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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105 學年度第 5 次室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6 年 0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    點：光復校區中正堂貴賓室  

主 持 人：林麗娟 主任                                               記錄：楊從蕙 

出席人員：王苓華、黃滄海、鄭匡佑、李劍如、涂國誠、高華君、洪甄憶、馬上鈞、徐珊惠、

黃賢哲、王駿濠、謝孟志、潘慧雯、黃鴻鈞、彭怡千 

請假人員：蔡佳良(休假研究) 、邱宏達(借調)、周學雯、黃彥慈 

列席人員：王慧婷、郭嘉民、洪珮珊、王松柏、何世明、顏世雄、楊易達、蘇培翔 

壹、 確認前次(106.02.17)室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會 議  
次 數  

提     案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回覆日期) 列管結果

104-7 
105-4 

臨時動議_第一案(104-7)、第六案(105-4) 
案  由：擬訂國立成功大學中正堂非桌羽運動賽會借用原

則，提請 討論。 
決  議：因應未來新館啟用，修訂原中正堂借用管理辦

法，擬訂初稿送活動委員會討論。 

場地組： 
1、 本案將於暑假期間召開場地委員會，爰擬訂

「中正堂借用原則」後，敬送期初室務會議

討論。(104-8 期末，105.6.20) 
2、 本案因本學期舉辦多項活動，且依現階段原

則實施並無重大的衝突，將依目前試辦之結

果，於 105 學年寒假期間召開活動委員會，

一併討論擬定「非桌羽賽會借用原則」後，

提案至 105-4(期初)室務會議討論。(105-3 期

末，106.1.16) 
3、 依決議辦理，刻正修訂原中正堂借用管理辦

法，擬訂初稿送活動委員會討論後再提案至

室務會議。 

繼續追蹤

104-8 

第二案 
案由：105 學年度上學期試辦大一課程合開於星期一，提

請 討論。 
決  議：通過 105 學年度試辦合開課程，於 105 學年度下

學期期初室務會議請老師提出開課經驗分享。 

教學組： 
1、 105-1 大一合開班級及老師如下：黃滄海老

師(光電學程)、鄭匡佑老師(心理)、馬上鈞

老師(法律)、黃賢哲老師(能源國際)，請滄

海老師經驗分享。 
2、 請四位授課教師於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

室務會議，報告實際執行狀況，並視學生反

應後做進一步討論。(105-1 期初，105.9.12)
3、 於本次(105-5)會議中經驗分享。 

繼續追蹤

105-1 

第四案 
案由：運動安全問卷電子化，提請 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擬自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執行電

子運動安全問卷。 

課程委員會： 
1、 目前已先行於周老師大一班級進行實測。

(105-2，105.11.7) 
2、 已於大一兩班進行試測(105-3，106.1.16)，

由於個資考量無法取得測試結果，擬由上學

期紙本問卷中，篩選體況異常樣本，請授課

教師繼續追蹤，再評估執行電子安全問卷施

測時機。 
3、 教學組 3/6 於中正堂視聽教室進行 demo 運

動安全問卷線上版操作方式及 moodle 成績

系統，請老師參考以此方式取代紙本問卷。

繼續追蹤

105-1 
105-3 
105-4 

第五案(105-1)、第二案(105-3)、第八案(105-4)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運動績優獎

勵金申請，提請 討論。 
決  議： 
一、 桌球劉季樺、跆拳道黃佳蓉及蔡毓恩審查通過(如

附件 5)，簽請學校核發獎勵金。 
二、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游泳徐安及楊名萱經審查後予

活動組： 
1、 已彙整申請者最佳成績及目前訓練狀況，經

主任建議視本學期練習情形，待期末再提案

共同審查。(105-2，105.11.7) 
2、 依決議辦理，核定通過名單簽請獎勵金核

發。(105-3，106.1.16)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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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留再觀察。 
三、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 

