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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長庚大學校長盃球類競賽規程 
 

一、 宗      旨︰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促進各系所師生運動交流增進情誼，鍛練強

健體魄，特舉辦本比賽。 

二、 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 承辦單位︰競賽組。 

四、 協辦單位：籃球隊、排球隊、桌球隊、羽球隊、網球隊、足球隊、棒壘社。 

五、 參賽單位： 

教職員工組：全校教職員工均可。 

學生組：醫學系、護理系、復健聯（職治、物治）、醫技聯（醫放、醫

技）、生醫系、呼治系、中醫系、電子系、電機系、機械系、

化材系、醫管系、工商系、工設系、資管系、資工聯(資工系、

AI 智慧學程)。 

 

六、 比賽項目︰ 

教職員工組：羽球(雙打)。 

學生男、女組：籃球(團體)、排球(團體)、桌球(團體)、羽球(團體)、 

壘球(團體)、足球(五人制男女混合)、網球(甲組單打，乙

組單打、雙打)。 

 

七、 參加資格︰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已註冊之博碩士研究生及大學生。 

 

八、 比賽地點︰活三體育館、薄膜球場、桌球室、羽球室、網球場、林口區運動 

公園壘球場。 

 

九、 領隊會議：定於 111年 09月 13日（星期二）中午 12:20，假學生活動中心 2F

體育室會議室(田徑場司令台後方)，舉行各項球類競賽規程與報名會議，請

各系學會派代表務必準時參加(備午餐便當)。 

 

十、 報名辦法：請各系聯絡人（系學會活動組）至體育室競賽活動報名網站下載

word 報名表，並填寫各項參賽報名，完成後將報名表列印一份,經系主任簽

名確認後，於 09/23(週五)下午 13:00 前將紙本報名表送抵體育室競賽組，並

將報名表轉檔成 PDF檔案寄至體育室信箱 cgusports2020@gmail.com始算完

成報名手續。 

  電子檔及紙本資料皆由各系體育活動負責人統一繳交，請把各運動項目之報 

  名表統整後繳交。 

 學生組網球及教職員羽球採線上網路報名，如有任何問題，請洽體育室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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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組唐嘉佑老師（分機: 2112）。 

        (一)校長盃報名表：https://reurl.cc/3YMEvX 電子檔及紙本皆需繳交。 

        (二)教職員羽球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MDKBcr428TkUnoqD8 

(三)學生組網球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xWsahCxRz94hUj79 

(參賽報名係同意個人資料提供校長盃競賽蒐集、處理及利用。) 

 

十一、報名日期：111 年 09 月 13 日至 09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止。 

 

十二、賽程抽籤：定於 111 年 09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8:00，假學生活動中

心 2F 體育室會議室(田徑場司令台後方)，請各系學會派代表

準時參加，未到者皆由大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十三、比賽日期及時間：請依照各項球類競賽辦法公佈之時間、地點為主。 

十四、各項球類競賽協助聯絡人： 

隊長名單 

籃 球 
電子三 呂思樂 larry901117sports@gmail.com 

醫放三 黃亭榕 b0903219@cgu.edu.tw 

排 球 

機械三 白嘉欣 m0980724387@gmail.com 

工設三 李建衡 54shrimp@gmail.com 

桌 球 工商三 李鎧丞 ray20020728@gmail.com 

羽 球 電子二 許傑祐 billybilly1117@gmail.com 

網 球 資管二 李浩安 b0944141@cgu.edu.tw 

足 球 資工三 宋昭佑 zzz318418@gmail.com 

壘 球 中醫二 彭定甫 jeromym711es@gmail.com 

※體育室競賽組：唐嘉佑老師    分機：2112 

 

十五、名單更正：抽籤完畢後，最遲於 9 月 30 日下午 13 時前將欲更正名單電子

檔寄回體育室信箱 cgusports2020@gmail.com，逾時視同未更正。 

十六、獎懲： 

(一) 各項競賽團體前三名頒發錦旗一面，個人前三名頒發錦旗一面，於全校運動

會時頒獎。 

(二) 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三) 參賽選手在比賽期間，如資格不符，有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等情事，

經查明屬實者，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獲得之名次。 

https://reurl.cc/3YMEvX
https://forms.gle/MDKBcr428TkUnoqD8
https://forms.gle/fxWsahCxRz94hUj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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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有報名後惡意棄賽者，該單位(系所)將處以停賽一次（下學期系際盃）。 

十七、其他：本資料及報名資料僅為本校校長盃競賽使用，非經書面許可，不准

透漏或利用，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十八、各項球類競賽辦法：（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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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競賽辦法（校長盃）：【學生男、女組】 

1.以系、所為單位，各一隊為限，分學生男子組及學生女子組。 

2. 凡去年 110 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之系所可報名兩隊。 

3.隊報名以 18 人為限，上場登錄球員以 12 人為限。 

4.登錄人員需符合報名表所報名人員，經檢舉查獲不符，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5.報名隊伍少於三隊取消此項比賽，四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採

