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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淡江全國雙企盃報名簡章 

籃球、排球、壘球、羽球 

活動日期：2017.4.8(六)~2017.4.9(日)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企管系學會 

指導單位：淡江大學課外活動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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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資訊 

1. 活動名稱：第十九屆全國大專院校企業管理相關科系與全國各大企業球類體育盃賽

（簡稱全國雙企盃） 

2. 雙企之定義：一企為全國企管相關科系在校生與校友，另一企則為全國企業人士。 

3. 活動宗旨：藉由各球類體育競賽以球會友與友系及企業建立良好關係，展現其運動

家精神及風範，促進各校之間友好情誼，並藉此向企業學習其企業精神文化，提供

一個良好管道使學生能與企業及友校交流互動。 

4. 活動特色： 

(1) 提供帄台予畢業校友及企業隊，能重溫學生時代，並與學弟妹彼此切磋琢磨。 

(2) 提供帄台予在學生隊，能與不同強度隊伍做良性競賽，學習社會人士之精神文化。 

5. 比賽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2017年 4 月 9日 

6.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企管系學會 

7. 協辦單位：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8. 指導單位：淡江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 

9. 報名日期：(1)第一階段：2016/12/12~2016/12/26 

              (2)第二階段：2017/1/9~2017/1/23 

10. Facebook 粉絲專頁：2016 19th 淡江全國雙企盃 

11. 官方網站：http://tkuba19th.wix.com/tkuba9029 

12. 官方信箱：tkuba19th@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kuba17thdba?notif_t=page_new_likes
mailto:tkuba19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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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資訊 

   一、參賽資格 

(一) 全國企業管理相關科系登記註冊為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在學之學生，

包含夜間部(教育部頒布正式學制者)。 

(二) 全國企業管理相關科系碩士班(生)、博士班(生)、企研所。以同一學校且

為企管相關科系 105學年度在學生(企研)，禁止跨學校或在校生與企研所混

搭，違反者，經大會查證屬實、棄權論且沒收保證金 

(三) 全國企業管理相關科系畢業之校友。以同一學校且為企管相關科系畢業學

生 2/3所組成(其餘可加入不同系或在校生)，禁止跨學校或參加在校生隊，

違反者，經大會查證屬實、棄權論且沒收保證金 

(四) 全國各大企業。以各企業為一個團體，禁止跨企業參賽，違反者，經大會

查證屬實、棄權論且沒收保證金 

 

 『曾是』或『在校』體保生規定：  

(一)曾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詴、單獨招生及轉學(插班)考詴

加分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之入學管道並經榜

示或遞補錄取者定義為專項體保生。  

(二)符合下列資格亦視同體保生  

1.以體育專長入學(含單獨招生入學者)之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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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曾)為大專聯賽甲一級、特優組與公開組之球員。 

3.現(曾)入選為亞青國家隊(培訓隊)、國家代表隊(培訓隊)之球員。  

4.轉學生於首次入學以體育專長入學之球員。  

5.現(曾)擔任社會甲級公開組球員與職業球員。  

6.體保生、體資生與曾經具有國手資格參賽選手皆等同於體保生。  

(三)每項體育競賽可報名兩位體保生，並請於註記欄註明。每場比賽登錄上場球

員僅可只有一位體保生。  

(四)非比賽項目專項體保生，不為第三點敘述所限。  

 

 以上規定請秉持誠信原則，若違反以上規定之隊伍經檢舉查證屬實，則以棄

權論，並沒收該隊全額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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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 

第一階段報名日期：2016/12/12~2016/12/26 

第二階段報名日期：2017/1/9~2017/1/23 

第一階段報名方式 
(1)請填寫表單 

(2)請下載 "報名費暨保證金費用總表"  及  "A-1報名費暨保證金匯款影本回

函"填妥後，將報名費、保證金匯款至指定帳戶，並且將報名費暨保證金費用總

表及 A-1報名費暨保證金匯款影本回函，共兩張，以郵寄/E-mail(擇一即可) 

 郵寄紙本(至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  淡江大學 企業管

理學系系學會  收)  ＊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E-mail(至  tkuba19th@gmail.com ) 主旨：比賽項目+隊伍名稱 

郵局代號：700 

匯款帳號：2441285 0343296 

戶名：淡江大學企管學會 劉羿彣 

<如遇到戶名只能填五個字的狀況請填「淡大企管會」，例如:用郵局寄郵局時> 

匯款單上請註明隊伍名稱、報名項目、聯絡人姓名電話 

※注意 

 請務必在匯款後以簡訊告知 2017全國雙企盃財務長張硯評 0938-933-107 

簡訊請註明匯款人隊伍名稱、匯款帳號以及匯款金額 

mailto:tkuba19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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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報名方式 

<注意> 本次報名採用 電子檔/郵寄紙本資料 兩種方式，擇一即可。 

     其中唯有附件 P-1個人不保險切結書必頇以郵寄方式寄回主辦單位。 

需繳交資料： 

P-1個人不保險切結書(必頇以郵寄紙本方式寄回主辦單位，如果該隊不投保的

話) 

