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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第 16屆中南僑盃運動會實施企劃書 

壹、 活動宗旨 

一、 促進中南部僑生之間的互動並聯繫彼此間的感情。 

二、 鼓勵僑生參與有益身心的休閒活動。 

三、 增強各校的團隊合作精神，提升各隊之間的凝聚力。 

四、 增加中南部僑生相互學習及切磋機會。 

貳、 活動目標 

一、 個人目標：自我挑戰與經驗學習。  

二、 團體目標：聯繫情誼、培養團隊合作及增進校際交流。 

三、 增進凝聚力與經驗傳承。 

參、 活動對象 

中南部大學在學僑生、中南部大學僑輔老師 

肆、 活動時間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伍、 活動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館、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場 

陸、 活動聯絡人 

請透過大會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ocscompetition/)或是官方 email 

(ocscompetiton16@gmail.com)聯絡我們。 

 

總召：劉心如 (0909269209) Email：louiseliew1994@gmail.com 

副召：黃俊凱 (0900600827) Email：junkai980729@gmail.com 

副召：林良實 (0981331816) Email：liangsik@gmail.com 

副召：黄麗詩 (0908960715) Email：angienglis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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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競賽項目 

第一類 

球類賽 

籃球 
男生五人制全場 

女生三人制半場 

羽球 男女混合團體制 

排球 男女混合團體制 

足球 五人制團體賽 

第二類 

田徑 

100米 男、女個人賽 

200米 男、女個人賽 

400米 男、女個人賽 

3000米 男個人賽 

接力賽 4*100米 男、女團體賽 

捌、 報名費與保證金 

項目 
費用 

（新台幣） 
備註 

隨隊 NTD 250/人 無參加任何賽事者，包含兩天中午便當 

參賽者 NTD 550/人 
一位參賽者僅限報名三項比賽，包含兩天中

午便當及紀念品 

保證金 NTD 2000 

各校均為二千元整，離開前經大會查實無異

將於簽退後無息歸還  

（細則請參照附件四-保證金扣除辦法總表） 

 

玖、 報名、繳費及寄送校旗方式 

(一) 報名方式 

(1) 本次報名一律採取線上報名。 

(2) 請各校委派一位負責人至中南僑盃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ocscompetition/)尋找第 16屆中南僑盃運動

會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R3C5ZxFHfj233XdS7)，並填妥送出。 

(3) 填寫報名表單經本校驗證後，將以 email形式寄發各參賽項目及參賽

隊伍報名表(以雲端 excel形式)於各校負責人，並開設雲端文件夾供參

賽者上傳照片，請於 5天內填妥送出，並由各校負責人 email至大會

信箱 (ocscompetition16@gmail.com)回覆填妥報名表。 

(4)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 3月 1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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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繳費方式 

(1) 本次繳費一律採取轉賬方式，恕不接受現金繳費。 

(2) 完成報名手續後，本校將計算應繳金額於各校負責人，參賽者報名

費、隨隊費用及保證金皆請於 2021年 3月 19日(星期五)前繳交， 

否則視同棄權。  

(3) 為方便作業，請一律轉帳至指定帳戶： 

銀行代號：700（中華郵政） 

郵局局號：0021179 

郵局賬號：0713681 

戶名：鄭佳頤 TEY JIAYEE 

請在轉賬備註貴校校名。 

(4) 轉賬後，請保存並掃描（或拍攝）收據 email之大會信箱，以便查

驗。最新匯款資訊將更新於第 16屆中南僑盃運動會雲端

(https://reurl.cc/e951LQ)，供各校查詢。 

(5) 報名繳費後，若非人力所不能抗之因素，報名費一概不退還。 

 

(三) 寄送校旗方式 

(1) 請各校負責人完成報名手續後，於 2021年 3月 19日（星期五）前

將貴校校旗(*請備註校名)郵寄到以下單位: 

收件人：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安全輔導室（李瑞宗先生） 

地址：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惠蓀堂 2樓 

 

(四)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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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抽籤 

2021年 3月 28日（星期日）14:00 於本校興藝廳(雲平樓地下一樓)進行抽

籤，請各校委派代表出席。不克出席者，將由大會代表進行抽籤，抽籤過程

將於大會 FB粉專直播，抽籤結果一經公告不得有異議。 

壹拾壹、 領隊與隊長 

各參賽學校皆須設領隊一人負責與大會接洽、管理該「代表團」及參加領隊

會議。各參賽隊伍皆須設隊長一人，負責管理該隊伍、與有關比賽之負責人

接洽。 

壹拾貳、 場地設計圖 

 
 

