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 107 學年度第 3 次室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地    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主 持 人：蔡佳良 主任                                             記錄：楊從蕙 

出席人員：林麗娟、鄭匡佑、李劍如、涂國誠、高華君、洪甄憶、邱宏達、周學雯、 
馬上鈞、黃賢哲、王駿濠、謝孟志、潘慧雯、黃鴻鈞、彭怡千 

請假人員：王苓華、黃滄海、徐珊惠(休假研究) 、黃彥慈 

列席人員：王慧婷、洪珮珊、林民育、陳文信 

壹、 確認前次(107.9.17)室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議程附件 1，p.1~3)：下次會議確認。 

貳、 報告事項：如附件 A。 

參、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107 學年度第 1 次室務會議決議，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運動

績優獎勵金，以 62 萬元預算餘款一併重新審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107 年度學生運動績優獎勵金預算 62 萬元，成績優異獎已於 107 年 9 月核給體育

室常設性代表隊 262,800 元，學生活動發展組正式社團 118,400 元，結餘款

238,800 元。 
二、 合併審查名單如下，(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績優甄審保送生推薦名單 9 位，

(2)106 學年度入學運動績優生第二期獎勵金 6 位(如議程附件 4，p. 8~9)。 
三、 因 107 年度經費包括(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績優甄審保送生 9 位(4) 107 學年

度入學運動績優生第一期獎勵金 8 位(如議程附件 5，p. 10~12)，亦一併審查資

格。 
四、 請於上列名單中審議出 9 位，依本作業要點標準(如議程附件 6，p.13 ~14)，每學

期績優甄審保送生至多十名、運動績優生至多五名擇優錄取，合計金額 225,000
元。 

五、 以上名單已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次活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正取 9 位(跆拳道黃佳蓉、跆拳道蔡毓恩、女泳徐安、女籃李佳潔、女羽賴怡婷、

男籃黃宣、女排林家妤、男硬網王廣達、足球戴源)、備取 10 位，詳細名單如議

程附件 4、5 (p.8 ~9、p. 10~12) (標註黃底正取、藍底備取)。 

擬  辦：通過後簽請學校核發獎勵金。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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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案  由：是否同意現階段暫緩大一體育課程體制變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經與相關行政單位多次意見交流後，認為本室對變革未提出因應配套：如未

修畢學生該如何修課以符合畢業條件、班級數增加造成師資不足經費自籌來源、

課程內涵修訂與原班上課未有明顯差異等，關於以上應嚴謹規劃以免造成學生選

課衝擊與反彈；另學校對於體育課重新檢視是否維持 4 學期必修之需要，影響教

師授課權益亦應評估。 
二、 故建議以維持目前原班上課方式及課程優化方向規劃，如採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由主要開課教師結合其他專長項目教師共同授課模式。 
三、 檢附近年體育開課統計及學生修課統計資料(如議程附件 7，p.15)。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緩議(下次會議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國立成功大學運動績優獎勵金作業要點」修正，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處處務會議(107.10.30)決議，需保留獎金發

放倍率。 
二、為依處務會議決議保留發放倍率，重新調整 107 年 9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

室務會議決議之運動績優獎勵金作業要點，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如
議程附件 8，p.16 ~18)。 

擬  辦：通過後提送教務處審議，再送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  議：緩議(下次會議討論)。 

第四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校運動代表隊評鑑評分標準表，提請討論。 

說  明：為符合評分現況，修正作業要點之「經費控管」及「行政配合」評分內容(如議程

附件 9，p. 19~22)。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緩議(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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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新建游泳池暨球類場館重新命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校園空間命名作業要點」辦理(如議程附件 10，p.23 ~24)，經 106-4 室務

會議(107.1.22)票選通過命名為「成大綜合體育館 (NCKU Sport Center)」，並經

106-2(2)處務會議(107.6.5)通過。唯因第 813 次主管會報(107.11.7)決議：撤案，請

多方蒐集名稱後再議。故提請重新命名。 
二、原命名理念：綜合體育館同時俱備舉辦賽會之場地與現代化功能多樣性的室內場

館，是校內體育教學行政的中心，不僅為全校師生最優良的體育教學環境，也能為

企業團體與一般民眾提供最佳的休閒及運動環境。 

擬  辦：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緩議(下次會議討論)。 

肆、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林麗娟老師 

案  由：為規劃體育室現有空間使用與發展，建請設置體育室空間規劃委員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由體育室及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之專任(案)教師票選七人，其中體育室教師至少

三分之一(含)以上組成。 
二、職權為處理本室下列事項： 

(一) 規劃體育室現有空間之使用與發展及未來因需要變更等相關事宜。 
(二) 訂定各空間與場地之管理辦法。 
(三) 執行各樓層空間之管理與評鑑。 
(四) 執行室所務會議所決議之相關事宜 
(五)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始得開議，需經出席人員二分

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六) 委員會建議之事項經室、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在最近期之室務會議中追

認，追認不通過時該案無效。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依本室設置辦法應改為「場地營運委員會」，擬先提送期末室務會議討論委員會設

置要點(新訂)，並建議增列學生代表為委員之一。 

伍、 散    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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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107 學年度第 3 次室務會議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關於郭嘉民先生職災申請案，目前依勞保局函文補正說明；該職缺經奉核以專案計

畫人員(職務代理)聘任至 108 年 8 月 31 日，依規定完成徵才作業並錄取陳文信先

生。 

二、 教學組：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課作業應於 12 月 4 日前完成；需開課數為 134 班

(46 人/班，特殊因素加簽以外加名額辦理)，截至目前開課意願為 129 班(大一

57 班、大二 71 班)，其中大一(**與健康體能)開課數不足 4 班，已請老師協助

調整及多開。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黃滄海老師新開設「長距離跑（distance run）」課程。 
(三) 【提醒】107-2 室務會議(107.9.17)決議，大一上學期體育之期末考(大會考)成績

