔費用。若有，請填入每位學生收費單價。 

經營方式 請勾選經營方式。 
游泳池是否對社區民眾

開放 
請勾選【有；無】對社區民眾開放。 

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

時間 
請勾選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時間（複選） 

未開放使用原因 請勾選未開放使用原因（游泳池無對社區民眾開放者需填寫，可複選）。 
游泳池是否支援鄰近學

校實施游泳教學 
請勾選【有；無】支援鄰近學校實施游泳教學。 

救生員編制  請勾選救生員編制形式。 
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

勤人數 
請勾選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勤人數。 

109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

員使用人次 
請填報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員總使用人次。 

109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

員使用人次 
請填報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員總使用人次。 

是否將游泳教學注意事

項及學校游泳池安全管

理及意外事故處理標準

作業流程公布於游泳池

明顯處 

請勾選【有；無】將游泳教學注意事項及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及意外事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公布於游泳池明顯

處(含各相關單位人員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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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守望員制度？ 請勾選【有；無】建立守望員制度。鼓勵志工等擔任守望員協助維護學校游泳池安全(僅屬輔助性服務，非取代

救生員執勤) 
是否參考「學校游泳池維

護管理檢核表」進行自我

管控檢視？ 

請勾選【有；無】參考「學校游泳池維護管理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

救生器材 
請勾選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器材（可複選） 

游泳池省水設備調查 
 

◎無省水設備 
◎溢水回收系統 
◎綜（中）水回收系統 
◎其他省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五、室外游泳池(校產中有游泳池均須填寫，包含整修、停用或準備報廢) 
有無室外游泳池  
 ◎無             
 ◎有【移動式親水體驗池】(含政府補助或捐贈) 
 ◎規劃或新建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使用    
 ◎已完成正申請使用執照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啟用 
 ◎有_________座  

 
以下表單依照 室外游泳池 的數值增減 

室外游泳池現況 
◎一般體育課教學可在該場地實施，且無維修之需要 
◎一般體育課教學仍可在該場地實施，但需要部份維修 
◎一般體育課教學無法在該場地實施 
室外游泳池充足程度 
◎空間可滿足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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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不足以提供一般體育課教學之需要 
游泳池產權是否屬於學校 
◎是   ◎否 
游泳池長度 

◎ 不足 25 公尺 ◎ 25 公尺 ◎ 50 公尺 ◎ 其它 _________ 
游泳池寛度 

◎ 不足 21 公尺 ◎ 21 公尺 ◎超過 21 公尺 
游泳池深度（例：120 公分 ＝1.2 公尺） 

最淺 _________公尺   最深 _________公尺 

游泳池總面積（水池（含兒童池、附設之滑水道緩衝池及水療池等）面積，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可及者）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游泳池水道數（依跳台數決定） 

◎1 道 ◎2 道 ◎3 道 ◎4 道 ◎ 5 道 ◎ 6 道 ◎ 7 道 ◎8 道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 無觀眾席座位  ◎ 500（含）以下  ◎ 501～1000  ◎ 1001～2000  ◎ 2001 以上 
使用情況 

◎全年使用   
◎非全年使用，使用期限_________(月)使用至_________(月)  
◎整修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恢復使用 
◎停用中，預期_________ (年/月)恢復使用 
◎無法使用準備報廢中，預計_________ (年/月)完成報廢手續 
◎其它 



第 108 頁 
  

學校每學期是否向學生收取游泳池水電管理清潔費用(每人收費) 
◎有，金額_________元  ◎無 

經營方式 
◎自營 
◎以 OT 方式委外經營管理   
◎以 ROT 方式委外經營管理  
◎以 BOT 方式委外經營管理 
◎以其他方式委外經營管理(請說明) _________ 
◎部分時間自營，部份時間委外經營管理 

游泳池是否對社區民眾開放 
◎有  ◎沒有 (跳答第 35 題) 

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時間（複選） 
□ 上課時間 □ 平日課餘 □ 週末假日 □ 寒假暑假 

 

未開放使用原因（游泳池無對社區民眾開放者需填寫，可複選） 

□管理人員不足 □設備老舊不堪使用 □場館整修中 □未定開放管理辦法 

□無救生員編制 □安全及環境考量 □其他  _________ 
 

游泳池是否支援鄰近學校實施游泳教學 
◎有，_________校  ◎沒有 

救生員編制 

□ 全職 □ 兼職 □ 志工 □ 其它  _________  
 

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勤人數  
◎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以上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員使用_________人次(請注意，此處單位為總使用人次)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士使用_________人次(請注意，此處單位為總使用人次) 
是否將游泳教學注意事項及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及意外事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公布於游泳池明顯處(含各相關單位人員聯絡電話)？ 

◎有  ◎沒有 



第 109 頁 
  

是否建立守望員制度？說明：鼓勵志工等擔任守望員協助維護學校游泳池安全(僅屬輔助性服務，非取代救生員執勤) 
◎有  ◎沒有 

是否參考「學校游泳池維護管理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有  ◎沒有 

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器材（可複選） 
 □救生浮具 
 □救生繩 
 □救生竿 
 □浮水擔架 

