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105 學年度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105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整

地

點：光復校區 中正堂貴賓室

主

席：林麗娟主任

記錄：王慧婷小姐

出席委員：周學雯組長、涂國誠老師、邱宏達老師、黃滄海老師、鄭匡佑老師、徐珊惠老師
黃賢哲老師、黃鴻鈞老師、彭怡千老師
壹、 確認前次課程委員會決議執行情形：
提

案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列管情形

1.該學生已至學務處 解除列管。

第一案

提案：體資生方怡晴同學申請修習一般體育課程，提請 討論。提起申訴。
決議：有關學生所提出之體資生簡章未敘明必須加入校隊練 2.經 105 年 10 月 19
習一案，經查 104 學年度招生簡章第 24~25 頁第 9~10 日(三)＂學生申訴評
點說明(如附件 1)，針對體資生分別於「國立成功大學 議委員會決議:方生申
運動績優生輔導辦法」及「國立成功大學體育選課須 訴有理，得修習一般體
知」制定之相關選課規定。(如附件 2)，本委員會作成 育六學期，無需參加代
表隊。(如附件一)

決議及建議如下：

一、 入學簡章未能詳盡之處，應依正式之「國立成功大 3.已請註冊組解除該
學運動績優生輔導辦法」及「國立成功大學體育選 生校隊列管學號。
課須知」等條文辦理。
二、 方怡晴同學依 104 學年度運動績優學生聯合招生入
學，入學後應依「國立成功大學體育選課須知」第
11 條規定辦理，本校運動績優生於畢業前需修畢六
學期之體育課（含大一體育第一學期與必修校代表
隊課程三學期及選修校代表隊課程兩學期）。
三、 如有異議，建請同學依學生申訴管道辦理。
第一案

「國立成功大學體育 解除列管。

提案：運動甄審甄試入學生畢業規定比照體資生辦理，提請 選課須知」已修改完
討論。

成，同步更新於體育室

決議：依決議辦理，並通知註冊組李佳真小姐協助於報部表 網頁。
格中新增三年內需選校隊體育之規範，於 105-1 期初
室務會議提出體育選課須知修訂討論。
第二案

1.105-1 期初室務會

解除列管。

提案：外校轉學生抵免大一下學期體育課是否協助做3000M統 議決議通過。
測，提請 討論。

2.105 年 9 月 20 日公

決議：提送 105-1 期初室務會議討論，是否開放抵免，詢問 告於體育室教學組網
有特殊性體育課程的中興、中山與中正體育課抵免狀 頁，自 105 學年度開學
況供參考。

後皆可抵同學期體育
課程。

第三案

1.大一上學期固定比 繼續列管。

提案：體育課程成績評量方式，提請 討論。

例，期末考(大會

決議：

考)40%、大一下學期固

一、 大一上期末考(大會考)40%、大一下平時測驗

定比例，平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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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 20%。

(3000M) 20%，其他部

二、 提案至 105-1 期初室務會議討論。

份之評量比例由授課
教師依上課專業內容
排定。
2.每學期期初室務會
議列為報告事項。

第四案

擬自 106 學年度第一 繼續列管。

提案：運動安全問卷電子化，提請 討論。

學期開始執行電子運

決議：依決議辦理並提案至 105-1 期初室務會議備查，105-1 動安全問卷。目前已先
以紙本，擬自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執行電子運動 行於周老師大一班級
安全問卷。

進行實測。

貳、 主席報告(略)
參、 教學組報告事項：
一、 為解決校隊選課被系統檔修的問題，經與註冊組討論後，將從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
變更選修 1 學分的校隊課程名稱。上學期於課程名稱後加 1，下學期於課程名稱後加 2，
例如:男子田徑校隊 1、男子田徑校隊 2。
二、 105-2 學期，預開課程及人數(如附件二)。
肆、 提案討論：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提 案：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同意採用英語授課加計時數，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之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開授以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數
乘以 1.5 倍計算。但一般語言類課程(含相關課程本應以英語授課者)、非講授類課程
(專題討論、書報討論、論文、專題、獨立研究等性質者)及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教師
所開之課程等，不適用之。(如附件三)
二、 第一項各款所列鐘點加計以不列入第三點之教師最低授課時數為原則。
三、 檢附歷年來所開授過英語授課課程及教師資料供參。(如附件四)
四、 審核通過後送主任及教務長簽章，往後相同教師開授之相同課程可追認為此次通過審
核。
決