活動場地運用表 

場地 用途 

室外籃球場 男生籃球五人制全場；女生籃球三人制半場 

室外排球場 排球男女混合團體制 

足球場 足球五人制團體賽 

體育館 2F 羽球男女混合團體制；閉幕典禮位置 

田徑場 田徑項目；開幕典禮地點 

體育館 B1 

籃球及排球項目半決賽及決賽； 

籃球及排球雨備地點； 

開幕雨備地點 

雲平樓 B1興藝廳 賽務抽籤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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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賽者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必須攜帶居留證及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正本作為檢錄使用，若未

攜帶者則無法參與比賽且不退還報名費用。 

2. 參賽者必須是在學僑生，不得以他人身份報名參加，也不得跨校報名。如

被發現，將一律以棄權論，不得申訴。請務必攜帶居留證以作申訴身份資

格問題之證明。 

3. 參賽者須為身體健康良好且沒有患任何長期疾病或哮喘、心臟病等，可參

與激烈刺激性的運動項目。  

4. 參賽者保險需自行處理。 

5. 參賽項目，每校最多可報名隊數如下表： 

項目 
最大報名人

數/隊伍數 

每校限制人

數/隊伍 

隊伍人數 

（每隊） 
登錄人數 

團體賽 

男籃 24隊 2隊 10至 15 8至 12 

女籃 12隊 2隊 3至 6 3至 5 

羽球 24隊 2隊 8至 15 8 

排球 24隊 2隊 6至 12 6至 12 

足球 12隊 1隊 9至 15 5至 15 

個人賽 

男子 100米 32人 

不限  

女子 100米 32人 

男子 200米 32人 

女子 200米 32人 

男子 400米 24人 

女子 400米 24人 

3000米 20人 

4*100米 24隊 2隊 4至 6 4 

 

6. 報名超過限制隊伍時，本會將列為候補。若先前報名者棄權或資格不符

時，可替補上成為成功報名者。請各校儘速報名。 

7. 若在賽程中遇到相同的比賽時間，參賽者必須擇一出賽，大會不會因個人

賽程時間的重疊而改變比賽時間。 

8. 食宿交通等相關資訊將公告於大會粉專，有需要者請自行查詢及訂房。 

9. 大會將提供第一天及第二天午餐，並於第一天領隊會議中重新統計第二天

的便當，以免導致便當的過多浪費，其他餐事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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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冠軍積分規則如下： 

 團體項目 個人項目 

冠軍 10分 5分 

亞軍 8分 3分 

季軍 5分 1分 

(a) 所得總分最高者為全場總冠軍。  

(b) 若積分相同以冠軍多者為勝利，再相同則以亞軍多者為勝利。  

(c) 凡在該項目棄權或被取消資格，其積分不予計算。 

11. 大會資訊如下： 

大會臉書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ocscompetition/ 

大會臉書粉專

對話框 

https://www.messenger.com/t/ocscompetition 

大會電子信箱 ocscompetition16@gmail.com 

大會資料共享

雲端 

https://reurl.cc/e951LQ 

12. 因應未來疫情可能發展變化，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佈停止所有大型活

動，本運動會將會配合取消，並處理後續事項。 

13. 主辦單位將視情況需要而更改以上條列。 

附件二、活動行程表 

2021年 05月 22日（星期六） 2021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900 各校於國立中興大學

田徑場集合報到 

0800-1200 各項比賽進行 

0900-1000 開幕儀式（田徑場）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000-1100 嘉賓茶敘 1300-1700 各項比賽進行 

1000-1200 各項比賽進行 1700-1730 緩衝時間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730-1800 閉幕及頒獎儀式： 

1. 羽球項目 

2. 籃球項目 

3. 排球項目 

4. 足球項目 

5. 全場總冠軍 

1300-2000 各項比賽進行 

1730-1800 頒獎儀式 

1.田徑項目 

1830 領隊檢討會議 1800 活動結束 

備注:日程表會隨實際報名情況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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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時程統整表 

編號 期限 項目 

1 2/7-3/14 填寫表單報名 

2 報名確認後-3/19 
報名費及保證金繳費 

繳交校旗 

3 3/28 賽務抽籤日 

4 5/22-5/23 中南僑盃活動日 

 