評量比例，可於 20%~40%彈性調整，請授課教師依實際授課內容評分。 
(四) 教育部體育署今年起推行「大專校院校務發展體育運動資料庫」填報作業，其

目的：為持續彙整我國大專校院務發展之體育運動推情形，並協助全國大專體

育行政主管校務資訊 E 化。此份填報將配合高教司及技職司之績效型補助款衡

量指標，108 年起納入計分。 
1、體育課程與教學：全校性普通體育課程(含通識類)開課結構、適應體育課

程開課結構、游泳能力檢測辦理情形。 
2、學生資料：體適能檢測情形、辦理運動績優獨招考試之招生。 

三、 活動組： 
(一) 本學期系際盃競賽項目包含田徑、硬網、籃球、桌球、羽球，所有競賽已於 11

月 15 日順利完成。 
(二) 87 週年校慶運動會當天共 80 個系所單位參加繞場；運動會舉辦競賽項目包含

20 人 21 腳、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共有 123 支隊伍報名參加。此次校慶運動會

各賽事約 2,600 位教職員工生報名參加，在充滿溫馨與歡樂聲中，圓滿閉幕。

(大隊接力成績如下) 

名次 
學生組 

教職員組 大一 系際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1 護理 03:13.6 化工丙 03:27.0 土木 03:07.2 土木 03:18.9 成大醫院 03:06.5 

2 統計 03:13.9 物理 03:27.8 交管 03:12.2 材料 03:24.3 總務處 03:29.1 

3 企管 03:13.9 醫學 03:28.0 材料 03:24.3 交管 03:26.9 國際事務處 03:38.7 

4 環工 03:14.0 機械甲 03:29.2 歷史、測量、政

治：現場棄權。 

測量、政治：

現場棄權。 
 

5 工資 03:14.2 系統 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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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學 03:16.1 土木乙 03:32.8 

7 心理 03:17.0 土木甲 03:34.0 

8 醫技 03:18.6 工科 03:34.8 

(三) 108(明)年正興城灣盃將於本校舉辦，提供 2015 年活動經費預算表供參(如 附件

3，p.6~7)，請確認各項目明細是否需俢正，12/28 以前需回覆學務處活動組以

利計劃申請作業。 

四、 場地組： 
(一) 戶外泳池因漏水狀況嚴重目前已不再加水，游泳課程將移至新建游泳池暨球類

場館上課。 
(二) 自 12 月起新建游泳池暨球類場館周末皆有營運，場地開放時間表與試營運階

段收費標準公告於本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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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申請人 申請理由
入學年度

已領取次數
核發期間 計算說明 推薦教練

1 跆拳道 黃佳蓉
1.2018年美國跆拳道公開賽公認品勢男子個人銀牌

2.107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品勢雙人銀牌

3.107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品勢男子個人銅牌

103學年度入學

4次
$25,000 元 彭怡千

2 跆拳道 蔡毓恩
1.107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品勢雙人銀牌

2.107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品勢女子個人銅牌

103學年度入學

4次
$25,000 元 彭怡千

5 游泳 徐  安

1、全國運動會

100蝶第一名、200仰第一名、800自接第一名、400自接第一名、50仰
第二名、100仰第二名、200蝶第二名、200混第二名、400混第二名、

200自第三名

2、大專盃

100蝶第一、100仰第一、200仰第一

105學年度入學

2次
$25,000 元 周學雯

8 籃球 李佳潔
入學前曾獲U18亞青第四名，在校積極參與球隊事務，訓練態度表現

極佳，並幫助女籃獲得106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公開一級第九名(保
級)、正興城灣盃第一名。

105學年度入學

3次
$25,000 元

高華君

林欣仕

9 羽球 賴怡婷
入學前曾獲紐西蘭國際系列賽女子單打第三名、亞洲青少年U19羽球

錦標賽國手選拔賽女子單打第一名，個人專項技能優異且訓練態度認

真，協助訓練男子隊盡責，男隊獲得全國團體第三名。

106學年度入學

1次
$25,000 元 蔡佳良

$125,000 元

編號 項目 申請人 申請理由
入學年度

已領取次數
核發期間 計算說明 推薦教練

2 籃球 黃  宣 表現優良，20歲級國手以及106學年度公開二級全國第9名。 $25,000 元 潘慧雯

3 排球 林佳妤 練球態度極佳、競賽表現亦符合期待 $25,000 元 黃賢哲

5 硬網 王廣達
認真參與校隊練習並能主動協助一般組校隊訓練，讓一般組校隊得以

提升技術能力，今年大運會榮獲一般組第五名，正興城灣盃冠軍(突破

歷年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體保生參賽的困境)。
$25,000 元 李劍如

6 足球 戴  源

戴源同學至入學到現在，除了於校隊上的訓練及服務用心負責之外，

同時也於系際活動、學校體育活動如運動會、校園路跑等皆投入相當

多的心力。重要的是，戴同學於今年甲一場上的表現非常亮眼，以大

一的身份能協助成大校隊再創佳績實屬不易(今年成績：第8名，共18
隊)。因此，本人將再次極力推薦戴源同學申請本次獎學金。

106學年度入學

0次
$25,000 元 王駿濠

$100,000 元小    計

106學年度入學

1次

107年2月-
107年6月

5,000/月
*5個月

                      國立成功大學106學年度第2學期學生運動績優獎勵金核定名單             【附件B】

                  大學部體育績優甄審保送生

大學部運動績優生入學

獎勵金

獎勵金

107年2月-
107年6月

5,000/月
*5個月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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