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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水域運動研習會實施計畫 

壹、 辦理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

改善水域運動環境」，截至 108年 7月底止，已核定補助新北市微風運河、金山

中角灣、八里風帆碼頭、宜蘭縣冬山河、豆腐岬、烏石港、桃園市大溪阿姆坪、

臺中市軟埤仔溪、南區康橋、南投縣日月潭、臺南市嘉南大圳、高雄市西子灣、

蓮池潭、花蓮縣鯉魚潭、澎湖縣觀音亭等 15案。 

    期盼藉由改善水域運動基礎設施，達到提升水域運動風氣、培育優秀選手、

帶動運動觀光等功能，因此，透過舉辦本次研習會，邀請講座蒞臨分享，增進

相關業務人員之專業知能，共同打造國內優質的水域運動環境。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承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三、 協辦單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雄市體育會滑

水委員會 

參、 活動訊息 

一、 日期：108年 9月 3、4日（星期二、三） 

二、 地點： 

（一）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B1國際二廳 （室內課程） 

（二） 蓮池潭 （戶外水域運動體驗） 

（三）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另行安排之參訪行程） 

肆、 報名資訊 

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ZKxAl 

二、 報名截止日期：108年 8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5時止 

三、 聯絡資訊：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胡博凱 專案助理 

四、 聯絡方式：（02）2886-1261分機 19、tassm0019@gmail.com 

  

報名網址 QR code 

https://reurl.cc/ZKxAl
mailto:tassm0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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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習對象（以 80人為限）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水域運動相關業務主管、承辦人員。 

二、 直轄市、縣（市）轄內各級學校，包含國私立大專校院、高中職等，

實際從事水域運動訓練、教學及設施管理人員。 

三、 民間體育團體，包含水域運動協會（委員會）或業者等。 

陸、 研習主題 （詳細日程表請參考如附錄一） 

柒、 備註 

一、 參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依規定申請公（差）假。 

二、 研習會期間備有午餐及茶點；為響應環保，建議自備水瓶及環保筷。 

三、 本次研習會提供： 

(一) 交通接駁：安排高雄左營高鐵站、研習會場及參訪地點間之接

駁。接駁訊息、交通資訊請見附錄二。 

(二) 住宿安排：協助代訂高雄蓮潭國際會館，相關費用訊息及住宿

須知請見附錄三。 

(三) 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依簽到退紀錄提供與會人員 9.5小時之研

習時數，缺課或請假逾 2小時者不予登錄。 

四、 水域運動課程須知： 

(一) 若患有先天性疾病及後天法定疾病者 （例如：高血壓、心臟病、

癲癇…等疾病不適合水上運動），請考量自身健康或體能狀況決

定是否參加該課程。 

(二) 因本次研習會安排水域運動課程，建議與會人員穿著運動衣物、

帽子、涼鞋（或拖鞋），並依個人需求自備防水、防曬或其餘之

裝備；另顧及與會人員於課程行進間會有衣物潑濕之情形，請

自行考量攜帶換洗衣物與盥洗等用品。 

(三) 活動當天參加人員請攜帶身份證與健保卡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 水域體驗課程預計分組進行，分組名單將於活動前公布。 

五、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參訪須知： 

(一) 請參訪人員穿著整潔服裝。 

(二) 不得攜帶寵物及其他危險、不當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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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禁止吸菸、飲酒、嚼食檳榔及口香糖。 

(四) 應遵循接待人員指示，不喧嘩、滯留及脫隊。 

(五) 未經允許，請勿拍照。 

(六) 拍照時，嚴禁拍攝運動員特寫，以維護其肖像權。 

(七) 拍照時，嚴禁使用閃光燈等攝影輔助器材。 

六、 費用說明：本場研習會免費報名（含水域體驗、參訪活動）。參加人

員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向所屬單位報請相關交通、住宿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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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8年水域運動研習會日程表 

