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106 學年度第 2 次室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6 年 10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地

點：光 復 校 區 中 正 堂 貴 賓 室

主 持 人：蔡佳良 主任

記錄：郭嘉民

出席人員：王苓華、鄭匡佑、李劍如、涂國誠、高華君、洪甄憶、徐珊惠、周學雯、馬上鈞、
黃賢哲、王駿濠、謝孟志、黃彥慈、潘慧雯、彭怡千
請假人員：林麗娟(休假研究)、黃滄海、邱宏達(借調)、黃鴻鈞(公假) 、楊從蕙(課程加簽)
列席人員：王慧婷、洪珮珊、何世明、顏世雄、楊易達、沈永明、林民育
壹、 確認前次(106.9.18)室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如附件 1)：確認。
貳、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教學組：
(一) 106 年 10 月期校庫填報作業開始，等候教務處通知期程再煩請老師確認資料。
(二)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填報「105 學年度學校體育統計年報」及「學生運動參與情形調查
問卷」，感謝老師協助問卷回填作業。
(三) 人事室調查關於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符合「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申請，已通知符
合資格教師提出申請。
(四) 課務組調查關於 106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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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知各位老師並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五) 王駿濠老師邀請「Centre for Brain Research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David
Moreau, PhD 來訪，安排 10 月 3 日蒞臨「運動大師在成大」演講。
(六) 謝謝老師宣導各班填寫電子運動安全問卷，由於本學期大一體育開課單位在各系，因
未轉知計中，故造成問卷系統未登載大一各系學生資料，目前已處理完成。
(七) 體適能檢測表格已更新為 106-1 資料，請老師於「教職員檔案下載」區(登入帳密)下
載表單，成績輸入完成後，電子檔再回傳彭怡千老師 email。
(八) 教師調課或場地異動時，為避免少數學生跑錯場地，可通知教學組以利當天學生詢問
時資訊之傳達。
三、活動組：86 週年校慶運動會進場注意事項。
四、場地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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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議題：
第一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關於「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擬增設場地組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為符合本校組織規程，本室組織規程經多次會議討論及修正，目前版本為 106 學年
度第 1 次室務會議(106.9.18)修正通過(如附件 2)，未送處務會議審議。
二、 因應新建泳池及球類場館即將完工使用，及各運動場地營運管理所需，擬建議本室
組織規程增設場地組並置組長一人，以掌理及辦理運動場地設備器材之規劃、
維護、購置及營運管理相關事宜；同時修正活動組業務範圍。

擬

辦：討論通過後送秘書室法治組修訂後再送教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同意增設場地組並置組長一人，修正通過如附件 A。

第二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案

由：109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意願，提請討論。

說

明：教育部體育署來函，有意申辦之大專校院依「書面審查意見表」所列項目擬定申辦
計畫 1 式 20 份，於 107 年 1 月 31 日前函送到署憑辦，請參閱 106-1 會議資料附件
16。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決

議：擬請主任於處務會議時將承辦優缺點具體分析，再將上級主管之申辦意願提送下次
室務會議討論。

第三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案 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運動績優獎勵作業要點」，提請討論。
說明：
一、「國立成功大學學生運動績優獎勵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如 106‐1 會議資料附件 171)，增加公開組(甲組)第四名獎勵金及其他細項修正。
二、獎勵金以擇優且不得重複申請為原則；如已申請個人獎勵金，不得再申請團體總錦
標獎勵金。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前後獎勵金核發(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對照表(如 106‐1 會議資料附
件 17-2)。
擬 辦：修正通過後，提送教務處審議後再送主管會報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

議：擬將獎勵金額精算後，提送下次室務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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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案

由：游泳池及球類場館各項運動場地營運收費準則及開放時間，提請討論。

說

明：本案參考他校場館收費標準與人力配置相關資訊，經 106 年 9 月 6 日場館新建工程
臨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論通過；檢附委員會會議紀錄第一案(如 106-1 會議資料
附件 18)供參。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決 議：
一、 先依照目前規劃之收費準則試營運 3 至 6 個月，再檢視整體營運成本後評估費用
調整之需要。
二、 各樓層場館開放時間應一致以便管理。
第五案

