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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年運動大會 

會  長：王錫福 

副 會 長：楊重光  任貽均 

大會顧問：張水美 

籌 備 委 員 

主任委員：王錫福 

副主任委員：楊重光  任貽均 

常務委員：王永鐘 王立邦  白敦文  吳可久  吳建文  呂志誠  

宋裕祺  李春穎  李傑清 汪家昌  林志哲  林惟鐘 

邱垂昱 邱聰祥  邵文政  耿慶瑞  高淩菁  張仁家  

張明華  張陽郎  張裕煦  莊賀喬 許東亞  郭正煜  

郭宏杉  郭福助  郭霽慶  陳志鏗  陳育威  陳建文 

陳昭榮  陳貞光  陳隆建 陳殿禮  黃志弘  黃育賢 

黃乾怡  黃聲東  楊士萱  楊安石  楊琇惠  楊韻華 

楊心怡  廖文義  劉建浩  劉秋蘭  蔡偉和  蔣憶德 

鄭智成  豐東洋  蘇昭瑾  蘇程裕 （以姓氏筆劃為序） 

委  員：孔威職 王之珊 王貞淑  安振吉  何淑瑜  余炳盛 

吳欣怡  李秉吾  李瑞元  周方儀  周旭東  周至如 

周峻忠  林威玲  林彥良  林家弘  邱莉華  施欽富 

洪士庭  范政揆  徐琬貽  徐舜斌  常國屏  張文馨 

張資榮  張翠美  許書涵  郭忠義 陳仲萍  陳圳卿 

陳東韋  陳柏均 陳美杏  陳煒朋  陳嘉惠  陸志成 

曾柏軒  曾釋鋒  項  前  黃正民  黃志宏  黃耀宗 



楊馥菁  董銘惠  詹淑媛  劉亮志  劉祐綸  劉傳銘 

劉礎豪  潘孟鉉  黎玉東 賴淑秀  駱惠民  戴志光   

繆自堅  謝姍霓 鍾仁傑 鍾明桉  蘇至善 

（以姓氏筆劃為序）  

            

   

 

 

2



大會工作人員名單 

總 幹 事：張仁家 

副總幹事：蔣憶德 

執行秘書：林惟鐘 

大會總指揮：郭福助 

副總指揮：戴志光 

競賽組長：黃耀宗  幹事： 10 名 

副 組 長：張文馨 

典禮組長：戴志光  幹事： 146 名 

副 組 長：孔威職 

啦啦舞競賽組長：林威玲    幹事：  2 名 

副 組 長：羅明雪、陳英如 

裁判組長：張資榮  幹事： 20 名 

副 組 長：陳東韋 

場地器材組長：陳東韋  幹事： 20 名 

副 組 長：黃耀宗、胡建麟、彭楷倫 

紀錄組長：張文馨  幹事： 10 名 

副 組 長：羅明雪 

獎品組長：安振吉  幹事： 16 名 

副 組 長：趙振廷  （含親善大使6名） 

 1 名 校友聯絡組長：耿慶瑞 � � � � 幹事： 

會計組長：楊馥菁 

副組長：洪士庭  

總務佈置組長：張翠美  幹事：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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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組 長：汪文賢  

接待組長：黃正民       幹事：   6 名 

副 組 長：陳玉女  

醫務組長：陸志成       幹事： 12 名 

副 組 長：莊梅芬 

宣傳攝影組長：鍾明桉       幹事： 10 名 

副 組 長：莊靜儀 

文書組長：楊韻華        

競賽服務組長：周峻忠      幹事：  5 名 

副 組 長：黃麗純 

隊  員：由各系34名學生擔任 

教職員工活動組長：詹淑媛    

副 組 長：謝佳芸 

競賽報告員：由裁判組推派 

學生團體大隊接力裁判長：豐東洋 

學生趣味競賽裁判長：黎玉東 

教職員工競賽項目裁判長：郭正煜 
 

 

大會審判委員 
 
召 集 人：張仁家 

委  員：宋裕祺  林惟鐘  李傑清  邱垂昱  張  合  郭福助       

黃志弘  黃育賢  蔣憶德  豐東洋  郭正煜 

(以姓氏筆劃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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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精神錦標評審委員 
 

召 集 人：陳建文 郭福助 

委  員：陳慧貞  洪春凰  章韶洵  鄭怡雯 

幹  事：徐琬貽 

學  生：8名 
 

教職員工精神錦標評審委員 
 

召 集 人：任貽均 

委  員：林懷恩  李穎玟  陳映竹  吳牧恩  許書涵  王雲玲 

幹  事：曾意翔 
 

啦啦舞競賽評審委員 
 

召 集 人：陳建文 

委  員：劉麗雲  林美玲  李敏玲   
 

大 會 裁 判 
 

大會裁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老師3人學生35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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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閉幕典禮須知 
 

一、出場人員：各單位領隊、副領隊、管理、運動員均須全體參加大

會開幕及閉幕典禮。 

二、服  裝：各單位自行製作力求整齊劃一。 

三、集合時間： 

    1.開幕典禮：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 

    2.閉幕典禮：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四、集合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校區田徑場。 

五、選手集合順序如下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旗 
 
 
 
隊 

大
會
裁
判 

機
電
學
院 

電
資
學
院 

工
程
學
院 

管 
理 
、 
設 
計 
、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行
政
一
隊 

行
政
二
隊 

校 
 
友 
 
隊 

機 
 
械 
 
系 

車 
 
輛 
 
系 

能 
 
源 
 
系 

電 
 
機 
 
系 

電 
 
子 
 
系 

資 
 
工 
 
系 

光 
 
電 
 
系 

化 
 
工 
 
系 

材 
 
資 
 
系 

土 
 
木 
 
系 

分 
 
子 
 
系 

工 
 
管 
 
系 

經 
 
管 
 
系 

資 
 
財 
 
系 

工 
 
設 
 
系 

建 
 
築 
 
系 

互 
 
動 
 
系 

英 
 
文 
 
系 

文 
 
發 
 
系 

學
士
班
聯
隊 

智 
 
動 
 
科 

北
科
附
工 

六、宣  誓：各持單位旗者跑步至宣誓台前成半圓形集合，由大會

指派二人登上宣誓台，右臂上舉手指伸直掌心向前朗

誦誓詞，是時旗隊向前傾四十五度。 

七、退  場：由大會總指揮發令指示退場。 

八、閉幕典禮各隊仍照開幕典禮位置按各單位規定順序排列。 

九、閉幕典禮完畢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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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年運動大會 

開幕典禮儀式 
 

一、典禮開始（奏樂）         八、主席致詞 

二、主席就位                  九、貴賓致詞 

三、運動員入場                十、運動員宣誓 

四、會旗入場                  十一、禮成（奏樂） 

五、全體肅立                   

六、唱國歌            

七、升會旗（奏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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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年運動大會 

閉幕典禮儀式 
 

一、典禮開始（奏樂）           四、主席致詞 

二、主席就位                    五、降會旗（唱校歌） 

三、頒獎（奏樂）                六、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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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10年運動大會賽程表 
 

3月20日 (學生組) 
【3月 20日如因雨延期，則賽程移至 3月 21日直接決賽，
決賽時間由體育室另行公告，3 月 20 日是否延期以當天中
午 12：00學校網頁公告為依據】 
 
徑  賽 (13:40開始檢錄) 

(請參賽選手於各項比賽前20分鐘至檢錄處檢錄，未到者以棄權論) 

1.男生組80公尺預賽(分八組計時，擇優6人進決賽) 14:00 

2.女生組80公尺預賽(分二組計時，擇優6人進決賽) 14:15 

3.女生組1500公尺計時決賽  14:20 

4.男生組400公尺預賽(分三組計時，擇優6人進決賽) 14:35 

5.男生組200公尺預賽(分四組計時，擇優6人進決賽) 14:50 

6.男生組3000公尺計時決賽 15:10 

學生組團體趣味競賽 

7.追趕跑跳碰(共21隊，分三組計時決賽，取3名) 14:00 

8.迴轉壽司(共21隊，分三組計時決賽，取3名) 14:30 

9.同心協力齊躍進(共21隊，分三組計時決賽，取 3名) 15:00 
 

3月21日 (全校) 
【3月21日如因雨無法舉行，則3月20、21日全部賽程延
後一週於3月27、28日舉行，賽程表時間不變，3月21日
是否延期以當天早上7：00學校網頁公告為依據】 