3、 已於 106 年 3 月 16 日通過金額 200,000 之

審核，申請名單為黃詩云、陳亭安、李佳

潔、陳彥昇、黃佳蓉、蔡毓恩、劉季樺、彭

冠憲等 8 位同學。(105-4 期初，106.02.17) 

105-2 
105-3 
105-4 

第二案(105-2)、第三案(105-3)、第一案(105-4)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辦

法」，提請 討論。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教學組： 
1、 室務會議再次修正後送請教務長同意。(105-

4 期初，106.02.17) 
2、 修正通過後依決議辦理，並於 106 年 3 月 2

日提送處務會議審議，因配合學校組織調整

規劃暫緩審議，教務處退回提案(如附件

一)。 
3、 將請本室教師代表持續與校方溝通，因推選

時程規定，目前依原要點(97.6.23)執行相關

推選作業。 

繼續追蹤

105-2 
105-3 
105-4 

第三案(105-2)、第四案(105-3)、第二案(105-4)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提請 討論。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 

1、 室務會議再次修正後送請教務長同意。(105-
4 期初，106.02.17) 

2、 修正通過後依決議辦理，並於 106 年 3 月 2
日提送處務會議審議，因配合學校組織調整

規劃暫緩審議，教務處退回提案(如附件

一)。 

繼續追蹤

105-3 
105-4 

第一案(105-3)、第三案(105-4) 
案由：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體適能週日期與活動方向規

劃，提請討論。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3)。 

活動組： 
1、 已於 106 年 2 月 16 日召開活動委員會，針

對活動內容及時程討論，並提室務會議修正

通過。(105-4 期初，106.02.17) 
2、 於本次(105-5)會議提案確認。 

繼續追蹤

105-4 

第四案 
案由：頒發獎牌予榮獲大專盃團體暨大專聯賽冠軍或表

現優異之校隊教練獎勵原則，提請討論。 
決議：依教練實際帶隊貢獻，頒發獎牌以資鼓勵。 

活動組： 
依決議辦理。(105-4 期初，106.02.17) 

解除列管

105-4 

第五案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運動場地校外借用收費標準」增修

(附件五)，提請討論。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4)。 

活動組： 
依決議辦理，已修正收費標準並同步更新本室

網頁資料。(105-4 期初，106.02.17) 
解除列管

105-4 

第七案 
案由：爭取 2017 臺北世大運無償移撥組裝式游泳池，提

請討論。 
決議：同意提送校園規劃委員會暨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 

活動組： 
於 106 年 4 月 5 日追蹤申請審核進度，經了解

會以地緣位置及大小池同時需求的單位通過的

可能性較大，因此本校之申請未能符合。 
解除列管

105-4 

第九案 
案由：游泳池及球類場館新建相關規劃建議，提請討

論。 
決議： 
一、 依規劃圖(如附件 6)暫定使用空間，另邀請教師至

現場勘查後於 3 月 31 日前向郭嘉民先生登記。 
二、 新建場館營運朝向使用者付費為原則，舊館則維持

原借用辦法。 

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1、 截至 3/31(五)止，計有涂國誠老師、高華君

老師、洪甄憶老師及徐珊惠老師等四人登

記新館教師研究室。 
2、 將再次通知體育室教師，若尚有空間將提

供體健休所教師登記。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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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 頒發感謝狀： 
1. 「大專校院 104年度教職員工慢速壘球錦標賽」亞軍：黃彥慈老師、謝孟志老

師。 

2. 本室榮獲教育部體育署「105年獎勵學校體育績優學校獎」，獎勵 103‐105學年度

教學組及活動組組長：黃滄海老師、邱宏達老師、周學雯老師、黃賢哲老師、馬

上鈞老師。 

3. 協辦「2016年 NCKU‐TICA CUP運動會」：馬上鈞老師、周學雯老師。 

(二) 歡迎本室新到任同仁：沈永明先生。 

(三) 為籌備未來新館搬遷作業經費，本室目前場館營運方向將以場地收入為優先，活動

推廣為輔。 

(四) 配合衛保組「106 年度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健康體位管理」計畫，已請彭怡

