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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1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2年 02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3時 30分 

地    點：文鴻樓 1樓會議室 

主    席：盧維新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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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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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一鳴院長 

請  假：李永振教務長、王伯宙主任(劉素碧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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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學期校內各項活動舉辦成果，提請報告。 

說    明：活動成果如下表所列： 

活動項目 參與人數 參與系別 

新生盃球類競賽 

籃球- 

男生組 22隊(245人)  

女生組 3隊未達 4隊取消比賽 

機械系、電機系、應遊系、資管系、消防系、

資工系、運休系、行流系、應英系、安管系、

應日系、餐管系、應媒系、觀管系 

排球- 

男生組 12隊(97人) 

女生組 7隊(50人) 

電機系、資管系、行流系、資工系、消防系、

安管系、運休系、餐管系、應媒系、應日系、

應英系、觀管系、幼保系 

慢速壘球- 

男生組 12隊(157人) 
機械系、電機系、行流系、消防系、安管系、

運休系、餐管系、應日系、觀管系 

撞球- 

45人(男 34人、女 11人) 
機械系、資管系、消防系、運休系、資工系、

應日系、觀管系、餐管系、安管系、行流系 

桌球- 

64人(男 56人、女 8人) 
機械系、電機系、資工系、消防系、安管系、

運休系、餐管系、觀管系、行流系應日系 

第 3屆吳鳳盃羽球賽 

88組  

(學生組-男子雙打 57組.女子雙

打 28組.教職員組男子雙打 3

組) 

機械系、電機系、應英系、消防系、運休系、

造型系、資管系、資工系、安管系、餐管系、

應日系、幼保系、觀管系、應媒系 

第 2屆吳鳳盃攀岩賽 
40人 

(男生組 30人、女生組 10人) 

消防系、運休系、安管系、行流系、幼保系、

應日系、應遊系、觀管系、造型系 

第 22 屆樂活校園路
跑賽 

632人 

(男生組 481人、女生組 143人、

教職員組 8人) 

機械系、電機系、應遊系、應英系、應日系、

資工系、消防系、運休系、行流系、應媒系、

觀管系、資管系、安管系、餐管系、財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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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際盃創意啦啦隊
競賽 

7隊 

198人(男 81人、女 117人) 
觀管系、運休系、餐管系、幼保系、應日系、

應英系、造型系 

體育幹部座談會 107人 
各班康樂股長與系學會活動負責人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二 

案    由：101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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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17~8/24 
日本橫須賀女子學生足球隊來訪訓練比賽暨參

訪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30 

101/9/14~9/16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63 

101/9/24~9/27 101年培育足球運動教練人才訓練計畫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7 

101/9/25起共 8週次 學生社團-壘球社 協同中學 24 

101/10/25~10/27 「嘉義縣 101年全縣運動會-足球賽」 嘉義縣體育會 100 

101/11/28 耀舞不要毒、愛滋 bye bye舞會活動 
嘉義縣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 

2,000 

102/1/29 台灣、香港心理衛生以球會友足球交流活動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200 

102/1/25~1/30 培育具潛力女子足球運動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45 

101/9/28~102/1/4 足球社團、壘球社團、籃球社團、撞球社團 協志高職 185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三 

案    由：101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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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借金額 

101/8/3~101/8/5 全國跆拳道 C級教練講習會 
中華民國跆拳
道協會 

旭光堂 
學生宿舍 

90,400 

101/8/17~8/24 
日本橫須賀女子學生足球隊來訪訓練比賽

暨參訪 

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93,720 

101/9/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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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80 

101/9/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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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0 

101/9/24~9/27 101年培育足球運動教練人才訓練計畫 
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24,180 