□人工呼吸器 
游泳池省水設備調查 

◎無省水設備 
◎溢水回收系統 
◎綜（中）水回收系統 
◎其他省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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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室內游泳池 請勾選是否有室內游泳池(校產中有游泳池均須填寫，包含整修、停用或準備報廢)。 
游泳池產權是否屬於學校 請勾選【是；否】屬於學校。 
游泳池是否設有溫水設備 請勾選【有；無】溫水設備。 
加熱系統為 請勾選加熱系統(可複選)。 
游泳池長度 請勾選游泳池長度。 
游泳池寛度 請勾選游泳池寬度。 
游泳池深度 請填報游泳池深度。 
游泳池總面積 請勾選游泳池總面積，（水池（含兒童池、附設之滑水道緩衝池及水療池等）面積，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

可及者）。 
游泳池水道數 請勾選游泳池水道數（依跳台數決定）。 
固定式觀眾席座位 請勾選觀眾席情況。 
使用情況 請勾選游泳池使用情形。 
學校每學期是否向學生收取

游泳池水電管理清潔費用 
請勾選【有；無】向學生收取游泳池水電管理清潔費用。若有，請填入每位學生收費單價。 

經營方式 請勾選經營方式。 
游泳池是否對社區民眾開放 請勾選【有；無】對社區民眾開放。 
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時間 請勾選游泳池對社區民眾開放時間（複選） 
未開放使用原因 請勾選未開放使用原因（游泳池無對社區民眾開放者需填寫，可複選）。 
游泳池是否支援鄰近學校實

施游泳教學 
請勾選【有；無】支援鄰近學校實施游泳教學。 

救生員編制  請勾選救生員編制形式。 
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勤人

數 
請勾選教學或營運時救生員執勤人數。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員

使用人次 
請填報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內人員總使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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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員

使用人次 
請填報 109 學年度游泳池校外人員總使用人次。 

是否將游泳教學注意事項及

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及意外

事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公布

於游泳池明顯處 

請勾選【有；無】將游泳教學注意事項及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及意外事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公布於游泳池

明顯處(含各相關單位人員聯絡電話)。 

是否建立守望員制度？ 請勾選【有；無】建立守望員制度。鼓勵志工等擔任守望員協助維護學校游泳池安全(僅屬輔助性服務，非

取代救生員執勤) 
是否參考「學校游泳池維護管

理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

視？ 

請勾選【有；無】參考「學校游泳池維護管理檢核表」進行自我管控檢視。 

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

器材 
請勾選依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器材（可複選） 

游泳池省水設備調查 ◎無省水設備 
◎溢水回收系統 
◎綜（中）水回收系統 
◎其他省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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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運動站 
未設有樂活運動站之學校： 
 貴校是否有空間規劃為「樂活運動站」: ◎是    ◎否 
 貴校是否有意願申請「樂活運動站」： ◎是    ◎否 
 
已設有樂活運動站之學校： 

 貴校受補助設置樂活運動站之基本資料： 
設置年度：        年 
(如果有補助兩次以上之學校，請填寫最近一次的補助年度) 

 貴校樂活運動站之場地面積（請依各校樂活運動站之設置地點，自行計算場地總面積） 
約        平方公尺 

 貴校樂活運動站之場地規畫為下列哪些類型？ 
體操 
舞蹈 
體適能 
趣味球類 
民俗體育 
技擊 
感覺統合 
其他 

 

場地與設備器材現況 
 貴校受補助之樂活運動站現在的使用情形？ 

◎持續使用 
◎暫時停用 
◎已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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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使用原因: 
是否有預計重新開放？ 
◎會重新開放，預計       年        月將再開放 
◎暫無開放規劃 

 (填完直接跳答) 

 不再使用時間：       年       月起不再使用。 
不再使用原因： 
場地毀損 
場地已變更為其他使用(有勾選本項，續答下題) 
設備器材損壞不堪使用 
其他原因 

 

 樂活運動站變更為其他使用用途 
◎轉型為多功能教室 
◎因應其他計畫方案變更空間使用 
◎其他使用  

教學使用 
 貴校樂活運動站使用的時段為(可複選) 

正式課程 
課間 
課後或假日 
以上皆無 

 

 貴校之樂活運動站本學年度作為體育課使用情形： 
 第一學期： 
    ◎不足 1 節   ◎平均每週 1-6 節課 
    ◎平均每週 7-12 節課 ◎平均每週 13-19 節課 
    ◎平均每週 20 節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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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 
    ◎不足 1 節   ◎平均每週 1-6 節課 
    ◎平均每週 7-12 節課 ◎平均每週 13-19 節課 
    ◎平均每週 20 節課以上 

 貴校樂活運動站除體育課之外是否作為下列活動使用？(可複選) 
體育班訓練 
學校代表隊訓練 
學校社團活動 
營隊活動 
競賽活動 
教職員工課後使用 
開放社區使用 
教學研習/課程教案/學習單或運動筆記等之研發 
無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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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運動場館與設施」(四) (其他專用場地) 

其他專用場地 
場館類型 數量 是否為獨立設置的場地 面積(獨立設置需填) 

射箭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舉重教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合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橄欖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曲棍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撞球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高爾夫練習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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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木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法式滾球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武術專用教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擊劍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劍道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射擊室內教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重量訓練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體操教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長：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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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極限運動場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韻律教室 
 □為獨立設置的場地(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間) 

□與其他場地共用，為複合式設置的空間(不納入計算學校運動空

間) 

長：       
寬：       

 

 

