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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活動競賽一、體育室職掌

1.實施體育教學課程安排
提供多元化課程，期使同學能培養規律運動的習
慣，以延伸學生離校後的運動習慣，達臻〝德、
智、體、群、美、技〞的充實生活。

2.由本室主辦校內競賽
(校慶運動會、各項系際競賽、新生盃競賽等)

3.體適能檢測（期中考）

4.校外競賽活動
(1)組訓校代表隊參加大專體總所主辦各項運動比賽
(2)參加全國體育單項協會主辦之比賽
(3)籌組教職員工球隊參加大專體總所主辦之比賽



康樂股長幹部訓練

二、教學組-業務須知

體育室
洪國欽老師



教學組

體育課程規劃

一、二年級必修，採興趣選項方式，務必

選課，不得缺修。

開設課程有：桌球、羽球、網球、籃球、

排球、有氧舞蹈、瑜珈、撞球、戶外運動、

體適能等種類。



教學組

選課方式

採用「選填志願抽籤式網路選課」：上網登記選課，填選志

願序，再經電腦抽籤決定。

網路選課。

未選到課程同學，於開學後加退選期間

第一週直接線上選課

第二週至體育室辦公室手動加退選

(先行上網至正修選課系統，列印加退選單)。

休運系體育課程訂為專業課程，不需另外選課

（休運系辦另行排課）。



教學組

適應體育班：
如罹患重大疾病、車禍受傷不適合上一般體育課學生，
請至體育室辦理修課。

開學第一週/第一次體育課：
所有同學依照各任課老師易課平台課程說明，菜用同步
或非同步系上教學方式進行。

心肺復甦術（CPR＋AED）認證研習：
於體育課安排2週4小時研習課程並取得CPR＋AED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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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組-業務須知

體育室
謝謨郁老師



1.第九週期中考期間將舉行體適能檢測(4月18~22日)

2.本學期預定舉辦學生球類競賽：

1)系際盃：籃球、排球、 等賽事。

2)各項賽事~競賽規程於3月初上網公告(體育室網站)
★ (上列項目視疫情狀況酌辦)

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組-康樂股長須知(續)



*** 活動日期及報名資訊請上體育室網站查詢 ***

http://csupe.csu.edu.tw/wSite/lp?ctNode=11122&mp=A08000&idPath=11096_11120_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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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比賽項目 報名截止日期 抽籤日期 比賽日期
比賽地
點

指導老師兼
審判委員

備
註

1
系際盃
籃球賽

111年5月6日

(星期五)中午12時止

111年5月13日

(星期五)

中午12時30分

111年5月23日

(星期一)起

本校
籃球場

陳泰良
陳文泰
莊濱鴻
杜俊良

謝謨郁

2
系際盃
排球賽

111年4月30日

(星期五)中午12時止

111年5月6日
(星期五)

中午12時30分

111年5月16日

(星期一)起

本校
排球場

王銘揚

郭信聰
唐國峰
謝謨郁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莊文典處長
PS：每項賽事均分配由指導老師與志工協助承辦與執行

http://csupe.csu.edu.tw/wSite/lp?ctNode=11122&mp=A08000&idPath=11096_11120_11122






3. 同學關於球類競賽有任何問題請洽：

謝謨郁老師0933-327-190；學校分機6117；研究室生創大樓
4樓（27-0401）查詢。

各競賽活動報名地點均在體育室：林珮宇小姐(分機6176)。

4. 請協助宣導轉知同學在使用運動場館期間能維護環境整潔。

活動組- 康樂股長須知(續)



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成績4金1銀2銅，共獲得21個
獎項成績優異、109學年度全國撞球錦標賽勇奪4金1銀。

本校目前有舉重、擊劍、游泳、硬網、軟網、

撞球、田徑、跆拳道、舞蹈等代表隊。

運動代表隊

撞球-4面金牌 舉重-3面金牌 擊劍-團體銅牌





項目 姓名 成績 名次

1 公開男生組舉重 89公斤級 謝孟恩 347 1

2 公開男生組舉重 81公斤級 莊盛閔 328 1

3 公開男生組舉重 67公斤級 胡俊祥 00:00.0 1

4 公開男生組田徑10000公尺 吳睿恩 31:54.2 1

5 公開男生組擊劍銳劍個人賽 謝易 2

6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品勢個人組 康詠翔 3

7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63公斤級 侯柏任 3

8 公開男生組田徑5000公尺 吳睿恩 15:07.4 4

9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地板競賽 蔡璧霞 4

10 一般混合組跆拳道品勢雙人組
王致中
蘇育翎

14:24.0 5



11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高低槓競賽 蔡璧霞 6

12 公開混合組軟式網球混合雙打賽
李慶俞
許珮楹

6

13 公開男生組軟式網球單打賽 張焜涼 6

14 公開女生組軟式網球單打賽 許珮楹 6

15 公開男生組軟式網球雙打賽
鍾凱文
傅雍誠

6

16 公開男生組擊劍個人銳劍 張銘鈞 6

17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單項競賽
(平衡木)

