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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運動風氣，提高運動技術水準，促進身心健康，特舉辦全校運動

會。 

二、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協辦單位：各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 

四、日  期：20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 

五、地  點：本校田徑場、洪四川運動廣場。 

六、參加單位： 

（一）學生以系、所為單位。各單位可報名若干隊。 

（二）本校教職員工以一級單位為組隊原則，人數不足時，可合併聯合組隊。 

七、參加資格： 

（一）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所、大

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劃助理、派遣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三）獨立研究所可聯合組隊參加。 

八、比賽分組： 

（一）學生組。 

（二）教職員工組。 

九、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截止。 

（二）報名方式：至體育室網站報名，網址為 

〝http://pe.nuk.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9&Itemid=35〞，

並將報名資料列印須經系辦核章後於 101 年 3 月 16 日(五) 17 時前送至體育室備查。 

（三）報名地點：體育室。 蕭承軒 先生 電話：07-5919380 分機：8835 

http://pe.nuk.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9&Itemid=35


2 

十、競賽項目： 

（一）田徑競賽 

（二）大隊接力競賽 

（三）啦啦隊競賽 

（四）趣味競賽 

（五）拔河競賽 

＊ 第（一）（二）（四）（五）項限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參加，第（三）項限本校學生

參加。 

十一、錦標種類： 

團體（一）田徑總錦標（二）大隊接力錦標（三）啦啦隊錦標 

（四）趣味競賽錦標（五）拔河錦標（六）精神總錦標 

十二、比賽辦法：請參閱各項競賽辦法或體育室網站。 

十三、獎  勵： 

（一）田徑競賽：個人項目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獎狀(4×100 公尺接力賽屬單項

競賽)。※團體項目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二）大隊接力競賽：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三）啦啦隊競賽：取前八名，頒發獎杯及獎金。另取佳作兩名頒發獎金，其餘名

次與去年成績相比擇優錄取數名進步頒發獎金。 

（四）趣味競賽：以趣味競賽成績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

第四名得 1 分。學生組三項總績分取前四名頒發獎金；教職員工

組兩項總績分取前四名頒發獎金。 

（五）拔河競賽：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六）精神總錦標：頒發獎盃乙座。 

（七）破紀錄獎：田徑項目破大會紀錄者，頒發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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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罰  則：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不正當之行為、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

之判決等情形，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該運動員比賽資格及已得名次

外，並報請學校予以議處。 

十五、申  訴： 

（一）比賽發生爭議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如規則或

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二）提出申訴書時，必須繳付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

否則予以沒收，納入體育室，推展體育活動。 

（三）申訴表格請至大會服務台領取。 

十六、如遇雨天，當天由大會視情況公佈之。 

十七、本規程經籌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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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田徑錦標賽辦法 

一、宗  旨：為發展基本體能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特舉辦田徑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 

（一）每項競賽各單位報名以二人為限，接力賽以一隊為限。 

（二）每一運動員至多參加二項，接力賽不在此限。 

三、參加資格： 

（一）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 

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劃助理、派遣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四、比賽項目： 

（一）鉛球（二）跳遠（三）100 公尺（四）200 公尺（五）400 公尺 

（六）800 公尺（七）1500 公尺（八）4×100 公尺接力賽（九）大隊接力。 

五、比賽分組：（一）學生組（二）教職員工組 

六、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國際田徑規則。 

七、獎  勵： 

（一）單項競賽取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 

（二）團體錦標以系、所別為單位，依單項競賽成績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

第三名得 2 分，第四名得 1 分，以總分獲得冠、亞、季、殿之位，頒發獎盃

（積分相同時以獲得第一名之多寡判定之，依此類推至第三名仍然相同時，

以參加競賽人數多寡判定之）。 

（三）4×100 公尺接力賽成績，加倍計分。 

八、附  則： 

（一）參加選手一律穿著運動鞋（不得穿釘鞋）及運動服，並將號碼布用別針固定

四個角落縫於胸前及背後。 

（二）各項比賽於比賽時間前二十分鐘攜帶學生證或服務證至檢錄處聽候檢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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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服務同學帶領至比賽場地比賽。凡逾時不到者，則以棄權論。 

