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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02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20 分 

地    點：文鴻樓 1 樓會議室 

主    席：蘇銘宏校長 

出席人員：盧維新副校長、李永振教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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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王伯宙主任、各系所主任、吳憲訓

主任、石昌益組長、林玉瓊老師、陳俊玄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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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咏梅老師 

未 出 席：李永振教務長、電機系汪楷茗主任、化工系汪玉銘主任、資管系陳耀賢主

任、財金系李懷義主任、通識中心楊志遠主任、會計室王伯宙主任 

請  假：卓世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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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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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新生盃各項球類競賽 

桌球-男、女生組單打個人賽 60人(男 45.女 15) 

排球-男 15班、女 7班 197人(男 132.女 65) 

撞球-男、女生組個人賽 32人(男 26.女 6) 

籃球-男 21班、女 8班 246人(男 175.女 71) 

慢速壘球-男 12班 男 155人 

吳鳳盃羽球賽 全校各系所學生及教職員 
男子雙打：38組 
混合雙打：14組 
教職員組：8組 

第 20屆樂活校園路跑賽 全校各系所學生及教職員 203人(男 160.女 43) 

系際盃創意啦啦隊競賽 4隊(運休系.應日系.餐管系.觀管系) 95人(男 40.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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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人 

2.請各系所主任鼓勵師生踴躍參與體育室所舉辦有益身心健康之各項活動。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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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案    由：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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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18~8/23 99年 B級足球教練講習會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33 人 

99/10/4~99/10/24 
義消選手訓練-參加 99 年全國義消競技大
賽 

嘉義縣消防局第二
大隊 

12 人 

99/10/1~/10/4 亞洲 U-16女子足球國家代表隊集訓(一)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44 人 

99/10/8~/10/10 亞洲 U-16女子足球國家代表隊集訓(二)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34 人 

99/10/22~100/1/14 
學生社團活動-足球社.壘球社.籃球社.撞
球社 

協志高職 185 人 

99/11/2~/11/9 2010越南國際五人制足球國家代表隊培訓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17 人 

99/11/12~/12/1 亞洲 U-16女子足球國家代表隊集訓(三)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37 人 

99/11/19~11/20 與 U-16女子足球國家代表隊訓練比賽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22 人 

99/11/26.28.30 大專校院 99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中正.成大. 
吳鳳.中山醫 

99/12/21~12/23 大專校院 99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 

實踐.大同大學 
吳鳳.北商學院 
台中學院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三： 

案    由：99學年度第 2學期各項運動競賽活動實施期程，提請報告。 

說    明：各項活動(含座談會)實施期程，如下表所列：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100/03/02 體育幹部座談會 

100/03/14~03/25 46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100/04/13~06/15 體適能促進賽-彼拉提斯 

100/05/03~05/20 系際盃球類競賽-籃球、桌球、排球、撞球、慢速壘球 

100/03/24~03/30 大專校院 99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複、決賽 

100/05/06~05/10 10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空手道、田徑、羽球、桌球、擊劍 

100/05/28 2011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體育交流活動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四： 

案    由：99學年度第 1學期運動場館等租借情形，提請報告。 

說    明：運動場館等租借情形，如下表所列： 

租借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

人數 
租借單位 租借場地  租借金額 

99/8/18~8/23 99 年 B 級足球教練講習會 33 人 
中華民國足
球協會 

足球場. 
教室.宿舍 

30,740 

99/9/1~100/2/28 慢速壘球隊練習 20 人 百福隊 棒壘球場 8,500 

99/9/4~100/2/26 慢速壘球隊練習 20 人 金鑽龍隊 棒壘球場 13,000 

99/9/12 參加東石盃棒球比賽 22 人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10,560 

99/9/18~100/1/15 學生社團-壘球社 22 人 協同中學 棒壘球場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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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10/4 
亞洲 U-16 女子足球國家代表
隊集訓(一) 

44 人 
中華民國足
球協會 

足球場. 
教室.宿舍 

25,260 

99/10/8~/10/10 
亞洲 U-16 女子足球國家代表
隊集訓(二) 