是否有閒置教室？ 
◎有，_______ 間  ◎無 

學校場地設施曾舉辦全國運動會或中等學校運動會 
◎有，運動種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學校運動場地設施曾舉辦國際賽會 
◎有，運動種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填表說明: 
場館類型 請填報貴校設有其他專用場地類型及數量，若為獨立設置，請填寫該場地長度及寬度。 
閒置教室 請勾選【有；無】閒置教室。 
學校場地設施曾舉辦全國運動會

或中等學校運動會 
請勾選【有；無】曾經舉辦全國運動會或中等學校運動會，若有，請填寫運動種類。 

學校運動場地設施曾舉辦國際賽

會 
請勾選【有；無】曾經曾舉辦國際賽會，若有，請填寫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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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情況 
填答說明： 
 請依 109 年度情形填寫下列資訊。 
 填答單位以「千元」為單位，並四捨五入，如實際收入為 43,500 元，則填入 44 千元即可。 
 若校內自營但均無收入，請在每一格項目內填入”0”。 
 運動場館委外經營部分，請勾選【是；否】委外經營。 
 
自營運動場館（每校必填）:貴校校內自營運動場館相關財務收入情形 

項目(單位：千元) 
107 年度 

（107/01/01~107/12/31） 
108 年度 

（108/01/01~108/12/31） 
109 年度 

（109/01/01~109/12/31） 
學校自營運動場館總收入 (非委外經營之

場館) 
   

 

租金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使用費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空調冷氣費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清潔費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權利金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其他收入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捐贈與補助收入(非政府部門捐贈或補助學

校與運動場館相關之金額)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系統自動代入資料 千元 ___________千元 

 
貴校是否有任一運動場館委外經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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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體育班調查」(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109 學年度體育班開設情形) 

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調整體育班培訓之運動種類，並請學校端填報各運動種類培育人數、教練等細部資料。 
各位老師您好，體育班為培育我國運動競技人才的重要搖籃，為精確蒐集各項運動種類的專長學生，凡設有體育班之學校均需填報，如果

貴校已經完全無體育班學生(如：停辦)，請來電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07-5252000 轉 5877)，從體育班資料庫名單中移除貴

校資料。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4 條：體育班發展之運動種類，以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中央

主管機關推動之學生運動賽會競賽種類為原則。請依照貴校(109 學年度)現有體育班培訓之所有運動種類，並填寫相對應的題項。 

 運動種類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告之【特定體育團體】之運動種類列表統計，培訓種類未於特定體育團體者，列為其他類。 

 基礎運動項目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跳水、□水上芭蕾、□水球 
體操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彈翻床、□特技體操、□有氧競技體操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競技運動類(共計 40 類) 

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羽球、橄欖球、曲棍球、手球、藤球、卡巴迪、軟式網球、馬術、壁球、擊劍、保齡球、空手道、跆拳道、國

武術、舉重、射擊、射箭、角力、拳擊、柔道、滑輪溜冰、鐵人三項、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棒球、壘球、輕艇、帆船、划船、自由車、

高爾夫、網球、雪橇、雪車、滑冰、冰球、滑雪滑草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民運動類(共計 24 類) 

拔河、健力、合球、水中運動(蹼泳)、相撲、柔術、山岳、水上救生、定向越野、滑水、飛盤、滾球、運動舞蹈、泰國拳、踢拳道、健美、

籃網球、橋藝、合氣道、競技啦啦隊、西洋棋、衝浪、袋棍球、撞球 

 其他類(含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未列於前項之運動種類) 

民俗體育、龍獅運動、木球、槌球、巧固球、龍舟、太極拳、拳球(浮士德球)、飛行運動、圍棋、象棋、劍道、十字弓、極限運動、電子

競技、舞蹈類 
 培訓之運動種類未列於前項，請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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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說明：以下表單由統計年報系統，依照貴校所勾選之培訓運動種類，由程式自動產生。請依據不同的運動種類，填入不同年級的男女

學生人數。 
 貴校體育班每班師資員額編制為     人 
 
表單 I. 貴校體育班現有各專長之學生人數(若沒有的欄位請填 0 人) 

 性別 
國小：三年級 
國中：七年級 
高中：一年級 

國小：四年級 
國中：八年級 
高中：二年級 

國小：五年級 
國中：九年級 
高中：三年級 

國小：六年級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體育班班級數 _____班 _____班 _____班 _____班 
【原住民族調查】：貴校體育班學生中，具原住民族身份的學生人數：男生     人、女生     人 

 
 
表單 II. 貴校體育班各專長別之教練來源(說明：僅填報實際有執行該項運動種類專長訓練的教練。)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全職

聘任才計算) 
由本校專任老師兼任 

由本校代理、代課

老師兼任 
外聘教練 其他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人      人      人      人      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人      人      人      人      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人      人      人      人      人 

  



第 121 頁 
  

表單 III. 請填寫貴校體育班各專長別學期間每週不同時段之練習時數。(以小時為計算標準，例：2 小時) 

運動種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備註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表單 IV.畢業流向調查 (本表格請依目前所知情況填寫，如有修改，請再於 110 年 9 月更新數據即可。) 
 國中 

 
進入普通高中職體育

班 
進入普通高中職普通班，

繼續訓練 
進入普通高中職普通班，

未繼續訓練 
無升學 備註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高中職 

 