（三）徑賽中不論距離長短，均不得陪同比賽之運動員奔跑，否則立即取消該比賽

運動員之與賽權及成績。 

（四）凡田、徑賽項目時間衝突無法出賽時，應先向田賽裁判請假獲准後再參加徑

賽，俟徑賽賽完後再回田賽參加比賽。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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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大隊接力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提升運動風氣、聯絡感情，發揮團隊合作精神特舉辦大隊接力競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行政為單位。 

三、參加資格： 

（一）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所、大

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參加。 

（二）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劃助理、派遣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四、競賽辦法： 

（一）學生組每隊報名 26 人，20 人參加(男生 15 人，女生 5 人，男、女生後補各 3

人)。 

（二）教職員工與學生可混合組隊參加。 

（三）學生與教職員組每人跑一百公尺接力完成並完成傳接棒，棒次排列第 1 棒至

第 5 棒為女生，第 6 棒至 20 棒為男生。 

（四）第 1、2、3 棒分道跑，第 4 棒接棒後（搶跑道），須通過搶道旗後始可切入內

側跑道。 

五、獎  勵：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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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啦啦隊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展現本校學生的熱情、活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默契，促進各系

情誼交流，特舉辦啦啦隊錦標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每系所以一隊為限。 

三、參加資格：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

所、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四、參加人數：每隊 25～35 人（男女不拘，保護員不在此限）。 

五、比賽時間：4～5 分鐘。 

六、場  地：洪四川運動廣場(長 20 公尺 × 寬 20 公尺)。 

七、評分標準：(總分 120 分) 

（一）創意表現：20 分 

表演內容設計獨特、創新。 

（二）團隊精神：20 分 

團隊合作默契、精神、表情、眼神等及帶動全場氣氛的氣勢與活力。 

（三）動作運用：20 分 

舞蹈韻律美感、隊形動線變化、節奏的順暢與明快、進退場的動感與完整、

動作難易度的流程。 

（四）聲音運用：10 分 

音樂、歌曲、口號(須加上本校校訓---博學、弘毅、崇德、創新)、拍掌、鼓號等

（音樂中西不限）。 

（五）服裝選配：10 分 

設計、色調及裝束等，應符合表演內容的整體視覺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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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具運用：10 分 

口號標語、彩球、旗、扇等或其他運動器材等。 

（七）、時間控制：10 分 

1. 開始：當音樂、喊聲、動作等任何一種開始時按錶。 

2. 結束：當音樂、喊聲、動作等完全結束時按錶。 

3. 司儀報告參賽隊伍名稱後，進場、退場、道具放置及收拾時間 2 分鐘內。 

（八）、各系開幕進場表現：20 分 

1. 啦啦隊引導各系進場、動作口號、服裝、技巧，具有創意表現等。 

2. 運動員團隊精神、整齊服裝等。 

八、獎  勵： 

啦啦隊比賽成績及各系進場成績加總取優勝前八名，各頒發獎盃及獎金，第

一名參萬元，第二名壹萬元，第三名捌仟元，第四名伍仟元。第五名至第八名獎

金各參仟元、另取佳作兩名獎金各貳仟元、其餘名次與去年成績相比擇優錄取數

名進步獎各頒發獎金壹仟元。 

九、罰  則： 

(一) 違反安全規則規定者，每一個動作扣總平均分數 10 分，採單項、單組累計扣

分。 

(二) 參賽人數違反規定者，每超出或不足扣總平均分數 1 分。 

(三) 違反規定時間，逾時 0.1 秒至 30 秒扣總分數 1 分，逾時 30.1 秒至 60 秒扣總

分 2 分，採累計扣分。 

(四) 參賽隊員及防護人員若有資格不符情事，經檢舉查証屬實時，取消該隊比賽

資格。 

十、附  則： 

(一) 參賽隊伍之動作設計，禁止使用危險道具及使用高難度危險動作，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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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消比賽資格。 