-------------------------------------------------------------------- 

P-2淡江雙企盃報名資料對照表 

E-1各隊聯絡人資料 

E-2分類競賽報名表 

E-3保險資料 

E-4大頭照與身分證明文件 

E-5保險費匯款影本回函 

E-6保險費用總表 

 (以上資料電子檔/郵寄紙本資料 兩種方式，擇一即可) 

 

 電子檔方式：請各參賽隊伍至下載專區，下載相關的報名表格，並依照表

格填寫報名資料，於 2017/1/23 前將報名資料寄至 tkuba19th@gmail.com   

(主旨請打隊伍名稱+比賽項目) 

mailto:tkuba19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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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紙本方式：請各參賽隊伍至下載專區，下載相關的報名表格，並依

照表格填寫報名資料，於 2017/1/23前將報名資料紙本郵寄於 25137新北

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  收（以郵戳為

憑）。 

 

 大頭照的電子與紙本處理方式： 

※請務必提供清晰並可供辨識身分之大頭照片 

【電子檔】大頭照就加入電子檔，限制大小為兩吋 

【紙本】貼上兩吋大頭照寄回 

※兩吋為 3.5cm*4.5cm 

 報名表為統一格式請勿擅自改寫，資料請務必正確齊全。 

 報名資料如有逾期繳交者，本主辦單位有權扣除保證金或不予報名(參

見保證金相關規定)。 

※【保險費】每人 50元 

※參賽選手皆必頇保險並填寫保險資料(如不保險請填寫 P-1個人不保險切結書)，

隨隊人員則視各隊伍自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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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費用 

<在校生/企研隊> 

各項費用一覽表 

 

 

 

 

 

 

 

 

 

 

 

 

 

 

備註： 

1. 如無違反比賽各項規定，保證金將於比賽當日貴隊所有賽事結束後在大會報到處退

還。 

項目 報名費 保證金 合計 

男子組 

籃球 

每隊 

$3300 

每隊 

$1000 

每隊 

$4300 

女子組 

籃球 

每隊 

$3300 

每隊 

$1000 

每隊 

$4300 

男子組 

排球 

每隊 

$3000 

每隊 

$1000 

每隊 

$4000 

女子組 

排球 

每隊 

$3000 

每隊 

$1000 

每隊 

$4000 

壘球 

每隊 

$2800 

每隊 

$1000 

每隊 

$3800 

羽球 

每隊 

$2800 

每隊 

$1000 

每隊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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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報名完成後兩週內，如有隊伍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欲棄權者，將退還報名費 5成

扣除全額保證金；如報名完成後逾期兩周，如有隊伍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欲棄權者，

將退還報名費 3成扣除全額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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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隊/校友隊> 

各項費用一覽表 

項目 報名費 保證金 合計 

男子組 

籃球 

每隊 

$3800 

每隊 

$1000 

每隊 

$4800 

女子組 

籃球 

每隊 

$3800 

每隊 

$1000 

每隊 

$4800 

男子組 

排球 

每隊 

$3500 

每隊 

$1000 

每隊 

$4500 

女子組 

排球 

每隊 

$3500 

每隊 

$1000 

每隊 

$4500 

壘球 

每隊 

$3300 

每隊 

$1000 

每隊 

$4300 

羽球 

每隊 

$3300 

每隊 

$1000 

每隊 

$4300 

 

備註： 

1. 如無違反比賽各項規定，保證金將於比賽當日貴隊所有賽事結束後在大會報到處

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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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報名完成後兩周內，如有隊伍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欲棄權者，將退還報名費

5成扣除全額保證金；如報名完成後逾期兩周，如有隊伍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

欲棄權者，將退還報名費 3成扣除全額保證金。 

四、匯款資訊 

報名費、保證金、保險費用 請匯款至 

郵局代號：700 

匯款帳號：2441285 0343296 

戶名：淡江大學企管學會 劉羿彣 

<如遇到戶名只能填五個字的狀況請填「淡大企管會」，例如:用郵局寄郵局時> 

匯款單上請註明隊伍名稱、報名項目、聯絡人姓名電話 

※※※※※※ 

1. 請務必在匯款後以簡訊告知 2017全國雙企盃財務長張硯評 0938-933-107 

簡訊請註明匯款人隊伍名稱、匯款帳號以及匯款金額 

2. 並且將匯款單 E-mail(至 tkuba19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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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領隊會議 

 欲參加本盃賽而未參加領隊會議者是為默認領隊會議之一切決定,權益

受損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領隊會議  

 日期: 106 年 1月 8 日  星期日 

 時間: 13:00 開放入場  ； 13:30 會議開始  

 地點: 淡江大學 

 主持人:黃鈺鈞 

會議內容: 

一、 盃賽組織架構 

二、 第二階段報名方式介紹 

三、 申訴程序 

四、 保證金退費說明 

五、 各球類規則 

六、 各項球類對戰抽籤 

七、 檢錄報到方式 

八、 場地介紹 

九、 注意事項 

十、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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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賽與場地頇知 

