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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2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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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陳俊良主任、蔡宏榮院長、楊青隆

院長、周靈山主任、卓世鏞組長、石昌益老師、黃成志老師、趙國斌老師、

錢慶安老師、肖咏梅老師 

未 出 席：通識中心楊志遠主任、日間部學生會王瑋志會長、進修部學生會賴昱羽會

長 

請  假：李永振教務長(林俊昱組長代)、會計室王伯宙主任(張瑜倫代)、何漢彰院長

(洪萬富老師代)、吳憲訓主任(蔡守浦學務長代) 、張瑞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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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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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活動項目 參與人數 參與系別 

1 新生盃球類競賽 

籃球- 
男生組：13隊(153 人)  

機械系、電機系、資管系、消防系、
休閒系、行流系、餐管系、觀管系 

排球- 
男生組：12隊(117 人) 
女生組:4 隊(39 人) 

電機系、行流系、資工系、消防系、
安管系、休閒系、餐管系、應日系、
觀管系 

慢速壘球- 
男生組:6 隊(82 人) 

行流系、消防系、安管系、休閒系、
觀管系 

桌球- 
15 隊(56 人) 
(男 48人.女 8人) 

機械系、電機系、應遊系、消防系、
行流系、資工系、安管系、休閒系、
餐管系、觀英系、應日系 

2 第 5屆吳鳳盃羽球賽 

男子組雙打：47 組 
女子組雙打：15 組 
男女混合雙打:19組 

機械系、電機系、行流系、應英系、
消防系、休閒系、造型系、資管系、
安管系、應日系、餐管系、幼保系 
應媒系、觀管系、造型系 

3 第 4屆吳鳳盃攀岩賽 
男生組：27人 
女生組：22人 

電機系、消防系、休閒系、幼保系、
觀英系、行流系」應日系、觀管系、
造型系、應媒系、餐管系 

4 第 24屆樂活校園路跑賽 

男生組：219 人 
女生組：53人. 
教職員組：10人 

機械系、電機系、觀英系、應日系、
資工系、消防系、休閒系、應遊系、
應媒系、觀管系、資管系、餐管系 
幼保系 

5 系際盃創意啦啦隊競賽 
7 隊-220 人 
(男 86人.女 134人) 

觀管系、休閒系、餐管系、幼保系、
應日系、觀英系、造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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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體育幹部座談會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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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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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次 

租借日期 活動名稱 租借單位 
租借 
場地 

租借 
金額 

1 103/8/3~8/6 女子足球隊移地訓練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4,000 

2 103/8/7~8/14 U18具潛力女足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8,000 

3 103/8/8~8/12 103年教育部足球學校選手培育計畫(一)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10,000 

4 103/8/9~8/11 日本橫須賀女足隊參訪暨比賽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3,000 

5 103/8/23~8/29 103年教育部足球學校選手培育計畫(二)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10,000 

6 103/9/2~9/5 女子足球隊移地訓練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4,000 

7 103/9/6、9/13 社區棒球隊練習 郭文居、林勝文 棒球場 1,600 

8 103/9/12~9/14 U13具潛力女足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3,000 

9 103/1/1~9/21 2014年亞運女足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57,500 

10 103/9/20~104/1/3 學生社團-壘球社 協同中學 棒球場 1,800 

11 103/9/20~11/23 2014年全國城市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18,000 

12 103/9/26~9/28 U13具潛力女足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3,000 

13 103/10/7~10/19 103年亞足聯 C級教練講習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65,000 

14 103/10/25~10/28 103年全民運動會(合球) 嘉義市政府 旭光堂 40,000 

15 103/10/26~10/28 103年全民運動會(飛盤) 嘉義市政府 足球場 40,000 

16 103/11/1~11/2 103龍泉盃跆拳道錦標賽 中埔鄉體育會 旭光堂 12,000 

17 103/11/15 嘉南勇士隊練習 林秀馨 棒球場 800 

18 103/11/15~11/18 U18具潛力女足選手集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足球場 4,000 

19 103/11/30 嘉義縣市扶輪社第 19屆聯合趣味運動會 嘉義東北扶輪社 旭光堂 10,000 

20 103/12/3~12/7 103學年度大專足球運動聯賽 大專體育總會 足球場 5,000 

21 103/12/7 棒球校隊練習 開南大學 棒球楊 800 

22 103/12/12~12/15 103年培育國內足球教練訓練計畫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足球場 20,000 

23 104/1/4~1/6 103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 高中體育總會 足球場 18,000 

24 104/1/8~1/16 103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錦標賽 五人制足球協會 旭光堂 26,700 

25 104/1/22~1/26 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原女足隊參訪暨比賽 野島斯特拉體育俱樂部 足球場 4,800 