附件四、保證金扣除辦法總表 

違規項目 扣除金額（新台幣） 

蓄意破壞學校設施或公物除扣除保證金，另需原價

賠償 
2,000/次 

於賽前或賽后提出申訴（若申訴成功將全數歸還） 2,000/次 

冒名頂替參賽選手出賽（扣除保證金並取消該隊參

賽資格） 
2,000/次 

無故棄權（棄權該項目將喪失其後參賽資格） 

*若因撞賽棄權者則不扣除其保證金 

團體 1000/次 

個人 200/次 

球員毆鬥、侮辱大會工作人員或裁判 2,000/次 

嚴重妨礙賽事進行 1,000/次 

補發比賽檢錄之選手證 

第一次 300/張 

兩次以上每次以每張

1000計算 

未出席開幕典禮（參與指定賽事之隊伍除外） 1,000/校 

未準時出席開幕典禮（參與指定賽事之隊伍除外） 500/校 

破壞校園環境，如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 500/次 

於室內球場飲食（白開水除外）、吸煙 1000/次 

於室外場地非吸煙區吸煙 500/次 

於報名確認後異動資料將依次扣款 

第一次 200 

第二次 500 

第三次 800 

三次以上每次以 800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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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之規章 
 

一、 各隊伍請自備統一顏色且有背號（籃球、排球、足球)之運動服裝。 

二、 球員名單經填妥繳交確定後不得要求變更。 

三、 請各校參賽隊伍在第一天先在賽會總報到處報到領取選手證及檢驗其身份。各項比賽

前 15分鐘，攜帶所有隊員選手證至檢錄處檢錄，以核對名單，同時領取出賽表。遲

到者大會有權取消比賽資格。 

四、 比賽計時、記錄之工作，由主辦單位或協辦單位安排之。 

五、 如有未盡事宜，一律於領隊會議補充說明。凡會議討論決議案，未出席單位不得有異

議。 

六、 比賽開始前，於雙方對手列隊時，裁判應請選手互相檢查對手選手證，以確定對方為

本人參賽。並進行禮儀之握。 

七、 本會於賽事期間備有運動傷害急救員；意外醫療等其他保險等由參賽人員自行投保。

所有參賽人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若有因隱瞞個人健

康情況而致意外發生時，概由當事人自行負一切相關責任。 

八、 比賽結束後，嚴禁私自將球帶走，需將球交還裁判或記錄台。全場之用球，無論其損

壞程度皆不可私自帶走。否則以盜竊論。 

九、 比賽需穿符合該比賽類型之鞋款，禁止涼鞋或赤腳等。 

十、 報名隊伍過多、少或下雨等因素，本會將有更改競賽方式之權利。 

十一、 凡經報名後不得無故棄權，每棄權一項即喪失其後參賽資格。若因臨時發生不可抗拒

因素之事情，須於賽前或當日由該隊負責人或參賽者本人提出書面報告及證明，由大

會賽務長簽名後，送交大會紀錄組登記存查。 

十二、 如參賽者報名 2項（含以上）賽事並遇上比賽時間重疊時，參賽者可擇一參賽，此狀

況不受第十一條限制。 

十三、 凡團體賽或個人賽之報名隊數不足時，大會得視情況取消該項比賽，並將酌予退還部

分費用。 

十四、 為避免一校兩隊在循環賽時發生同校對決的情況，大會得在抽籤前將其隊分開抽籤。 

十五、 凡比賽時發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裁判員有權決定規則尚未提及之事項，且該

場裁判員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十六、 如遇情況需設立種子隊伍，均以抽籤決定種子位置之隊伍。 

十七、 循環賽中，如遇勝場相同之情況，則以得失分或得失球等為晉級資格。 

十八、 主辦單位有任何最終之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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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比賽之規章 

籃球（男籃）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戶外籃球場、體育館 B1 

 

三、 比賽項目 

男生五人制全場籃球賽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至多註冊 15人，至少 5人。登錄最多 12人，最少 5人，場上 5位球員

出場比賽。參賽名額上限為 24隊，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2隊。 

2. 預賽晉級制度：分 6組 4隊，採小組循環賽制，取各分組第一之球隊晉級複賽。 

3. 複賽晉級制度：分 2組 3隊，採小組循環賽制，取各分組第一之球隊晉級冠亞賽，

各分組第二之球隊晉級季殿賽。 

4. 冠亞季殿制度：採單淘汰制。 

 