千老師開設 16 週課程(週二 5：00~7：00 PM)。此外，支援醫院及本校教職員工運

動健康促進課程亦請彭怡千老師規劃中。 

(五) 本校開課、排課規定於 105 學年度第 3 次教務會議(106.3.7)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關於本室教師開課時數已達體育課開授最低標準，至外單位開課無須報備之議題，

擬請教師提供意見，以做為課程委員會之討論參考。 

(六) 本校頂尖計畫推動總中心提報 106 年延續計畫「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案，請各院提

案(跨領域較有優勢)。關鍵重點： 
1. 教學創新策略。 

2. 開設程式設計課程：其中 106年度開設程式設計課程之目標值為「30%學士班學

生曾修讀程式設計課程」。 

3. 系級：建議酌減學分，濃縮且深化課程。 

4. 強化師生國際參與開設強化語文能力課程：目前各院陸續提出跨領域合作計畫，

包括電資學院五大計畫(已邀請全校並招開說明會)、醫學院智慧醫學計畫及管院

(1)國際融合與移動(2)南部地區中小企業教學與診斷計畫(3)移動資通教學計畫(4) 

FinTech計畫。 

請老師們積極發想或參與各院的整合型計畫一起投入後頂大計畫(校方截止日期

4/14)。 

二、教學組： 

(一) 106 年 3 月期校庫填報作業開始，3/31 已 e-mail 給各位老師，敬請確認「教 1」(個人

資料)及回覆「研 16~研 19」(學術期刊、研討會、專書、展演)等資料，請於 4/10 前

回覆給教學組。 

(二)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排課作業依規定 5/31 以前完成，將會以 email 調查老師授課鐘

點時數，再請老師配合於通知時間內完成回覆。另新開設的課程須有教練或技術證

照提交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排課，請有規劃的老師於 106 學年度開課前將證

照送教學組以安排相關作業。 

(三) 人事室調查關於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符合「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申請，符合資

格之教師請於 4/15 以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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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務組調查關於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包含：開授具服務學習內涵相關課程、

課程擬採「遠距教學」或申請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及教材認證」、推動教學與產

業接軌等，請老師踴躍提出申請。 

(五) 106 學年度運動績優生招生考試已於 3/18 順利完成，感謝老師與職員當天的協助；

本校錄取 20 位，錄取率達 80%。 

(六) 105 學年度上學期試辦大一合開課程，擬請授課教師分享執行狀況。 

(七) 教學組已於本學期建置運動安全問卷電子版，希望能協助老師瞭解並掌握學生運動

安全狀況。另可藉由學校 moodle 課程教學平台連結運動安全問卷教學影片參考：

https://www.dropbox.com/s/4r23p3i173oah92/20170223_123109.mp4?dl=0 

(八) 成大體育學刊參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收錄」申請已於 3/24 送出申請資料，感謝期刊編審委員多年來的協助。為

豐富本刊編審委員組成，已邀請中山大學李佳倫老師及 Steve Chen (Morehead State 

University) 同意擔任委員。 

三、 活動組： 

(一) 105 學年度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所主辦之各項球類聯賽，本校成績如下：壘球校隊獲冠

