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515 室
三、主席：牟教務長鍾福

紀錄： 曹君琪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
六、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二)註冊組業務工作報告
1.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考報名日期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敬請協助轉
知踴躍報名。並訂於 7 月 11 日考試，預定 7 月 24 日放榜。
2. 109 學年度體育推廣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報名日期為 109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敬請協助轉知踴躍報名，預定 7 月 24 日放榜。
3.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試報名繳費至 6 月 9 日止，訂於 6 月 19 日(五)
舉行第二階段面試，6 月 26 日公告錄取名單。
4. 提醒招生會議時間：(1)6 月 16 日 10:00 (2)6 月 23 日 10:30
5.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考週自 6 月 29 日起至 7 月 5 日止，畢業離校
自 7 月 6 日起開放辦理，畢業審查單已送各系所審查中。
6. 2020 大學博覽會原訂 2/29~3/1，因疫情關係改至 7/25、7/26，地點
為：中國時報大樓(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請各系配合準備招
生文宣及提供參加人員。

(三)教學業務發展組業務工作報告
1. 自 109-1 學期開始，各學制各課程在「課程內容介紹」之英文欄位
（如下圖位置），須提供約 50 字英文課程介紹，以符合國際化之需
求。請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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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1 學期課程大綱須在第 1 階段選課(109/06/18)前上傳。前述課程
內容介紹英文欄位若無填寫資料，該課程大綱將無法儲存。
3. 有關性別平等之觀念，除了在性別平等之課程中進行相關教育訓練，
亦請授課教師於授課時予以注意，於適當時機提供正確之性別平等觀
念。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