提案單位：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案

由：新建泳池及球類場館 3 樓桌球場地空間規劃，提請討論。

說

明：考量臺南地區經年空氣品質不佳與紫外線指數偏高之因素，部分體育課程在天候因
素不佳的情況下可移至新建場館進行教授；檢附委員會會議紀錄臨時動議第一案
(如 106-1 會議資料附件 18)供參。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決

議：桌球教室每張球桌約以 4*8 公尺範圍擺設，整場以擺設 16 張球桌為原則，剩餘空
間將作為多用途授課場地。

第六案

提案單位：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案 由：新建泳池及球類場館教師研究室空間規劃，提請討論。
說 明：考量本室教師研究室不足，於 3 樓及 4 樓原設計圖規劃之空間，設立教師研究室；
檢附委員會會議紀錄臨時動議第二案(如 106-1 會議資料附件 18)供參。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決

議：新館規劃教師研究室共 7 間，截至 106 年 10 月 2 日計有 7 位教師(蔡佳良、鄭匡
佑、涂國誠、高華君、洪甄憶、徐珊惠、周學雯)登記並優先使用，研究室分配再
待日後協商。

第七案

提案單位：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案

由：新建泳池及球類場館 4 樓羽球場牆面設置羽球文化展示區，提請討論。

說

明：為增進球場之活用與培養學生對羽球運動進一步了解，擬於南、北側牆面設計羽球
相關文化和知識；檢附委員會會議紀錄臨時動議第三案(如 106-1 會議資料附件 18)
供參。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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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同意規劃設置羽球文化展示區，相關企劃內容將提下次室務會議討論。

肆、 臨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國泰金控擬認養本校籃球場地，提請討論。

說

明：國泰金控球場認養計畫今年深入台南地區，為使更多學生及地區球友有一個更好的
打球環境，贊助本室經費用以維護運動場地，擬於光復校區及自強校區籃球場設
置贊助刊版。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理。

決

議：
一、 同意以自強校區籃球場為認養場地。
二、 擬請國泰金控公司擬訂契約書，待主任諮詢學校法治組其合法性後再行討論。

伍、 散

會：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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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6 學年度第 1 次室務會議(106.9.18)決議執行情形：確認。
會 議
項 次