五、 競賽規章 

1. 基本規則： 

比賽採四節制，每節 10分鐘，加時賽 5分鐘。各節間休息 2分鐘，中場休息 3分

鐘。 

2. 比賽時間： 

比賽期間皆不停錶，僅前三節最後 24秒，第四節最後 2分鐘（含進球）停錶；四

強賽及冠亞季殿賽前三節最後 1分鐘，第四節最後 2分鐘（含進球）停錶。 

3. 暫停： 

僅教練或助理教練，若無則隊長可以請求暫停，且應親自到記錄台請求暫停，並用

合宜的傳統手號表示。上半場每隊可暫停 2次，下半場可暫停 3次，暫停時間為

30秒（停錶）。若進入延長賽，則每隊可暫停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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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球隊排名： 

如遇戰績相同則比較兩隊之對戰紀錄決定排名。若三隊以上戰績相同則先比較三隊

對戰勝負，勝場多者排名在上，勝負皆相同則比較勝負分差總和，大者排名在上。

若還需進一步判定則依以下順序： 

A. 相關球隊總比賽得分 

B. 整組比賽得失分差 

C. 整組比賽總得分 

D. 抽籤 

5. 取消資格： 

A. 在裁判命令比賽開始後，拒絕出場或阻撓比賽。 

B. 比賽開始五分鐘後，球隊若缺席或不足五人上場。 

C. 比賽過程中、賽後（雙方在場），經對手檢舉且當場發現有違反規定。 

D. 比賽期間，球隊在球場可比賽之球員少於 2人，則判定比賽失敗。 

E. 因 A，B，C情況被取消之比賽，分數應記為 20:0；因 D情況被取消之比

賽，獲勝隊伍得分較多則比數應為有效，反之應記為 2:0。 

6. 補充事項： 

A. 比賽期間嚴禁任何故意或粗暴犯規動作，情況嚴重裁判有權將球員或教練驅

逐出場。 

B. 如遇有特殊情形，無法按照既定賽程如期比賽時，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參賽單

位協調。 

C. 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天然災害，比賽進行與否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

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D. 除上述規則外，其他規則一律參照 FIBA制定之最新籃球規則進行。 

7. 雨備： 

A. 場地更換至中興大學體育館 B1 

B. 上下半場，每半場 10分鐘，僅下半場最後 2分鐘停錶（含進球）；中場休息 1

分鐘。 

C. 上下半場每隊各有一個暫停，每次暫停 30秒（不停錶）。 

D. 延長賽：場上兩隊的各五名球員輪流進行一輪罰球，進球數多者獲勝，或仍

平手則輪流派一名板凳進行罰球，直至其中一方勝一球為止。 

E. 雨備不影響四強賽及冠亞季殿賽賽制。 

F. 是否進行雨備賽程，將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若因雨勢造成無法避免之賽事停止，報名費將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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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意事項 

1. 注意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由於賽程緊湊煩請各隊伍至少於賽前十五分鐘完成檢錄以利比賽順利進行。 

 

七、 申訴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球員鬥毆、或球隊隊職員侮辱大會工作人

員及裁判等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將此記錄列入黑名單。 

2. 球員不可因其失誤或不滿判決等，做出任何侮辱裁判或對手及任何破壞場地等行

為，輕則由裁判發出行為不當之宣判，嚴重者直接取消該球員任何一項比賽的資

格。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所有事宜作

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其他詳細注意事

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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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女籃）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戶外籃球場 

 

三、 比賽項目 

女生三人制半場籃球賽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至多註冊 6人，至少 3人。登錄最多 5人，最少 3人，場上 3位球員出

場比賽。參賽名額上限為 12隊，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2隊。 

2. 預賽晉級制度：分 4組 3隊，採小組循環制，取各分組第一之隊伍進行複賽。 

3. 複賽晉級制度：採單淘汰制。 

4. 冠亞季殿制度：採單淘汰制。 

 

五、 競賽規章 

1. 基本規則： 

A. 比賽採每場 10分鐘。時間結束前，首先獲得 21分或以上的球隊獲勝；時間

結束則得分高者獲勝。 

B. 三分線內投籃得 1分；三分線外投籃得 2分；罰球得 1分。 

C. 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擲硬幣/猜拳決定之，獲發球權方於三分線外頂端發

球。 

D. 賽前兩隊應同時熱身。 

E. 每隊必須有 3名球員才能開始。 

F. 投球中籃或最後一次罰球中籃後，非得分隊球員在球籃下方運球或傳球至三

分線外區域繼續比賽。 

G. 投球不中籃或最後一次罰球不中籃後，進攻方搶獲籃板球可繼續進攻而不須

使球回到三分線外，反之防守方搶獲籃板球則必須使球回到三分線外。 

H. 若防守方抄截或封阻而獲得球，必須使球回到三分線外。 

I. 任何球隊在死球情況下獲得球權，應以球權轉換恢復比賽。防守球員應在圓

弧頂將球傳交給弧綫外的進攻球員。 

J. 死球情況下，進行球權轉換或執行罰球前，任何球隊均可以進行替補。 

K. 發生爭球情況時，球權應判給防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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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球隊必須在 12秒內試圖投籃，拖延或不積極比賽，視為違例。 

