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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能能科科技技大大學學 110099 學學年年度度全全校校運運動動大大會會競競賽賽規規程程  

壹、總則 

第一條 宗旨：為提倡學生運動風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平衡發展，鍛鍊強健體魄，培養團隊精

神，特舉辦本運動會。 

第二條 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室。 

第三條 比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第四條 比賽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2-13日舉行，開幕典禮訂於 11月 13日舉行。 

第五條 參加單位： 

一、本校學生以「班」為單位。 

二、教職員以所屬單位參加競賽。 

第六條 參加資格：： 

一、凡本校正式註冊學生，均可代表該「班」報名參加比賽。 

二、凡校聘教職員包括專、兼任之教師及所屬單位職員均可代表該單位報名參加比賽。 

第七條 競賽類別： 

一、團體項目：(1)大隊接力。(2)跳繩比賽。 

二、田徑賽： 

(1)男生：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跳高、跳遠、鉛球。 

(2)女生：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跳高、跳遠、鉛球。 

(3)800 公尺男女混合接力 

三、教職員競賽。 

第八條 錦標種類： 

一、田徑總錦標：依各系之田徑項目競賽成績，累計積分取最優前四名，頒發田徑總錦

標，依序為冠、亞、季、殿軍。 

二、精神總錦標：以系為單位，依各系在場內之秩序、團隊精神，由評審委員評定之。

取最優前四名，依序為冠、亞、季、殿軍。 

三、運動總錦標：依各系之田徑、跳繩、大隊接力等競賽成績，累計積分，取最優前四

名，頒發運動總錦標，依序為冠、亞、季、殿軍。 

第九條 獎勵方式：大會依不同項目分別設有優勝獎盃、獎牌、獎狀及獎品，以獎勵成績優良之

單位及運動員。 

第十條 競賽程序：各種運動競賽程序，由大會競賽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種運動規則辦法規定並公

告之。 

第十一條 參加辦法：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止，由康

樂股長至「109 運動會報名表單」填寫報名資料後送出後列印報名名單並給導師簽

名後交回備查，逾時概不受理。(109 運動會報名表單路徑：首頁個人化入口在

校學生校園生活調查與報名。) 

二、報名表交回地點：體育室辦公室（體育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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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單位得設領隊一人和隊長一人，領隊為各班導師，隊長由班代或康樂股長擔任之。 

四、各系科應自備乙面系旗（長１４４公分、寬９６公分），由各系會長負責，並請各

系主任審核。 

五、運動會行前會議：於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十分整至學生活

動中心二樓體育館舉行，由各系學會會長或指派學會幹部代表參加。 

六、懲罰： 

(1)運動會期間，全體同學必須全程出席，缺席以曠課八小時論。 

(2)非當場比賽之運動員不得進入比賽場地。 

(3)各單位註冊的運動員不得無故棄權，凡無故棄權者依校規議處並扣體育成績。（交由

體育任課老師酌扣違反運動道德成績） 

(4)參賽選手不得由他人頂替，一經查覺取消比賽資格，並以違反運動道德處罰，該學期

體育精神以零分計算。 

(5)運動選手在大會期間，如有不正當之行為，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判決等情形，

裁判有權取消該運動員比賽資格及已得名次外，情形重大者以議處。 

第十二條 注意事項： 

一、若報名一經註冊而未出賽者，依本競賽規程第十一條第七款第三項辦理。 

二、賽前３０分鐘「開始檢錄」，運動員須立即至檢錄處點名，三次點名不到以棄權論。

賽前十分鐘由點名人員整隊帶進比賽場地。 

三、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務必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否則禁止出賽。 

四、若比賽時間因不可抗拒之因素更動，由體育室另行公佈，請報名單位及選手密切注

意。 

五、如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不適合劇烈運動之疾病，請勿報名參加比賽，違者後

果自負。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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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則 

一、大隊接力 

二、跳繩比賽 

 

第一條 競賽項目： 

(1)男子 2000 公尺大隊接力（10 人×200 公尺）。 

(2)女子 1000 公尺大隊接力（10 人×100 公尺）。 

第二條 報名人數規定： 

以『班』為單位，每隊十人，一、二年級每班男子、女子皆需報名參加，若人

數不足者可報名一隊參賽，三、四年級以班為單位自由參加。 

第三條 比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第四條 比賽時間：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第五條 比賽規則：採計時決賽。參賽者一律穿著運動鞋，不得穿著釘鞋及赤腳上場比