取分組循環賽。分組循環賽程採用 110 學年度校長盃籃球賽前三名設為種子

隊，並安排在不同組為原則；各組取前兩名晉級決賽，決賽採淘汰賽。 

6.各隊應注意比賽時間並於 15 分鐘前至紀錄台領取比賽名單，比賽前 5 分鐘提出

比賽名單，大會不另行通知。超過比賽時間 10 分鐘以上，尚未能出賽者，判定

該場比賽認輸，比數為 20：0。如比賽時間有更動，以大會報告為準。 

7.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8.前三名分別頒給錦旗一面。 

9.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10.比賽打四節，一節十分鐘，唯第一節跳球，其餘採交換球權制。 

11.男子組賽程：除暫停、前三節最後 24秒與第四節最後兩分鐘停錶，其餘時間不

停錶。女子組賽程：每一節暫停均停錶，其餘情況均不停錶。冠亞、季殿賽: 

除暫停、前三節最後 24 秒與第四節最後兩分鐘停錶，其餘時間不停錶。 

12.每次進攻時間以 24 秒為限。 

13.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大學 校內籃球比賽公告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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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競賽辦法（校長盃）：【學生男、女組】 

 

1、以系為單位，報一隊為限，分學生男子組及學生女子組。 

2、凡去年 110 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之系所可報名兩隊。 

3、每隊註冊以 18 人為限，上場登錄球員以 12 人為限。 

4、報名隊伍少於三隊取消此項比賽，四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

採取分組循環預賽。分組循環賽程採用 110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設為種子隊，

並安排在不同組為原則，各組取前兩名晉級，決賽採淘汰賽。 

5、各隊應注意比賽時間並至大會領取比賽名單，且於比賽前 15 分鐘提出比賽名

單，大會不另行通知。依規定未提出比賽名單者以棄權論，如比賽時間有更

動，以大會報告為準。違反大會規定者，大會保留取消整隊參賽權的權利。 

6、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7、男子組及女子組前三名分別頒給錦旗一面。 

8、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9、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 社團「長庚大學排球社」公告。 

 

※比賽採三局制，先得兩局為勝方，第一、二局為 25 分落地得分制，第三局打 15 分落

地得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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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競賽辦法（校長盃）：【學生男子、女子組團體賽】 

 

1. 團體賽以系為單位，每系最多可報兩隊為限，不可重複報名。 

2. 團體賽每隊報名人數女子組以 4 人為下限，5 人為上限；男子組以 7 人為下

限、10 人為上限。 

3. 團體賽比賽男子組採五點制(單.雙.單.雙.單)，不可兼點，每點採五戰三勝

制；女子組採三點制(單.雙.單)，不可兼點，每點採五戰三勝制。 

4. 比賽賽制，視參加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報名隊伍少於三隊取消此項比

賽，四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採取分組循環預賽，依 110 學

年度校長盃前三名隊伍設為種子隊，決賽採淘汰賽。 

5. 各隊請注意比賽時間並提前至大會領取排點單，並於比賽前 10 分鐘提出排

點單，依規定未提出排點單者以棄權論，如比賽時間有更動以大會公佈之時

間為準。 

6. 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前

三名分別頒發錦旗乙面。 

7.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8. 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大學桌球布告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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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競賽辦法（校長盃）【學生男、女組團體賽】 

1. 以系為單位，男、女子組各一隊為限。 

2. 男、女團體賽每隊報名以十人為上限，7 人為下限。 

3.男、女團體採五點三勝制(單、單、雙、雙、單)，單雙不得兼，每點採 21 分

制（落地得分制）。 

4.比賽賽制，視參加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報名隊伍少於三隊以取消此項

比賽，四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採取分組循環預賽，依 110

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隊伍設為種子隊，決賽採淘汰賽。 

5.比賽細則： 

a.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二十分鐘向大會領取出賽名單，填妥後

於十五分鐘前提交大會競賽組，不再另行通知，未依規定提出名單者以

棄權論，如比賽時間有更動，以大會報告為準。 

b.競賽選手必須準時參賽，經點名超過五分鐘仍未出場比賽視同失格。 

c.團體賽各隊出賽名單，中間不得輪空，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敗點論。 

d.為免除冒名頂替糾紛起見，球員參加比賽時，務請攜帶學生證，如查驗五

分鐘內提不出者以失格論(團體項目經判失格如同排空點論處)。 

e.為使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 

4.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5.取前三名，頒給錦旗一面。 

6.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公佈之最新比賽規則。 

7.比賽用球：採用 VICTOR SWAN級羽毛球。 

8.有關賽程訊息將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大學校內羽球競賽公告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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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競賽辦法（校長盃） 