議：
一、 審核通過所有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英語授課課程。(如附件 1)
二、 每位教師體育課程以英語授課之授課鐘點數，每學期以一門課 1.5 倍鐘點數為原則。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提 案：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意見反應調查，需麻煩體育室老師們提供符合新版向度又符
合體育課程教法的問題，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105 年 10 月 12 日收到教發中心來信通知，教學意見反應調查作業正在進行改版 (新
版預計今年年底上線)，未來問卷將分為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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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教師授課調查（一般課程及體育課程僅有這部分會有不同問題）
第二部分：文字敘述意見
第三部分：學生自我評量
第四部分：學生學習成效
關於教師授課調查的部分，新版問卷將以[核心向度表現情形]來取代舊版的[分數]
作為參考指標，新版的核心向度有 9 項，分別為熱忱、組織、教學彈性、涵蓋廣度、
班級互動、人際和諧、考評、閱讀與作業、學習價值其皆有對應的問題。
二、 修改後版本(如附件五)已於 105 年 10 月 21 日先行回覆教發中心做系統測試，待討論
通過後再送確認版本。
決

議：修改通過後回覆教發中心。(如附件 2)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學組
提 案：修訂「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目前版本已於 104 學年度期初室務會議(104.9.14)討論通過後(如附件六)，尚未提交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二、 因修改後第二條第四項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業界人士或學生列席諮詢。
不符合校規定，校外學者專家、業界人士或學生需為出席代表。
三、 經討論通過後再提送室務會議討論。
決

議：
一、 修改推選委員：由室務會議中自室內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一人、
學者專家或產業界人士一人，推選委員五至七人組成。
二、 修改後提送 105-3 室務會議討論(如附件 3)。

第四案
提案單位：黃賢哲助理教授
提 案：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新開課程 2 門，
「游泳運動指導」、「游泳自
救與救生」，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教務處函教課字第 83 號說明三:教師申請新開設具服務內涵之專業課程、新開之服
務學習(二)或(三)時，應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以顧及各系課程整體規劃。
二、 檢附「游泳運動指導」(如附件七)、「游泳自救與救生」課程計畫書(如附件八)。
三、 是否可計入體育選修課程。
決

議：規劃「游泳運動指導」、「游泳自救與救生」為體育專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為必
修 0 學分，請賢哲老師修改後依新開課程提送 105-3 室務會議討論，服務學習相關補
助申請逕送教務處課務組申請。

肆、 臨時動議
伍、 散

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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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是否同意
開授年度

教師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是

1051

黃滄海

43

體育一

Ｖ

1051

鄭匡佑

43

體育一

Ｖ

1051

黃賢哲

43

體育一

Ｖ

1051

馬上鈞

43

體育一

Ｖ

1051

鄭匡佑

A2214

西洋劍(男女)

Ｖ

1051

鄭匡佑

A2314

西洋劍(男女)

Ｖ

1051

鄭匡佑

A2226

國際標準舞(男女)

Ｖ

1051

鄭匡佑

A2326

國際標準舞(男女)

Ｖ

105-2 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105.11.21 4

否

【附件 2】
(需修改)體育課程新版題目：
我認為授課老師….
核心向度
I think the instructor
熱心教學、態度認真
熱忱
is enthusiastic and conscientious.
表達清楚，講解有系統、動作確實示範
組織
express clearly, and be able to explain in a systematic way or demonstrate .
能注意學生反應，調整教學進度
教學彈性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responses and can properly adjust the pace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students’ feedback/demands.
教學內容合宜、理論與實作搭配合理
涵蓋廣度
is well prepared for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he content is applicable.
鼓勵學生課堂互動或發問
班級互動
encourage interactions and ask question in class.
用心回應學生問題
人際和諧
treat students’ question diligently.
測驗項目、方式合理有助於學習。
考評
the time for testing and its method will be reasonable.
考評
評量方式適切且公平
grading policy is proper and fair to the students.
課程提供運動相關資訊，有助學生學習
閱讀與作業
provide sport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students’ learning.
課程有助於學生動作的學習或運動習慣的養成
學習價值
help students learn skills and confidence to enjoy a lifetime of healthful phys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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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86 年 1 月 13 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01 日修正通過
104.9.14 104 學年度第 1 次期初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落實本校體育課程，特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體育室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室課委會），設委員七至九人，由以下人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由室主任（召集人），教學組長（執行秘書）擔任。
(二) 推選委員：由室務會議中自室內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一人、學者
專家或產業界人士一人，推選委員五至七人組成。
(三) 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三、本室課委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課程之修訂與評量。
(二)新開設課程之審議與規劃。
(三)其他與課程資源相關事項。
四、本室課委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五、本室課委會開會時非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ㄧ（含）以上之出席不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ㄧ（含）以上同意，不得決議，並得就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列席報告
或說明。
六、本要點經室務會議通過後並提交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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