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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3月 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20分 

二、地點：BD502會議室 

三、主席：洪 OO主任 

    出席：張 OO委員 黃 OO委員 陳 OO委員 侯 OO委員 許 OO委員 

林 OO委員 楊 OO委員 丁 OO委員 林 OO委員 陳 OO委員 

陳 OO委員 陳 OO委員 薛 OO委員 倪 OO委員 溫 OO委員 

廖 OO委員 

(委員計 19人、出席 17人、達 2/3以上出席)  紀錄：李 OO   

                                              

四、 報告事項： 

1. 本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共有 2位專任教師，温 OO教師及廖 OO教師，另

有 7位教師兼校內各單位行政職為校服務。 

2. 111年 3月 5日辦理體育運動績優單獨招生考試，上午 11:00蘭潭嘉禾館會

議室招開術科考試評審行前會議。 

3. 請各位導師及教師宣導交通安全、校外賃居安全檢查、校外實習安全與輔

導同學準備教檢。 

五、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11學年度師資生甄選簡章乙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己送院教評審議。 

 

案由二：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11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

章乙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依規定辦理。 

 

案由三：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111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

甄選簡章乙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依規定辦理。 

 

案由四：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專題研究」課程實施辦法修正乙

案。 

決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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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10學年師範學院院教師評鑑委員會推薦 1名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師範學院 110年 1月 20日通知辦理 110學年院教師評鑑委員會推薦。 

2. 依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規定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心，

應於評鑑當學年度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院、系(所)及

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其組成

方式如下：「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二、各系(所)及中心推派一

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三、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

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決議：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推薦張 OO教師。 

 

提案二 

案由：本系黃 OO教師申請本校 110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提起討

論。 

說明： 

1. 依 111年 1月 6日研究發展處通知辦理，如附件 1。 

2. 本系黃 OO教師以專書『運動美學：身體‧遊戲‧藝術』申請本校 110

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申請表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規劃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及雙主修之修讀學分書及申請方式，提起

討論。 

說明： 

1. 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及雙主修辦法(如附件 3、P5)，將於 111年 5月

實施。請各學系依前揭辦法，提前規劃輔系及雙主修修讀學分數及申請方

式(登記制或甄選制)。 

2. 本系大學部輔系及雙主修修讀學分數規劃如下： 

輔系修讀學分數 30學分 雙主修修讀學分數 50學分 

院共同 4學分：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 院共同 4學分：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 

基礎學程 19學分：田徑(I)、游泳(I)、

人體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理

學、舞蹈(I)、運動心理學、運動傷害與

急救、體適能與運動處方、運動教學指

基礎學程 24學分：田徑(I)、游泳(I)、

人體生理學、運動社會學、體育史、運

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理學、舞蹈(I)、運

動心理學、運動傷害與急救、體適能與



3 

 

導法、體育課程設計 運動處方、桌球、運動教學指導法、體

育課程設計 

核心學程 7學分：人體解剖生理學、體

育學原理、羽球、籃球、排球 

核心學程 22學分：人體解剖生理學、羽

球、體育學原理、田徑(II)、游泳

(II)、籃球、排球、運動教育學、舞蹈

(II)、運動賽會管理、體育行政與管

理、專題研究(I)、專題研究(II) 、運

動與營養 

兼充後學分不足輔系指定替代課程 4學

分：健康與體育概論、體育行政與管理 

兼充後學分不足雙主修指定替代課程 4

學分：健康與體育概論、民俗體育、足

球 

證照：無 證照：在學期間，每位同學需取得體育

運動休閒相關證照合計 3項，三張證照

中必須有一張屬於下列之一：游泳救生

員證、游泳教練證、樂齡運動指導員

證、運動設施經理人證、運動指導員證

(體育署) 

 

決議：輔系及雙主修申請方式採登記制、名額各 5個，修讀之學分數修正通

過。 

 

提案四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提起討

論。 

說明：  

1.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第一條 本系為規範碩士班研究生修

業相關事宜，依本校學則、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第一條 本系為規範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相關事宜，依本

校學則訂定國立嘉義大

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參照

法規 

第九條 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前

須完成以下條件： 

第九條 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口

試前須完成以下條件： 
碩三起同

一學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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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前一學期(含)以前須提論文計畫

審查口試通過；但修讀碩士班三年級

以上者，同一學期論文計畫審查口試

通過，須間隔 3個月以上，方能提出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 

6. 前一學期(含)以前須提論

文計畫審查口試通過。 

文計畫審

查通過及

學位論文

口試申請

間隔 3個

月。 

2.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版，如附件

4。P1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提

起討論。 

說明： 

1.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第一條 本系為規範碩士在職專班研

究生修業相關事宜，依本校

學則、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

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國立嘉

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 本系為規範碩士在職專

班研究生修業相關事

宜，依本校學則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

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修正參照

法規 

第九條 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前

須完成以下條件： 

… 

6. 前一學期(含)以前須提論文計畫

審查口試通過；但修讀碩士班三年級

以上者，同一學期論文計畫審查口試

通過，須間隔 3個月以上，方能提出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第九條 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口

試前須完成以下條件： 

… 

6. 前一學期(含)以前須提論

文計畫審查口試通過。 

碩三起同

一學期論

文計畫審

查通過及

學位論文

口試申請

間隔 3個

月。 

2.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修正版，如

附件 5。P12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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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專業審查處理要點，提

起討論。 

說明： 

1. 依 111年 1月 19日教務處通知辦理，如附件 6。P14 

2. 本系為提升碩士學位論文品質，確保學生學位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訂

定此要點。 

3.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博士學位論專業審查處理要點，如

附件 7。P15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

核作業要點，提起討論。 

說明： 

1. 依 111年 1月 19日教務處通知辦理，如附件 6。P14 

2. 本要點訂定為紙本之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有涉及機密、申請專利及依法

不得提供等情形，須延後提供公眾閱覽(即延後公開)或不提供公眾閱覽

(即永不公開)者，須提出學位考試前提出申請審核。 

3.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

作業要點，如附件 8。P15 

決議：修正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