一、參賽頇知 

敬請各校系參賽隊伍遵守以下各點規範，如不遵守再經過勸阻後仍然違規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且沒收保證金。 

1. 報名時請詳細閱讀報名資料，如有發生任何違反報名資料之事件，該隊將不予以報名且沒收保證金。 

2. 當天報到統一至紹謨紀念體育館 4樓領取選手證、秩序冊、瓶裝水，當天登錄球員每人一瓶，瓶裝水發

放為響應環保只發放第一天。體育館、宮燈教室及各場地附近皆備有飲水機，可向各比賽場地檢錄台工

作人員詢問。 

3. 比賽當天檢錄時，由各隊收集選手證登錄，以證明選手身份。若部分球員因參加其它項目，證件無法和

其他選手一併登錄，則主辦單位不接受登錄，請各隊事先協調。 

4. 該場比賽結束前，隊長可向對方球隊身分有異議的選手提出檢查的要求，由記錄台核對該球員身分，若

有冒名頂替之行為，經本大會查證屬實，立即取消該隊伍之參賽資格且沒收保證金。 

5. 於本活動期間，若有暴力行為（含語言及肢體），經本大會查證屬實，若情節重大，立即取消該隊伍之參

賽資格且沒收保證金。 

6. 遵守各項比賽規則，比賽中一切依照裁判判決，如對判決有爭議，請於比賽中由隊長向裁判反應。服從

裁判的判決。裁判有驅逐比賽選手之權力。  

7. 有關競賽場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後半小時內，以主辦單位提供之申訴書

提出，並且要有足夠證明，經領隊或教練簽章，向大會紀錄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

訴需繳交申訴保證金 3000元整）。 

8. 球隊中若有不合規定之球員出賽者，經大會查證屬實，立即取消該隊本次雙企盃比賽資格且沒收保證金，

情節嚴重者，甚至取消下次雙企盃參加資格。 

9. 參賽隊伍若未穿著統一服裝，則不得上場比賽，並且服裝上必頇有可辨認之背號，若沒有背號則穿著由

大會提供之號碼衣。   

10. 務必遵守各項比賽賽程時間，準時到比賽場地登錄並進行比賽，如超過比賽時間則視情況取消該場參賽

資格。 

11. 比賽時之用球、計時、計分工作皆由大會進行安排。  

12. 嚴禁私人機車及車輛擅自進入校園內。 

13. 校園內絕對嚴禁吸菸及攜帶寵物，如不遵守再經過勸阻後仍然違規將沒收保證金。 

14. 如因天候不佳問題（例如：下雨），戶外比賽籃球、排球、壘球等三項活動，將視情況而停辦該幾項競賽

活動。停辦訊息將由本大會發出為標準。如在比賽開打前停辦該競賽項目，報名費用將全額退費，比賽

中停止比賽則將退費 3成。 

二、檢錄規定 

請各參賽隊伍於比賽當天至大會報到處（紹謨紀念體育館四樓）辦理報到手續；檢錄台報到時(還沒發選

手證的時候)要出示證件，就學請出示學生證/身分證，出社會請出示身分證，比賽前 30 分鐘，至各比賽

場地之檢錄台辦理檢錄手續。 

1. 出示選手證核對身分，且不可以其他證件替代，如經查實證件不齊者，則視同資格不符。 

2. 賽前選手檢錄，將以檢錄表與選手證兩者相互比對，兩者資訊和照片完全符合者，方能完成檢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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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檢錄表上之球員方可登錄，未完成登錄之球隊不可出賽；未在登錄名單上之球員不可出賽，且登錄完

成後不可更動名單。比賽開始前 10分鐘，尚未完成檢錄者，扣除五成保證金；比賽開始後 5 分鐘無法

順利出賽之隊伍（未完成檢錄程序或未達出賽最低人數），視情況以棄權論，並扣除五成保證金，不退予

報名費用。 

4. 因選手參加兩個以上項目而無法登錄參賽情形，請自行負責。 

5. 因進入雨備賽制而造成的各種因素，請自行負責。 

6. 學生證請務必加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註冊章，若無註冊章者，請提出書面在學證明。 