104-7
105-4

105-2
105-3
105-4

105-2
105-3
105-4

105-4

105-6

提

案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臨時動議_第一案(104-7)、第六案(105-4)
場地組：
案由：擬訂國立成功大學中正堂非桌羽運動賽會借用原則， 1、 本案將於暑假期間召開場地委員會，爰擬
提請討論。
訂「中正堂借用原則」後，敬送期初室務
決議：因應未來新館啟用，修訂原中正堂借用管理辦法，擬
會議討論。(104-8 期末，105.6.20)
訂初稿送活動委員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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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06.4.10)
4、 擬於新建體育館完成後，統一規劃管理辦
法。
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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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室務會議再次修正後送請教務長同意。
提請討論。
(105-4 期初，106.2.17)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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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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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06.4.10)
4、 依原要點(97.6.23)組成室主任推選委員
會，並於 105-6 室務會議(106.6.19)推選及
105-7(106.7.20)補選完成。原要點將需再
進行討論及修正，以符合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案(105-2)、第四案(105-3)、第二案(105-4)
教學組：
案由：
「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
，提請討論。
1、 室務會議再次修正後送請教務長同意。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
(105-4 期初，10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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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106.4.10)原要點將需再進行討論
及修正，以符合本校組織規程。
場館新建工程臨時委員會：
第九案
1、 截至 5/31 止，計有涂國誠老師、高華君老
案由：游泳池及球類場館新建相關規劃建議，提請討論。
師、洪甄憶老師、徐珊惠老師、黃滄海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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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鄭匡佑老師、周學雯老師、蔡佳良老
勘查後於 3 月 31 日前向郭嘉民先生登記。
師及黃賢哲老師等 9 人登記新館教師研究
二、 新建場館營運朝向使用者付費為原則，舊館則維持原借
室。
用辦法。
2、 106 年 8 月 31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如場地
組報告事項。
第二案
活動組：
案由：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運動績優獎勵作業要點」增修，提 106 年 6 月 19 日 105 學年度第 6 次室務會議紀
請討論。
錄教學組報告第七項，原擬配合「2017 台北世
決議：提送「體育發展共識營」針對獎勵範圍進一步研議
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活動辦理「體育發展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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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管
結果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營」，因開幕活動未能申請補助款，及考慮
T4 亦需召開共識營，建請由新任行政團隊規
劃本室未來發展時共同統一籌辦。
第一案
教學組：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擬提案至校課程委員會。
提請討論。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C)。
第二案
教學組：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
，提請討論。 擬提案至教務處處務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D)。
教學組：
第七案
案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T4)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聯合招生 依決議辦理。
是否續辦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
一、 經 17 位出席教師投票結果：聯招續辦 1 票、聯招停辦
(獨招)16 票、廢票 1 票；其中 1 張選票同時勾選註明併
行辦理。
二、 本案將提交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教務長工作圈會議審議。
教學組：
第八案
案由：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原班上課改採「興趣選項」上課 一、 依決議辦理，擬洽詢課務組、註冊組等
方式，提請討論。
相關辦理流程。
決議：
二、 已請各位老師補排大一體育第六週(大會
一、 經 17 位出席教師投票結果，共 15 票同意、0 票不同
操預演)及第八週(校慶總預演)上課場
意；故通過大一上學期體育改採「興趣選項」上課。
地。
二、 附帶決議：另經 17 位出席教師舉手表決，是否同意取
消 106 學年度大一體育班級表演校慶大會操，表決結果
14 票同意、0 票不同意，故通過取消 106 學年度校慶大
會操表演。
後，送室務會議決議執行後續行政流程。

106-1

106-1

106-1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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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繼續
追蹤