2. 犯規及罰球規則： 

A. 球隊犯規達 6次後，即處於加罰狀態。 

B. 若投球不中籃，投籃犯規發生在三分線內應判罰球 1次，若投籃犯規發生在

三分線外應判罰球 2次。 

C. 若投球中籃，得分有效及投籃球員獲得罰球 1次。 

D. 違反體育精神犯規及奪權犯規應計算球隊犯規 2次。球員第 1次違反體育精

神犯規，應判罰球 2次，但沒有球權。所有奪權犯規及球員第 2次違反體育

精神犯規，應判罰球 2次及球權。 

E. 球隊犯規達 7、8及 9次應判罰球 2次。球隊犯規達 10次或以上應判罰球 2

次及球權。 

F. 所有技術犯規應判罰球 1次。 

G. 任何球員被判違反體育精神犯規 2次及奪權犯規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3. 時間規則： 

A. 每場比賽 10分鐘，最後 2分鐘死球期間停錶，其餘時間皆不停錶。 

B. 每隊各有一次暫停，每次 30秒。 

C. 若常規比賽時間結束後得分相同，應進行加時賽。加時賽開始前有 1分鐘休

息時間。加時賽中首先獲得 2分的球隊獲勝。 

4. 球隊排名： 

若球隊在第一階段勝場數相同，應順序按下列步驟決定排名： 

A. 對賽成績 

B. 平均得分 

C. 抽籤 

5. 取消資格： 

A. 在裁判命令比賽開始後，拒絕出場或阻撓比賽。 

B. 比賽開始五分鐘後，球隊若缺席或不足三人上場。 

C. 比賽過程中、賽後（雙方在場），經對手檢舉且當場發現有違反規定。 

D. 比賽期間，球隊擅自離場或球隊在球場可比賽之球員少於 2人，則判定比賽

失敗。 

E. 因 A，B，C情況被取消之比賽，分數應記為W:0；因 D情況被取消之比

賽，獲勝隊伍得分較多則比數應為有效，反之應記為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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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補充規則： 

A. 比賽期間嚴禁任何故意或粗暴犯規動作，情況嚴重裁判有權將球員或教練驅

逐出場。 

B. 如遇有特殊情形，無法按照既定賽程如期比賽時，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參賽單

位協調。 

C. 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天然災害，比賽進行與否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

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D. 除上述規則外，其他規則一律參照 FIBA制定之最新 3×3籃球規則進行。 

7. 雨備： 

以延遲賽事為主要方法，其餘競賽方式相同與晴天相同，若因雨勢造成無法避免之

賽事停止，大會有權扣除已負擔之費用後將餘額歸還各隊。 

 

六、 注意事項 

1. 注意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由於賽程緊湊煩請各隊伍在提早至球場準備，並且隨時留意比賽通知。 

 

七、 申訴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球員鬥毆、或球隊隊職員侮辱大會工作人

員及裁判等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將此記錄列入黑名單。 

2. 球員不可因其失誤或不滿判決等，做出任何侮辱裁判或對手及任何破壞場地等行

為，輕則由裁判發出行為不當之宣判，嚴重者直接取消該球員任何一項比賽的資

格。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 所有事宜

作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 其他詳細注意

事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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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館、忠明南路排球場（體育館前） 

 

三、 比賽項目 

男女混合排球制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 

A. 至多註冊 12人,至少 6人。可登錄 12人,至少 6人,場上共 6位包含自由人球

員出場比賽。場上陣容須至少有兩名女生,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2隊。 

B. 報名隊伍上限為 24隊。 

C. 若報名隊伍為 15隊或以下，則將有敗部復活制度。 

2. 晉級制度: 

A. 預賽晉級制度:採小組循環制,取各組積分最高的球隊晉級循環賽。採三局兩

勝定勝負。 

B. 循環賽晉級制度:採小組循環制, 取各組兩隊積分最高的隊伍晉級準決賽。採

三局兩勝定勝負。 

C. 決賽制度:採單淘汰制(含冠亞賽,季殿賽),採三局兩勝定勝負。 

D. 敗部復活制度：採單淘汰制，復活之隊伍將進入準決賽。 

E. 比賽球網標準:採男網高 243cm。 

F. 球場上若某方少於 6名球員於場上,或女生選手少於 2名,該場比賽既宣告結

束,該隊伍直接棄權。 

 