7. 選手證一定要有照片以供查詢，如在比賽當天前未繳交者，不予登錄。 

8. 選手證資料若有錯誤或遺失者，請自行攜帶一吋照片、學生證/身分證及工本費新台幣 20元整至服務台

更新資料並重製補發，以免影響出賽資格。 

9. 任一隊伍出賽之選手不符合報名與檢錄規定，經大會判定屬實者，將取消該選手之比賽資格，並扣除該

隊全額保證金及報名費。 

10. 賽程如有變動，以當天大會公布為主，請各參賽隊伍務必配合時間參賽與檢錄。 

三、保證金規定 

本屆雙企盃保證金以各項目報名隊伍數為單位，每隊伍收取新台幣 1000元整。 

(一) 活動報名 

1. 活動報名一切以郵戳/電子信件寄件日期為憑，逾期報名者，扣該隊五成保證金。 

2. 報名以 1/23為報名期限，如報名成功者欲更動或是棄賽之隊伍，扣除該隊伍全額保證金。 

(二) 棄權 

1. 每場比賽開賽後未能順利出賽之球隊，或上場人數未達該項目比賽之最低人數（籃球 5 人、排球 6 人、

壘球 10 人），以棄權論並扣除該隊伍五成保證金。 

2. 任何隊伍若有棄權之情形或足以構成棄權之條件，視為損害其他隊伍之參賽權益，扣除該隊伍五成保證

金。 

(三) 球員資格 

1. 任一隊伍在報名、登錄或上場時，有球員資格不符大會規定者，因嚴重損害其他隊伍權益及本次比賽的

公正性，經大會裁定後，立即判定該隊棄權，主辦單位並將扣除該隊伍全額保證金。 

(四) 未遵守大會秩序 

1. 各隊伍應於比賽開打前 30 分鐘至檢錄台進行選手檢錄，如該隊伍於賽前 10分鐘未至檢錄台進行選手檢

錄，則扣除該隊伍保證金新台幣 500 元整。 

2. 開賽 5 分鐘，任一隊伍因未登錄完成或未達出賽最低人數而未能準時出賽者，該隊伍將扣除五成保證金，

不退予活動報名費用。   

(五) 資格不符選手 

1. 比賽期間：不中止比賽，但比賽結果效力未定，該場比賽該隊以棄權論。並取消該隊資格，扣全額保證

金，不退報名費。 

2. 比賽後：取消該隊資格，扣全額保證金，不退報名費。 

(六) 違反運動員精神 

1. 不服從裁判判決：扣除該隊全額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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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肢體衝突：該隊扣除全額保證金並不可參加該屆後來之賽程，所有被大會認定有參與衝突之球員，該隊

一律取消資格。 

(七) 破壞學校設施 

1. 若有參賽選手或隊伍破壞本屆雙企盃之場地、比賽器具、比賽用球，一律照價賠償，未負賠償責任前，

不予退還保證金。若於賽後一週內皆未負賠償責任，本主辦單位保留法律追溯權。 

（八）如該隊伍未違反以上任何規定，則將在該隊比賽結束後退還全額保證金。 

（九）保證金之退還：將於各隊之隊伍比賽結束後於大會報到處（紹謨紀念體育館四樓）退還予各隊，退還時

需請各隊代表確認簽收。若當天沒有退款之隊伍，請提供退款帳號及戶名（隊伍名稱及項目）至官方信箱，以

利退款順利。 

（十）此制度目的在維持盃賽進行順利，敬請大家一同維持盃賽品質。 

四、 檢舉資格不符選手 

（一）有關比賽時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時向裁判提出，若要抗議比賽結束後

在記錄表中之抗議隊長欄中簽名並應於賽後 30分鐘內另以主辦單位提供之申訴書提出（經領隊或教練簽章），

並且要繳交申訴保證金 3000元，向大會報到服務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訴成功者將退還

申訴保證金，申訴失敗將沒收申訴保證金）。 

（二）被檢舉之參賽隊伍需無條件配合主辦單位調查。  

（三）檢舉方參賽隊伍需提出實質之明確證據，證明被檢舉之隊伍有違反大會規定之事宜。 

（四）檢舉成功之時效性及懲處方式，依照檢舉時間點歸納為下列三項： 

1. 賽前提出檢舉：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並扣全額保證金，不退予報名費用。  

2. 比賽期間提出檢舉：  

（1）不中止比賽，但比賽結果效力未定。  

（2）被檢舉之隊伍取消參賽資格，扣除全額保證金並不退予報名費用。  

3. 賽後提出檢舉：取消被檢舉之隊伍參賽資格。扣除全額保證金，不退予報名費用。  

五、 紹謨體育館相關規定 

【淡江大學紹謨紀念體育館管理辦法第十條】： 

借用者應遵守各場地使用細則之規定，如嚴重違反相關規定，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益，所繳費用予以沒收；

若涉法律責任者，另移送法辦；若涉損壞建築或設施者，應負賠償責任。 

1. 請依垃圾分類，共同維護各場地之清潔！ 

2. 禁止攜帶任何飲食及飲料進入（水除外）！  

3. 館內全面嚴禁抽煙及任何煙火等危險物！ 

4. 禁止攜帶任何寵物及違禁品進入體育館！ 

5. 禁止穿皮鞋、高跟鞋進入木質地板區域！ 

6. 假日門禁管制，借用場地者統一由 4樓東側電梯旁之大門（文館方向）出入本館！  

7. 請勿在各樓梯間、非借用及未開放區域逗留或抽煙，以免觸發火警警報，違者依規定議處！ 

8. 未經體育室許可，禁止塗鴉、場地劃線、增設標誌、擺設攤位、於玻璃張貼或懸掛宣傳性物品。 

9. 其餘規定請詳閱紹謨紀念體育館管理辦法。 

10. 貴重物請自行保管或隨身攜帶以免遺失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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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申請借用時段開門（上午 7時 30分借則 7時 30分開門）；羽球場未借用則禁止進入。 

