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教職員工組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慶祝校慶並積極響應政府推展全民體育活動之意旨，增
進教職員工身心健康、促進合作、進取互助之團隊精神，
藉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競賽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30〜31 日(星期六、日)兩天。
四、競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五、參加單位:(一) 秘書室、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人事室、主計室、產學
研鏈結中心
（二）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三) 學生事務處
(四) 總務處
(五) 文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
(六)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七) 理學院
(八) 工學院
(九) 生命科學院
(十) 獸醫學院
(十一) 管理學院
(十二) 法政學院
(十三) 電機資訊學院
(十四)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十五) 圖書館
(十六)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十七)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前瞻理工
科技研究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
(十八) 校友總會
(十九)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EMBA)
(二十) 興大附中
(二十一) 興大附農

六、參加資格:(一)凡本校教職員工均可參加大會各項競賽（含專案教師、契約進
用人員、專案行政人員及勤務員），歡迎校友會組隊參加表演
賽。
(二)身體狀況：身體健康及性別，由參賽者自行至各醫療院所檢查
及性別認定，可以參加劇烈運動者，並由參賽者填寫於運動員
保證書(如下附件)中具結，始能報名參加。
七、競賽分組:不限年齡，男女混合組隊。
八、競賽項目及參加人數
(一)400 公尺混合接力:每隊 4 人(男、女各 2 人)參加。
本項目參賽者需填寫於運動員保證書(如下附件)中具結，始能報名參加。
(二)趣味競賽:1.拔
河:每隊限 20 人(女生 3 人以上)混合參加。
2.飛盤高爾夫: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
3.串起每一刻: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
4.三腳習踢: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
5.造橋鋪路: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
九、報名辦法
(一)日 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17:00 整截止，
逾期以棄權論。
(二)地 點:體育室競賽活動組黃雅惠小姐處。(分機 230 轉 218)
(三)手 續:填寫報名表後，請蓋單位印章、並將電子檔寄到
yahui1629@nchu.edu.tw。
十、田徑賽競賽方法及規則
(一)接力競賽分組及道次事先由競賽組抽籤排定，各項競賽均依田徑規
則辦理。
(二)比賽前 20 分鐘到檢錄（點名）處點名，否則以棄權論，為比賽安
全之計，一律禁穿釘鞋。
十一、趣味競賽方法及規則
(一)各單位出場比賽次序事先由競賽組抽籤決定之。
(二)比賽前 20 分鐘到達檢錄處檢查人數，點名二次不到或人數不足者，
即以棄權論。
(三)點名後由檢錄人員引導至比賽場地參加比賽。
(四)男子人數不足者可由女子替補，惟女子人數不足時不得由男子替補
之。
(五)每項每單位最多限報名兩隊。

1.拔河
比賽方式：
（1）每單位限 20 人(女生 3 人以上)混合參加。
（2）採三戰二勝定勝負。
（3）每局比賽時間為 60 秒，於時間內將標幟線拉過決勝線者為勝。
（4）比賽時間超過未分出勝負時，以中標幟線靠近該隊伍者為勝此局。
（5）每場選手不得更換。
（6）器
材:拔河繩、標幟線、發令槍、彈藥、碼錶。
（7）場地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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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飛盤高爾夫
比賽方式：
(1)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以接力方式進行之。
(2)每人依序將手中飛盤擲向距離 30 公尺外之呼拉圈，每次以落地點
為下次投擲點繼續投擲，直到飛盤投入目標內，未進者請至飛盤
上個落點處繼續投擲，完成後在取出跑回交給下一位，依此繼續
進行至最後一位，通過終點以時間最少者為勝。
(3)投擲方向偏離時，不能影響位偏離正在進行或投擲者，如有違反
規則者每次加 5 秒。
比賽器材:飛盤、呼拉圈
3.串起每一刻
比賽方式：
(1)每隊限8人(男女不拘)參賽。
(2)參賽選手在比賽距離間排成一列，選手與選手間將手牽起，比賽距
離20公尺。
(3 ) 槍響後比賽開始計時，第一位選手使用全身將呼拉圈傳至第二位
選手後跑至最後一位隊員旁接續下去，依此類推將呼拉圈套超過
終點線，即停止計時，以時間少者為勝。
(4)傳遞過程中，選手與選手的手必須全程牽起，未依規定放手者，每
次加計5秒計算。

(5)呼拉圈必須通過選手全身
，
未依規定通過全身
、
全體選手，該項比賽成
績不予計分。
4. 三腳習踢
比賽方式：
(1)每隊位限 8 人(男女不拘)參加分五組，以接力方式進行之。
(2)二人為一組，兩人左右各綁住一隻腳，向前跑至 20 公尺處，以綁
住之雙腳將足球射進球門，進球後才能折返起點交棒，依此繼續
進行至最後一組，通過終點以時間最少者為勝，違規者每次加 5
秒計算。
(3)比賽進行球未射進球門將由旁邊服務同學將球撿回射門處，直到
進球為止。
器 材:足球、足球門、綁繩。
5. 造橋鋪路
比賽方式：
(1)每隊限 8 人(男女不拘)參賽。
(2)兩人一組，一人拿墊子為隊友鋪路往前行，需踩在墊子上才能前
進。
(3)於起點至角錐往返回起點後交給下一組，比賽距離來回 20 公尺。
(4)比賽進行中如有未踩在墊子上而前進者，或是碰到折返角錐者需
加 5 秒。
比賽器材：墊子
十二、申
訴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主，不得提出
異議。
(二)比賽進行中如對裁判之判決有異議時，得由其領隊或隊長以書面向大
會提出申訴，交由大會審判委員會判定之。
(三)各項申請書由各單位領隊簽名蓋章後，在事實發生半小時內提出。
勵
十三、獎
(一)單項競賽:錄取前六名，前三名優勝者由大會頒發獎牌乙面及獎狀，
四、五、六名優勝者由大會頒獎狀乙張。
(二)團體趣味競賽:每項錄取前四名，由大會頒發錦旗。
十四、附
則
(一)領隊:由各單位主管擔任之。

(二)教練、管理及隊長由各領隊指派。
(三)每單位參加各項競賽選手均可兼項或兼賽。
(四)運動員請著運動服裝出賽。
(五)隊員資格如有不符事實者，一經查覺即停止該項繼續比賽資格，已賽
完之成績亦不予計算。
(六)凡無當場比賽之運動員，不得擅自進入競賽場地，屢犯者即取消該項
比賽資格。
(七)經註冊之運動員，不得有無故棄權、違背運動精神不正當行為或不服
從裁判等情事，否則簽請議處。
(八)各單位參加各項競賽選手及工作同仁仍依規定簽到簽退，補假事宜依
人事室相關規定辦理。
(九)凡有先天性疾病或身體不適者，將嚴禁報名參加所有競賽，如因此發
生意外事故自行負責。
十五、本規程經校運籌備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參賽者請填寫本附件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運動員保證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運動員
參賽資格，且身體狀況適宜參加劇烈運動競賽，特此具結保證。
姓

名：

性

別：

(加蓋各處室、系所印信)

出生年月日：
員 工編 號：
服 務單 位：
參 賽項 目：
本
人
同 意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一、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如資料不全，主辦單位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二、保證書必須由運動員親自簽名，以示負責，未滿 18 歲者，必須由監護人簽字同意。
三、請各參賽單位(系、所)依照登記運動員名單及參賽項目證明資料分別裝訂成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