開幕典禮                                         08:30 

10.啦啦舞比賽(第1～6組，08:00前請於籃球場前集合) 09:30 

11.主管趣味競賽計時決賽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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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 (全校) 
徑賽 

(請參賽選手於各項比賽前20分鐘至檢錄處檢錄，未到者以棄權論) 
12.男生組400公尺決賽 10:30 
13.女生組400公尺決賽(分二組計時決賽) 10:35 
14.教職員工2000公尺決賽 10:45 
15.女生組80公尺決賽 11:05 
16.男生組80公尺決賽 11:10 
17.男生組800公尺決賽(分二組計時決賽) 11:15 
18.女生組200公尺計時決賽 11:35 
19.男生組200公尺決賽 11:40 

教職員工組團體趣味競賽 

20.源源不斷(共七隊計時決賽，取 3名) 10:35 
21.迴轉壽司(共七隊計時決賽，取 3名) 10:45 
22.環環相扣(共七隊計時決賽，取 3名) 11:00 
23.拔河比賽(共七隊決賽，取 3名) 11:15 

中午休息 
學生組團體趣味競賽 
24.同步三人行(共21隊，分三組計時決賽，取3名) 13:30 
25.環環相扣(共21隊，分三組計時決賽，取 3名) 13:55 

徑  賽 
26.男生組100公尺×4接力決賽(分二組計時決賽) 13:30 
27.女生組100公尺×4接力決賽(分二組計時決賽) 13:40 
28.教職員工異程接力賽(計時決賽) 13:50 
29.女生組12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分二組計時決賽) 14:05 
30.男生組40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分四組計時決賽) 14:30 
31.啦啦舞比賽(第7～13組，15:00前請於籃、網球場前停 
   車場集合，並請隨時注意大會廣播) 

15:35 

閉幕典禮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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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宣誓詞 
 

 

  我謹代表參加110年全校運動大會運動員宣誓， 

 

 

  願遵守大會一切規章，並服從裁判員之判決。 

 

 

 

 

 

                             宣誓代表             謹誓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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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須知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除應遵守各項規程及比賽規則之外，並應注意下

列各項： 

一、號碼布應用針線縫妥於運動衣上之胸前及背後，不得佩掛於

其他部位。無號碼布者，不得參加比賽。 

二、各項運動比賽時間均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更改

提前或延後比賽時則以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運動員須注意

報告員比賽項目之宣佈，並於規定時間前十分鐘到檢錄處聽

候點名。檢錄處在爬桿場側面處。 

三、各項運動比賽由報告員於賽前十五分鐘作「第一次預備」之

報告，賽前十分鐘再作「第二次預備」之報告，於規定時間

前五分鐘則開始點名，點名三次不到者作棄權論。 

四、運動員應點後，應靜候點名員或檢錄員率隊入場，不得紊亂，

非與賽人員不得趁機隨入。 

五、比賽完畢後，須立即退出場外，不得在比賽場內逗留。 

六、每項決賽畢後，立即頒獎，前六名或前三名優勝運動員於指

定地點休息，俟該項成績宣佈後，由裁判員率領至司令台前

頒獎，逾時不再頒獎。 

七、遇有特殊情形未經規定者，須受裁判員及場地管理員之指

揮；違者依據競賽規程獎懲辦法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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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年 

運動大會競賽規程 
 

一、宗  旨：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培養蓬勃朝氣、積極進取之

團隊精神。 

二、日  期：110年3月20、21日（星期六、日） 

三、地  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校區田徑場 

四、參加資格：凡本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註冊之學生、教職員

工及北科附工師生，均可代表該系、所或所屬單位報

名參加比賽。 

五、單位區分： 

(一)學生部分：日間部以各系所合為一單位，其名稱如下： 

機械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機系 電子系 

光電系 資工系 化工系 土木系 材資系 

分子系 工管系 經管系 資財系 建築系 

工設系 互動系 英文系 文發系 學士班聯隊 

智動科 北科附工 

 (二)教職員工及校友部分：可依各項錦標競賽規程之規定分組參

加。 

※未列於以上各單位之研究生，可個別報名參賽，惟不計團

體成績。 

六、競賽分組： 

(一)男生組：由各系所、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男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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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參加。 

(二)女生組：由各系所、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女生組

隊參加。 

(三)教職員工及校友組：由本校專任教師及職工同仁依所屬單位

及校友組隊報名參加。 

七、競賽及錦標項目： 

(一)田徑錦標賽（限學生參加） 

(二)大隊接力錦標賽（限學生參加） 

(三)團體趣味競賽（學生及教職員工均需組隊參賽） 

(四)運動員創意進場競賽（各系進場學生隊伍均須參賽）  

(五)創意啦啦舞錦標賽（限學生參加）  

(六)精神錦標競賽 

(七)學生競賽總錦標 

八、競賽辦法： 

(一)田徑錦標賽： 

1.分   組： 

(1)男生組：由各系所與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男生

組隊。 

(2)女生組：由各系所與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女生

組隊。 

2.比賽項目： 

(1)男生組徑賽：八十公尺、二百公尺、四百公尺、八百公尺、

三千公尺、四百公尺接力。 

(2)女生組徑賽：八十公尺、二百公尺、四百公尺、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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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四百公尺接力。 

(3)僅400公尺（含）以下個人項目可穿著釘鞋，且不可赤腳

出賽。 

3.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查之國際田徑規則。 

4.報名日期：109年11月1日至109年11月30日止。 

5.錦  標： 

(1)個人錦標：各項錄取一至六名，前三名頒給獎牌及獎品；

後三名頒給獎狀。 

(2)團體錦標： 

①男生組徑賽錦標。（錄取前三名，第一名頒給獎盃及獎

品，第二、三名頒給獎盤及獎品。） 

②女生組徑賽錦標。（錄取前三名，第一名頒給獎盃及獎

品，第二、三名頒給獎盤及獎品。） 

6.錦標計分方法： 

 男、女生組徑賽各單項取前六名，依七、五、四、三、二、

一計分（接力加倍計算），積分最高單位為冠軍，其次為亞軍、

季軍，同兩單位或兩單位以上積分相等時，以其積分項目中

獲得第一名多者優先，如再相等時，以第二名計算，依此類

推。 

7.獎  懲： 

(1)凡參加比賽學生，有始有終、表現良好者並有具體事蹟，

得由各代表單位簽請獎勵。 

(2)打破校運紀錄者，頒發破紀錄獎品外，由體育室簽請獎

勵，以茲鼓勵。 

(3)各項競賽之運動員，未經報名或冒名參加競賽者，一經證

實，即取消資格，由體育室簽請處分，如已經賽畢，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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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其所獲得之成績及名次，並酌扣其代表單位精神總錦標

分數。 

(4)運動員報名後，無故棄權者，酌扣該單位精神錦標分數。 

(5)大會期間，運動員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不服從裁判等情

形，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並報請學務處議處之。 

8.申  訴： 

(1)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解釋意義者，以

裁判長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申訴。 

(2)申訴程序，比賽發生異議，各單位負責人及運動員，不得

在各項比賽進行中直接質詢裁判以免影響比賽之進行，須

由各單位領隊，在事情發生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並附保

證金五百元向各項裁判長提出申訴，裁判長如認為理由正

常，可提交審判委員會研判，如申訴成立得更正原判決，

否則以各裁判長依規定之判決為終決。並將保證金移為大

會之獎品用。 

(二)大隊接力錦標賽 

1.競賽辦法： 

(1)男生組：4000公尺，以系（含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為單位

（各系及智動科均需組隊參賽），每單位20人，每人跑200

公尺。 

(2)女生組：1200公尺，以系（含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為單位

（自由組隊參賽），每單位12人，每人跑100公尺。 

2.競賽規則：依徑賽規則辦理。（採計時決賽） 

3.錦  標： 

(1)男生組取前五名，第一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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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二至五名頒給獎盤、獎品及獎金（第二名6,000元, 