1. 以系為單位，每隊註冊以 20 人為限。 

2. 比賽賽制，視參加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報名隊伍少於三隊取消此項

比賽，三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採取分組循環預賽，依

110 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隊伍設為種子隊，決賽採淘汰賽。 

3. 比賽規則：預賽若分組為 3 組，分組冠軍晉級，各分組第二名打外卡戰，

爭取第四個決賽名額，若預賽分組為四組則無外卡。決賽前四名依預賽積

分排名(勝二分，和一分，敗零分)。 

  （1）相關對戰勝負關係。 

（2）相關對戰得失分差。  （3）相關對戰失分和。 

（4）相關對戰得分和。    （5）總失分和。 

（6）總得分和。 

4. 任一場比賽棄權之球隊不得打外卡戰，全部記錄以記錄台之資料為準。 

5. 以七局為原則，比賽時間原則上 50 分鐘，至少打四局，四局差十分，五局

差七分則提早結束比賽。 

6. 比賽前 30 分鐘到記錄台提出登錄名單，開賽前 20 分鐘球員未達九人則以棄

權論，判對方以 7:0 獲勝。比賽時間若有更動以大會公佈與通知為準。 

7. 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8. 其餘規則請參照「慢速壘球協會」修訂之最新慢速壘球規則。 

9.比賽地點：林口區運動公園壘球場 

10.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系壘負責人聯盟」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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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制足球賽競賽辦法（校長盃） 

1. 以系為單位，每系最多可報兩隊，一隊最多報名 10 人。 

2. 比賽時間：一場 40 分鐘（上下半場各 20 分鐘）。 

3. 比賽開始前五分鐘，若球隊沒有出席報到，視同棄權。 

4. 報名隊伍少於三隊以取消此項比賽，四至五隊則採單循環，六隊以上比賽制度採取

分組循環預賽。分組循環賽程依 110 學年度校長盃前三名隊伍設為種子隊，並安排在

不同組為原則，各組取前兩名晉級決賽，決賽採淘汰賽。 

5. 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6. 中場開球，直接踢進對方球門內，進球不算。 

7. 不得鏟球、不得手觸球（守門員除外）。 

8. 同隊回傳球給守門員時，守門員不得用手持球。 

9. 球門球時，守門員在球門區內用手把球開出（4 秒內發球）。 

10. 未經對隊球員觸球，同隊回傳球，同隊守門員不得用手或腳持球。 

11. 上場換人不限次數，換方先出後進。 

12. 禁區外任何犯規，於犯規處 4 秒內發球，守方需距離球至少 5 公尺。 

13. 邊線出界球，於出界處在邊線上不大於 25 公分處，球需靜止於 4 秒內 kick-in。 

14. 守方禁區內犯規罰 6 公尺點球。 

15. 決賽時，時間結束雙方平手，則進入加時延長賽（上下半場各 5 分鐘），若依然平

手，則踢罰球點球(3 球)決勝負。 

16. 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17. 比賽地點：活動中心 3F體育館。 

18. 比賽用球：採用室內低彈跳 4 號球。 

19. 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大學足球校內盃賽公告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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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甲組單打賽】【乙組單打賽】【乙組雙打賽】 

1.報名規定： 

a.本次賽事分成甲組、乙組單打、乙組雙打賽 

b.＊甲組單打：男子網球代表隊 

  ＊乙組單打、雙打：一般學生、女子網球代表隊。 

    2.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fxWsahCxRz94hUj79 

3.比賽場地：本校網球場（球場 × 4 面）。 

4.比賽賽制：視參加人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比賽時單打、雙打賽採一盤六局勝負。 

5.比賽規則： 

a.本賽事取前三名，頒予錦旗乙面。 

b.參賽者請於賽前 15 分鐘至大會報到，凡未報到者以棄權論，為使賽程 

能順利進行，比賽時間和場地如有更動，以大會報告為準，不得異議。 

c.參賽者須絕對服從裁判之判決，否則裁判得停止其比賽權。 

d.參賽選手需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若服裝不符合規定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e.其餘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審訂最新之公佈規則。 

f.此次大會採用 wilson為比賽用球。 

6. 有關賽程訊息將在體育室網頁及 FB「長庚網球公告版」公告。 

 

 

https://forms.gle/fxWsahCxRz94hUj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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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校長盃教職員羽球雙打競賽規程 

1. 本校教職員工皆可參加，採自由組隊(男女不拘)。 

2. 教職員工雙打賽，比一局採 31分賽制。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9月 30日（五）下午 13：00時止。 

4.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MDKBcr428TkUnoqD8 

5. 抽    籤：111年 10月 06日（四）下午 6時在體育室辦公室進行抽籤，未出 

     席者由體育室代抽。 

6. 比賽日期：111年 10月 25日（二）下午 6時至 9時止。 

7. 比賽地點：羽球室。 

8. 比賽賽制：預賽採分組循環，各組取二名進入複決賽。 

9. 取前三名，頒發錦旗乙座。 

10.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公佈之比賽規則。 

11. 競賽選手必須準時參賽，經點名超過五分鐘仍未出場比賽視同棄權論。 

12. 為使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自調次序比賽。 

13.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體育室競賽組唐嘉佑老師(分機:2112)， 

信箱:jimmy1100201@mail.cgu.edu.tw 

 

https://forms.gle/MDKBcr428TkUnoq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