(二) 動作設計以舞蹈表演為主，雙人舞蹈之高度以二層 2 段為限（必須有保護

員）。 

(三) 吉祥物表演包含在競賽人數內。 

(四) 參賽隊伍之練習時間、地點須向該系報備。 

(五) 參賽隊伍須在學校內練習，期間應自行辦理保險，正式比賽時由主辦單位辦

理保險。 

(六) 比賽使用之音樂請於比賽前一週錄製成錄音帶或 CD，且不參雜其他音樂，

交給主辦單位－體育室傅曉菁助理以利備用。 

(七) 比賽時音樂自備由各隊派代表至音樂播放區等候播放。 

(八) 各參賽隊伍使用音樂之版權問題，請各隊自行負責。 

十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訂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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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啦啦隊錦標賽安全規則 

＊禁止實施籃形拋投、騰翻等動作。 

＊實施金字塔、舞伴特技上昇以及著地動作時，不可操作離手動作。 

＊實施金字塔、舞伴特技動作技悄時，請遵循適當之難易度的編配實施。金字塔、多

底層舞伴特技高度限二層 2 段。 

一、舞伴技巧 

（一）禁止實施單底層或多底層無支撐分腿舉。禁止從投足及延伸特技中，自由

飛翔空翻著地。 

（二）單底層拖舉特技高度限二層 1.5 段，禁止實施任何二層 2 段以上之單底層

特技（例如：肩上立姿、單底層上手姿等）。 

(三)實施多底層舞伴特技時，至少需要有三位底層人員 

（左、右、後）執行操作。 

(四)禁止實施任何翻轉、迴轉之攀升技巧動作。 

(五)禁止實施向前倒之轉接動作。 

(六)可實施 180、270 之攀升動作，但禁止實施 360。 

二、金字塔 

（一）禁止高度超過二層 2 段，高度決定於下： 

1. 一層＝一個直立人體。 

2. 二層 1.5 段，例如：單雙股立姿、肩上騎坐姿、背股立姿等。 

3. 二層 2 段，例如：自由女神姿、阿拉伯式姿等。 

（二）所有金字塔，必須增加保護員在前後方保護。 

（三）禁止從特技或金字塔上，倉促的往地面降落。 

（四）金字塔到達二層高度時，必須使用安全之直下著地動作。 

（五）禁止在金字塔上，用自由飛翔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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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金字塔轉接的過程中，禁止操作任何離手動作（底層人 

員的手禁止離開頂層人員的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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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啦啦隊錦標賽安全規則釋譯 

一、競賽安全規則 

（一）競賽服裝： 

比賽用的衣服和鞋子稱為競賽服裝，以不妨礙表演安全為原則，比賽過程中保

護員之服裝顏色必須與參賽人員明顯區別。 

（二）道具： 

只有標誌、傳聲筒、旗幟、布條以及彩球能夠在比賽中使用，會破壞比賽場地

的道具不得使用（例如鞭炮、碎紙花）。 

（三）保護員： 

1. 不可手持道具以及參與比賽或與比賽人員角色互換。 

2. 安全保護員服裝必須與參賽隊員明顯區隔。 

3. 實施二層二段技巧時，需增加一位保護員。 

（四）比賽中斷： 

比賽進行中，因隊員受傷或任何意外發生，評審召集人有權中止比賽，該隊

允許從頭開始再表演一次。 

（五）罰則： 

如屬違反下列違規情形時，將在總分中扣分。 

1. 服裝不得配戴任何危險飾品。 

2. 逾時扣 10 分。 

3. 違反競賽規則以及安全規則，每次扣 10 分。 

4. 實施任何猥褻的動作或言辭不雅的音樂扣 10 分。 

（六）舞伴特技／金字塔： 

高度不可超過二層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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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拋投： 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拋投。 

（八）支撐迴環：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支撐迴環。 

（九）越位、穿梭： 

1. 跳躍動作時，禁止越位或穿梭於其他舞伴特技或個人動作之上下方。 

2. 舞伴特技時，禁止越位和穿梭於別的舞伴特技以及個人動作之上下方。 

（十）跳馬動作：除第一層以外，其他禁止。 

（十一）著地： 

1. 足部以外禁止身體其他部位著地。 

2. 禁止第二層人員直接向前後側方進行翻滾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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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趣味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促進教職員工、生之情感，特舉辦趣味競賽。 