（研習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B1 國際二廳） 

日期 時間 課程 

9/3 

（二） 

09:40 
交通接駁 

左營高鐵站一樓（9:40 發車）→研習會場 

09：50 –  

10：10 
20 分鐘 報到 

10：10 –  

10：20 
10 分鐘 開幕式 

10：20 –  

12：00 
100 分鐘 課程一 

水域運動選手培訓與訓練實務介紹 

主講人：新加坡帆船協會 曾總經理沛銘 

12：00 –  

12：50 
50 分鐘 午餐、休息時間、領取餐盒 

12：50 –  

13：30 
40 分鐘 協助辦理入住 

13：30 –  

14：00 
30 分鐘 

人員集合與準備出發 

集合地點（起）：蓮池會館一樓大廳，步行前往 

集合地點（訖）：蓮池潭遊艇休憩碼頭 

14：00 –  

16：30 
150 分鐘 

實際體驗 

水域運動 

體驗項目：帆船、龍舟、輕艇 

主講人： 

1.高雄市體育會滑水委員會 

2.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 

（林系主任杏麗、高副教授興一） 

16：30 結束第一天課程、返回蓮潭國際會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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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程 

9/4 

（三） 

09：20 – 

09：30 
10 分鐘 報到 

09：30 – 

10：30 
60 分鐘 課程二 

衝浪運動簡介與發展探討 

主講人：中華民國衝浪運動協會 黎秘書長俊廷  

10：30 – 

10：50 
20 分鐘 茶敘 

10：50 – 

11：50 
60 分鐘 課程三 

水域運動與觀光實務探悉 

主講人：交通部觀光局技術組莊科長慧文 

11：50 – 

12：2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Q&A 

12：20 – 

13：10 
50 分鐘 午餐休息 

13：10 – 

13：30 
20 分鐘 交通接駁 

13：30 – 

16：00 
150 分鐘 參訪行程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6：00 第二天課程結束，前往左營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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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交通接駁資訊 

日期 發車時間 發車地點 接送地點 

9/3

（二） 

9:40 左營高鐵站一樓 研習會場 

16:40 蓮池潭 左營高鐵站 

9/4

（三） 

9:10 左營高鐵站一樓 研習會場 

13:10 研習會場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6:00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左營高鐵站 

 

交通資訊 

一、 開車（請留意停車場進入位置） 

(一) 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

華路交流道下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右

邊。 

(二) 高雄市區： 

1. 北上：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2.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

轉崇德路。 

二、 高鐵、台鐵、捷運 

   台鐵新左營站、高鐵左營站、高捷 R16 高鐵左營站，往四號出口，沿高

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 分鐘。 

(一) 乘 301 號公車，至蓮潭會館站 https://goo.gl/6j1XrT 

(二)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撘乘紅 51 線接駁車至會館 

https://goo.gl/VbBgql 

三、 搭機 

(一) 搭乘捷運： 

1. 步行崇德路往東，至華夏路左轉直行，至孟子路右轉直行，至博愛

三路左手邊即為捷運生態園區站（紅線）。 

2. 搭乘往小港方向捷運（計 12 站），至捷運小港站（紅線）。 

3. 請留意國內線/國際線出口。 

(二) 預約付費接送服務：請事先洽櫃台人員。 

  

https://goo.gl/6j1XrT
https://goo.gl/VbBg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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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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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住宿資訊 

編號 房型 房價 

1.  精緻客房一大床（公務人員專案價） $1,800 /間 

2.  精緻客房一大床 $2,200 /間 

3.  精緻客房兩小床 $3,200 /間 

備註： 

一、 若選擇「公務人員專案價」房型，請於入住時出示相關證件。 

二、 若選擇「精緻客房兩小床」房型，請於報名表單上填寫您的室友姓名，或

由承辦單位為您安排。 

三、 付費說明：入住當日支付。 

四、 注意：經承辦單位訂房後，若有退訂房間之情形，仍需支付住宿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