軍、女籃校隊獲亞軍、足球校隊獲亞軍、軟式網球校隊共獲 1 銀 3 銅。 

(二) 106 年全大運南區錦標賽本校校隊多項目晉級全國決賽，成績如下：男桌獲「團體冠

軍/雙打冠軍及季軍」、女桌獲「團體季軍/單打冠軍、季軍及第 7/雙打第 5」、女羽獲

「團體冠軍/單打第 8」、男硬網獲「團體季軍/雙打季軍」、女硬網獲「團體冠軍」！ 

(三) 歷史系黃佳蓉、蔡毓恩與 2017 台北世大運跆拳道品勢培訓隊於 3/10 前往比利時備

戰，3/18 於洛默爾參加「2017 年比利時跆拳道公開賽」分別獲得男生團體銀牌、女

生團體金牌、混雙金牌及混雙銅牌之佳績。 

(四) 健康體適能週邀請卡及海報、校園路跑衣服已請廠商製作，樣式如附件三。 

(五) 106 年全大運會各校隊經費暫借款資料已於 4/5 mail 各校隊教練及隊長，請於 4/14

下班前回覆是否符合所需。未於時間內回覆將依附表撥付，保險名冊請於 4/21 下班

前回覆。賽後一週(5/9)前請依照秩序冊賽程簽領清冊覈實補助，多退少補。 

(六) 106 年全國大專運動會各項競賽日程總表如下(▲技術/裁判會議、◎比賽)： 

項目 地點 
5/3

(三)
5/4

(四)

5/5

(五)

5/6

(六)

5/7 

(日) 

5/8 

(一) 

5/9

(二)

5/10

(三)

報到 臺灣大學綜合體育館B1桌球教室   ◎      

開幕典禮 臺灣大學綜合體育館3樓    ◎     

網球(公開) 臺北市彩虹河濱公園網球 ▲ ◎ ◎ ◎ ◎ ◎ ◎  

網球(一般) 臺灣大學新生網球場 ▲ ◎ ◎ ◎ ◎ ◎ ◎  

跆拳道(品勢) 臺灣大學綜合體育館1樓多功能球場  ▲ ◎ ◎     

桌球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館4樓   ▲ ◎ ◎ ◎ ◎ ◎ 

羽球 臺北市立體育館  ▲ ◎ ◎ ◎ ◎ ◎  

游泳 臺北市立大學天母校區詩欣館游泳池   ▲ ◎ ◎ ◎ ◎ ◎ 

田徑 臺灣大學田徑場    ▲ ◎ ◎ ◎ ◎ 

閉幕典禮 臺灣大學綜合體育館3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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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場地組： 

(一) 運動場區欄網工程已於 3/22 竣工驗收，驗收結果大致合乎標準，為考量安全委請廠

商在柱體加焊幾處以求更加牢固，且廠商已於 3/25 完成該項加焊工程。 

(二) 新館一期工程進度目前已達 98%，正進行館內樓梯扶手及南側樓梯遮陽板安裝、西

北側與東北側部份外牆施工架拆除等工程。 

參、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有關體育室室主任兼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所長推選委員會委員，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本屆體育室室主任兼體休所所長將於今年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依據體育室室主任推

選要點（附件四）及體休所所長推選辦法（附件五）進行推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 5

人組成推選委員會。 

二、 擬規劃下列 2 種方案，請思考兩方單位之屬性及優劣勢，並依投票決定適用方案推選

委員會委員。 

方案一：共同推選委員會委員。 

方案二：體育室與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個別推選委員會委員。 

擬  辦：依投票結果籌組推選委員會，由委員互推 1 人擔任召集人。 

決  議： 

一、經體育室與體健休所出席人員合計共 16 位委員投票適用方案，結果如下：方案一：9

票；方案二：6 票；廢票：1 票，通過共同推選委員會委員(方案一)。 

二、經開票結果依序由黃滄海老師(14 票)、王苓華老師(11 票)、涂國誠老師(10 票)、蔡佳

良老師(9 票)、李劍如老師(9 票)為推選委員會委員，由委員互推 1 人擔任召集人。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推薦 105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人選，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教務處 106 年 3 月 6 日成大教字第 106A200051 號函辦理(如附件六)，說明三略

以：「教學優良」教師隔學年度不再重複推薦。本室黃彥慈老師已榮獲 104 學年度

教學優良教師，故不再列入候選人名單。 
二、 依「非屬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與遴選要點」(105.12.06) (如附件七)辦理教學優良