34 人 
中華民國足
球協會 

足球場. 
教室.宿舍 

13,060 

99/10/26~/10/27 
日間部 99 年新生迎新晚會暨
卡拉 OK 大賽 

2,000 人 學生自治會 旭光堂 3,000 

99/11/2~/11/9 
2010 越南國際五人制足球國
家代表隊培訓 

17 人 
中華民國足
球協會 

旭光堂、 
足球場 

23,820 

99/11/12~/12/1 
亞洲 U-16 女子足球國家代表
隊集訓(三) 

37 人 
中華民國足
球協會 

足球場. 
教室.宿舍 

80,400 

99/11/19~11/20 
與 U-16 女子足球國家代表隊
訓練比賽 

22 人 
國立台灣體
育學院 

學生宿舍 3,200 

99/12/6~12/9 參加棒球比賽 17 人 仰德中學 學生宿舍 10,880 

99/12/15~12/16 聖誕晚會 2,000 人 學生自治會 旭光堂 3,000 

合計     210,02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五： 

案    由：9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參賽成果，提請報告。 

說    明：99學年度第 1學期各運動代表隊培訓與參賽成果(如附件一)。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六： 

案   由：「99年技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相關事宜，提請報告。 

說    明：1.99年體育專案評鑑報告業於 99年 11月 18日公告，評鑑結果需俟 99年

11月 25日評鑑申復期限後，教育部再另行通知。 

2.評鑑項目包括：(1)教學與研究(2)活動與競賽(3)行政與服務。 

3.評鑑優等之指標為：(1)體育課需為二必(2)體育室需為一級單位(3)需有

體育館(4)需有 PU跑道。 

4.本校經評鑑報告之「優點特色」將延續下去，「建議評述」需改進部分，

已簽請相關單位協助逐步改進，以利體育業務之推動。 

決   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提  案 

案  由：「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檢討現行業務執行概況並參照標準法規格式，修正要點部分條文內容。 

        2.要點修正對照表與要點條文內容(如附件二)。 

決  議：1.照案通過。 

        2.本案請提行政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99學年度第 1 學期運動代表隊培訓與競賽成果                (附件一) 

運動代表

隊名稱 

全隊 

人數 

參賽

人數 
教練 

99學年度第 1學期參與競賽成果 

學期 
活動 

類別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起迄 

日期 
活動名稱 成績 

足球隊 12 

12 
蔡守浦 
劉晏成 

1 全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9/11/26~ 
99/12/05 

99學年度大專足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預賽 1勝 2和 

12 1 區域 嘉義縣政府 
99/10/27~ 
99/10/31 

嘉義縣第 17 屆六美盃五人制足
球錦標賽 

社會組第 3名 

桌球隊 12 12 周靈山 1 區域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99/12/11~ 
99/12/12 

99年度「鄉長盃」桌球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團體賽第 6名 

社會男子組個人單打賽第 6 名 

柔道隊 12 

11 

卓世鏞 

1 全國 中華民國柔道體育運
動協會 

99/10/11~ 

99/10/14 
2010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團體賽甲組冠軍 

大專個人賽 4金 1銀 1銅 

12 1 全國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99/11/15~ 

99/11/18 
99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大專組個人賽 2銀 1銅 

排球隊 12 

7 
吳憲訓 

 

1 全國 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99/09/30~ 
99/10/03 

第 37屆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預賽未進入決賽 

12 1 全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9/12/21~ 
99/12/23 

99學年度大專排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三級 
預賽 2勝 2負 

女籃隊 10 10 石昌益 1 全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9/11/30~ 
99/12/08 

99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 一般女生組預賽第 3名 

男籃隊 15 

13 

趙國斌 

1 全國 苗栗縣籃球協會 
99/10/13~ 

99/10/16 

99 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

際籃球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預賽 

未進入決賽 

15 1 全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9/11/29~ 

99/12/03 
99學年度大專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預賽 

未進入決賽 

棒球隊 30 

25 

藍永吉 

1 全國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99/10/21~ 
99/10/22 

99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 甲組預賽進入 8強 

25 1 全國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99/09/15~ 
99/09/19 

2010 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
賽 

甲組預賽未進入決賽 

30 1 全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9/12/01~ 
99/12/06 

99學年度大專棒球運動聯賽 
甲組預賽晉級外卡資格賽

未進入決賽 

 