第三名4,000元, 第四名3,000元, 第五名2,000元）。 

(2)女生組取前三名，第一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3,000元，

第二名頒給獎盤、獎品及獎金1,000元，第三名頒給獎盤

及獎品。參賽隊伍3隊時，獎金折半；2隊（含）以下，

取消比賽。  

4.附  註： 

(1)須穿著運動服裝，不得穿著釘鞋或打赤腳出場比賽。 

(2)冒名參加競賽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資格，由體育室簽請

處分，如已經賽畢，即取消其所獲得之成績及名次，並酌

扣其代表單位精神總錦標分數。 

(三)學生團體趣味競賽 

1.比賽名稱：同步三人行 

比賽人數：報名22人，參賽18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每隊18人，每組3人分6組，每組跑30公尺。 

(2) 3人靠攏緊貼，約在兩腳踝關節處綁緊，若綁腳繩脫落，

需在脫落原點綁緊後繼續賽程（違者每次加 5 秒，得累

計），以接力方式進行，時間照計。 

(3)採計時決賽。 

2.比賽名稱：同心協力齊躍進 

比賽人數：報名24人，參賽2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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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隊20人，每組2人分10組，每組跑30公尺。 

(2)2人套入布袋內，同時跳躍前進，以接力方式進行。 

(3)必須全部進入接力區始得交接。 

(4)採計時決賽。 

3.比賽名稱：環環相扣 

比賽人數：報名25人，出賽2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全部隊員手牽手橫排成一排，第一個隊員拿呼拉圈準備。 

(2)聞哨聲，第一個隊員將呼拉圈套過頭，再雙腳跨過呼拉圈。 

(3)再套過第二個隊員的頭，按此要領傳到最後一個隊員，再

傳回第一個隊員。 

(4)比賽中隊員相扣的手不可鬆動，未依規定者視同違規。 

(5)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6)採計時決賽。 

4.比賽名稱：追趕跑跳碰 

比賽人數：報名15人，參賽1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每隊10人，每人跑30公尺。 

(2)每人將球用腳夾住，向前跳至中點（15公尺處）後，將球

置於中點並以跳繩跳回終點交接；下一人則反之。 

(3)必須進入接力區始得交接，球落地後須從落地處重新開

始。 

(4)採計時決賽，時間最快之隊伍為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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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違反規定者，每次加5秒得累計。 

5.比賽名稱：迴轉壽司 

比賽人數：報名30人，出賽24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四人一組，背靠背手勾圍成一圈，將大球置於圈內背上送

至終點，換下一組進行。 

(2)行進間若球掉落，需在原地將球置回圈內背上，方可繼續

前進，未依規定者視同違規。 

(3)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4)採計時決賽。 

6.錦標計分方法： 

各單項取前六名，依七、五、四、三、二、一計分，積分最

高為冠軍，其次為亞軍、季軍，同兩單位或兩單位以上積分

相等時，以在迴轉壽司中所得名次決定先後。 

(四)運動員創意進場競賽 

1.宗  旨：發揮各系所特色及建立獨特之風格；並展現團隊

合作之精神。 

2.參加對象：各系進場學生隊伍均需參賽。 

3.評分標準： 

(1)服裝及道具35％：服裝、道具創意造型設計、色彩運用，

把握經濟原則，有效運用各項資源等。 

(2)動作運用35％：動作創意、協調性及隊形變化。 

(3)團體默契15％：動作、口號整齊度。 

(4)主題意識10％：各系所特色及獨特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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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聲音5％：口號運用，可搭配營區精神標語等。 

(6)如總分相同，則以(1)服裝及道具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

同，依序號評分標準，以此類推往下評定。 

4.比賽規定： 

(1)人數不限。 

(2)運動員進場音樂由體育室指定，如自備音樂者請於運動會

前送體育室彙整。 

(3)把握經濟原則，有效運用各項資源，建議服裝不租借，能

以各系所之特色創作為主題呈現。 

(4)＊安全注意事項，禁止編排高難度危險動作，例如拋接、

雙腳踩肩動作。 

(5)為維持比賽時畫面之完美，嚴禁非表演者進入比賽場地攝

影或走動。 

(6)請勿騎機車或其他破壞跑道安全、影響比賽之道具(如食

物、水球、彩帶及危險物品【如鞭炮、尖銳物品】等)。 

5.獎勵辦法：取前三名，第一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5,000

元，第二、三名頒給獎盤、獎品及獎金各3,000元、2,000

元。 

6.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校運籌備會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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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創意進場評分表 
評分標準 

服裝及道具 
35％ 

動作運用 
35％ 

團體默契 
15％ 

主題意識 
10％ 

聲  音 
5％ 

隊 
數 系  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司令台前停留不得超過一分鐘。超過10秒內不扣分，10～30秒扣2分，31～60

秒扣5分。超過1分鐘以上加重扣總分10分，2分鐘以上扣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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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意啦啦舞錦標賽 

1.宗旨：推展本校運動風氣，提倡生動活潑之教育，展現青春

活力；並且增進人際互動、合作與團隊精神。 

2.比賽日期/地點/時間： 

 於110年3月21日(星期日)假東校區田徑場舉行，分

三階段比賽【參賽隊伍四隊以上（含）為錦標賽，不

足四隊則為表演賽】。   
3.參加資格：凡本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註冊之日間部及

進修部學生，均可代表該系、所報名參加比賽。 

4.報名日期：109年11月1日至109年11月30日止。 

5.說明協調暨抽籤會議：報名截止後擇期召開，假體育室舉行，

未出席者由體育室代為抽籤，協調會議決議事項會後不得異

議。 

6.報名人數： 

(1)參賽人數：20至50人，男女不限，以系為單位(非僅限大

一新生) 

(2)道具場地佈置人員：人數上限為20人，服裝以黑色為主，

需與表演者區隔，不得進行表演或與比賽人員在比賽中替

換。 

7.時間限制： 

(1)司儀宣佈出場隊伍之系名後，可於45秒內置放道具。 

(2)自音樂開始或發聲起計時，比賽時間以四至五分鐘為限。 

8.音樂限制：以MP3或MP4檔為主(剪接燒錄檔案時請留意每段

音樂大小聲)。 

9.評分標準： 

(1)創意編排30％：比賽舞碼以各系特色或內容設計具有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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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表現，於舞蹈、隊形、技巧、音樂、道具等相關比賽

內容中加入主題創意(主題為主要評分依據)。 

(2)團隊精神25％：團隊合作默契、力度、表情，帶動全場的

氣勢及活力。 

(3)動作運用25％：動作律動美感、技巧難易度，隊形及空間

運用流暢，整體效果緊湊、層次變化富含視覺效果。 

(4)服裝、道具10％：整體設計、色彩及裝束，符合表演內容。 

(5)聲音、配樂10％：節奏、歌曲、口號等。 

(6)如總分相同，則以(1)創意編排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同

依序號評分標準以此類推往下評定。 

  10.獎勵辦法： 

(1)第一至三名頒給獎盃及獎品、第四、五名頒給獎盤及獎

品、佳作(至多二名)頒給獎狀。(以上獎項依每年報名隊

伍及表演狀況設置)

(2)第一至五名另分別頒發獎金20,000元、10,000元、5,000

元、3,000元、2,000元。 

  11.舞蹈技巧規定注意事項： 

(1)舞蹈類型建議使用爵士舞、彩球舞、Funk、Hip-Hop…等，

展現青春洋溢有活力之啦啦舞。 

(2)為避免運動傷害，請穿著軟鞋、舞蹈鞋或柔軟之運動鞋。 

(3)禁止編排「競技」啦啦隊高難度危險動作，例如拋接。雙

腳踩肩動作等，並請評審委員對高危險動作加重扣分。 

(4)僅可以單底層高度實施2層1.5段為限。 

 12.罰則： 

(1)人數不足20人或超過50人，每增減一人扣總平均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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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進行中，如有他系隊伍之人員與道具進入競賽場域，