蔡璧霞 4.8 7

18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品勢個人組 王致中 7

19 公開女生組游泳100公尺蛙式 程品諭 01:22.2 7

20 公開女生組游泳200公尺蛙式 程品諭 03:00.5 7

21 一般男生組田徑標槍(800g) 林韋鳴 48.65 7

項目 姓名 成績 名次



序 單位 比賽項目 姓名 名次 積分 種類 日期 

1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擊劍銳劍團體賽 

張銘鈞 

鄭皓元 

謝易 

3 0.5 擊劍 5月 10日 

2 正修科大 公開女生組擊劍銳劍個人賽 張依婷 3 0.5 擊劍 5月 09日 

3 正修科大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品勢個人

組 
康詠翔 5 0.0 

跆拳道品

勢 
5月 09日 

4 正修科大 
一般混合組跆拳道品勢雙人

組 

康詠翔 

周韋君 
5 0.0 

跆拳道品

勢 
5月 09日 

5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擊劍軍刀個人賽 鄭皓元 3 0.5 擊劍 5月 08日 

6 正修科大 一般女生組空手道第三量級 黃彩瑄 3 0.5 空手道 10月 8日 

7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羽球雙打賽 
王鴻鳴 

滿子淵 
8 0.0 羽球 10月 4日 

8 正修科大 一般男生組羽球單打賽 蔣富洋 1 4.0 羽球 10月 4日 

9 正修科大 公開女生組田徑 400公尺 黃彗慈 6 0.0 田徑 10月 3日 

10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舉重 89公斤級 謝孟恩 1 4.0 舉重 10月 3日 

 



11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田徑鐵餅(2Kg) 徐廷豪 8 0.0 田徑 10月 3日 

12 正修科大 公開男生組軟式網球團體賽 

王宸堉 

李慶俞 

尚嘉勝 

張焜涼 

傅雍誠 

鍾凱文 

王宸勳 

4 0.0 軟式網球 10月 31日 

13 正修科大 公開女生組舉重 45公斤級 洪梓瑜 1 4.0 舉重 10月 2日 

14 正修科大 一般男生組田徑標槍(800g) 林韋鳴 6 0.0 田徑 10月 2日 

15 正修科大 
公開混合組軟式網球混合雙

打賽 

李慶俞 

許珮楹 
6 0.0 軟式網球 10月 29日 

16 正修科大 公開女生組軟式網球單打賽 許珮楹 8 0.0 軟式網球 10月 27日 

 

序 單位 比賽項目 姓名 名次 積分 種類 日期



2017世大運
本校共12名同學獲選國家代表隊

編號 項目 姓名 成績

1 撞球 古正晴 女子9號球示範項目金牌

2 田徑 陳家薰 男子400m接力銅牌

3 舉重 高展宏 男子62公斤級銅牌

4 舉重 姚季伶 女子75公斤級銅牌

5 排球 曾琬羚 女子排球第四名

6 排球 温憶慈 女子排球第四名

7 排球 楊孟樺 女子排球第四名

8 排球 張秝芸 女子排球第四名

9 舉重 林孟珊 女子69公斤級第五名

10 舉重 張浩宇 男子56公斤級第七名

11 游泳 李彥妮 女子200m自由式接力十一名

12 舉重 羅鎬至 男子94公斤級第十六名



賀本校女子排球隊榮獲
106學年度公開女子組一級冠軍



藝陣迎賓隊的成立
藝陣組織成員來自校園不同科系，結
合學校社團，期能組成藝陣團隊代表
本校參與相關文化競賽。

正修迎賓隊



高雄燈會踩街遊行
(2/11參與人次200人，感謝各單位的支援)



榮獲獎項

 舞蹈隊連續三年榮獲

 全國舞蹈比賽第一名

103學年
【最後的晚
餐】獲得特
優第一名



四、運動場館介紹

體
育
中
心

1F體育室辦公室、體育器材室
2F撞球室、桌球室
3F舞蹈教室、多功能教室

4F學生活動中
(羽球場)

籃球場
網球場

體育室辦公室

B1

排球場

新生訓練-體育場館介紹.mp4


籃球場 紅土網球場

四、運動場館介紹（續）

排球場‧硬地網球場 全景



學生活動中心四樓羽球館

運動場館介紹



桌球室

撞球室

四、運動場館介紹（續）



舞蹈教室

四、運動場館介紹（續）



多功能教室(一)

多功能教室(一)飛輪教室

四、運動場館介紹（續）

多功能教室(二)劍道教室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運動場，須由單位負責人

於一星期前向體育室辦公室辦理登記手續，認可後方得借用。

正修科技大學運動場地借用辦法

5.使用完畢負責場地清潔與場地回復，退還保證金

4.借用單位活動辦理

3.填寫場地環境清潔維護承諾書，繳交保證金

2.體育室審核

學生會網頁下載申請表

1.填寫申請表



體育室運動器材借用辦法

校內學生可憑學生證於課餘時間
借用，但不得超過時間歸還，未
能按時歸還者，喪失續借權力，
惟代表隊者有必要時例外。

所借器材如故意損毀或遺失調換
者，應照價賠償。

所借器材為供體育正課使用者，
應由各班體育股長憑學生證登記
借用，下課後清點如數送還。



(1)負責各項體育與康樂活動工作分配與人才之選拔。

(2)負責向外協調有關康樂活動事宜。

(3)負責班上參與各項競賽活動報名或組訓事宜。

(4)負責體育室臨時交辦事項。

五、康樂股長職掌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