12. 違反上列相關規定而造成人員、場館之毀損、傷害及公共危險者，頇負賠償之責，其後果及法律責任亦

頇自行負責！ 

伍.校園地圖及場地配置圖 
活動場佈示意圖： 

一、 校園地圖 

1 驚聲廣場 9 紹謨紀念體育館 17 教育學院 25 覺生綜合大樓 

2 大門管制站 10 國際學舍 18 松濤館 26 學生活動中心(R) 

3 游泳館 11 文學館 19 文錙藝術中心 27 教職員停車場 

4 科學館 12 會文館 20 外國語文大樓 28 視聽教育館(V) 

5 鍾靈化學館 13 商管大樓 21 驚聲紀念大樓 29 行政大樓(A) 

6 圖書館 14 海事博物館 22 文錙音樂廳 30 宮燈教室(H) 

7 傳播館(Q) 15 工學館 23 學人宿舍 31 覺軒花園 

8 傳播館(O) 16 工學大樓 24 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操場籃球、壘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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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壘球場              草地壘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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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紹謨紀念體育館 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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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紹謨紀念體育館 4樓 

大會報到處及排球場 

 

 

 

 

 

 

 

 

 

五、五虎崗室外場地 

 

陸.競賽規則 

一、籃球項目競賽規則 

（一）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8日到 4月 9日。 

（二）比賽地點：淡江大學操場旁籃球場、紹謨紀念體育館。 

（三）報名人數：各校系、校友、企業單位至多可報男女籃各兩隊，每隊可登錄領隊、教練 1人。球員（含隊

長）不限。當天比賽每場僅可登錄 12位；體保生最多可報 2位，但比賽時只可 1人位於場上。 

（四）裁判等級：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B、C級裁判。 

（五）比賽制度： 

1. 球賽共分 4節，每節 10分鐘，每節之間休息時間為 1分鐘，中場休息時間為 3分鐘，前 3節不停錶，最

後一次進攻 24秒停錶，第 4 節最後兩分鐘開始停錶，延長賽為 5分鐘最後 1分鐘停錶，無限制延長次數。 

2. 各球隊前 3節各有 1次暫停之機會，第 4節有 2次暫停，延長賽 5分鐘只有 1次暫停之機會，請球員向

紀錄台請求暫停。（每隊上半場時允許請求兩次暫停，下半場時允許請求三次暫停，每一延長賽可請求

一次暫停；未使用的暫停不可移至下半場時或延長賽使用。）。 

3. 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淘汰制。 

體育館籃 E 體育館籃 F 體育館籃 G 

檢
錄
處 



2017 19th 全國雙企盃  

 19 

4. 每組取分組第一晉級複賽，如遇同組 3隊戰績相同，則比較得失分商率，由商率較高者晉級複賽，若商

率仍相同則比照雙方對戰勝負關係。 

5. 各隊請統一隊服顏色，且兩隊隊服顏色深淺差別由裁判自行決定，球衣前後至少需有一面有與球衣顏

色  明顯不同的背號，同隊隊員背號不得重複，違反上述規定者不得上場。比賽時需將球衣下擺塞入短

褲。 

6. 若兩隊球衣顏色相近，則猜拳決定一隊必頇穿著大會準備之號碼衣。 

（六）比賽規定： 

1. 每場比賽開始前三十分鐘，各隊隊長頇先將參賽球員名單交至檢錄台，每隊最多登錄 12位，最少 5 位。  

2. 在比賽之前，選手頇攜帶選手證以核對出賽，如有選手未攜帶則不得上場比賽。 

3. 比賽逾時超過五分鐘或不足五人，未出場比賽之隊伍，經紀錄台唱名三次後仍未到場之隊伍，經大會裁

定後以棄權論。遲到五分鐘內吹技術犯規，以大會時間為主。                  

4. 比賽若有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由裁判長作最後的裁決。 

5. 比賽中皆以裁判之判決為主，若有不遵守裁判之判決或侮辱裁判之行為者，得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及名

次判定且沒收保證金。 

6. 比賽中若有球員蓄意做出危險動作傷害他隊球員，違反運動家精神，則由裁判視其嚴重性，重者取消資

格及名次判定且沒收保證金。 

7. 交換選手由各隊派一名向紀錄台請求，在下一球死球時進行交換，暫停時可交換選手。每隊每場交換選

手次數不限，但交換時間不可超過 10秒鐘，否則視同暫停一次。  

8. 球員犯規滿 5 次 （ 含進攻犯規 ） 或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2 次時，應退出比賽並另派球員遞補，若上