(甄審/甄試/獨招) (依循正常考招管道)  其他 

備註 進入大專校院一

般科系 (非體育

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體

育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一

般科系 (非體育

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體

育運動相關科系 
無升學 (含出

國、就業…等) 服志願役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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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貴校是否於體育班外，另有招收運動績優學生，非集中於體育班內學習？ 
□無 
□有，請填入培訓運動種類與人數(如「現代五項：3 人；舞蹈：2 人…」) 

 貴校體育班學生來源為何?（複選題） 
□由學校單獨辦理招生錄取 
□經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甄審、甄試錄取 
□經高中、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之有關規定錄取 
□其他  

 

 貴校辦理體育班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落實情形為何 
◎學校訂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或相關規定，並已確實加強體育班學生身體自主權及性別平等意識宣導 
◎學校訂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或相關規定，僅部分落實體育班學生身體自主權及性別平等意識宣導 
◎學校未訂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或相關規定，但有進行體育班學生身體自主權及性別平等意識宣導 
◎學校未訂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或相關規定，亦無實施體育班學生身體自主權及性別平等意識宣導 

 貴校辦理體育班學生課業輔導情形為何 
 ◎學校訂有學生課業輔導辦法，並確實實施 
 ◎學校訂有學生課業輔導辦法，仍在加強實施 
 ◎學校未訂有學生課業輔導辦法，但有進行學業輔導 

◎學校未訂有學生課業輔導辦法，亦無實施學業輔導 
 貴校辦理體育班學生生活輔導情形為何 
 ◎學校訂有學生生活輔導辦法，並確實實施 
 ◎學校訂有學生生活輔導辦法，仍在加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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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未訂有學生生活輔導辦法，但有進行生活輔導 
 ◎學校未訂有學生生活輔導辦法，亦無實施生活輔導 
 貴校處理體育班學生膳食問題情形為何 

◎由學校統一處理   ◎學生自理   ◎其他    
 貴校處理體育班學生集中住宿問題情形為何 

◎本校無學生集中住宿 
◎本校有學生集中住宿 

*(勾選有學生集中住宿者續填下列資料) 
 ◎學校設有住宿空間，並有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集中住宿之運動項目為：___________) 
 ◎學校無住宿空間，學生校外有集中住宿(住宿人數    人、集中住宿之運動項目為：___________) 
◎其他            
 

訓練方式 

 貴校體育班寒暑假訓練情形為何 
 ◎寒假訓練 ◎暑假訓練 ◎寒暑假都訓練 ◎寒暑假都不訓練 

 貴校體育班是否有擬定年度訓練計畫 
 ◎學校訂有年度訓練計畫，並確實實施 
 ◎學校訂有年度訓練計畫，仍在加強實施 
 ◎學校未訂有年度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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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體育班調查」(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110 學年度體育班開設情形，9 月填報) 

為了解貴校下一學年度體育班開設情形，精確蒐集各項運動種類的專長學生，敬請協助填報各運動種類培育人數資料，謝謝您。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4 條：體育班發展之運動種類，以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中央

主管機關推動之學生運動賽會競賽種類為原則。請依照貴校(110 學年度)現有體育班培訓之所有運動種類，並填寫相對應的題項。 

 運動種類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告之【特定體育團體】之運動種類列表統計，培訓種類未於特定體育團體者，列為其他類。 

 基礎運動項目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跳水、□水上芭蕾、□水球 
體操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彈翻床、□特技體操、□有氧競技體操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競技運動類(共計 40 類) 

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羽球、橄欖球、曲棍球、手球、藤球、卡巴迪、軟式網球、馬術、壁球、擊劍、保齡球、空手道、跆拳道、國

武術、舉重、射擊、射箭、角力、拳擊、柔道、滑輪溜冰、鐵人三項、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棒球、壘球、輕艇、帆船、划船、自由車、

高爾夫、網球、雪橇、雪車、滑冰、冰球、滑雪滑草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民運動類(共計 24 類) 

拔河、健力、合球、水中運動(蹼泳)、相撲、柔術、山岳、水上救生、定向越野、滑水、飛盤、滾球、運動舞蹈、泰國拳、踢拳道、健美、

籃網球、橋藝、合氣道、競技啦啦隊、西洋棋、衝浪、袋棍球、撞球 

 其他類(含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未列於前項之運動種類) 

民俗體育、龍獅運動、木球、槌球、巧固球、龍舟、太極拳、拳球(浮士德球)、飛行運動、圍棋、象棋、劍道、十字弓、極限運動、電子

競技、舞蹈類 
 培訓之運動種類未列於前項，請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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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說明：以下表單由統計年報系統，依照貴校所勾選之培訓運動種類，由程式自動產生。請依據不同的運動種類，填入不同年級的男女

學生人數。 
 
表單 I. 貴校體育班現有各專長之學生人數(若沒有的欄位請填 0 人) 

 性別 
國小：三年級 
國中：七年級 
高中：一年級 

國小：四年級 
國中：八年級 
高中：二年級 

國小：五年級 
國中：九年級 
高中：三年級 

國小：六年級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女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女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女生 _____人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學生人數 

體育班班級數 _____班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班級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班級數 
系統自動代入 