扣總平均5分。 

(2)逾時，比賽音樂長度超出5分45秒規定時間，每滿30秒

扣1分。 

(3)禁止編排內容凡有動作、標語、道具或言辭不雅者，扣總

平均5分。 

(4)禁止編排競技啦啦隊特技/金字塔/拋接危險動作，扣總平

均5分。 

(5)禁止使用危險道具如火、水、粉、尖銳物品、大量亮片、

碎紙，或其他會影響比賽場地，或對下一組參賽隊伍不利

之道具，扣總平均10分。 

(6)各隊練習時，未遵守校園內場地使用之規定，或於校外練

習不守秩序破壞校譽者，或態度不佳經警告未改善者，扣

總平均10分，嚴重者取消比賽資格。 

(7)報名完成不得棄賽，否則將接受體育場地借用懲處。 

13.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校運籌備會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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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啦啦舞錦標賽評分表 

評分 

標準 

創意 

編排 

團隊 

精神 

動作 

運用 

服裝 

道具 

聲音 

配樂 
扣分 總計 備註 

隊

數 

系

所 
30％ 25％ 25％ 1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評審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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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精神錦標 

1.宗  旨：為培養學生之運動道德，促進團隊精神。 

2.評審之組成：由校運籌備會聘請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組成。 

3.評分方式： 

(1)以各單位成員在大會比賽期間所表現之各項情形依『運動

員精神及單位成員精神』評分：運動員精神佔50％；單位

成員精神佔50％。 

(2)運動員精神部分：佔50%（由體育室評分） 

①報名得分：實際報名人數/可報名人數(以個人賽項目計) 

×50。 

②棄權扣分：團體項目棄權1項扣5分，個人項目棄權1

人扣2分，報名得分減此項分數後最低為0分。 

(3)單位成員精神部分，各單位除參賽選手及服務學生外之學

生整體之表現為評定標準（如現場加油帶動之表現，單位

人數之多寡、對運動員之照顧、服務及現場環境之整潔

等）。 

(4)評分表如附件。 

4.獎勵辦法：取前三名，第一名頒給獎盃及獎品，第二、三名

頒給獎盤及獎品。如總分相同，則以單位成員精神部分評分

項目(1)團隊精神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同時，依評分項目序

號類推往下評定；連續三年獲第一名者可永久保留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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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精神錦標評分表 

單 

位 

成 

員 

精 

神 

50 

％ 

評分項目 評 分 要 點 配分 

(1)團隊精神 

1.啦啦舞競賽之參與與否（10分） 

2.指揮區之活動，表演是否帶動氣氛及比 

  賽全程對在場運動員之加油表現（5分） 

15 

各隊服裝是否可表現出該系所特色與精

神 
5 

(2)創意進場 進出場典禮行進中展現創意 15 

(3)團隊紀律 

參與狀況（以開幕及當天下午賽程開始二

時段列計） 
10 【註】 

活動場地清潔維護情形 5 

運 

動 

員 

精 

神 

50 

％ 

報名得分（由體

育室評分） 

實際報名人數/可報名人數 

*50（以個人賽項目計）

50 棄權（含取消資

格）扣分（由體

育室評分） 

團體項目棄權1項扣5分，個

人項目棄權1人扣2分，報名

得分減此項分數後最低為0分。 

 

總  分 

【註】參與狀況記分公式： 

{[(帳篷內人數＋賽程開始人數)/2]/50}×10分；每次清點人

數最多以50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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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學生競賽總錦標 

  1.分別取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競賽前六名，依七、五、四、三、

二、一計分。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競賽得分加總最高者為學

生競賽總錦標得獎者。 

 2.若有兩個以上的單位得分相同，則取在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

競賽中各單項獲得第一名較多者，為學生競賽總錦標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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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組隊職員運動員姓名號碼對照表 

一、機械工程系  （001～017） 
領隊：汪家昌 隊長：張力元 

001 張力元 002 王景嵩 003 羅旻奇 004 陳宇豪 

005 李睿霖 006 陳凱威 007 賴柏均 008 郭柏佑 

009 謝承峰 010 管彥滕 011 曾俊汶 012 陳敬含 

013 張勝鈞 014 雷博凱 015 梁恆睿 016 賴政愷 

017 邱政元 

二、車輛工程系  （018～025） 
領隊：陳志鏗 隊長：張方銘 

018 楊宗翰 019 蔡師睿 020 邱彥維 021 詹承偉 

022 白峻維 023 邱呈奕 024 陳至筠 025 周義雄 

三、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026～036） 
領隊：楊安石 隊長：周君曇 

026 周君曇 027 林祐緯 028 王翔智 029 蘇彥傑 

030 洪翊宸 031 溫紹弘 032 黃旻濬 033 江泓逸 

034 邱柏源 035 鄭旭廷 036 潘宥睿 

四、電機工程系  （037～046） 
領隊：張陽郎 隊長：陳冠霖 

037 林羿廷 038 張政傑 039 楊士緯 040 周聖喆 

041 周閔傑 042 陳昱愷 043 蔡旻軒 044 周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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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洪騰週 046 陳泰仁 

五、電子工程系  （047～049） 
領隊：蔡偉和 隊長：林彥安 

047 許家維 048 劉  珩   049 顏子勛 

六、資訊工程系  （050～053） 
領隊：白敦文 隊長：顏維鴻 

050 顏維鴻 051 李浩明 052 歐銘耘 053 廖永誠 

七、光電工程系  （054～060） 
領隊：陳隆建 隊長：陳聖傑 

054 陳聖傑 055 陳柏諺 056 余峻豪 057 石國良 

058 葉維軒 059 林哲緯 060 劉凱宇 

八、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061～064） 
領隊：鄭智成 隊長：陳彥霖 

061 林鴻廷 062 呂柏融 063 李開元 064 陳遠睿 

九、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065～071） 
領隊：陳貞光 隊長：陳秉沅 

065 鄔博宇 066 李政育 067 臧君翰 068 劉冠宏 

069 胡正韜 070 陳秉沅 071 林昕璟 

十、土木工程系  （072～075） 
領隊：廖文義 隊長：田家瑋 

072 蕭武貴 073 鄭新翰 074 林宇哲 075 林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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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076～081） 
領隊：郭霽慶 隊長：李仁豪 

076 張崧德 077 陳嘉偉 078 林漢陞 079 李仁豪 

080 陳俊瑞 081 蕭勝嘉 

十二、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082～097） 
領隊：黃乾怡 隊長：方建智 

082 曾聖閔 083 洪苙凱 084 黃玦頤 085 徐敬彥 

086 周韋毅 087 陳國誌 088 許宇韶 089 鄭友淞 

090 陳柏霖 091 陳立帆 092 黃亮晨 093 陳威誠 

094 吳展佑 095 李憲嘉 096 陳彥綸 097 方建智 

十三、經營管理系  （098～101） 
領隊：高淩菁 隊長：蔡澄旻  

098 陳映龍 099 林光甫 100 明俊榮 101 郭柏志 

十四、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102～113） 
領隊：陳育威 隊長：游景智  

102 蕭榕成 103 陳銘池 104 賴長鈺 105 游景智 

106 徐兆峰 107 張鈞凱 108 黃志豪 109 翁智宏 

110 賀偉程 111 陳一中 112 林禹丞 113 謝孟劭 

十五、應用英文系  （114） 
領隊：楊韻華 隊長：蕭煌元  

114 蕭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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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學士班聯隊  （115～118） 
領隊：江卓培、蔡麗珠 隊長：鍾昀達、劉洸瑋 