賽，否則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 

第六條 成績計分方式：男、女子組分別取六名，分別以 7、5、4、3、2、1 計分，計入

運動總錦標成績內。 

第七條 獎勵：男、女子組前三名頒發獎品及獎狀乙紙。（參賽同學需個人成績優勝證明，

請於比賽結束一週內向體育室提出申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實施之。 

第一條 競賽項目： 

(1)男子組（8 人，預備選手 2 人）。 

(2)女子組（8 人，預備選手 2 人）。 

第二條 報名人數規定： 

以『班』為單位，每隊 8 人，一、二年級每班男子、女子皆需報名參加，若人

數不足者可報名一隊參賽，三、四年級以班為單位自由參加。 

第三條 比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第四條 比賽時間：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第五條 比賽規則：採計「次」決賽。比賽時，參賽隊員 2 人在外搖繩，6 人在內跳繩，

每隊均有 2 次機會，以最高一次為該隊成績。成績若有兩隊或兩隊

以上相同時，比次高成績；再相同時，成績並列。 

第六條 成績計分方式：男、女子組分別取六名，分別以 7、5、4、3、2、1 計分，計入

運動總錦標成績內。 

第七條 獎勵：男、女子組前三名頒發獎品及獎狀乙紙。（參賽同學需個人成績優勝證明，

請於比賽結束一週內向體育室提出申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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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徑賽 

   

 

第一條 競賽項目： 

(1)男子組：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 

(2)女子組：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 

(3) 800 公尺混合接力 (2 男 2 女混合 800 公尺接力賽，每人 200 公尺) 

第二條 報名人數規定：以「班」為單位，每人最多參加田賽一項及徑賽一項，每項最

多兩人參加(400 公尺接力、大隊接力、跳繩不在此限)。 

第三條 比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第四條 比賽時間：徑賽於 109年 11月 13日(星期五) 舉行，另田賽訂於 11月 12日(星

期四) 上午 10:00舉行。 

第五條 比賽規則：田徑項目採全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另外，為維護參賽選手

之安全，除 100 公尺、200 公尺及跳遠等個人項目可穿釘鞋外，其餘

一律禁止穿釘鞋進行比賽，擅自穿釘鞋比賽選手，取消比賽資格及

成績。 

第六條 比賽細則：徑賽項目三十分鐘前「開始檢錄」，運動員請至檢錄處點名 

          田賽項目五十分鐘前「開始檢錄」，運動員請至比賽場地點名 

          運動員未完成檢錄者，不得參加比賽。 

第七條 成績計分方式：男、女子組個人項目各取前六名，分別以 7、5、4、3、2、1 計

入田徑總錦標得分，田徑總錦標得分前四名並頒發冠、亞、季、

殿軍田徑錦標獎盃；田徑總錦標得分最高前六名系(所)分別以

14、10、8、6、4、2 計入運動總錦標得分。 

第八條 獎勵：男、女子組個人項目各取前三名各頒發獎品及獎狀乙紙；第四名發給獎

狀乙紙。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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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能能科科技技大大學學 110099 學學年年度度全全校校運運動動大大會會  

  學生競賽報名表 

報 名 單 位 ：         系     年級   班  □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 

 

領隊(導師)：                    隊長(班代或康樂)：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                        
 

 

團體項目報名表 

男子大隊接力  □參加  □不參加 女子大隊接力   □參加  □不參加 

男子跳繩比賽  □參加  □不參加 女子跳繩比賽   □參加  □不參加 

男子 400 公尺接力 □參加  □不參加  女子 400 公尺接力 □參加   □不參加  

800 公尺混合接力  □參加  □不參加 

 

填表注意事項： 
1、填表前請詳細參閱競賽規程有關規定。 

2、個人項目：每人最多報名兩項，每項至多兩人；400 公尺接力、大隊接力及混合接力不在

此限，各項目休息時間有限，下場比賽前請參酌個人體能狀況。 

3、領隊由導師擔任，隊長由班代或康樂股長擔任之。 

4、本紙本報名表為各班登記報名使用，確認後再至「109 運動會報名表單」完成報名資料填 

寫，報名完成後，將系統表單報名確認資料列印後請導師簽名後交回體育室備查。（請自 

行影印或拍照留存）。 

5、所有的報名資料，一律以「109 運動會報名表單」為主。 

6、若有系統無法登錄之問題，請洽體育室。(聯絡電話：03-4515811#22400、22401) 

 

 

 

※請至報名系統完成報名後並在 109.10.6(二)16:40 前送回系統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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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能能科科技技大大學學 110099 學學年年度度全全校校運運動動大大會會  
 

個人項目報名表 

項目 男子組 女子組 

100 公尺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200 公尺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400 公尺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跳高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跳遠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鉛球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姓名： 姓名： 

填表注意事項： 
以「班」為單位，每人最多參加田賽一項及徑賽一項，每項最多兩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