109 學年度班級數 

【原住民族調查】：貴校體育班學生中，具原住民族身份的學生人數：男生     人、女生     人 

備註：系統將依前一學年度人數代入。例如：109 學年度國小五年級人數即為 110 學年度國小六年級人數；109 學年度國中一、二年級人數

即為 110 學年度國中二、三年級人數；109 學年度高中一、二年級人數即為 110 學年度高中二、三年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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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問卷：「運動績優生」(國中、高中職無體育班學校，有招收運動績優生均須填寫) 

各位老師您好，運動績優學生為培育我國運動競技人才的重要搖籃，為精確蒐集各項運動種類的專長學生，請填入貴校招生之運動績優

學生資料： 
註 1：以分散式、資源班等方式培育運動績優學生的學校，均須填報學校所收之運動績優學生資料。 
註 2：若貴校為主管機關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核定之體育班，請來電國立中山大學(電話：07-5252000 轉 5877)，將

貴校設定為體育班學校，並改填體育班專項問卷。 
 請依照貴校(109 學年度)現有運動績優學生培訓之所有運動種類，並填寫相對應的題項。 

 運動種類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告之【特定體育團體】之運動種類列表統計，培訓種類未於特定體育團體者，列為其他類。 

 基礎運動項目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跳水、□水上芭蕾、□水球 
體操 □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彈翻床、□特技體操、□有氧競技體操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競技運動類(共計 40 類) 

籃球、排球、足球、桌球、羽球、橄欖球、曲棍球、手球、藤球、卡巴迪、軟式網球、馬術、壁球、擊劍、保齡球、空手道、跆拳道、

國武術、舉重、射擊、射箭、角力、拳擊、柔道、滑輪溜冰、鐵人三項、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棒球、壘球、輕艇、帆船、划船、自由

車、高爾夫、網球、雪橇、雪車、滑冰、冰球、滑雪滑草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民運動類(共計 24 類) 

拔河、健力、合球、水中運動(蹼泳)、相撲、柔術、山岳、水上救生、定向越野、滑水、飛盤、滾球、運動舞蹈、泰國拳、踢拳道、健

美、籃網球、橋藝、合氣道、競技啦啦隊、西洋棋、衝浪、袋棍球、撞球 

 其他類(含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未列於前項之運動種類) 

民俗體育、龍獅運動、木球、槌球、巧固球、龍舟、太極拳、拳球(浮士德球)、飛行運動、圍棋、象棋、劍道、十字弓、極限運動、電子

競技、舞蹈類 
 培運之運動種類未列於前項，請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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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說明：以下表單由統計年報系統，依照貴校所勾選之培訓運動種類，由程式自動產生。請依據不同的運動種類，填入不同年級的男女

學生人數。 
 
表單 I. 貴校運動績優學生現有各專長之學生人數(若沒有的欄位請填 0 人) 

 性別 
國中：七年級 
高中：一年級 

國中：八年級 
高中：二年級 

國中：九年級 
高中：三年級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男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女生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貴校體育班學生中，具原住民族身份的學生人數：男生     人、女生     人 
 
 
表單 II. 貴校運動績優學生各專長別之教練來源(說明：僅填報實際有執行該項運動種類專長訓練的教練。) 

 
專任/專職運動教練(全職

聘任才計算) 
由本校專任老師兼任 

由本校代理、代課

老師兼任 
外聘教練 其他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第 128 頁 
  

表單 III. 請填寫貴校運動績優學生各專長別學期間每週不同時段之練習時數 

。(以小時為計算標準，例：2 小時) 

運動種類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備註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_____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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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IV.畢業流向調查 (本表格請依目前所知情況填寫，再於 110 年 9 月更新數據即可。) 
 國中 

 
進入普通高中職體育

班 
進入普通高中職普通班，

繼續訓練 
進入普通高中職普通班，

未繼續訓練 
無升學 備註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高中職 

 

(甄審/甄試/獨招) (依循正常考招管道)  其他 

備註 進入大專校院一

般科系 (非體育

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體

育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一

般科系 (非體育

運動相關科系) 

進入大專校院體

育運動相關科系 

無 升 學 ( 含
出 國 、 就

業 …等 )  
服志願役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依勾選之)運動

種類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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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一般學校適應體育」 

基本資料 
說明：關於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安置類型及班級數，可請貴校特教業務負責人員協助填寫相關資料。身心障礙學生定義: 依據特殊教育

法第三條，身心障礙係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填表人員相關資料 
 □ 與初填基本資料一樣 
 姓名：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稱：__________(單位/職別) 
 辦公室電話：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說明: 
填表人員相關資料 請填報填表人員之【姓名、性別、職稱、辦公室電話、分機及 E-mail】。 

 
 貴校是否有身心障礙類學生 
◎有，共有__________人 (男      人、女      人)  註：貴校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應與特教通報網所填報人數一致。 
◎無（填無的學校就不用再填） 
 
 貴校身心障礙類學生安置類型及班級數 

融入普通班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_ 班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____________ 班  
資源班 ____________ 班    
巡迴輔導班 ____________ 班  
其它____________ 班 

 貴校上體育課時是否為特殊學生進行課程調整？ 
◎經常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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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  
◎無此必要 

填表說明: 
貴校是否有身心障礙類學

生 
請勾選【有；無】身心障礙類學生，若有請填人數，若無則結束填答。 

身心障礙學生資料 請依類別填報身心障礙學生資料(未上體育課的主要原因為複選)，障礙別請依據 102 年 1 月 23 日特教法分

類填入各類別的人數與體育課參與情形。 
貴校身心障礙類學生安置

類型及班級數 
請填報貴校身心障礙類學生安置類型及班級數【融入普通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其

