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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

校 長

體育事務處

體育事務會議

教學與設施組 健康與運動組

成員：共計11人
專任教師5人
專任職員3人
辦事人員3人



組長：祁崇溥 助理教授

電話：27361661＃2279

E-mail：tomchi77@tmu.edu.tw

組 員：洪至祥(教師兼)＃2271

組 員：鍾雨純(教師兼)＃2290

組 員：楊明達(教師兼)＃2275

組 員：廖鵑慧小姐＃2276

組 員：林雅麗小姐＃2293

教學與設施組

mailto:tomchi77@tmu.edu.tw


教學與設施組

核心業務

一、體育
課程規劃
與執行

二、全校
學生體育
活動規劃
及辦理

三、學生
運動校代
表隊組訓
及輔導

四、協助
優質化學
生體適能

五、游泳
技能檢定
及提昇

六、校內

專案計畫

申請及執

行



一、體育課程之規劃與執行

(一)全校體育課程編排及教務系統選課建置

(二)全校體育課程管控修習人數

(三)全校體育課程加、退選事宜

(四)專、兼任老師維護授課進度及大綱確認

(五)專、兼及未聘任教師實施教學評量及成報製作

(六)召開體育課程委員會、教學研討會

教學與設施組業務(1/3)



啦啦舞錦標賽

二、全校學生體育活動規劃及辦理

(一)新生盃球類競賽(每年9月底~10月底)

(二)游泳錦標賽(每年5月配合校慶舉辦)

(三)創意啦啦舞錦標賽

(四)校慶盃球類競賽(每年3月初至5月底)

(五)一校三院聯合運動會(每年12月初)

(六)北醫體育菁英會 校隊校友回娘家(每年5月底)

★代表教職員可報名參加之體育活動

教學與設施組業務(2/3)

游泳錦標賽

校慶盃
桌球賽新生盃

籃球賽

創意啦啦舞



三、體育教學設施及場地修繕

四、體育教學器材之借用與管理

五、游泳技能檢定及提昇專案

六、全面優質化體適能輔導專案

(一)體適能不佳輔導與追蹤機制

(二)體適能融入式教學機制

及課程創新機制

(三)體適能獎勵自學機制

體適能補強

游泳技能
檢定

教學與設施組業務(3/3)



組長：李政吉

電話：27361661＃2277

Email：leeham@tmu.edu.tw

組 員：林逸軒＃2272

組 員：傅家蓁＃2274

組 員：林雅麗(專職救生員)＃2293

組 員：黃柏菘(專職救生員)＃2292

健康與運動組



健康與運動組

核心業務

一、室內外運
動場館借用與
管理維護

二、泳池營運
管理暨泳訓班
規劃與執行

三、北醫暨附
屬醫院教職員
工健康體適能
暨檢測活動

四、健康促進
相關活動



健康與運動組業務(1/4)

一、泳池營運管理

(一)救生員管理

(二)泳訓班相關事宜督導

(三)泳池設施損壞通報維修

二、泳訓班規劃與執行

(一)寒暑假運動團體班

之開設規劃與執行

(二)嬰兒游泳班等課程開辦

泳訓班

嬰兒
游泳班



三、體育館球場營運與管理

(一)室內運動場館(泳池、體育館

二樓球場、健身中心等)營運

(二)室內外運動場館設施管理

(三)櫃檯工讀生管理

(四)場地外租及借用管理

(五)營運帳務管理

健康與運動組業務(2/4)

各體育場館



四、教職員工健康體適能提升暨檢測活動

NTC、拳擊有氧、羽球、游泳、瑜珈、

健身適能

健康與運動組業務(3/4)

體適能檢測 健身適能 NTC

有氧舞蹈



五、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健康與運動組業務(4/4)

台灣電力公司檢測 總統府檢測 信義北醫籃球聯賽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教職員工健康體適能
提升暨檢測活動-105學年度第二學期(1/2)

課程名稱 星期/時間 場地 授課教師 教師現職

*選修體育課高爾
夫

二 / 1500-1700 高爾夫練習場 祁崇溥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高爾夫C級教練證照