26 104/1/24~1/29 104年 AFC FUTSAL 1級足球教練講習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30,000 

27 104/1/28~1/30 羽球+桌球育樂營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旭光堂

桌球室 
9,000 

 合   計      410,00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三 

案    由：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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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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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參賽獲獎如下表所列： 

1.柔道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0月 5日至 9日參加「103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榮獲佳績： 

姓名 班級 組別 級別 名次 

曾琨哲 四技休閒三A 大專男子乙組 重量級 第一名 

陳昱達 四技休閒三A 大專男子丙組 輕量級 第二名 

達袞.畢夫 四技休閒三A 大專男子乙組 中量級 第一名 

曾琨哲、柯孟昌、張凱捷、達袞.畢夫等同學榮獲大專男子乙組團體第二名。 

2.田徑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1月 8日參加「第十二屆成功盃大專院校田徑錦 

標賽」榮獲佳績： 

姓名 班級 組別項目 成績 名次 

張富程 四技休閒一A 男子組跳遠 6.34公尺 第一名 

吳雅鈴 四技休閒二B 女子組跳遠 5.04公尺 第二名 

邵佩琪 四技休閒四A 女子組跳遠 4.27公尺 第五名 

吳怡旻 四技休閒二B 女子組鉛球 10.34公尺 第二名 

陳嘉輝 夜四技休閒一A 男子組鉛球 11.23公尺 第四名 

陳學銘 四技休閒一A 男子組鉛球 10.59公尺 第八名 

陳彥儒 四技休閒三A 女子組1500公尺 6分41秒5 第五名 

吳凱婷 四技休閒二B 女子組200公尺 31秒1 第五名 

吳凱婷 四技休閒二B 女子組100公尺 14秒6 第六名 

3.本校角力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1月 12日至 15日參加「103年度全國總統盃角

力錦標賽」榮獲佳績： 

 

 

 

 

 

 

 

 

 

 

 

 

4.足球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1月 12日至 16日參加「嘉義縣第 21屆六美盃足球 

錦標賽」榮獲社會男子組冠軍。 

5.籃球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1月 24日至 28日參加「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籃球運

姓名 班級 組別項目 名次 

陳學民 四技休閒二B 大專男子組希羅式第六級 第二名 

陳學民 四技休閒二B 社會男子組自由式第六級 第二名 

陳學民 四技休閒二B 社會男子組希羅式第六級 第三名 

達袞.畢夫 四技休閒三A 大專男子組希羅式第四級 第三名 

陳李志豪 四技休閒一A 大專男子組希羅式第七級 第三名 

張凱捷 四技休閒四A 大專男子組自由式第一級 第三名 

汪祖霖 四技休閒一A 社會男子組自由式第三級 第三名 

汪祖霖 四技休閒一A 社會男子組希羅式第二級 第三名 

陳學民、達袞.畢夫、陳李志豪、張凱捷、汪祖霖等同學榮獲社會男子組希

羅式團體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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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分區預賽已晉級全國複賽。 

6.柔道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2月 2日至 6日參加「103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榮獲佳績： 

姓名 班級 組別項目 名次 

許凱翔 四技休閒二A 大專男子甲組第六級 季軍 

吳怡旻 四技休閒二B 大專女子乙組第七級 季軍 

7.足球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2月 3 日至 7日參加「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足球運動

聯賽」男生公開二級分區預賽榮獲第一名。 

8.排球運動代表隊於 103年 12月 22日至 23日參加「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排球運

動聯賽」榮獲男生組公開二級 E 組預賽第一名。 

9.足球運動代表隊陳瑞杰、廖益承同學經遴選為「2016里約奧運資格賽」集訓選

手。 

決    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提   案 

案   由：103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運動競賽(含講習)活動實施期程，提請討論。 

說   明：各項運動競賽與講習活動實施期程，如下表所列： 

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1 104/3/5~5/10 104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 

2 104/3/9~3/28 

50 週年校慶運動會- 
1.田徑運動競賽： 
學生組：跳遠、100 公尺、200 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 

4×100 公尺接力、16×100公尺大隊接力。 
2.趣味競賽： 
學生組：拔河、環環相扣、20人 21腳、滾輪大賽。 

  教職員組：環環相扣、滾輪大賽。 

3 104/3/10~3/13 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複、決賽 

4 104/3/11 體育幹部座談會 

5 104/3/11~3/17 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複賽 

6 104/3/22~3/27 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男生公開二級組複決賽 

7 104/3/23~5/8 系際盃球類競賽-籃球、桌球、排球、慢速壘球 

8 104/4/15 起共 6 週次 體適能促進賽-彼拉提斯、有氧舞蹈 

9 104/5/17~5/21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田徑、桌球、羽球 

10 104/5 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五人制足球錦標賽 

11 104/6 103學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體育交流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