案由：本院碩職班 108-1 學期課程「筋膜適能專題研究」，成績誤植，敬請委員
討論。

說明：本院碩職班 108-1 學期課程「筋膜適能專題研究」
，授課教授張曉昀老師
於學期末輸入成績時，誤植學生陳美雲(學號 1071213)總成績，分數應為
80 分，誤植為 0 分，提請修正成績。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有關本校學生適體系蘇欣鈺、陸上系張壯項、體推系何乾德、產經系曾
俐琦等 4 人申請 109 學年度轉系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轉系辦法辦理。
二、適體一蘇欣鈺、陸上三張壯項、體推二何乾德、產經二曾俐琦等 4 人
分別申請 109 學年轉系至產經二、體推三、陸上三、技擊三，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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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辦理書面資料審核與口試，皆符合該系自訂錄取標準，申請及
錄取名單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競技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 109 學年度新增「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授予體育學學士學位暨
中英文名稱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競技學院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及競技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0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該專班中英文名稱訂定如下：
（一）中文名稱：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
（二）中文簡稱：競技原民專班。
（三）英文名稱：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for Indigenous Peoples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四）課號英文簡稱：SI
(五)授予學位(中文): 體育學學士
(六)授予學位(英文): Bachelor of Physical Education(B.P.E)
(七)授予要件及學位證書之頒給：學生修滿規定年限、科目與學分及其他
相關規定者，准予畢業。前項學生畢業資格，經本校核准後發給學士學
位證書，並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單位年度資本預算（計畫型）分配審核要點」修正，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教務處原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改為教學發展組，修正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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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單位加入教務處，以配合中長程計畫，規劃可供全校教室改善之經
費。
三、執行期限異動時，以教務處公告為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有關「國立體育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原試辦要點）」修改乙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單位名稱將配合修
正為「教學業務發展組」。
二、修改辦法名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有關「國立體育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注意事項（原試辦細則）」修改乙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單位名稱將配合修
正為「教學業務發展組」。
二、修改辦法名稱。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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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
「國立體育大學業界實習導師制度實施要點」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單位名稱將配合修
正為「教學業務發展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單位名稱將配合修
正為「教學業務發展組」。
二、有關申請進用教學助理之原則，為使開課班系及通識教育中心部分特殊
需求之課程得不受原審查原則之限制，故修正相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
「國立體育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國立體育大學組織規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修正，將原明
定課務組之改為教務處收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
「國立體育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國立體育大學組織規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修改教學業務暨
發展中心主任為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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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
「國立體育大學教務會議會議規則」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國立體育大學組織規程第 11 條第 1 款第 1 項第 7 目:修改體育室主任
為體育處體育長。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 109 學年度各教學單位各學制之課程計畫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案由 109 年 5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二、管理學院：
(一)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新設課程「活動專案管理」、
「運動事業法律與公
共政策」。
(二)管理學院在職專班新設課程「新產品管理」
、「廣告與整合行銷傳
播」、
「科技創新管理專題」。
(三)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新設課程「國際傳播與運動發展」
。
三、通識中心，語文領域新開二門選修課程「基礎泰語」、
「進階泰語」上、
下學期各 2 學分。人文藝術領域新開一門選修課程「原住民族文化與社
會」2 學分。社會科學領域新開一門選修課程「智慧財產權」2 學分。
四、通識教育中心於 109 學年起，增開國文、英文、資訊教育課程各一班，
以應競技學院及體育學院原住民專班之授課需要，109 學年起針對本校
原住民專班學生上、下學期均增開國文、英文、資訊教育原住民課程各
一班。109-1 學期通識課程中國文共計 8 班，英文共計 8 班；資訊課程
共計 9 班。
五、健康學院：
(一) 運科所博士班新增輔助學科 1 門：科技化健康與運動訓練管理。碩
班新增輔助學科 1 門：研究設計與統計應用。
(二) 運保系學士班新增「性別與健康」(2 學分)、「民俗調理業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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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1 學分)、「傳統整復推拿從業實務」(2 學分)、「團體運動指導
實務」(2 學分)。健康運動指導與實務」更名為「健身教練領導學」
(2 學分)。
六、健康學院，運保系傳統整復課程模組更名為傳統整復推拿課程模組，並
依據新增及更名之課程修訂之，更名後課程包括：
「傳統整復推拿基本
常用手法」、
「基礎經絡學與刮痧拔罐調理」
、「傳統整復推拿全身調理手
法(一)」、
「傳統整復推拿全身調理手法(二)」，皆 2 學分。
七、競技學院：
(一)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新增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選修課程「運
動組織及危機處理研究(2 學分，2 學時)」，屬人文社會學科；新增
碩士在職專班選修課程「CS00350 兒童與青少年訓練研究」
。
(二)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新增大一至大四「運動專長訓練(游泳)(含晨間
訓練)」全學年課程，共 4 門。並保留「田徑及體操分別修滿 2 學
分，始採計畢業學分」。
(三)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及球類運動技術學系：修正選修課程「田徑」及
「體操」(2 學分，4 學時)為「田徑(一)」、「田徑(二)」及「體操
(一)」、「體操(二)」(1 學分，2 學時)。兩系刪除「田徑及體操分別
修滿 2 學分，始採計畢業學分」之規定。
(四) 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新增各課程。
八、體育學院：
(一) 體推系 109 學年度課程總表四年制學士班二上新增「啦啦舞(1)」，
二下新增「啦啦舞(2)」，以及四下新增「足球」。109 學年度課程總
表新增「運動專項指導-巧固球(1)~(6)」課程，並修改開課學期「運動行銷」改為一下、
「體育行政與管理」改為二上、「運動推廣
概論」改為二下。
(二) 適體系碩士班課程取消分組，原分組課程納入共同選修。學士班原
「運動照護組」變更為「科技產業組」
。另為利學生選修課程更多元
且具彈性，原分組選修-學校教育組、運動照護組皆納入共同選修。
新增共同選修「適應體育服務與創業」課程(2 學分)。原「手語

7

(上)」、「手語(下)」課程調整為「手語」課程(2 學分)、原「體育原
理」課程調整為「體育學原理」課程。部分課程變更開課學期。
(三) 體研所碩士班、在職專班新增一門選修課程「體育行政研究」3 學
分。碩士班選修課程「GP00458 體育行動研究方法與實務」
，原第一
學年上學期開課，修正為第二學年上學期開課。碩士在職專班共同
必修課程「質的體育研究法」，原第二學年上學期開課，修正為第一
學年下學期開課。博士班「CP00691 非營利體育組織專題討論」
，原
第一學年下學期開課，修正為第二學年下學期開課。碩、博士班新
增 2 門教育組必修課程「運動教育書報專題討論研究(三)」及「運
動教育書報專題討論研究(四)」各 1 學分，分別為上下學期開課。
碩、博士班「GP00688 運動教育書報專題討論研究(一)」及
「GP00689 運動教育書報專題討論研究(二)」，原 2 學分修改為 1 學
分。
九、通過 109-1 學期全英語課程共計 4 門，管理學院分別為國際體育事務碩
士學位學程由葉公鼎老師開課之「奧林匹克活動研究」、休閒產業經營
系士班由周宇輝老師開課之「活動專案管理」、吳冠璋老師開課之「無
痕山林研究」
。健康學院分別為衛沛文老師擬申請運科所博士班「運動
醫學專題研究」全英語授課
十、108-2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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