115 鍾昀達 116 陳奕廷 117 黃凱莅 118 李承祐 

十七、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119～122） 
領隊：呂志誠 隊長：李家碩 

119 李家碩 120 林家慶 121 陳永瑩 122 鄭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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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組隊職員運動員姓名號碼對照表 

一、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001～004） 
領隊：鄭智成 隊長：李凌潔 

001 沈倢伃 002 王禹恩 003 許芯瑜 004 詹聿晅 

二、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005～008） 
領隊：陳貞光 隊長：陳秉沅 

005 陳怡晴 006 陶郁臻 007 莊貽渟 008 洪珛筠 

三、土木工程系  （009～013） 
領隊：廖文義 隊長：田家瑋 

009 蔡詠淇 010 駱巧玲 011 蘇亭予 012 曾詩茵 

013 葛巧媛 

四、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014） 
領隊：郭霽慶 隊長：李仁豪 

014 邱佳玲 

五、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015～021） 
 領隊：黃乾怡 隊長：方建智 

015 陳郡白 016 張書瑋 017 陳詠怡 018 江佳潔 

019 連禹昕 020 謝宇家 021 賴思妤 

六、經營管理系  （022～024） 
 領隊：高淩菁 隊長：蔡澄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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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梁忻葶 023 邱明萱 024 張慈紜 

七、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025～029） 
領隊：陳育威 隊長：曾珉庭 

025 黃冠齡 026 曾珉庭 027 呂馨田 028 陳雅縼 

029 林詩婷 

八、工業設計系  （030～033） 
領隊：陳殿禮 隊長：余文心 

030 許恬盈 031 白庭采 032 余文心 033 陳欣郁 

九、互動系  （034～037） 
領隊：吳可久 隊長：陳怡瑾 

034 陳怡瑾 035 陳巧倫 036 王雅萱 037 蔡宜庭 

十、應用英文系  （038～049） 
領隊：楊韻華 隊長：劉詩慈 

038 劉詩慈 039 李柏芬 040 陳至娜 041 張惠理 

042 曹軒蓉 043 吳昀宣 044 陳妤玫 045 陳宥竹 

046 曾琦雅 047 施伊凡 048 吳晨儀 049 李詠婷 

十一、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050） 
領隊：呂志誠 隊長：詹子萱 

050 詹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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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組徑賽項目及運動員名單 

一、男生組 80 公尺預賽（共 40 人，分 8 組計時，擇優

6 人參加決賽） 
第一組： 005 李睿霖  020 邱彥維  030 洪翊宸  

041周閔傑  051李浩明   

第二組： 021 詹承偉  031 溫紹弘  042 陳昱愷 

052歐銘耘  076張崧德   

第三組： 008 郭柏佑  033 江泓逸  044 周彥廷 

053廖永誠  063李開元   

第四組： 010 管彥滕  046 陳泰仁  066 李政育 

077陳嘉偉  086周韋毅     

第五組： 034 邱柏源  070 陳秉沅  078 林漢陞 

087陳國誌  098陳映龍 

第六組： 011 曾俊汶  090 陳柏霖  099 林光甫 

103陳銘池  116陳奕廷   

第七組： 023 邱呈奕  035 鄭旭廷  079 李仁豪 

100明俊榮  109翁智宏     

第八組： 060 劉凱宇  064 陳遠睿  080 陳俊瑞 

091陳立帆  117黃凱莅 

二、男生組 200 公尺預賽（共 24 人，分四組計時，擇

優 6 人參加決賽） 
第一組： 001 陳凱威  030 洪翊宸  054 陳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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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黃玦頤  102蕭榕成  119李家碩 

第二組： 013 張勝鈞  031 溫紹弘  056 余峻豪 

065鄔博宇  086周韋毅  108黃志豪 

第三組： 034 邱柏源  043 蔡旻軒  053 廖永誠     

059林哲緯  090陳柏霖  112林禹丞 

第四組： 035 鄭旭廷  061 林鴻廷  070 陳秉沅 

080陳俊瑞  118李承祐  121陳永瑩 

三、男生組 400 公尺預賽（共 18 人，分三組計時，擇

優 6 人參加決賽） 
第一組： 009 謝承峰  032 黃旻濬  050 顏維鴻 

085徐敬彥  086周韋毅  107張鈞凱

第二組： 025 周義雄  036 潘宥睿  051 李浩明 

054陳聖傑  065鄔博宇  088許宇韶 

第三組： 043 蔡旻軒  052 歐銘耘  057 石國良 

066李政育  096陳彥綸  110賀偉程

四、男生組 800 公尺決賽（共 11 人，分二組計時，取 6
名）

第一組： 012 陳敬含  039 楊士緯  049 顏子勛 

107張鈞凱  109翁智宏  114蕭煌元 

第二組： 019 陳師睿  045 洪騰週  057 石國良 

086周韋毅  110賀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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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生組 3000 公尺計時決賽（共 25 人，分二組計時

取 6 名） 
第一組： 007 賴柏均  012 陳敬含  017 邱政元   

018楊宗翰  019蔡師睿  025周義雄 

037林羿廷  038張政傑  040周聖喆  

047許家維  048劉  珩  060劉凱宇 

062呂柏融 

第二組： 067 臧君翰  081 蕭勝嘉  083 洪莅凱   

086周韋毅  089鄭友淞  092黃亮晨

104賴長鈺  105游景智  112林禹丞   

115鍾昀達  120林家慶  122鄭秉豐 

六、男生組 400 公尺接力計時決賽（共十二隊，分二組

計時，取 6 名） 
第一組：機械系 001  002  003  004 

車輛系 019  020  022  024 

能源系 026  027  028  029 

光電系 054  055  057  058 

工管系 082  087  096  097 

資財系 102  103  112  113

第二組：機械系 014  015  016  017 

材資系 068  069  070  071   

土木系 072  073  074  075 

工管系 092  093  094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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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系 098  099  100  101 

資財系 105  106  107  111 

七、男生組 4000 公尺大隊接力計時決賽（共二十二隊，

分四組計時，取五名） 
第一組：機械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機系  電子系  機電及電資學士班 

第二組：資工系  光電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土木系 工程學士班   

第三組：分子系  經管系  資財系     

        英文系  工管系     

第四組：工設系  建築系 互動系 

        文發系  智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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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組徑賽項目及運動員名單 

一、女生組 80 公尺預賽（共八人，分二組計時，擇優 6
人參加決賽） 

第一組：001 沈倢伃  006 陶郁臻  025 黃冠齡  

        038 劉詩慈    

第二組：009 蔡詠淇  015 陳郡白  046 曾琦雅 

        050 詹子萱 

二、女生組 200 公尺計時決賽（共四人） 
    005 陳怡晴  023 邱明萱  046 曾琦雅 

    047 施伊凡             

三、女生組 400 公尺計時決賽（共 9 人，分二組計時，

取 6 名） 
第一組：005 陳怡晴  006 陶郁臻  017 陳詠怡 

        022 梁忻葶  047 施伊凡  

第二組：007 莊貽渟  018 江佳潔  020 謝宇家 

        023 邱明萱    

四、女生組 1500 公尺計時決賽（共五人） 
    007 莊貽渟  013 葛巧媛  014 邱佳玲   

    024 張慈紜  048 吳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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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生組 400 公尺接力計時決賽（共十隊，分二組計

時，取 6 名） 
第一組：化工系 001  002  003  004 

材資系 005  006  007  008 

土木系 009  010  011  012 

英文系 038  039  040  041  

英文系 042  043  044  045

第二組：工管系 015  016  019  021 

資財系 025  026  027  028  029 

工設系 030  031  032  033 

互動系 034  035  036  037 

英文系 046  047  048  049 

六、女生組 1200 公尺大隊接力決賽（共七隊，分二組

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化工系 分子系 工管系 經管系  

第二組：資財系 工設系 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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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體趣味競賽項目及參賽單位 

一、同步三人行（共二十一隊，分三組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機械系 電機系 能源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光電系 資財系   