教師初選作業。其中要點第四點規定略以：非屬學院各單位推薦 1 至 2 人，如無適

當人選可不必推薦。非屬學院教師計有體育室 11 位、師資培育中心 5 位、學務處 1
位、計網中心 4 位、通識教育中心 1 位。 

三、 「體育室教學特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要點」(99.09.13)如附件八，請參閱。 

擬  辦：請推選出參與遴選的老師於 4 月 18 日(二)前檢附申請表、佐證資料及最具特色或創

新之教學事蹟，俾利後續依據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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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經 15 位教師投票，推選前三位高票為涂國誠老師(7 票)、潘慧雯老師(7 票)、黃鴻

鈞老師(7 票)。涂國誠老師表示已當選過，讓賢由次高票黃賢哲老師(6 票)參選，

經投票教師同意，推選三位教師遴選 106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二、 提送教評委員會評核 1 位教師，代表本室參加非屬學院教學優良遴選。 

第三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體適能週活動內容規劃，提請 討論。 

說  明：體適能週時間訂定於 106 年 4 月 17~22 日，校園路跑活動於 4 月 22 日(六)進行(附件

九)。 

擬  辦：經室務會議討論修正通過後，依決議施行。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 

肆、 臨時動議：無。 

伍、 散    會：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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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成功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 

健康體適能週系列活動計畫書 

壹、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教務處體育室 

貳、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國立成功大學物理治療學系、教育部

體育署南區運科中心、力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參、活動時間：106 年 4 月 18~22 日 

肆、系列活動日程表 

時間 

4/18~20 
(二~四) 

17:30~18:10 

4/19~21 
(三~五) 

17:30~19:30 

4/19~20 
(三、四) 

12:00~18:00 

4/22 
(六) 

08:00~11:00 

內容 
飛輪有氧 

體驗活動 

運動傷害暨 

物理治療諮詢站 

教職員工生 

體適能檢測 
校園路跑 

地點 
勝利校區 

飛輪教室 

光復校區 

中正堂視聽教室 

光復校區雲平大樓 

東棟一樓川堂 
光復、成功校區 

 

伍、各項活動辦法 

（一）飛輪有氧體驗活動 

活動地點：勝利校區飛輪教室。 

活動時間：106 年 4 月 18~20 日（二~四）17:30~18:10  

活動辦法： 

(1)預約及自由進場，每場次上限 35 人，共 4 場次。 

(2)預期參與人員:預計每次課程教職員 10 人、學生 25 人參與體驗活動。 
 

（二）運動傷害暨物理治療諮詢站 

活動時間：106 年 4 月 19~21 日(三~五) 17:30~19:30 

活動地點：光復校區中正堂視聽教室 

(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物理治療系) 

活動辦法： 

(1)現場報名，上限 20 人。 

(2)教室內禁止飲食。 
 

（三）全校教職員工生體適能檢測 

活動時間：106 年 4 月 19~20 日(三~四) 12:00~18:00 

活動地點：光復校區雲平大樓東棟一樓川堂 

(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活動辦法： 

(1)參加對象：國立成功大學教職員工生。 

(2)現場報名，每時段上限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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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路跑 

活動日期：106 年 04 月 22 日（六）上午 08:00~11:00。 

報到地點：光復校區光復操場。 

活動地點：光復、成功校區。 

參加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 

活動分組： 

(1)學生男（女）子組：本校學生。 

(2)教職員工青年男（女）子組：39 歲以下（66 年 04 月 22 日以後出生者）。 

(3)教職員工壯年男（女）子組：40 歲以上（66 年 04 月 22 日以前出生者）。 

(4)教職員工長青男（女）子組：50 歲以上（56 年 04 月 22 日以前出生者）。  

報名方式： 

(1)教職員各組使用線上報名，於 3 月 24 日(五)8 點~4 月 14 日（五）17 點截止報名。 

(2)本校學生男女子組於現場檢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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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2017 年健康體適能週系列活動 