五、 競賽規章 

1. 比賽規則 

A. 決賽、循環賽、預賽採三局兩勝制。 

B. 某隊先得 25分，並至少領先對隊 2分之球隊贏得該局比賽。 

C. 決勝局(第三局)以先得 15分並至少領先對隊 2分之球隊贏得該局比賽。一方

先得 8分時，交換場地。 

D. 比賽由第一裁判負責比賽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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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每局比賽開始前,教練需將上場球員的陣容寫於陣容單上,並交給第二裁判或

記錄員。 

F. 陣容單在比賽開始後不得修改。 

G. 女生攻擊扣球時,男生不能上前攔網。 

H. 賽前以擲硬幣方式決定發球或選場。 

2. 時間規則 

A. 不實施技術暫停，每隊每局可有 2次暫停,每次暫停時間為 30秒。 

3. 循環賽計分方式: 

A. 獲勝積分得 2 分,敗隊得 1 分;如棄權,除該隊被取消參賽資格外,所有與 該

隊比賽球隊之積分也不予計算,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B. 如二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分數除以所負總

分數，其商愈大者為勝隊 

C. 以相關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之商數多寡判定

名次。 

D. 前項得失總分之商相等時，則以各隊在該賽程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

其商愈大者為勝隊。 

E. 如前項仍相等時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 

4. 依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排球規則，各球結果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5. 雨備： 

A. 比賽進行中如下雨,是否進行雨備賽程,將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定,各球隊

不得提出異議。若因雨勢造成無法避免之賽事停止,大會保有報名費用處理之

權利。 

B. 場地改為室內球場，預賽將進行 31分制。 

i. 先得 31分之隊伍勝出。 

ii. 15分時交換場地。 

iii. 各有 2次暫停 

C. 循環賽與決賽採三局兩勝制。 

 

六、 注意事項 

1. 主要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自由球員需穿著與其他球員明顯不同顏色且有背號之球衣,且不得同時擔任球隊隊

長或場上隊長。 

3. 凡進入雨備方案,大會有權更改比賽制度及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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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述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球員鬥毆、或球隊隊員任何侮辱大會工作

人員及裁判等行為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將該校及涉及球員記

錄列入黑名單。 

2. 球員不可因其失誤或不滿判決等,做出任何侮辱裁判或對手及任何破壞場地等行為,

輕則由裁判發出行為不當之宣判,嚴重者直接取消該球員於任何一項比賽的資格。 

3. 紅黃牌罰則 

A. 任一球員如行為不當則將被判黃牌者,其隊伍失一分及發球權。 

B. 同一球員發生第二次行為不當則將被判紅牌,該球員將被驅逐出場。 

C. 同一球員發生第三次行為不當則將被判紅+黃牌,該球員將被取消資格。 

D. 嚴重行為不當者,裁判有權直接判紅牌或紅+黃牌(紅牌即驅逐出 場;紅+黃牌即

取消資格)。 

E. 紅黃牌之判決,將延續至該項目之決賽。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 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 所有事

宜作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 其他詳細注意

事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19 

 

足球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五人制足球場 

 

三、 比賽項目 

五人制足球團體賽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註冊至多 15人，至少 9人。登錄 15人，至少 5人，其中一人是守門

員。參賽名額上限為 12隊，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1隊。 

2. 預賽晉級制度：小組循環制，取各分組第一之球隊晉級複賽。 

3. 複賽晉級制度：單淘汰制，淘汰賽對手為抽籤決定。 

4. 決賽制度：冠亞季殿對決賽。 

 

五、 競賽規章 

1. 基本規則： 

A. 比賽分為上下半場，各 20分鐘，中場休息 5分鐘，計時皆不停錶，不補時。 

B. 若在組別循環賽比賽時間內不能決出勝負，則已平局爲最終比賽結果。若在淘

汰賽，4強賽，冠亞季殿賽比賽時間內不能決出勝負無加時立即進行點球決戰

（各隊派出三名球員及守門員與敵隊輪流進行點球大戰，進球多者獲得勝

利）。 

C. 點球前以硬幣決定先後順序。若點球決戰平手，則重新點球並且執行驟死賽，

主發球員不得為前三位點球手。若先攻不進球，後攻方進球，為後方獲勝；反

之，若先攻方進球，後攻方不進則為前者獲勝。 

D. 賽前以擲硬幣方式決定開球或選場。 

E. 換人名額不限，換人時需站位於換人區並秉持先下後上之原則。 

F. 不能剷球，犯規則示以黃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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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循環賽計分方式： 