第二組：車輛系 土木系 分子系 經管系 電子系  

文發系 智動科 學士班聯隊 

第三組：工管系 英文系 工設系 建築系 資工系  

互動系  

二、同心協力齊躍進（共二十一隊，分三組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機械系 電機系 能源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光電系 資財系   

第二組：車輛系 土木系 分子系 經管系 電子系  

文發系 智動科 學士班聯隊 

第三組：工管系 英文系 工設系 建築系 資工系  

互動系 

三、環環相扣（共二十一隊，分三組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機械系 電機系 能源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光電系 資財系   

第二組：車輛系 土木系 分子系 經管系 電子系  

文發系 智動科 學士班聯隊 

第三組：工管系 英文系 工設系 建築系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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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系 

四、追趕跑跳碰（共二十一隊，分三組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機械系 電機系 能源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光電系 資財系   

第二組：車輛系 土木系 分子系 經管系 電子系  

文發系 智動科 學士班聯隊 

第三組：工管系 英文系 工設系 建築系 資工系  

互動系   

五、迴轉壽司（共二十一隊，分三組計時，取 3 名） 
第一組：機械系 電機系 能源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光電系 資財系   

第二組：車輛系 土木系 分子系 經管系 電子系  

文發系 智動科 學士班聯隊 

第三組：工管系 英文系 工設系 建築系 資工系  

互動系 

六、啦啦舞比賽（共十三隊，取 5 名） 
能源系  文發系  互動系  資財系  光電系  材資系   

建築系  經管系  英文系  化工系 工管系  電機系   

土木系  （依比賽順序排列） 

七、運動員創意進場比賽（共二十一隊，取 3 名） 
機械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機系  電子系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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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系  化工系  材資系  土木系 分子系  工管系  

經管系  資財系  工設系  建築系 互動系  英文系  

文發系  學士班聯隊  智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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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校友及里民團體趣味競賽錦標競賽辦法 
 

1.比賽名稱：主管趣味競賽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 

凡本校一級主管、校友及北科附工教師及本里里長均可自由報名

參賽。 

參加人數： 

人數不限，凡本校一級主管、校友及北科附工教師及本里里長均

可自由報名參賽。 

比賽辦法： 

 (1)每人以手空拍一顆氣球，通過3個立起的呼拉圈至終點。 

 (2)行進間若氣球掉落地面，需在原地將氣球拾起，以手拍至空

中，方可繼續前進。 

 (3)比賽距離12公尺。 

2.比賽名稱：源源不斷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凡屬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皆可代表各單位參加。 

參加隊別： 

①機電學院②電資學院③工程學院④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

與社會科學學院⑤行政一隊⑥行政二隊⑦校友隊⑧里民隊。 

參加人數： 

報名16人，出賽12人（不限男女）。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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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人手握呼拉圈上之延長線套環，呼拉圈中圈住起跑線地面上

之排球，將其圈拉超過終點換下位參賽者。 

(2)若排球脫離呼拉圈時，需在原地將其圈住後始可繼續，違反規

定者，每次加5秒得累計。 

(3)手不得握套環以外的位置。 

(4)比賽距離30公尺。 

3.比賽名稱：迴轉壽司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凡屬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皆可代表各單位參加。 

參加隊別： 

①機電學院②電資學院③工程學院④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

與社會科學學院⑤行政一隊⑥行政二隊⑦校友隊⑧里民隊。 

比賽人數： 

報名16人，出賽12人（不限男女）。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辦法： 

(1)四人一組，背靠背手勾圍成一圈，將大球置於圈內背上送至終

點，換下一組進行。 

(2)行進間若球掉落，需在原地將球置回圈內背上，方可繼續前

進，未依規定者視同違規。 

(3)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4)比賽距離30公尺。 

4.比賽名稱：環環相扣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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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屬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可代表各單位參加。 

參加隊別： 

①機電學院②電資學院③工程學院④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

與社會科學學院⑤行政一隊⑥行政二隊⑦校友隊⑧里民隊。 

參加人數： 

報名16人，出賽12人（不限男女）。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辦法： 

(1)全部隊員手牽手橫排成一排，第一個隊員拿呼拉圈準備。 

(2)聞哨聲，第一個隊員將呼拉圈套過頭，再雙腳跨過呼拉圈。 

(3)再套過第二個隊員的頭，按此要領傳到最後一個隊員，再傳回

第一個隊員。 

(4)比賽中隊員相扣的手不可鬆動，未依規定者視同違規。 

     (5)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5.比賽名稱：拔河比賽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凡屬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皆可代表各單位參加。 

參加隊別： 

①機電學院②電資學院③工程學院④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

與社會科學學院⑤行政一隊⑥行政二隊⑦校友隊⑧里民隊。 

參加人數： 

報名16人，出賽12人（不限男女）。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辦法： 

(1)繩子的中心綁上紅線，距繩子中心左右各 2m在地面標記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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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2)比賽時間60秒內，中心紅線通過己方地面白色線則獲勝，或

60秒到時，繩子中心線靠地上中心標記之右側則右方獲勝，反

之則左方獲勝。每次以一戰決勝負。 

(3)賽程表現場抽籤決定。 

(4)安全注意事項：雙手手心向上，繩從腰部經過，不可將繩子纏

繞在手臂或腰部。有心臟病、氣喘、高血壓、習慣性脫臼等不

適激烈運動者嚴禁出賽。可穿長袖衣服預防手臂內側磨擦傷。

後位者盡量配戴安全頭盔。 

6.比賽名稱：異程接力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下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參加資格：凡屬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皆可代表各單位參加。 

參加隊別： 

①機電學院②電資學院③工程學院④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

與社會科學學院⑤行政一隊⑥行政二隊⑦校友隊⑧里民隊。 

比賽人數： 

報名16人，出賽12人（不限男女）。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辦法： 

(1)採接力方式計時決賽。 

(2)第1~8棒跑50公尺(限45歲以上男性同事或女性同事)，第

9~12棒跑100公尺(不限性別及年齡)。 

(3)競賽距離為800公尺，12人接力賽跑。 

7.教職員工2000公尺競賽 

比賽日期：110年3月21日上午，賽程由大會競賽組統一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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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凡本校教職員工及校友均可報名參賽。 

分組方式：甲組：40歲(含)以下(民國70年2月1日後出生) 

 乙組：40歲以上(民國70年2月1日前出生) 

 丙組：凡女性同仁可報名參加。 

獎勵方式：前三名頒給獎狀及獎品。 

8.錦標計分方法：以上各項均錄取1～4名（2000公尺競賽另計），分

別給予6、4、2、1分；依五項成績總和分數之多寡

決定錦標名次，若積分相等時以相等之隊伍在環環

相扣中所得名次決定先後；錦標頒給前三名，分別

頒發獎盃、獎盤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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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精神錦標競賽辦法 

1.宗    旨：為提升教職員工之參與運動之熱忱，促進互助合作之團

隊精神。 

2.評審之組成：由校運籌備會聘請相關之專任教師組成。 

3.評分之方式： 

(1)以各單位成員（含選手與未參賽之同仁）在大會比賽期間所表

現之各項情形，依『單位團體精神表現、運動員成績及精神表

現及單位整合情形』評分：單位團體精神表現佔30％，運動員

參加項目及競賽成績佔50％，單位整合情形佔20％。 

(2)單位團體精神表現： 

開幕典禮時，在場人數（在場人數與應參加人數百分比給分）

及服裝精神表現各佔15分。 

(3)運動員成績及精神表現： 

參加項目佔20分（指大會當日之環環相扣、迴轉壽司、源源不

斷、異程接力、拔河比賽等五項，每項均參加之單位給滿分20

分）。 

競賽成績佔30分（不含主管趣味競賽及 2000公尺競賽）：冠

軍一項6分，亞軍一項4分，季軍一項 2分，殿軍一項1分。 

(4)單位整合情形： 

競賽中加油表現10分。 

全程參與活動表現10分（依參賽選手與休息區之人數給分）。 

(5)評分表如附件。 

(6)獎勵辦法：取3名頒發獎盃、獎盤及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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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精神錦標評分表 