校園路跑 

一、活動目的： 
(一) 提倡健康運動、建立情緒抒解管道，適時調適平日累積的壓力。 
(二) 增強本校同學與社區民眾之健康意識、培養運動習慣。 
(三) 落實本校對師生健康關懷之重視、鼓勵師生健康運動之生活型態。 

二、活動單位 
 指導單位：國立成功大學教務處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三、活動日期：106 年 4 月 22 日（六）上午 08:00-11:00 

四、報到地點：本校光復校區光復操場。 

五、活動地點：本校光復、成功校區。 

六、參加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 

七、活動分組： 
(一) 學生男、女子組：本校學生。 
(二) 教職員工青年男、女子組：39 歲以下（66 年 4 月 22 日以後出生者）。 
(三) 教職員工壯年男、女子組：40 歲以上（66 年 4 月 22 日以前出生者）。 
(四) 教職員工長青男、女子組：50 歲以上（56 年 4 月 22 日以前出生者）。 

八、報名方式： 

 學生組 教職員組 

路跑距離 
女子組：3 公里 

男子組：5 公里 

報名時間 現場檢錄報名 3 月 20 日(一)8 點~4/14(五)17 點止

報名方式 現場檢錄報名 網路報名 

參賽贈品 礦泉水一瓶 
紀念 T-shirt 

礦泉水一瓶 

九、活動流程： 

 07:00 - 07:30 工作人員就位 
 07:30 - 08:00 報到(檢錄處) 
 08:00 - 08:10 成大首長致詞暨大專運動會授旗儀式 
 08:10 - 08:20 暖身運動 
 08:20 -       3Km 組開跑 
 08:50 -     5Km 組開跑 
 10:50 - 11:00 頒獎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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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路線與距離： 

(一) 學生女子組、教職員女子組：本校光復校區，距離約 3 公里。 

 

 

 

 

 

 

(二) 學生男子組、教職員男子組：光復、成功校區，距離約 5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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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辦法： 

(一) 個人賽名次之判定，以跑完全程先後判定之。 

(二) 比賽途中若有發生狀況，由裁判判定需放棄比賽時，應服從裁判之判定。 

十二、榮譽： 

(一) 學生男、女子組：每組各前 10 名，頒發獎牌、獎狀；各組前 100 名選手獲選擔任本

校健康體適能推廣大使。 

(二) 教職員各組取前 6 名頒發獎牌、獎狀。 

(三) 教職員各組選手完成賽程即獲選擔任本校健康體適能推廣大使。 

(四) 獲選擔任本校健康體適能推廣大使者，請至獎品組領取大使工作服乙件。 

十三、注意事項： 

(一) 建議參加選手事先完成自我健康確認，身體不適者請勿參加。 

(二) 參加路跑者，在規定時間內（五公里 50 分鐘、三公里 30 分鐘）完成全部路程，始可

領取完成卡，如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全部路程，主辦單位因考量健康安全，將視選手

情況裁定沒收比賽。 

十四、附則：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室修正公佈之。 

十五、任務分組名單 

活動總統籌： 林麗娟主任  執行秘書： 馬上鈞老師 

競賽裁判組： 黃滄海老師  場地器材組： 黃彥慈老師、彭怡千老師 

公關文宣組： 黃鴻鈞老師  庶務組： 潘慧雯老師 

◎競賽裁判組 (召集人：黃滄海老師) 

項目 負責老師 備註 

裁判長 林麗娟主任 對講機*1 

會場典禮 李劍如老師 對講機*2 

起跑鳴槍 李劍如老師、涂國誠老師 備 2 把發令槍、標兵箱 

終點裁判 
涂國誠老師、徐珊惠老師 

潘慧雯老師、何世明先生 

(男籃校隊 8 人、羽球校隊 6 人) 