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對照表 (附件二)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一 

 

一、宗旨： 

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健全且正常發展體育教育正

常發展，並提高體育行政組織效

率，特訂定「吳鳳科技大學體育

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一、宗旨： 

吳鳳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 

為健全體育教育正常發展，並提

高體育行政組織效率，特訂定「吳

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文字增列 

文字刪除 

二 

 

二、組織： 

（一）本校體育指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

校長擔任，綜理本會之一切事

務。；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共同教

學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學務長

擔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督導本

會相關之業務。；秘書一人由體

育室主任擔任，協助處理交辦會

務。 

二、組織： 

（一）本校體育指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

校長擔任，綜理本會之一切事

務。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共同教學

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承主

任委員之命，督導本會相關之業

務。秘書一人由體育室主任擔

任，協助處理交辦會務。 

文字刪除 

文字修正 

二 

（二）三、本會設委員若干人，

由以下人員擔任：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進修部主任、會計室主任、

各系科代表（或系學會指導老

師）、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會

長、體育教師全員。 

（二）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以

下人員擔任：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進修部

主任、會計主任、各系科代表（或

系學會指導老師）、體育教師全

員。 

條次修正 

文字刪除 

文字修正 

三 

三、職責： 

四、各種有關體育運動之管理工

作或實施計劃，由體育室負責擬

定草案，提交本會審議通過後執

行。其主要職掌如下： 

（一）全學年度全校體育運動

實施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核。 

（二）全學年度體育運動經費

預算之分配與審議。 

（三）運動場地設備擴充計劃

及管理之審議。 

（四）全學年度體育教學計

劃、進度及大網綱之審議。 

三、職責： 

各種有關體育運動之管理工作或

實施計劃，由體育室負責擬定草

案，提交本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其主要職掌如下： 

（一）全學年度全校體育運動

實施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

核。 

（二）全學年度體育運動經費

預算之分配與審議。 

（三）運動場地設備擴充計劃

及管理之審議。 

（四）全學年度體育教學計

劃、進度及大網之審議。 

條次修正 

文字刪除 

文字修正 



四 

四、會議： 

五、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委員會

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會議：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

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條次修正 

文字刪除 

五 
五、六、本會會議得邀請與議案

有關之人員列席。 

五、本會會議得邀請與議案有關

之人員列席。 條次修正 

六 

六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條次修正 



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 

90 年 06月 04日行政會議訂定 

92 年 09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 

95 年 03月 13日行政會議修正 

99 年 07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99年 08月 01 日正式實施 

 

一、宗旨： 

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健全且正常發展體育教育正常發展，並提高體

育行政組織效率，特訂定「吳鳳科技大學體育指導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組織： 

（一）本校體育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

本會之一切事務。；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共同教學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學務

長擔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督導本會相關之業務。；秘書一人由體育室主

任擔任，協助處理交辦會務。 

三、（二）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以下人員擔任：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進修部主任、會計室主任、各

系科代表（或系學會指導老師）、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體育教師

全員。 

三、職責： 

四、各種有關體育運動之管理工作或實施計劃，由體育室負責擬定草案，提交本會審

議通過後執行。其主要職掌如下： 

（一）全學年度全校體育運動實施計劃之審議、督導與考核。 

（二）全學年度體育運動經費預算之分配與審議。 

（三）運動場地設備擴充計劃及管理之審議。 

（四）全學年度體育教學計劃、進度及大網綱之審議。 

（五）全學年度運動競賽、體育表演、課外活動實施計劃之審議。 

（六）體育成績考核及成績標準辦法之審議。 

（七）其他與體育運動相關事項之審議。 

四、會議： 

五、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六、本會會議得邀請與議案有關之人員列席。 

六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