A. 勝隊積分得三分，平局 2隊各得一分；敗隊不得分，棄權隊則判定為 0-3落

敗。以積分多寡決定名次。 

B. 戰績相同者，比較得失分(進球數減失球數)，多者為勝。 

C. 若得失分相同時，則以得多分者獲勝。 

D. 若得分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進行以決定獲勝隊伍。 

3. 補充事項： 

A. 比賽期間嚴禁任何故意或粗暴犯規動作，情況嚴重裁判有權將球員或教練驅逐

出場。 

B. 如遇有特殊情形，無法按照既定賽程如期比賽時，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參賽單位

協調。 

C. 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天然災害，比賽進行與否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定，

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D. 其餘規則參照 2020 年中華民國五人制足球協會最新審定之足球規則。（2020

年起有諸多規則更動，請務必自行前往中華民國足協官網查詢

https://www.ctfa.com.tw/judge/download/5050-2020-21-033.html） 

4. 雨備： 

A. 場地更換至中興大學操場，建議選手準備釘鞋備用。 

B. 凡進入雨備方案，大會有權更改比賽制度及比賽規則。 

C. 是否進行雨備賽程，將由大會審判委員及裁判裁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若

因雨勢造成無法避免之賽事停止，報名費將不退還。 

 

六、 注意事項 

1. 注意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由於場地因素煩請各隊伍至少於賽前十五分鐘完成檢錄以利比賽順利進行。 

 

七、 申訴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球員鬥毆、或球隊隊職員侮辱大會工作人

員及裁判等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將此記錄列入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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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球員不可因其失誤或不滿判決等，做出任何侮辱裁判或對手及任何破壞場地等行

為，輕則由裁判發出行為不當之宣判，嚴重者直接取消該球員任何一項比賽的資

格。 

 

3. 紅黃牌罰則： 

A. 因行為不當被判黃牌之球員，若累積兩張黃牌即為一張紅牌。若 2分鐘內少打

一人之隊伍失分馬上補上一名球員，否則則為兩分鐘後再補上一名球員。 

B. 黃牌之判決，並不延伸至之後的比賽，紅牌則禁賽一場。 

C. 嚴重行為不當者，裁判有權可直接判其紅牌。 

D. 若某隊該場次紅牌累計數達三張，則該隊伍將直接強制棄權。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所有事宜作

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其他詳細注意事

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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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體育館 

 

三、 比賽項目 

男女混合團體賽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 

A. 每隊可註冊至多 15人，至少 8人。登錄 8人，檢錄時需選派一名該隊隊長。 

B. 參賽名額上限為 24隊，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2隊。 

C. 若該球隊男或女性別之球員不足於本賽制度之四男四女人數，該球隊有權選

擇某點做為棄點。 

2. 晉級制度： 

A. 預賽：採小組循環賽，取各小組第一直接進入複賽。 

B. 複賽：採小組循環賽，取各分組第一之球隊晉級冠亞賽，各分組第二之球隊

晉級季殿賽。 

C. 小組循環賽為 5點全打。 

 

五、 競賽規章 

1. 基本規則「預賽」： 

A. 每點一局 31分。如局末平分，先贏得 31分之隊伍既勝出。 

B. 順序為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 

C. 所有選手都不可兼點。 

D. 小組循環為 5點全打。 

E. 賽前以擲硬幣方式決定開球或選邊。 

F. 當一方領先 15分，雙方可休息 1分鐘，且換邊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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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規則「冠亞季殿賽」： 

A. 每點採三局兩勝制每局 21分，且每點皆須分出勝負。 

B. 每局過後需交換邊，換邊可休息 2分鐘。當決勝局第三局，11分換邊。 

C. 為了使賽程順利進行，場地方面，本會將視情況調度或拆點比賽。 

3. 其餘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審定之最新國際羽球規則(落地得分制)。 

 

六、 注意事項 

1. 注意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禁止穿著混淆對手之服裝及世界羽聯所規定的禁穿之款式，例如衣服上有栩栩如生

的羽球圖案等。 

3. 嚴禁穿著拖鞋、高跟鞋等非運動包鞋參加比賽。 

4. 嚴禁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體育館內。 

 