它】。 
貴校上體育課時是否為特

殊學生進行課程調整？ 
請勾選貴校上體育課時是否為特殊學生進行課程調整。 

 
課程與教學 
說明：關於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部份，可請貴校特教業務負責人員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貴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主要方式？  
 ◎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但有教師助理員或志工在場協助。 
 ◎與特教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與特教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但有教師助理員或志工在場協助。 
 ◎以體育特別班方式進行（不同障礙類別學生集中上體育課）。 
 ◎沒有上體育課。 
 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主要方式？ 

◎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與特教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與特教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但有教師助理員或志工在場協助。 
◎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但有教師助理員或志工在場協助。 
◎部份學生在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上體育課，部份學生回歸普通班上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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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說明：關於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部份，可請貴校特教業務負責人員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沒有上體育課。 
 貴校安排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上體育課時，主要以哪幾項為優先考量因素？（可複選） 

□學生特殊需求  
□學校師資  
□學校場地設備器材  
□家長需求 
□整體教學進度與教學內容  
□其他 _____________   

 貴校安排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上體育課時，主要以哪幾項為優先考量因素？（可複選） 
□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如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請勾選此選項） 
□學生特殊需求 
□學校師資 
□學校場地設備器材 
□家長需求 
□整體教學進度與教學內容 
□其他 ____________ 

 貴校如何進行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規劃？（可複選） 
□依據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編制 
□依據普通學校課程網要，但做部分修正後自行編制而成 
□依據學校學期體育教學計畫進度自行編制 
□依據學生 IEP 內容編制適應體育教學計畫 
□沒有任何體育教學計畫 

 貴校如何進行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規劃？（可複選） 
□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如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請勾選此選項） 
□依據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編制 
□依據普通學校課程網要，但做部分修正後自行編制而成 
□依據學校學期體育教學計畫進度自行編制 
□依據學生 IEP 內容編制適應體育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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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說明：關於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部份，可請貴校特教業務負責人員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沒有任何體育教學計畫 
 貴校目前有哪些適應體育教學教材資源？（可複選） 

□適應體育相關之期刊、通訊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教材相關手冊 
□適應體育相關研習資料、參考手冊 
□適應體育相關之多媒體資料 
□其他適應體育相關教材內容 ____________ 

 貴校目前進行適應體育教學時會面臨哪些困境？（可複選） 
□師資或人力不足 
□缺乏無障礙環境和適用的場地設備 
□家長反對孩子上體育課 
□缺乏相關課程教材      
□身心障礙學生上課安全問題 
□身心障礙學生的體能、運動技巧欠佳 
□經費不足 
□其他____________ 

 貴校提升適應體育教學效能之需求？（可複選） 
□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 
□改善無障礙環境與場地設備 
□增加人力支援 
□編製相關教材內容 
□加強活動宣導 
□增列相關補助經費 
□鼓勵家長參與相關活動 
□其他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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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貴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體育教學的主要方式？  
請勾選貴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主要方式。 

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

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主

要方式？ 

請勾選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主要方式。 

貴校安排普通班身心障礙

學生上體育課時，主要以

哪幾項為優先考量因素？ 

請勾選貴校安排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上體育課時，主要以哪幾項為優先考量因素（可複選）。 

貴校安排集中式特殊教育

班身心障礙學生上體育課

時，主要以哪幾項為優先

考量因素？  

請勾選貴校安排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上體育課時，主要以哪幾項為優先考量因素（可複選）。 

貴校如何進行普通班身心

障礙學生體育教學規劃？  
請勾選貴校如何進行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規劃（可複選）。 

貴校如何進行集中式特殊

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

教學規劃？  

請勾選貴校如何進行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規劃（可複選）。 

貴校目前有哪些適應體育

教學教材資源？  
請勾選貴校目前有哪些適應體育教學教材資源（可複選）。 

貴校目前進行適應體育教

學時會面臨哪些困境？  
請勾選貴校目前進行適應體育教學時會面臨哪些困境（可複選）。 

貴校提升適應體育教學效

能之需求？  
請勾選貴校提升適應體育教學效能之需求（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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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力 
說明：師資專業背景可請學校人事業務負責人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貴校普通班適應體育教學之主要師資？ 

◎普通班非體育專長級任導師 
◎普通班體育專長級任導師 
◎非體育科任教師 
◎體育科任教師 
◎特教教師 
◎沒有特定師資擔任教學 
◎其它 ____________ 

 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適應體育教學之主要師資？ 
◎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如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請勾選此選項） 
◎特教教師 
◎體育科任教師 
◎沒有特定師資擔任教學 
◎其它 ____________ 

 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專業背景(沒有請填 0) 
特殊教育科系畢業 ____________人﹔ 體育科系畢業 ____________人 
具備特殊教育與適應體育/體育背景 ____________人 
適應體育科系畢業 ____________人﹔  
其他科系畢業 ____________人  

 

 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 109 學年度(109.08.01~110.07.31)曾參與適應體育相關研習或相關活動情形？ 
 參與人數：____________人 
 參與次數：____________次 
 貴校提升校內教師適應體育專業知能之情形？（可複選） 