場人數不足 5 人則判定該球隊輸球（沒收比賽）。 

9. 採用新制 24秒進攻方式。 

10. 若因賽程延誤或其他因素而時間更動，以大會當天公佈為準。 

（七）申訴辦法： 

1. 比賽當中，如對判決有任何異議，頇由隊長向裁判提出抗議。 

2. 有關比賽時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時向裁判提出，如要抗議比賽結束後

在記錄表中之抗議隊長欄中簽名並應於賽後 30分鐘內另以書面提出（經領隊或教練簽章）,並且要繳交

申訴保證金 3000元，向大會報到服務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訴成功者將退還保證金，

申訴失敗將沒收保證金）。 

3. 申訴以大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不得異議。 

（八）其餘比賽規則：本比賽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 2010公布之國際籃球規則。（場地以 2010年為主） 

（九）此競賽規則如有不宜之處或如改雨備賽程比賽規則有變動時，得由大會決議後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2017 19th 全國雙企盃  

 20 

二、排球項目競賽規則 

（一）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8日到 4月 9日。 

（二）比賽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 

（三）報名人數：各校系、校友、企業單位至多可報男女排各兩隊，每隊可登錄領隊、教練各 1人。球員（含

隊長及自由球員）不限，當天登入 12位（含自由球員兩位）；體保生最多可報 2位，但比賽時只可 1人位於場

上。 

（四）裁判等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A、B級裁判。 

（五）比賽制度： 

1. 全賽採分組循環賽制，複賽採單敗淘汰制。 

2. 比賽每場採 3局 2勝制。 

3. 比賽每局採 25分制，決勝局 15分。 

（六）比賽規定： 

1. 在擊球動作時，球員碰觸到兩邊標誌竿內的球網視為犯規。 

2. 每場比賽前三十分鐘，各隊隊長頇先將各局之參賽球員名單及陣容單填寫完成交至檢錄台。 

3. 在各局比賽之前，選手頇攜帶選手證以核對出賽，如有選手未攜帶則視同棄權論。 

4. 第一局開賽場地及發球權在賽前由裁判召集雙方隊長 toss決定。  

5. 各局比賽逾時超過五分鐘經裁判三次唱名未出場比賽者，視為棄權論。 

6. 比賽若有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由裁判長作最後的裁決。 

7. 預賽前兩局如雙方 24 分帄手(DEUCE)，以 30分為上限，決勝局（第三場）如雙方 14分帄手，以 20分

為上限。 

8. 複賽則皆以先贏兩分者獲勝，比分無上限。 

9. 裁判鳴笛指示發球後，發球員必頇在 8秒內完成發球。 

10. 每局可叫暫停二次，每一次各 30秒，每局比賽有二次暫停及六人次球員替補的權利。 

11. 教練或隊長請求替補與暫停，頇以明確的手勢通知裁判人員，替補員需至三公尺前區邊線外等候，裁判

示意交換手勢方得入場。 

12. 若戰績相同：一、比總得分/總失分，商數大的晉級；二、比勝局/敗局；商數大晉級；三、看兩隊的對

戰成績。 

13. 務必穿有號碼之球衣。 

14. 網高規定：男網 243cm，女網 224cm。 

（七）申訴辦法 

1. 比賽當中，如對判決有任何異議，頇由隊長向裁判提出抗議。 

2. 有關競賽場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後半小時內，以書面提出,並且要有足

夠證明及保證金 3000元，經領隊或教練簽章，向大會紀錄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訴

失敗將沒收保證金）。 

3. 申訴以大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不得異議。 

（八）其餘比賽規則：本比賽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 2015-2016國際排球規則。 

（九）此競賽規則如有不宜之處，得由大會決議後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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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慢速壘球項目競賽規則 

（一）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8日至 4月 9日。 

                 ※雨備：若天氣狀況不穩定，本大會將會判斷並公布是否延期。 

（二）比賽地點：淡江大學操場 

（三）報名人數：各校系、校友、企業單位僅可報名 1隊，每隊可報領隊、教練、經理各 1人，隊員（含隊長）

無上限，當天登錄至多 18人，最少 10人；體保生最多可報 2位，但每場比賽只可 1 名位於場上。  

（四）裁判等級：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C級裁判 

（五）比賽制度： 

1. 每場球賽採 7局制，若比賽進行 60分鐘尚未打完 7局，則宣佈當局（滿一局）打完比賽結束，裁判於 50

分鐘會給予提醒。  

2. 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敗淘汰制。 

（六）比賽規定： 

1. 各球隊每場有 3次暫停之機會，每次時間 1分鐘。 

2. 每場比賽前三十分鐘，各隊隊長頇先將參賽球員的攻守名單交至檢錄台。 

3. 在比賽之前，選手頇攜帶選手證以核對出賽，如有選手未攜帶其一，則視同棄權論。 

4.  比賽逾時超過十分鐘未出場比賽之隊伍，由大會裁決後，視為棄權論。 

5. 比賽若有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由裁判長作最後的裁決。 

6. 比賽中皆以裁判之判決為主，若有不遵守裁判之判決或侮辱裁判之行為者，得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及名