【附件 A】
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
88.10.20 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2 106 學年度第 2 次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據國立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設置體育室(以
下簡稱本室)，負責體育教學、體育活動及運動場地營運管理。
第二條 本室置主任一人綜理室務，其推選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本室設下列三組，每組置組長一人，以襄助室務之推行，其人選由體育室室
主任選派，並依相關規定聘任之。
一、教學組：掌理體育教學業務與教學圖書儀器之規劃、維護、購置及 管
理，並辦理相關之研究發展事宜。
二、活動組：掌理教職員生體育活動之推動及校代表隊輔導與諮商事宜。
三、場地組：辦理運動場地設備器材之規劃、維護、購置及營運管理。
第四條 本室設室務會議為室務最高決策會議，由專任及專案教師組成，審議下列事
項：
一、室務發展計畫、預算及本室組織規程。
二、本室業務相關規定、教師聘任辦法及室務會議議事規則。
三、各委員會所提之重要議案及教學評鑑辦法。
四、本室室主任人選推選、續聘及解聘事宜。
五、遴選本室、非屬學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代表。
第五條 室務會議每學期期初與期末各召開乙次，必要時得於期中召開臨時會議。
室務會議由室主任擔任主席，經室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召開
之，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始得決議。（有應行迴避之情事者，不計入出席
委員人數）
。
第六條 本室設下列與體育發展教學、研究、活動、行政業務、運動場地營運及升等
有關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與職掌另訂之。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課程委員會。
三、活動委員會。
四、成大體育編輯委員會。
五、場地營運委員會。
第七條 本組織規程經室務會議及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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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章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體 育 室 組 織 規 程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體 育 室 組 織 章 程 法規名稱修正，以符
合體制。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據國立成功大 第一條 本組織章程依據大學法第 一、 修正本組織規程
十一條第五款及「國立成功
之法源依據。
學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一項
大學新修訂組織規程」第七 二、 新增運動場地營
規定，設置體育室(以下簡
稱本室)，負責體育教學、體
條第一款規定，設置體育室
運管理為體育室
(以下簡稱本室)，負責體育
負責事項。
育活動及運動場地營運管
教學與體育活動之實施。
理。
第二條 本室置主任一人綜理室務， 第二條 本室置主任一人綜理室務， 修正體育室主任產生
其推選辦法另訂之。
其人選依「國立成功大學體 辦法，授權由體育室另
育室室主任推選辦法」與相 訂之。
關法令之規定，由校長聘任
之。
第三條 本室設下列三組，每組置組 第四條 本室設下列兩組，每組置組 一、 目前已無進修部，
長一人，以襄助室務之推行，其
長一人，以襄助事務之推
爰修正第一款。
人選由體育室室主任選派，並依
行，其人選由體育室室主任 二、 文字修改。
相關規定聘任之。
選派，並依相關規定聘任
一、教學組：掌理體育教學
之。
業務與教學圖書儀器
一、 教學組：掌理日間部、
之規劃、維護、購置及
進修部體育教學業務
管理，並辦理相關之研
與教學圖書遺棄之規
究發展事宜。
劃、維護、購置及管理，
二、活動組：掌理教職員生
並辦理相關之研究發
體育活動之推動及校
展事宜。
代表隊輔導與諮商事
二、 活動組：掌理教職員生
宜。
體育活動之推動、輔導
三、 場地組：辦理運動場地
與諮商事宜及辦理運
設備器材之規劃、維
動場地設備器材之規
護、購置及管理。
劃、維護、購置及管理。
第四條 本室設室務會議為室務最 第五條 本室設室務會議為室務最 法規體例之調整，並酌
高決策會議，由專任及專案
高決策會議，議決室務重大 作文字修改。
教師組成，審議下列事項：
事項。
一、室務發展計畫、預算及
一、 室務會議由全體教師
本室組織規程。
組成、由室主任召開
二、本室業務相關規定、教
之，審議下列事項。
師聘任辦法及室務會
(一) 室務發展計畫、
議議事規則。
預算及本室組織
三、各委員會所提之重要議
規程。
案及教學評鑑辦法。
(二) 各組業務辦理之
四、本室室主任人選推選、
相關重要規定、
續聘及解聘事宜。
辦法及室務會議
五、遴選本室、非屬學院、
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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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委員代表。

(三) 各委員會所提之
重要議案及教學
評鑑辦法。
(四) 本室室主任人選
推選辦法及教師
聘任辦法。
(五) 遴選本室、非學
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之委員代
表。
二、 室務會議由全體教師
組成、每學期期初與期
末各召開乙次，必要時
得於其中召開臨時會
議。
三、 室務會議由室主任擔
任主席，全體專任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含）出
席方得召開之。

第五條 室務會議每學期期初與期末
各召開乙次，必要時得於其
中召開臨時會議。

一、 本條新增。
二、 原第四條第二款
及第三款移列本
條，並新增開議與
決議之人數。
三、 文字酌予修正，以
臻明確。

室務會議由室主任擔任主
席，經室務會議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方得召開之，出
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始得
決議。（有應行迴避之情事
者，不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
第六條 本室設下列與體育發展教 第六條 本室設下列與體育教學、研 一、 酌作文字修正。
學、研究、活動、行政業務、
究、活動及升等有關之委員 二、 新增場地營運委
運動場地營運及升等有關
會，其辦法與職掌另訂之。
員會，以符所須。
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與職
一、 教師評鑑委員會：
掌另訂之。
二、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 活動規劃委員會：
二、課程委員會。
四、 成大體育編輯委員會：
三、活動委員會。
四、成大體育編輯委員會。
五、場地營運委員會。
第七條 本組織規程經室務會議及教 第七條 本組織規程經室務會議通 一、 條次調整。
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過，循行政程序報請核備後 二、 修改本組織規程
修正時亦同。
施行，修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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