□參與身心障礙學生 IEP 會議 
□舉辦適應體育相關研習 
□舉辦適應體育相關推廣活動 
□舉辦適應體育相關學術研討會 
□未舉辦過任何適應體育專業知能培訓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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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力 
說明：師資專業背景可請學校人事業務負責人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其他 ____________ 
 貴校對校內適應體育師資在專業知能提升之需求建議為？（可複選） 

□補助學校經費，舉辦適應體育相關研習 
□師資培育機構開設適應體育相關進修科系或學分班 
□教育部舉辦適應體育相關研習 
□教育部舉辦適應體育相關學術研討會 
□增加適應體育輔導諮詢資源 
□編制適應體育專業書籍 
□其他____________ 

相關活動 
說明：請貴校針對身心障礙類學生 109 學年度(109.08.01~110.07.31)參與適應體育相關活動的情形，填寫相關資料。 
 有無舉辦校內相關特殊教育宣導、推廣活動 

(說明：針對貴校特殊教育宣導或推廣活動中，有提供學生或家長適應體育相關活動，如身心障礙者運動體驗活動等。) 
◎有 ____________次   ____________人  ◎無 

 有無舉辦校內的身心障礙類體育競賽活動 
(說明：辦理班際或校際運動競賽) 
◎有 ____________次  ____________人  ◎無 

 校內有無身心障礙類學生參加之運動性社團  
(說明：貴校目前運動性社團，例如：直排輪社、籃球社‧‧‧) 

 ◎有 ____________班（團）  ____________人   ◎無 
 校內有無為身心障礙類學生開辦之運動性社團 

(說明：貴校目前運動性社團，例如：直排輪社、籃球社‧‧‧) 
 ◎有 ____________班（團）  ____________人   ◎無 
 有無身心障礙學生參加之學校運動競賽代表隊 

(說明：貴校目前集中培訓的運動競賽代表隊，例如：桌球隊有一位聽障生‧‧) 
 ◎有 ____________隊        ____________人   ◎無 
 有無學校身心障礙類學生運動競賽代表隊 

(說明：貴校目前集中培訓的運動競賽代表隊，例如：聽障生桌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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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力 
說明：師資專業背景可請學校人事業務負責人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有 ____________隊     ____________人         ◎無 
 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有無參與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說明：貴校目前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參與校外運動競賽次數。例如：特殊奧運相關競賽、身心障礙運動會、亞特盃等‧‧) 
 ◎有____________次         ____________人   ◎無 

 
填表說明: 

貴校普通班適應體育教學之

主要師資？ 
請勾選貴校普通班適應體育教學之主要師資。 

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適應

體育教學之主要師資？ 
請勾選貴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適應體育教學之主要師資。 

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專業

背景 
請填報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專業背景(沒有請填 0) 

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 109
學年度曾參與適應體育相關

研習或相關活動情形？ 

請填報貴校擔任適應體育教師 109 學年度(109.08.01~110.07.31)曾參與適應體育相關研習或相關活動情

形。 

貴校提升校內教師適應體育

專業知能之情形？ 
請勾選貴校提升校內教師適應體育專業知能之情形。（可複選） 

貴校對校內適應體育師資在

專業知能提升之需求建議

為？ 

請勾選貴校對校內適應體育師資在專業知能提升之需求建議。（可複選） 

有無舉辦校內相關特殊教育

宣導、推廣活動 
請勾選【有；無】舉辦校內相關特殊教育宣導、推廣活動，若有請填次數(針對貴校特殊教育宣導或推廣

活動中，有提供學生或家長適應體育相關活動，如身心障礙者運動體驗活動等)。 

有無舉辦校內的身心障礙類

體育競賽活動 
請勾選【有；無】舉辦校內的身心障礙類體育競賽活動，若有請填次數(說明：辦理班際或校際運動競

賽)。 



第 138 頁 
  

校內有無身心障礙類學生參

加之運動性社團 
請勾選【有；無】校內有無身心障礙類學生參加之運動性社團，若有請填班(團)數(說明：貴校目前運動性

社團，例如：直排輪社、籃球社‧‧‧) 
校內有無為身心障礙類學生

開辦之運動性社團 
請勾選【有；無】校內有無為身心障礙類學生開辦之運動性社團，若有請填班(團)數(說明：貴校目前運動

性社團，例如：直排輪社、籃球社‧‧‧) 
有無身心障礙學生參加之學

校運動競賽代表隊 
請勾選【有；無】校內有無為身心障礙類學生開辦之運動性社團，若有請填隊數(說明：貴校目前集中培

訓的運動競賽代表隊，例如：桌球隊有一位聽障生‧‧) 
有無學校身心障礙類學生運

動競賽代表隊 
請勾選【有；無】有無學校身心障礙類學生運動競賽代表隊，若有請填次數(說明：貴校目前集中培訓的

運動競賽代表隊，例如：聽障生桌球隊‧‧) 
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有無參與

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請勾選【有；無】身心障礙學生有無參與校外體育競賽活動。若有請填貴校目前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參與校

外運動競賽次數。例如：特殊奧運相關競賽、身心障礙運動會、亞特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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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問卷：「校園水域安全宣導 執行情形」 

109.07.01-110.06.30 (請注意本項目調查時間與學年度略有不同) 
辦理次數：           次(以下表單依照次數增減) 