單 
位 
精 
神 
30 
％ 

項目 
評分 

評  定  標  準 配分 得分 
評分 
時間 

備註 

開 
幕 
典 
禮 

在場人數與應參加人數百分比 15    

服裝及進出場精神表現 15    

運 
動 
員 
精 
神 
50 
％ 

參 
加 
項 
目 

 會內賽每項4分 

（環環相扣、迴轉壽司、源源不斷、異

程接力、拔河比賽等五項，每項均參

加之單位給滿分20分，每少參加一項

者扣4分） 

20    

競 
 
賽 
 
成 
 
績 

冠軍一項6分     

亞軍一項4分     

季軍一項2分     

殿軍一項1分     

合          計 30    

單 
位 
整 
合 
20 
％ 

團 
隊 
精 
神 

競賽加油表現 10    

全程參與活動表現 10    

 

總分：          

評審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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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含校友)團體 趣味競賽項目及
參賽單位及運動員名單 

一、競賽項目

(一)主管趣味競賽…………………………………… ：10：15 

(二)源源不斷………………………………………… ：10：35 

(三)教職員工 2000公尺競賽 ……………………… ：10：45 

(四)迴轉壽司………………………………………… ：10：45 

(五)環環相扣………………………………………… ：11：00 

(六)拔河比賽………………………………………… ：11：15 

(七)異程接力………………………………………… ：13：50 

二、參加單位及運動員名單

(一)機電學院：

機電學院、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系、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

系、自動化科技研究所、製造科技研究所

領隊：李春穎    總幹事：汪家昌

1.主管趣味競賽

2.環環相扣

劉丁吉 王 珽 王淑貞 劉怡廷 陳奕男  蔡堆明

許書涵 李仕宇 李懿軒 謝宏慶 葉奕良  呂志誠

李昭德 林志哲 楊安石 簡良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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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迴轉壽司

劉丁吉 王 珽 王淑貞 劉怡廷 陳奕男  蔡堆明 

許書涵 李仕宇 李懿軒 謝宏慶 葉奕良  莊政達 

李昭德 林志哲 楊安石 簡良翰 

4.源源不斷

劉丁吉 王 珽 王淑貞 劉怡廷 陳奕男  蔡堆明 

許書涵 李仕宇 李懿軒 謝宏慶 葉奕良  孫殷同 

顏維謀 柯明村 陳清祺 林顯易 

5.拔河比賽

劉丁吉 王 珽 王淑貞 劉怡廷 陳奕男  蔡堆明 

許書涵 李仕宇 李懿軒 謝宏慶 葉奕良  林千雯 

施陽正 胡石政 周義翔 

6.異程接力

劉丁吉 王 珽 王淑貞 劉怡廷 陳奕男  蔡堆明 

許書涵 李仕宇 李懿軒 謝宏慶 葉奕良  吳修明 

李達生 李魁鵬 周義翔 林顯易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乙組：莊政達

(二)電資學院：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資訊工程系、光電工

程系

領隊：黃育賢    總幹事：丁秀如

52



1.主管趣味競賽

2.環環相扣

馬尚智 張朝陽 林子喬  鍾孟雲  張陽郎  楊濠瞬 

鍾明桉 潘孟鉉  陳維昌 許峻瑜 郭忠義  黃彥文 

鄭有進  潘沙婧  董容辰  林伯勳 

3.迴轉壽司

周仁祥  曾志福  高永安  謝靜文  李明桐  楊濠瞬 

鍾明桉 潘孟鉉  陳維昌 許峻瑜  吳和庭  白敦文 

王正豪  潘沙婧  董容辰  林伯勳 

4.源源不斷

張陽郎 胡國英 歐勝源  黃正民  李明桐  楊濠瞬 

鍾明桉 潘孟鉉  陳維昌 許峻瑜 劉建宏 江佩穎 

陳彥霖  潘沙婧  董容辰  林伯勳 

5.拔河比賽

胡國英 林子喬 唐承譽  鍾孟雲  馬尚智  楊濠瞬 

鍾明桉 潘孟鉉  陳維昌  許峻瑜  尤信程  陳碩漢  

劉傳銘  田青禾  李崇德  劉政杰 

6.異程接力

  周仁祥 曾志福 高永安  謝靜文  李明桐  楊濠瞬 

  鍾明桉 潘孟鉉  陳維昌 許峻瑜  郭忠義  譚華瑄 

  謝東儒  田青禾  李崇德  劉政杰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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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陳晏笙

乙組：郭忠義

(三)工程學院：

工程學院、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分

子科學與工程系、土木工程系、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資

源工程研究所

領隊：宋裕祺    總幹事：陳亭華

1.主管趣味競賽

宋裕祺  陳貞光  郭霽慶  廖文義  鄭智成  張裕煦   

王立邦 

2.環環相扣

黃中和  陳世楷  李佳容  顧菊芸  許裕昌  廖文義 

張國楨  陳亭華 陳成寶  張苹蘭 鍾翔雲  蔡世興 

周景文  許月卿  林立婷  王  馨 

3.迴轉壽司

黃中和  陳世楷  李佳容  顧菊芸  許裕昌  尹世洵 

張國楨  陳亭華 張苹蘭 鍾翔雲  蔡世興 周景文 

劉俊宏  林淑貞 蘇美英  陳宇晴 

4.源源不斷

曾添文  陳成寶  蘇文達  張苹蘭  鍾翔雲  鄭智成   

鍾仁傑  許哲奇  劉宣良 黃志宏  林律吟  汪昆立 

楊逸斌  陳韻文  李文亞  李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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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拔河比賽

劉俊宏  林淑貞  蘇美英  程耀毅  許益瑞  芮祥鵬    

李宜桓  陳秀慧  蘇昭瑾  余琬琴  蔡福裕  呂良賜  

蔡麗珠 林群哲  郭霽慶  張淑美 

6.異程接力

陳貞光  蔡世興  周景文  許月卿  林立婷  李紹先 

陳柏均  徐曉萱  梁  誠  張啟凡  王玉瑞  張世賢 

楊永欽  蔡子萱  盧錫全  王  馨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甲組：陳柏均、楊哲寧、李紹先

乙組：楊元森、杜敏誠、蔡世興

丙組：陳映竹、徐曉萱

(四)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經營管理系、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服務與科技管理研

究所、工業設計系、建築系、互動設計系、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應用英文系、通識教育中心、智慧

財產權研究所、文化事業發展系

領隊：邱垂煜    總幹事：吳牧恩

1.主管趣味競賽

  邱垂煜  陳凱瀛  應國卿  鄭辰仰  黃乾怡  高淩菁 

  陳育威  吳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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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環相扣

林芷瑩  林師頌  鍾綺珊 邱助興  牛薏玲  曾淑明 

李淳宇 林瑞雲  劉逸樺  徐依景  朱泰霖  劉威呈 

邱玉甘  郭嘉玲  蔡淑芬  許承軒 

3.迴轉壽司

林芷瑩  林師頌  鍾綺珊 邱助興  牛薏玲  曾淑明 

李淳宇 林瑞雲  劉逸樺  徐依景  朱泰霖  劉威呈 

邱玉甘  郭嘉玲  蔡淑芬  許承軒 

4.源源不斷

林芷瑩  林師頌  鍾綺珊 邱助興  牛薏玲  曾淑明 

李淳宇 林瑞雲  劉逸樺  徐依景  朱泰霖  劉威呈 

邱玉甘  郭嘉玲  蔡淑芬  許承軒   

5.拔河比賽

林芷瑩  林師頌  鍾綺珊 邱助興  牛薏玲  曾淑明 

李淳宇 林瑞雲  劉逸樺  徐依景  朱泰霖  劉威呈 

邱玉甘  郭嘉玲  蔡淑芬  許承軒 

6.異程接力

林芷瑩  林師頌  鍾綺珊 邱助興  牛薏玲  曾淑明 

李淳宇 林瑞雲  劉逸樺  徐依景  朱泰霖  劉威呈 

邱玉甘  郭嘉玲  蔡淑芬  許承軒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五)行政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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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圖書資訊處、國際事務處、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視教中心、聯合會、招策會 