二、參加資格： 

(一) 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所、

大學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報名參加。 

(二) 本校教職員工(含 EMBA、行政助理、計劃助理、派遣人員)均可報名參加。 

三、參加人數： 

(一)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一隊為 20 人(女生至少 4 人)參加三項競賽，可自由選

擇要參加競賽的人員（護送龍珠必須全員參加），1 系限報名 1 隊。 

(二) 教職員組一隊為 8 人（不限男女）。 

四、比賽分組：（一）學生組（二）教職員工組。 

五、競賽方式： 

（一）龍飛鳳舞 

1. 道具：每隊 1 個呼拉圈，14 條布條(寬六公分長 80 公分)，一支玉米筒 

2. 參加人數每隊為男生 10 人、女生 2 人，每單位限報 1 隊。 

3. 12 人交微開綁成 11 人 12 腳成一橫列，相鄰之二人其腳踝綁在一起，最外側

之二人靠外側腳不綁，立於競賽區成一橫列。 

4. 槍聲響起，持呼拉圈者協助隊員將呼拉圈由前而後穿過所有隊員的身體及

腳。 

5. 當呼拉圈穿過所有隊員，協助者再將呼拉圈取出跑回各隊伍前方，將呼拉圈

再穿過 11 名隊員，共通過 3 次後跑回起點線，並套放於玉米筒上立即停止計

時，費時最短的隊伍為勝。 

（二）護送龍珠 

1. 道具：滑布每隊一條（120 公分寬×10 公尺長）、大龍球一個（直徑 85 公分）。 

2. 每隊派出 20 人(女生至少 4 人)，1 系限 1 隊。 

3. 比賽進行方式，18 人分立滑布兩邊一手拉住十公尺長之滑布，將滑布牽成滑

道，滑布前後各派一位協助隊員於對伍前、後幫忙拿大龍球。 

4. 槍聲響起前方一位協助隊員將大龍球放於滑布上不可用丟的，18 名隊員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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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住滑布另一手將放於滑布上之大龍球往後撥，後方協助隊員將撥至後方之

大龍球拿起放於滑布下方，讓拉住滑布的 18 名隊友再用腳將大龍球撥至前

方。 

5. 大龍球在滑布上、下方來回二次費時最短者為勝。 

（三）投籃大賽 

1. 道具：每隊一支長三公尺伸縮桿榜上一個籃子、另備一個籃子裝 100 個海棉

球。 

2. 參加人數：為 10 人(女生至少 2 人)，1 系限 1 隊。 

3. 比賽進行方式：由裁判扶住一支綁有一個籃子的三公尺長伸縮稈。 

4. 槍聲響起 10 位隊員將放置於地上的 100 個海棉球撿起，投入綁三公尺長伸縮

稈的籃子中。 

5. 計時兩分鐘槍聲起暫停投球，違者扣 5 球；再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6. 時間終了由扶住伸縮稈的全部裁判一起清點球數多者為勝。 

六、教職員工組趣味競賽方式： 

（一）夾湯圓 

1. 道具：每隊一個大龍球直徑約八十五公分，兩支短竹竿直徑四公分長一百五

十公分，一支玉米筒，1 個呼拉圈。 

2. 參加人數：每隊為 6 人(不限男、女生)每單位限報 1 隊。 

3. 比賽進行方式：一隊六人，分三組每組兩人，第一組兩人站

立於起點線前雙手各持一枝竹竿一端，雙人合力夾住大龍球；

聽到槍響第一組以雙手持的竹竿夾住大龍球前進至折返區，

繞過三角椎折返回起點交給第二組，依序三組都操作完成；

回終點停止計時費時最短者為勝。 

4. 途中大龍球落下要立即停於原地，一人前往撿球回來重新再夾住球，方可繼

續前進進行比賽，若有向前移動無回原落球地加時五秒。 

（二）運送龍珠 

1. 道具：每隊一個大龍球直徑約八十五公分，一支玉米筒。 

2. 參加人數：為八人(不限男、女生)，每單位限報 1 隊。 

3. 比賽進行方式：四人成一組分成二小組，第一組牽成一圓圈並將大龍球放

於四人牽手圈中，槍聲起四人以腳運球前進至折返點折返，

並將大龍球運回通過起點線傳給第二組組，第二組四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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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龍球運向折返點，二組接力運球完畢通過終點線費時