次判定且沒收保證金。 

7. 本壘前皆劃有三呎線，捕手一旦接到球，且踩於本壘板上，而跑者進入三呎線範圍內，不需作 take動作，

即判出局。 

8. 採三好四壞球制，球數由一好一壞開始，及三人出局攻守交替制。三好球為三振，擊出界外球算好球，

四壞球打者保送一壘，無觸身球的判定。 

9. 若兩好球後，打出的第一個界外球，該員打者即判定出局。 

10. 比賽過程中，打者禁用觸擊與砍擊，如發現打者使用上述技巧，該員打者即判定出局。 

11. 雙方比數在滿 4局差 10分以上（包括 10分），或滿 5局以上差分超過 7分以上，則比賽提前結束。 

12. 預賽同組中，如兩隊或兩隊以上勝場相同時，則依總得分、總失分、抽籤，來決定晉級隊伍。 

13. 比賽球棒及頭盔需由參賽隊伍自行準備（Miken全系列禁止使用），若發現對方比賽時使用禁用球棒，請

隊長立即向主審提出，主審得沒收該場比賽，違規之隊伍以 0：7輸。 

14. 上場打擊及跑壘之球員必頇佩帶安全膠盔。 

15. 跑者可滑壘，但嚴禁故意衝撞防守員與盜壘行為。 

16. 上半身著統一隊服，需有背號。下半身需著運動長褲，不限棒壘球褲。違者不得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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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禁穿鋼釘鞋、拖鞋或涼鞋，只允許穿著膠釘鞋或運動鞋。違者經警告後仍不換穿比賽用鞋，則該球員不

得上場。 

18. 禁用任何金屬球棒。 

（六）申訴辦法： 

1. 比賽當中，如對判決有任何異議，頇由隊長向裁判提出抗議。 

2. 有關競賽場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後半小時內，以書面提出,並且要有足

夠證明及保證金 3000元，經領隊或教練簽章，向大會紀錄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訴

失敗將沒收保證金）。  

3. 申訴以大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不得異議。 

（七）其餘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最新審定之規則為準則。 

（八）此競賽規則如有不宜之處，得由大會決議後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四、羽球項目競賽規則 

（一）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8日至 4月 9日。 

（二）比賽地點：淡江大學紹謨紀念體育館、淡江大學活動中心 

（三）報名人數：各校系、校友、企業單位至多可報一隊，每隊可登錄領隊、教練各 1人。報名時可報名 16

名球員(含隊長)，其中體保生最多可報兩位，每場比賽僅可登錄 12名球員(每場可登錄不同選手，但都必頇是

正式球員名單中的 16名球員)，而登錄的體保生限登錄一名。 

（四）裁判等級： 

 (五) 比賽用球：勝利比賽級羽毛球 

（六）比賽制度： 

 1.預賽採分組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敗淘汰制。 

 2.每場球賽採五點制(依序為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每場比賽每位選手限打一點不得兼點，不同

場次可更換選手，不同場次可更換選手。每點比賽均採一局決勝制，預賽每點採 21分制，如果雙方比分打成

20比 20，頇連得 2分才算獲勝，如果雙方比分打成 29比 29，先得到 30分的一方獲勝。複賽各點計分方式比

賽均採一局 31分計算，16分時交換場地，先得 31分者為勝。(30分帄不加分) 

 3.3隊分組取戰績第一名，4隊分組取戰績前 2名晉級複賽，如遇同組戰績相同，依下列順序判定: 

   (1)比較得失分之商數(總得分/總失分)，商數較大者晉級複賽 

   (2)雙方之間對戰紀錄判定。該場比分高者晉級 

   (3)雙方之間對戰紀錄判定。該場失分低者晉級 

   (4)如再相同則由裁判擲硬幣決定 

 4.如遇同組該循環有比賽場次棄權，則該場次不列入得失分及得失局比較。 

（七）比賽規定： 

  (1)初賽及十六強複賽每點比賽可喊一次暫停，時間為 45秒，八強複賽每點比賽可喊兩次暫停，時間為 45 

     秒，暫停必頇由持有發球權之一方向裁判提出。 

(2)比賽時雙方隊伍各派一人當線審，四強賽則由大會指派線審。若線審與主審判決不同時，以主審為準。 

(3)若一方表示某點或某局棄權時，則該點或該局均判由對方獲勝。 

(4)初賽及十六強每場比賽先得 3點之球隊勝出，但仍頇完成剩餘點數之比賽，八強複賽後(含八強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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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場比賽先得 3點之球隊勝出，並結束該場比賽。 