領隊：莊賀喬    總幹事：方姳人 

1.主管趣味競賽

2.環環相扣

黃依如  林韋伶 李函儒 謝志誠 于治平 張桂真 

彭志華 鄧璦純 陳佑安 鄭伯偉 陳則雄 林幸蓉 

林韋伶  莊靜如  邱安安 何蕙如 

3.迴轉壽司

黃依如 李献生 林韋伶 李函儒 謝志誠 方姳人 

黃昀祺 廖柏源 蔡瀚琳 鄭智駿 高千涵 蔡瀚琳 

邱安安  洪子珺  林韋伶  崔慧君 

4.源源不斷

黃依如 林韋伶 李献生 謝志誠 謝怡萱 侯淑賢 

石耘瑄 林靜微 陳佑安 鄭伯偉 陳則雄 林幸蓉 

賴成鳳 李慧萱 李子芸 周玟廷 

5.拔河比賽

黃昀祺 彭志華 施又雄 方偉德 陳炳宏 洪任群 

邱真智 鄭舜文 陳佑安 鄭伯偉 陳則雄 于治平 

廖淑惠  蔡瀚琳  鄭智駿  江孟紋 

6.異程接力

張桂真 方姳人  黃昀祺  彭志華  陳俊叡 孫吉成 

57



李家媚 黃品惠 洪任群 邱真智 鄭舜文 崔慧君 

莊靜如  黃依如  洪子珺 侯淑賢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丙組：李佳媚

(六)行政二隊：

總務處、秘書室、進修部、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處、人事

室、主計室、藝文中心、安環中心

領隊：劉建浩    總幹事：王美淑

1.主管趣味競賽

劉建浩  蘇程裕 黃聲東  陳昭榮  邱聰祥  蘇昭瑾 

2.環環相扣

郭明玉  張玉佳  董柏伶  林柏堆  陳瑜安  邱珮瑜 

吳易軒  黃  茵  張育瑄  林詩晏  陶玟靜  張祖嘉 

詹孟儒  林冠宇  張玉美  莊皓任 

3.迴轉壽司

  謝季芳  陳思婷  梁偉傑  楊易臻  傅筠庭  林琦恩 

  蘇育緯  廖偉翔  詹孟儒  邱欣儀  陳秀華  林惠卿 

  張育瑄  林詩晏  陶玟靜  張祖嘉 

4.源源不斷

郭明玉  張玉佳  董柏伶 謝臻如 李婕妤 潘鈺涵 

蔡尚真  陳世明  黃珮雯  許存惠  張育瑄  林詩晏  

陶玟靜  張祖嘉  莊皓任  謝季芩 

58



5.拔河比賽

李婕妤  謝臻如  蔡尚真  潘鈺涵  陳柔均  林世明 

陳智斌  林茂城  劉建浩  林易賢  王姿婷  王美淑 

李松興  江旌菱  白宜平  陸巧文

6.異程接力

楊景程  王資閔  邱欣儀  張岑旻  王伶云  劉建浩 

李松興  白宜平  徐淳良  莊皓任  陳立偉  郭皓凱 

鄭志祥  王姿婷  江旌菱  陸巧文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甲組：藍瑞龍

乙組：徐淳良、劉建浩

丙組：江舜琦、陳思韻

(七)校友隊：

領隊：張水美 總幹事：楊偉峰

1.主管趣味競賽

張水美 張速堂 張山立 林心勇 黃川基 王論情 

江鴻程 吳耿州 張銘峰 林榮三 黃啟瑞 張鴻銘 

黃廖全 

2.環環相扣

楊偉峰 黃琡惠 方素香 陳燦輝 曾宇崧 江隆昌 

楊榮枝 羅光孏 黃國真 蘇石順 林月美 魏國樑 

柯宜松 劉明滄 李健雄 潘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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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迴轉壽司

李杰騰 高鴻凱 鍾環貝 周欣賢 張競生 白志清 

魯麗峰 侯凱文 林裕翔 曾美娘 吳國華 李永進 

潘儀聰 黃運傑 陳麗芬 林煖英 

4.源源不斷

曾昌達 鍾錦銘 吳俊斌 何秀琴 曾惟添 許銘村 

吳傑雍 吳敏達 張鴻卿 簡淑如 謝文秉 許國峰 

洪進勝 何恒張 邱 筠 陳正松 

5.拔河比賽

張廷銘 許國峰 洪進勝 張鴻卿 江鴻程 許銘村 

鍾錦銘 吳俊斌 黃運傑 吳國華 林裕翔 侯凱文 

李杰騰 柯宜松 楊偉峰 謝文秉 

6.異程接力

7.教職員工 2000 公尺競賽

三、一級主管趣味競賽(共 36 人、分六組) 

第一組：王錫福 張水美 陳昭榮 宋裕祺 張速堂 張山立 

第二組：楊重光 蘇昭瑾 陳貞光 郭霽慶 王立邦 林心勇 

第三組：任貽均 廖文義 鄭智成 黃聲東 邱聰祥 江鴻程 

第四組：蘇程裕 陳育威 吳斯偉 張裕煦 黃川基 王論情 

第五組：劉建浩 邱垂煜 陳凱瀛 應國卿 鄭辰仰 黃乾怡 

第六組：吳耿州 張銘峰 林榮三 黃啟瑞 張鴻銘 黃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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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職員工 2000 公尺計時決賽(共 17 人，分三組) 

甲組：陳晏笙、陳柏均、楊哲寧、李紹先、藍瑞龍

乙組：劉建浩、莊政達、郭忠義、楊元森、杜敏誠、

蔡世興、徐淳良  

丙組：陳映竹、徐曉萱、李佳媚、陳思韻、江舜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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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m 32 11.67m 29 

56.70m 33 29.60m 

1.92m 91 1.50m 34 

6.42m 84 4.84m 32 

13.21m 

3.35m 32 

36.26m 

80m  8”90 102 10”74 108 

100m 10”90 85 13”80 29 

200m 22”99 91 28”99 108 

400m 53”00 1’07”70 29 

800m 2’09”88 91 2’53”30 28 

1500m 4’32”26 6’00”12 108 

3000m 9’49”52 

5000m 18’45”10 

400m  44”99 92 58”02 30 

800m  1’44”81 93 2’12”00 28 

1600m  3’47”10 30 4’53”90 28 

1200m  3’14”23 106 

9000m  24’30”20 28 

3000m  8’20”00 28 

10  1’50”16 28 

1500m  4’09”05 30 

6000m  14’27”16 93 

4000m  9’20”81 100 

201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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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職員、運動員人次統計表 
隊別 

性別 

系所 

田  徑 大 隊 接 力 
團體競賽 總計 

男 女 男 女 

機械系 19 0 20 0 92 131 

車輛系 12 0 20 0 92 124 

能源系 15 0 20 0 92 127 

電機系 11 0 20 0 92 123 

電子系 3 0 20 0 92 115 

資工系 7 0 20 0 92 119 

光電系 12 0 20 0 92 124 

化工系 4 5 20 12 92 133 

材資系 11 10 20 0 92 133 

土木系 4 6 20 0 92 122 

分子系 7 1 20 12 92 132 

工管系 24 8 20 12 92 156 

經管系 7 4 20 12 92 135 

資財系 21 5 20 12 92 150 

工設系 0 4 20 12 92 128 

建築系 0 0 20 0 92 112 

互動系 0 4 20 0 92 116 

英文系 1 18 20 12 92 143 

文發系 0 0 20 0 92 112 

學士班聯隊 4 0 40 0 92 136 

智動科 4 1 20 0 92 117 

教職員工 15 5 0 0 456 476 

合  計 181 71 440 84 2388 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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