最短者為勝。 

4. 途中大龍球落下要立即停於原地，一人前往撿球回來重新再夾住球，方可

繼續前進進行比賽，若有向前移動無回原落球地加時五秒。 

六、獎  勵：以趣味競賽成績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第四名

得 1 分，學生組三項總和成績並頒發獎金給前四名隊伍；教職員組兩項

總和成績並頒發獎金給前四名隊伍。第一名 3600 元、第二名 3000 元、

第三名 2400 元、第四名 1800 元。 

七、運動員於比賽前 20 分鐘到場點名，點名不到者視同棄權。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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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拔河競賽辦法 

一、宗  旨：為提倡運動風氣聯繫情誼及發展基本體能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特舉辦拔河競

賽。 

二、參加單位：以系、所為單位。 

三、參加資格：凡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註冊之本校在學學生均可按其就讀之研究所、大學

部（含在職班）代表各系、所參加。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7 日下午 5 時止 3 月 8 日中午 12 點體育室抽籤。 

 報名表請至 e-mail：andy41515@nuk.edu.tw 

 蕭承軒 先生（電話：591-9380 分機：8835） 

五、比賽時間：初賽：3 月 13~16 日下午 06：30。 

 前四名於 3 月 24 日運動會下午 4：40 舉行。 

六、比賽地點：初賽：網球場。 

 決賽：洪四川運動廣場。 

七、競賽辦法： 

（一）每隊報名 22 人，20 人參加（含），(男生 12 人、女生 8 人，2 人後補)。 

（二）以三局二勝方式決定勝負，每局競賽時間為兩分鐘，中場休息二分鐘後，換邊繼續

比賽。每局以中央之紅線拉近己方者獲勝比賽之選手必須穿著長袖運動衣褲及運動

鞋，不得穿任何釘鞋參加比賽。為安全起見排在最後二位選手，須戴安全帽（請比

賽單位自備）。 

八、比賽規則： 

（一）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共分四區，每區取一隊進入校慶運動會決賽。 

（二）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拔河協會審訂之最新拔河規則。 

（三）各隊務必依大會公佈之賽程表準時出場比賽，如超過比賽預定時間兩分鐘尚未出場

比賽，以棄權論。 

九、附  則： 

（一）可以使用手套（請自備）。 

（二）進場指揮每隊最多三人，可攜帶系旗。 

十、懲  罰： 

1.凡在比賽中冒名頂替者，取消比賽資格。 

2.凡在比賽中棄權、違背運動精神或不符裁判等事宜者，均取消比賽資格，且不得領取任何

獎勵。 

十一、獎  勵：取前四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由主辦單位修訂之。 

file:///H:/2011年全校運動會/趣味競賽競賽規程/andy41515@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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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2012 年全校運動會 

精神總錦標評定辦法 

一、宗  旨：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及培養運動道德，發揚運動精神。 

二、評分方式：該項由評審委員於大會期間隨時就評分表所列各項實地考察記分，並參

酌大會有關單位提供之意見，評定運動精神分數。 

三、評分項目及分數： 

（一）開閉幕典禮及競賽中之有關表現：（40%） 

1.開幕典禮前各單位集合之情形。 

2.各單位啦啦隊及運動員繞場之精神表現。 

3.開幕典禮各單位運動員之精神表現及禮成隊伍之退場情形。 

4.各單位職隊員於大會期間守時守紀之情形。 

5.閉幕典禮之表現。 

（二）運動員於運動場內之有關表現：（15%） 

1.各單位運動員及有關人員之服裝儀容等之表現。 

2.各競賽項目之點名與進場秩序之表現。 

3.各單位運動員在比賽中服從裁判之表現。 

（三）報名人數與出席率及比賽進行之精神表現：（10%） 

1.各單位運動員報名參加人數與出席率。 

2.比賽進行中運動員之運動精神表現。 

（四）啦啦隊競賽：（35%） 

四、獎  勵 ：取優勝一名，頒發獎盃乙座。 

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