(5)預賽比賽前可練習二至三分鐘，而複賽比賽可練習一分鐘 

(6)預賽採新制 21分一局定勝負(11分交換場地，20帄時加 2分)，複賽 31分一局定勝負(16分交換場地， 

   30帄時不加分)。 

(7)球員一律不得兼點，發現兼點者，全隊一律取消資格，並不得再參與本屆比賽。 

(8)比賽時間以大會時間為主，參賽者不得有議。 

（十） 此競賽規則如有不宜之處，得由大會決議後隨時修訂並公告之。  

柒.雨備賽程及賽制 

一、籃球雨備競賽規則 

（一）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8日到 4月 9日。 

（二） 比賽地點：淡江大學紹謨體育館 7樓室內籃球場。 

（三） 報名人數：各校系、校友、企業單位至多可報男女籃各兩隊，每隊可登錄領隊、教練 1人。球員（含

隊長）不限。當天比賽每場僅可登錄 12位；體保生最多可報 2位，但比賽時只可 1人位於場上。 

（四） 裁判等級：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B、C級裁判。 

（五） 比賽規定： 

1. 球賽共分 4節，每節 10分鐘，每節之間休息時間為 1分鐘，中場休息時間為 3分鐘，前 3節不停錶，最

後一次進攻 24秒停錶，第 4 節最後兩分鐘開始停錶，延長賽為 5分鐘最後 1分鐘停錶，無限制延長次數。 

2. 各球隊前 3節各有 1次暫停之機會，第 4節有 2次暫停，延長賽 5分鐘只有 1次暫停之機會，請球員向

紀錄台請求暫停。（每隊上半場時允許請求兩次暫停，下半場時允許請求三次暫停，每一延長賽可請求一

次暫停；未使用的暫停不可移至下半場時或延長賽使用。） 

3. 比賽採單淘汰制，預賽取出 16強，複賽取出冠亞季殿。 

4. 各隊請統一隊服顏色，且兩隊隊服顏色深淺差別由裁判自行決定，球衣前後至少需有一面有與球衣顏色  

明顯不同的背號，同隊隊員背號不得重複，違反上述規定者不得上場。比賽時需將球衣下擺塞入短褲。 

5. 若兩隊球衣顏色相近，則猜拳決定一隊必頇穿著大會準備之號碼衣。 

6. 每場比賽開始前三十分鐘，各隊隊長頇先將參賽球員名單交至檢錄台，每隊最多登錄 12位，最少 5 位。 

7. 在比賽之前，選手頇攜帶選手證以核對出賽，如有選手未攜帶其一，則不得上場比賽。 

8. 比賽逾時超過五分鐘或不足五人，未出場比賽之隊伍，經紀錄台唱名三次後仍未到場之隊伍，經大會裁

定後以棄權論。遲到五分鐘內吹技術犯規，以大會時間為主。 

9. 各局比賽逾時超過五分鐘經裁判三次唱名未出場比賽者，視為棄權論。 

10. 比賽中皆以裁判之判決為主，若有不遵守裁判之判決或侮辱裁判之行為者，得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及名

次判定且沒收保證金。 

11. 比賽中若有球員蓄意做出危險動作傷害他隊球員，違反運動家精神，則由裁判視其嚴重性，重者取消資

格及名次判定且沒收保證金。 

12. 交換選手由各隊派一名向紀錄台請求，在下一球死球時進行交換，暫停時可交換選手。每隊每場交換選

手次數不限，但交換時間不可超過 10秒鐘，否則視同暫停一次。 

13. 球員犯規滿 5 次 （ 含進攻犯規 ） 或違反運動道的犯規 2 次時，應退出比賽並另派球員遞補，若上

場人數不足 5 人則判定該球隊輸球（沒收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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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採用新制 24秒進攻方式。 

15. 若因賽程延誤或其他因素而時間更動，以大會當天公佈為準。 

（六） 申訴辦法： 

1. 比賽當中，如對判決有任何異議，頇由隊長向裁判提出詢問。 

2. 有關比賽時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必頇在問題發生時向裁判提出，如要抗議比賽結束後在

記錄表中之抗議隊長欄中簽名並應於賽後 30分鐘內另以書面提出（經領隊或教練簽章）,並且要繳交保

證金 3000元，向大會報到服務台提出，大會有權決定最後申訴之結果（申訴成功者將退還保證金，申訴

失敗將沒收保證金）。 

3. 申訴以大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不得異議。 

（七） 比賽規則：本比賽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 2010公布之國際籃球規則。（場地以 2010年為主） 

（八） 公布時間：比賽是否進入雨備，將於前一天(4/7)晚間九點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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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住宿資訊 

名稱 地址 

電話 網址 

萬熹大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 35號 (捷運淡水站正對面) 

02-26213681；26213282#7 http://www.hotel-solar.com.tw/index.html 

淡水宰相民宿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79巷 2號  (從淡捷步行只需五分鐘) 

0922-014567；0921-162348 http://zaixiang.tw/ 

淡水雅歌會館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 36號  (近捷運淡水站) 

02-26260806 http://www.yago9999.com/ 

淡築憩水民宿 新北市淡水區仁愛街 1巷 22號 (距淡捷只需五分鐘) 

0988-261779 http://www.micasainn.com.tw/ 

淡水 OPEN ROOM精品旅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93號 9樓 

0976926158 http://openroom.okgo.tw/index.html 

 

※其他淡水民宿─ http://danshuei.okgo.tw/ （淡水民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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