 第 N 次宣導人數共           人，對象：□學生 □教職員 □家長 □其他 
辦理時間為：     年     月    日 

 是否有接受補助  
◎是    
◎否 

 師資來源(可複選) 
□游泳水域安全學者專家 
□民間救生團體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培訓之水域安全宣導種子教師 
□其他 

 

 宣導地點(可複選) 
□教室 
□操場 
□游泳池 
□其他 

 

 宣導方式(可複選，每場次至少結合 2 種以上宣導方式辦理) 
□互動課程 
□陸上操作示範 
□水中操作示範 
□學生下水實務操作 
□演講 
□影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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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內容(可複選) 
□自救及救生知能 
□結合學校地處位置融入附近水域環境安全注意事項 
□操作與技巧(含簡易浮具製作與岸上救援演練、救生器材操作、環境評估及警告標誌等相關水域安全知能) 
□水中自救 4 招 
□救溺五步及防溺十招 
□其他 

 

 
  



第 141 頁 
  

專項業務填報問卷：實驗學校 

一、實驗學校基本資料： 
 貴校正式師資總人數(請計算專任的教師人數)：             
 貴校現有學生總人數：             
 貴校實驗課程之創新主軸(可複選)： 

□在地特色課程 
□探索體驗課程 
□美感教育 
□創客教育 
□民主教育 
□華德福教育 
□特色教學法 
□國際教育 
□混齡教學 
□綜合改善體質 
□其他：             

 學校是否有安排非體育課之身體活動時間： 
◎是，身體活動時間：               。請簡述活動內容：                       
◎否 

 貴校每周安排正式體育課節數： 
  ◎0 節、◎1 節、◎2 節、◎3 節、◎4 節以上 

 貴校體育課授課教師： 
◎專任教師：       人 
◎兼任教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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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校體育課課程內容調查：請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之體育課程施行現況，請學校端依照不同的學習階段，

勾選學校 109 學年度體育課開設的課程類型，並填入授課運動種類(可複選)： 

為調查各級學校開

課類型，請填入貴校

於 109 學年度體育課

開設的運動類型。 

競爭類型運動 舉例 
網⁄牆性球類運動(有明顯的網子或牆壁做為媒介)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 
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兩隊交互攻守的比賽) 籃球、手球、足球，美式足球、橄欖球… 
標的性球類運動(具有瞄準的特性)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 
守備⁄跑分性球類運動 (強調一攻一守的賽事) 棒球、壘球、樂樂棒球、板球、排壘球… 

 
教育階段 學習階段 學習主題與次項目 

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 1.2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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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類型運動 網⁄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
軟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

球、藤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

球)、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

躲避球、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

(門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

球、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 3.4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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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 5.6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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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國民中學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 7.8.9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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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高級中等學校 
第五學習階段 
(高中職 10.11.12 年級)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防衛性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運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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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休閒運動：________ (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戶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其他休閒運動：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挑戰類型運動 □田徑 
□游泳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競爭類型運動 網 ⁄ 牆性球

類運動 
羽球、網球、桌球、排球(含沙灘排球)、軟

式網球、壁球、柔力球、匹克球、毽球、藤

球、板彈球、拳球(浮士德球)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 
足球、籃球、籃網球、手球(含沙灘手球)、
橄欖球、巧固球、合球、曲棍球、躲避球、

美式足球、手足球 
標的性球類

運動 
高爾夫球、撞球、保齡球、木球、槌球(門
球)、樂樂高爾夫球、滾球、高智爾球 

守備 ⁄ 跑分

性球類運動 
棒球、慢速壘球、足壘球、樂樂棒球、板球、

排壘球、三人棒球 
其他  

 

表現類型運動 □體操 
□舞蹈 
□民俗運動 
□其他：________(請列授課運動種類) 

 

12. 貴校是否實施游泳教學？  
 ◎沒有實施  (跳答至：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部分年級實施  
 ◎所有年級實施 
 ◎混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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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貴校是否有實施游泳能力檢測？ 
◎有   
◎沒有(跳答 11 題) (題 2 與本題均填答「沒有」者，結束課程與教學的問卷) 

14. 所實施游泳能力檢測標準為何？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五級)(99 年修訂後) 
 ◎全國中、小學學生游泳分級標準 (十級)(99 年修訂前) 
 ◎一般民間組織所訂定之檢測標準 
 ◎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學校自行訂定之檢測標準 
15. 游泳教學所使用的游泳池性質 
    ◎本校游泳池 
 ◎鄰近學校游泳池  
 ◎公立游泳池(產權為政府擁有，例如國民運動中心)      
 ◎民間業者 
 ◎自然環境（如海邊） 

前述游泳教學之場地： 
1.若為【本校游泳池】，請務必填寫【運動場館-游泳池】 
2.若勾選其他類型，請填入：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名稱                     
◎場地面積  
◎未達 375 平方公尺    ◎375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750 平方公尺    ◎750 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 1250 平方公尺    
◎1250 平方公尺以上 
◎校外游泳教學之場地救生員配置：           人 

16. 從學校前往該游泳池所需耗費的交通時間（上一題未填答本校游泳池需續填本題） 
 步行前往(分鐘)約   ____________ 分 (只坐交通車前往請填 0) 
 搭乘交通車(分鐘) 約 __________ 分 (如未提供交通車服務請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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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填報資料比照一般學校： 
17. 運動社團或代表隊 
18. 運動場地 
19. 水域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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