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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1學年度第 1學期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09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文鴻樓 1 樓會議室 

主    席：蘇銘宏校長 

出席人員：蕭坤江總務長、蔡守浦學務長、通識中心楊志遠主任、進修部何銘子主任、

廖福村院長、謝一鳴院長、李瑞興院長、周靈山主任、吳憲訓主任、石昌

益老師、林玉瓊老師、黃成志老師、卓世鏞老師、溫麗香老師、趙國斌老

師、錢慶安老師、張瑞興老師、肖咏梅老師、日間部學生會施郁泯會長 

未 出 席：無 

請  假：李永振教務長、王伯宙主任(張瑜倫代)、許澤榮會長(謝欣芳代) 

列    席：無  

記  錄：郭淑華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內容確認無誤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    由：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內各項活動舉辦成果，提請報告。 

說    明：1.活動成果如下表所列： 

活動項目 參與系所 參與人數 

體育幹部座談會 全校各班康樂股長及各系學會活動負責人 110人 

第 47屆校慶運動會 全校各系所教職員生 1,500人 

系際盃各項球類競賽 桌球-應遊系、電機系、運休系 A、運休系 B、
消防系 A、消防系 B、造型系、光機電。 

8 隊(45 名-男
39名、女 6名) 

排球-男生組-應日系、機械系、電機系、消
防系、安管系、運休系、行流系、應
遊系。 

女生組-幼保系、應英系、餐管系、運
休系、資管系。 

男生組- 
8隊(82人) 
女生組- 

5隊(65人) 

撞球-資工系、機械系 A、機械系 B、餐管系、
應英系、運休系、應遊系、資工系、
消防系。 

9 隊(53 人-男
49人、女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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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男生組-運休系、餐管系、消防系、安

管系、資管系、電機系、資工系、應

遊系、應英系、機械系、應日系、應

媒系、行流系、觀管系。 

女生組-運休系、餐管系、應日系、幼
保系。 

男生組- 
14隊(198人) 

 
 
女生組- 
4隊(42人) 

慢速壘球-安管系、資工系、應遊系、運休

系、機械系、消防系、應日系。 
7隊(男 121人) 

體適能促進賽-拳擊有

氧.皮拉提斯.有氧舞蹈 
全校各系所教職員生 47人 

2.請各學院鼓勵系所師生踴躍參與有益身心健康之各項活動。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二： 

案    由：101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運動競賽(含講習)活動實施期程，提請報告。 

說    明：各項運動競賽與講習活動實施期程，如下表所列：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101/10/03 體育幹部座談會 

101/10/23~11/09 新生盃球類競賽-籃球、桌球、排球、撞球、慢速壘球 

101/11/19~11/23 第 3屆吳鳳盃羽球賽 

101/11/28 第 2屆吳鳳盃攀岩賽 

101/12/12 系際盃創意啦啦隊比賽 

101/12/19 第 22屆樂活校園路跑賽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三： 

案    由：100學年度第 2學期協助校際性各項活動辦理情形，提請報告。 

說    明：各項活動辦理情形，如下表所列：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單位 參與人數 

101/3/3~6/16 學生社團-壘球社 協同中學 22 

101/3/9~3/11 「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26 

101/3/13~3/19 「第九屆世界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集訓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24 

101/3/30~4/1 大專校院 100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200 

101/4/27~4/29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75 

101/5/25~5/27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63 

101/7/2~7/13 「羽球好手夏令營」「好小子明日之星籃球營」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90 

101/6/30~7/2 全國跆拳道 B級裁判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88 

101/7/14~7/16 全國跆拳道 C級裁判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22 

101/7/21~7/23 全國跆拳道 B級教練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148 

101/7/2~7/6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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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9~7/13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63 

101/7/16~7/20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6 

101/7/26~7/30 香港教育學院女子足球隊來訪暨友誼賽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0 

101/7/31~8/4 「行政院體委會培育優秀選手」暑期集訓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6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四： 

案    由：100學年度第 2學期運動場館租借情形，提請報告。 

說    明：運動場館租借情形，如下表所列： 

租借日期 活動名稱 租借單位 租借場地別 租借 
金額 

101/2/4 
2012行動學堂衝破逆境，珍

愛生命活動 
佛教慈濟事業基金會 旭光堂 3,000 

101/2/29~3/4 參加排球比賽 醒吾技術學院 學生宿舍 7,680 

101/3/1~102/2/28 慢速壘球隊練習 百福隊 棒壘球場 21,500 

101/3/3~6/16 學生社團-壘球社 協同中學 棒壘球場 1,680 

101/3/9~3/11 
「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

計畫」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學生宿舍 
11,320 

101/3/13~3/19 
「第九屆世界青少年跆拳道

錦標賽」集訓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旭光堂 

學生宿舍 
35,800 

101/4/7 參加棒球比賽 桃園市大勇國小 學生宿舍 4,200 

101/4/27 
參加本校運動績優考試及棒

球友誼賽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5,220 

101/4/27~4/29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

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學生宿舍 
27,000 

101/5/25~5/27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

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學生宿舍 
25,560 

101/5/20~5/24 參加棒球比賽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14,400 

101/6/6 擁抱愛演唱會 學生會 旭光堂 3,000 

101/6/17~6/20 參加棒球比賽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11,970 

101/7/2~7/13 
「羽球好手夏令營」「好小

子明日之星籃球營」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旭光堂 

(籃球、羽球場) 
30,000 

101/6/30~7/2 全國跆拳道 B級裁判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旭光堂.學生宿舍 55,200 

101/7/14~7/16 全國跆拳道 C級裁判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旭光堂.學生宿舍 68,800 

101/7/21~7/23 全國跆拳道 B級教練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旭光堂.學生宿舍 79,200 

101/7/2~7/6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

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249,920 101/7/9~7/13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

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101/7/16~7/20 
「101 年教育部足球學校」

青年選手培訓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101/7/26~7/30 
香港教育學院女子足球隊來

訪暨友誼賽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1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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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31~8/4 
「行政院體委會培育優秀選

手」暑期集訓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柔道教室 

學生宿舍 
64,800 

合計    734,73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五： 

案    由：100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經費補助及培訓參賽成果，提請報告。 

說    明：1.100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參賽項目與經費補助執行一覽表，如附件一。 

2.100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參賽獲獎一覽表，如附件二。 

決    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提   案 

案   由：101 學年度各運動代表隊及教練名單確認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案業經本室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室務會議議決通過。 

2.101學年度各運動代表隊教練，計有足球隊(蔡守浦學務長、劉晏成教練)、

桌球隊(周靈山主任)、柔道隊(卓世鏞老師)、男籃隊(趙國斌老師)、女籃

隊(石昌益老師)、棒球隊(黃成志老師、蔡榮宗教練)、排球隊(吳憲訓主

任)、撞球隊(梅健章組長)、田徑隊(錢慶安老師)、羽球隊(林玉瓊老師)、

競技啦啦隊(溫麗香老師)、空手道隊(王瑞任老師)、角力隊(張瑞興老師)、

網球隊(張瑞興老師)，共 14 隊、15 位教練。 

3.本案通過後，陳請核發 101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教練聘書。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