七、 申訴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球員鬥毆、或球隊隊職員侮辱大會工作人

員及裁判等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將此記錄列入黑名單。 

2. 球員不可因其失誤或不滿判決等，做出任何侮辱裁判或對手及任何破壞場地等行

為，輕則由裁判發出行為不當之宣判，嚴重者直接取消該球員任何一項比賽的資

格。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所有事宜作

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其他詳細注意事

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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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項目競賽規章 

一、 比賽日期 

110年 05月 22日（星期六）-110年 05月 23日（星期日） 

 

二、 比賽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田徑場 

 

三、 比賽項目 

項目 組別 個人/團體賽 人數/隊伍數限制 

100米 男、女 個人 32人 

200米 男、女 個人 32人 

400米 男、女 個人 24人 

3000米 男 個人 20人 

4×100米接力賽 男、女 團體 24隊 

 

四、 競賽制度 

1. 報名制度： 

A. 每位參賽者總項目以參加三項，兩項個人賽以及一項團體賽為限。 

B. 4×100米接力賽各大專院校隊伍上限為 2隊。每隊可報名 6人,登錄 4人。 

 

五、 競賽規章 

1. 個人賽(100米、200米、400米),各項目預賽以計時方式擇優 8名普級決賽,再從決

賽中取前三。 

2. 個人賽(3000米)直接決賽,並取前三。3000米限時 30分鐘。參賽者需在限時内完成

比賽，逾時將强制停止比賽。 

3. 團體賽(4×100米接力賽)預賽擇優 8隊普級決賽,再從決賽中取前三。 

4. 其餘比賽規則由中華民國體育協會最新協定之田徑規則。 

5. 補充事項： 

A. 參賽者需別上大會準備的號碼牌檢錄及下場。 

B. 參賽者經檢錄后不可隨意離開,違者大會有權取消比賽資格。 

C. 如各個項目少於或等於五人參加,大會有權取消改項目。 

D. 短跑參賽者可選擇穿著田徑釘鞋下場,但僅用跑道上使用,以免破壞場地。 

E. 凡比賽時發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裁判員有權決定規則尚未提及之事項,且該

場裁判員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F. 如有未盡事宜,一律於領隊會議補充說明,凡會議討論決議,未出席單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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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雨備： 

G. 雨勢不大比賽將會如期進行,若擅自離開視作棄權處理。 

H. 凡進入雨備方案,大會有權更改比賽制度、比賽規則或取消項目。 

 

六、 注意事項 

1. 注意事項請至「注意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2. 參賽者需于表定開賽時間前 30分鐘到檢錄台檢錄,違者大會有權取消比賽資格。 

 

七、 申訴 

申訴事項請至「申訴事項之規章」查看並遵守。 

 

八、 罰則 

1. 比賽期間「即活動當日任何時段」如發生參賽者鬥毆、或參賽者職員/教練侮辱大

會工作人員及裁判等事件時，大會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參賽資格。並將此記錄列入黑

名單。 

2. 比賽預備時,需等待裁判鳴槍後才可進行比賽,若犯此例,本會僅給予一次比賽機會,第

二次犯規者將直接取消該項目資格。 

3. 如於個人賽跑及接力賽中踏入其他參賽者路線中,則屬犯規，即取消資格。 

4. 長跑賽中踩踏或碰撞其他參賽者,則屬犯規,即取消資格並扣除保證金。 

 

九、 獎勵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牌及獎狀乙份。 

 

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十一、本大會擁有修改、變更、暫停或取消本次比賽的權利，亦有權對此比賽之所有事宜作

出解釋或裁決，並保有一切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任何變更內容及其他詳細注意事

項，則公佈於中南僑盃網站，並以其為準不另行通知，本會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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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事項之規章 

一、 有關運動員身份資格問題，參賽者或參賽隊伍應於比賽開始前或比賽後 1小時內向該

記錄台提出申訴；若申訴成立，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二、 比賽過程中，球隊如對裁判權責之判決有任何異議，請場上隊長以謙恭有禮的態度與

該場裁判及賽務組長溝通，以尋求解釋，且不得作為申訴之緣由。 

三、 任何申訴等行為均只有該隊隊長作唯一發言人。 

四、 其餘有關申訴保證金問題，可詳見保證金實施辦法。 

五、 大會將先扣除申訴方之保證金，若申訴成功將全數歸還；反之則扣除全數保證金。 

 

 

 

 

 

 

 

 

 

此章程於 

 

2021年 1月 10日初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