對講機*1、終點線及 

引導器材(角錐) 

終點計時 王苓華老師、林欣仕老師、黃鈴雯老師 (軟網隊 6 人) 對講機*1 

總紀錄 洪甄憶老師、洪珮珊小姐 
(田徑隊 6 人) 

對講機*1 

報告員 鄭匡佑老師 對講機*1 

檢錄 
王駿濠老師、王慧婷小姐、 

王松柏先生 

(足球校隊 6 人) 

對講機*1 

中型擴音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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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器材組 (召集人：黃彥慈老師) 

項目 工作內容 聯絡單位或負責人 備註 

檢查員 
於各路線內隨機督導 

或登記違規選手 

黃賢哲老師(成功) 

黃彥慈老師(操場) 

黃鴻鈞老師(光復) 

(校隊學生 10 人*3 組) 

對講機*3 

交管點 (光復、成功路口) 

駐警隊蔡仲康隊長 

謝孟志老師 

楊書銘老師 

(請駐警隊負責交通燈號之控

管) 

(年長志工 4 人) 

對講機*1 

折返點 
於折返點給予選手 

信物或標記 

高華君老師 

彭怡千老師 

顏世雄先生 

(女籃校隊 6 人、 

學生志工 2 人 

年長志工 4 人) 

對講機*2 

場地佈置及

清潔 

舞台、音響、起終點及各區路線

佈置、醫護站、成績組、檢錄

站、獎品組、折返點、確認路線

無阻礙物(如腳踏車停放移動)等

佈置 

黃彥慈老師 

郭嘉民先生 

楊易達先生 

蘇培翔先生 

打掃周邊環境： 

呂欣宇小姐、蘇太太、 

謝仕哲先生。 

交通管制 
確認路線無阻礙物 

(如腳踏車停放移動) 

總務處事務組/ 

黃彥慈老師 

榕園、附工及成功湖附近不

停車 

器材準備 

路跑相關計時器材準備、 

對講機、擴音機、立牌、 

發令槍、發令台、標示牌、終點

線及引導器材(角錐)等 

郭嘉民先生 

楊易達先生 

蘇培翔先生 

 

◎活動組 (召集人：馬上鈞老師) 

項目 工作內容 聯絡單位或負責人 說明 

路跑路線 確認路線規劃與距離 黃彥慈老師  

暖身活動 正式路跑前熱身活動 李淑玲老師 外聘健身教練 

前導車 路跑前導車 施光隆老師 (學生 8 人) 

◎公關文宣組 (召集人：黃鴻鈞老師 )  

項目 工作內容 聯絡單位或負責人 說明 

活動宣傳 
協助於校園內 

張貼海報（100 張） 

黃鴻鈞老師 

王駿濠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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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 人 

校園入口網頁、體育室網站 

FB 宣傳 

黃鴻鈞老師 

學生 1 人 
 

貴賓邀請 確認校長出席或一級主管 
林麗娟主任 

馬上鈞老師 
 

當地媒體 
提供新聞稿等相關資料 

當地媒體發稿、邀請媒體 

新聞中心 

活動組組長 
 

◎庶務組 (召集人：潘慧雯老師) 

項目 工作內容 聯絡單位或負責人 說明 

成績暨獎品 
獎狀列印、各項獎品整理規劃、

頒獎典禮、選手頒獎 

周學雯老師 

楊從蕙小姐 

沈永明先生 

徐嘉謙先生 

年長志工 4 人 

學生 4 人 

對講機*1 

經費核銷 各項經費核銷 王慧婷小姐  

醫護團隊 

成大醫院急診部、 

衛保組護士與醫師等醫療支援、 

連絡事務組箱型車 

莊佳璋主任 

王琪珍組長 

衛保組護士 2 人 

工作時間 08:30-11:00 

醫師、護士、廂型車 

交通管制 公文撰寫與發文 洪珮珊小姐 大學路交通管制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