101/9/25起共 8週次 學生社團-壘球社 協同中學 棒壘球場 2,240 

101/9/28 參加棒球比賽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4,620 

101/10/25~10/27 「嘉義縣 101年全縣運動會-足球賽」 嘉義縣體育會 足球場 6,000 

101/11/18 棒球隊訓練 中正大學 棒壘球場 800 

101/11/20 迎新晚會 消防系 旭光堂 5,000 

101/11/25 嘉義縣市第十七屆扶輪趣味運動會 大林扶輪社 旭光堂 10,000 

101/11/28 耀舞不要毒、愛滋 bye bye舞會活動 
嘉義縣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 

旭光堂 主辦單位之一 

101/11/30~12/3 101年培育足球運動教練人才訓練計畫 
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足球場 
學生宿舍 

29,100 

102/1/5~1/6 棒球隊訓練 中正大學 棒壘球場 1,600 

102/1/21~1/23 學生自治幹部訓練 嘉義高中 旭光堂 80,000  

102/1/24~1/26 社團幹部訓練 嘉義高中 旭光堂 80,000  

102/1/29 台灣、香港心理衛生以球會友足球交流 中華民國康復 足球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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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之友聯盟 

102/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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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 

102/1/28~2/8 
「羽球好手冬令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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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合   計    528,88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四 

案    由：101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對外參賽榮獲佳績，提請報告。 

說    明：參賽獲獎如下表所列： 

參賽活動名稱 獲獎名次 獲獎學生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第 1名 四技運休二 A (40015022張凱捷)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一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三 A (49914002李進維)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二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07李勝洋)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三級第 2名 四技運休二 A (40015021柯孟昌)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三級第 3名 四技運休四 B (49815017陳冠邑) 

101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四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10陳國偉) 

101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乙組第一級第 1名 四技運休二 A (40015022張凱捷) 

101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二級第 1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07李勝洋) 

101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甲組第二級第 3名 四技運休四 B (49815017陳冠邑)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11周訓吾)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11周訓吾)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自由式第三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08曾少華)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自由式第三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01涂育慈)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希羅式第一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11周訓吾) 

101學年度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大專男子組希羅式第三級第 3名 四技運休 一 A (40115008曾少華) 

第二屆大臺中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甲組第二名 四技運休一 A (40115004達袞.畢夫) 

第四屆柔協盃柔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甲組第二名 四技運休一 A (40115004達袞.畢夫) 

第十一屆雲嘉大專暨嘉農盃棒球
邀請賽 

社會組成棒賽第五名 10隊報名參賽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五 

案    由：101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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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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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102/3/6 體育幹部座談會 

102/3/11~3/22 
48週年校慶運動會- 
1.田徑運動競賽 2.趣味競賽：拔河、環環相扣 

102/4/10~5/15 體適能促進賽-彼拉提斯、有氧舞蹈 

102/5/1~5/20 系際盃球類競賽-籃球、桌球、排球、撞球、慢速壘球 

102/3/5~3/7 大專校院 101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女生一般組決賽 

102/3/18~3/20 大專校院 101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男生公開三級決賽 

102/3/21~4/30 102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 

102/4/27~5/1 10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空手道、田徑、羽球、桌球 

102/5 大專校院 101學年度五人制足球錦標賽 

102/5 102年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體育交流活動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六  

案    由：教育部 101學年度技專校院運動績優生考評結果，提請報告。 

說    明：1.依據台灣師範大學 102年 1月 10日師大體研中字第 1020000766號函，有

關本校運動績優生考評三大類-「運績生組訓與績效」、「學業、生活與職涯

輔導」、「行政與服務」之優點特色及建議評述，如附件一。 

2.針對優點特色持續推動，並針對建議評述問題進行檢討改進。 

決    定：1.建議事項於相關會議提出討論。 

2.洽悉。  

 

肆、討論事項： 

提  案 

案  由：訂定「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傷害及運動意外事件緊急處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1.依據教育部 101學年度技專校院運動績優生考評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2.為維護運動代表隊訓練安全及預防運動傷害、運動意外事件發生，並建立運

動意外事件發生緊急處理程序，以降低運動傷害產生及傷害嚴重性，特増訂

本要點。 

        3.草案全文，如附件二。 

決  議：1.修正後要點，如附件二。 

2.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