游泳池畔展身手 一 / 1700-1800 游泳池 周敦穗等老師
臺北醫學大學藥理學科副教授
紅十字會救生員

拳擊有氧及墊上
核心訓練

一 / 1700-1800 韻律教室 陳大衛
大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大衛瑜珈舞蹈教室藝術總
監、瑜珈、皮拉提斯、有氧舞蹈、武術老師、中華民國急
救協會基本救命術講師

有氧運動現活力 二 / 1700-1800 韻律教室 陳美華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講師
實踐大學兼任講師
中正社區大學流行有氧運動講師

Nike Training Club
(NTC)課程

三 / 1700-1800 韻律教室 黃慶旻
Johnny G Spinning飛輪三星教練
AFA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重量訓練指導員
TAFA台灣水中體適能協會指導員

羽球運動練反應 四 / 1700-1800 體育館二樓 張清泉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瑜珈運動修心靈 五 / 1700-1800 韻律教室 唐幼馨
AFA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墊上科學及兒童體適能助理顧問
台灣瑜伽提斯協會創會會長

健身適能 一~五/1600-1700 健身中心
國立體育大學
體適能指導員群

自主訓練(每周至少一次)或預約課程專用時段

自主訓練（跑步） 一~日 下載APP軟體

透過APP軟體計算跑步距離，每週一次至少5公里（含）以
上數據回傳體育處。
（免費軟體下載可參考：Nike+ Running、馬拉松世界、Endomo
ndo、Runkeeper、Runtastic、mySports等…。）

校外路跑活動累積認列 一~日
須提供
完賽證明

3公里內累積1小時、3-9公里累計2小時、10-21公里累計4
小時、21公里以上累計6小時

體驗課程-TRX 系統另外開放報名 韻律教室

體驗課程-彈簧床 系統另外開放報名 韻律教室 Radical Fitness教練群



102學年至1051學年度辦理
情形北 醫 附 醫 萬 芳 雙 和 總人數

1166 79 9 13 1267

➢ 相關資訊可上體育處網頁-教職員體適能專區查詢-

➢ FB社團「TMU教職員工運動健康瘋」!

(本社團整合教職員工健康體適能提升暨檢測活動資訊、教職

員工社團訊息、其它運動相關及健康資訊歡迎大家一起加入)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教職員工健康體適能
提升暨檢測活動-105學年度第二學期(2/2)



臺北醫學大學體育事務處粉絲專頁
本校體育競賽最新消息、運動課程、健康資訊、運動知識

及好康消息等。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我們~



室內場地開放時間及借用方式

場地 開放時間 借用方式

綜合球場 週一至週日 08：00 - 22：00
請至體育處登記

並填寫借用單付費後使用

※各場地收費標準請參見
體育處網站收費標準表

乒乓球室/韻律教室 週一至週五 08：00 - 22：00

飛輪教室 週一至週五 08：00 - 22：00

攀岩場 週一至週五 08：00 - 22：00

健身中心
週一至週五 14：00 - 21：00

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開放時間至體育館
B1櫃檯付費使用

健身中心票價資訊：
教職員工單次入場30元

泳池票價資訊:
持職員證 60元/乙次，

3000元/半年
员眷首次需持職員證及戶口名簿
登記，60元/乙次，5000元/半年

溫水游泳池

週二至週五 05：30 - 09：00
17：30 - 21：00

週六至週日 06：00 - 11：00
14：00 - 18：00

教職員免費使用時段：
星期一 17:30~20:00(入場需持職員證)

體適能中心 尚未開放借用



室外場地開放時間及借用方式

場地 開放時間 借用方式

田徑場 週一至週日 06：00 - 22：00

請至體育處登記
並填寫借用單付費後使用

※各場地收費標準請參見
體育處網站收費標準表

籃球場 週一至週日 08：00 - 22：00

排球場 週一至週日 08：00 - 22：00

網球場/硬地 週一至週日 08：00 - 22：00

網球場/草地 週一至週日 08：00 - 21：00

高爾夫球場 尚未開放借用

更多資訊/相關表單下載請見體育處網站：http://pe.tm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