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興大 3S盃大專校院系際排球小獎賽 

 

大會工作人員 

 

籌備主任：陳明坤 

籌備副主任：巫錦霖 

籌備委員：邱靖華、陳進發、林建宇、黃憲鐘、林明宏、許銘華、王耀聰 

賈  凡、簡英智、余宗龍、許家得、莊淑蘭、王美麗、涂鵬斐 

簡如君、梁建偉、江信宏。 

總幹事：陳進發 

副總幹事：許銘華 

行政文書組：林佳慧、林雅芬、黃茵茵 

競賽紀錄組：甘郭凱、柯議翔 

裁判組：李健傳、郭胤良 

場地器材組：洪國修、黃雅惠、林志誠、李彥德、林安庭 

醫療組：林雅芬(兼) 



         2017興大 3S盃大專校院系際排球小獎賽競賽規程 

壹、宗旨：為推廣大專排球運動，促進系際運動交流，提供全國大專院校排球愛好者，藉由本

活動所安排的競賽，提昇彼此的技能，特舉辦本比賽。 

貳、組織：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二、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體育室、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三、承辦單位：3S運動競賽工作坊 

    四、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運動資訊管理研究室  

參、比賽日期：民國 106年 4月 29日至 30日（週六、日） 

肆、比賽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室外排球場。地址：台中市 402南區興大路 145號  

伍、比賽組別：公開男生組、公開女生組、一般男生組、一般女生組 

陸、參加資格：  

一、本賽事謝絕教育部認定之「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參賽（註 1）。 

二、請以各系為參賽單位註冊報名。報名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系 105學年度下 

    學期註冊在學之學生及研究生（教育部公佈之正式學制者）為限。 

    體資生限參加公開組比賽，一般組則不得有體資生報名出賽（註 2）。 

柒、報名方法：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4月 11日（星期二）止，逾期概不受理。 

    二、報名手續：於本賽事官網，依公告報名操作說明填寫球隊資料，在賽事官網 

                  上傳註明(校名+系名)之報名費匯款收據或 ATM轉帳明細表，始 

                  完成報名手續。本賽事因時間、場地限制，報名總隊數以 60隊 

                  為限，依完成報名手續順序為憑。 

三、報名人數：每隊球員最多報名 12人（含隊長 1人），名單經領隊抽籤會議後即不得再

更改(每人限報名一隊)。 

    四、報名費用：每隊繳交競賽活動代辦費用新台幣 2000元整。費用請存入： 

                  戶名：林佳慧，郵局代碼 700帳號 0081271 1001311  

            匯款方式如下：  

(一)匯款、轉帳：至郵局匯款或 ATM 轉帳，請註明參賽隊伍名稱 

 (校名+系名)，以利核對。  

(二)繳費完成後，需至報名系統上傳匯款收據或交易明細表，加 

 註(校名+系名)之圖片檔，始完成報名手續。費用未繳或逾期 

 均不受理。 

    五、賽事官網及報名網址：3S.nchu.edu.tw/11       

        賽事聯絡人：陳老師 04-22840845#888；0988965942；fachen@nchu.edu.tw 

捌、比賽用球：採用 CONTI排球 

玖、比賽規則：採用 2015~2016國際排球規則。 

拾、領隊及抽籤會議：106年 4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11:00假國立中興大學 

                    體育館會議室。採電腦公開抽籤，未出席者事後不得異議， 

                    賽程時間表預計於抽籤後 2天內在本賽事網站公告之。  

拾壹、一般規定： 

http://3s.nchu.edu.tw/11


   一、球隊出場比賽前，應準備該場出賽球員足以證明該學期已註冊之學生證件資料(含相

片)，以供彼此查驗，違者不准出場比賽。 

   二、球員報名註冊確定後不得再要求變更，未經登記之球員，不准出場比賽。 

   三、凡比賽時發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依據國際排球規則規定：裁判員有權決定

規則上所未提及的事項。且該場裁判員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四、各隊如有棄權、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球員出賽，則取消該隊之資格，其 

          已比賽之成績全部不予計算。 

      五、本賽事各組決賽名次確定後，即由主辦單位舉行頒獎。 

拾貳、比賽制度： 

一、預賽：原則採分組循環制。 

二、決賽：依各組報名隊數，決定預賽各分組進入決賽名次，決賽原則上 

            採單淘汰制。 

  三、每場比賽採 3局 2勝制，決勝局採 15分制。循環賽名次決定方式如下： 

   （一）勝一場得兩分，敗一場得一分，棄權零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二）如兩隊以上（包括兩隊）積分相等時，以相關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分

數除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三）再相等時，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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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再相等，若僅兩隊，則以勝隊為勝；兩隊以上則由大會主持抽籤決定之。 

   （五）某隊棄權時，除該隊取消資格外，所有球隊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亦不予計算。 

拾參、獎勵辦法： 

      各組參賽隊數不足 6隊時，取消該組比賽。各組參賽隊數 6-12隊，取前 3名；13-32隊，

取前 4名；33隊以上取前 5名(5~8名並列)。分別頒發獎勵如下： 

一、 第 1名：冠軍錦旗乙幅、球員個人金牌各乙面、球員獎狀 

二、 第 2名：亞軍錦旗乙幅、球員獎狀 

三、 第 3名：季軍錦旗乙幅、球員獎狀 

四、 第 4~5名：球員獎狀 

拾肆、本實施辦法如有新增或修改部分，則以賽事官網公告為依據。 

拾伍、申訴： 

      一、有關競賽場上所發生的問題（含運動員資格問題），各參賽球隊應於比賽 

          結束前提出，並在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以書面由教練或隊長簽章，並 

          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参仟元整，向大會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 

          否則由本會没收。 

二、申訴以大會之判決為終決。 

拾陸、罰則： 

    比賽中如有球員發生鬥毆事件，或遇球員、球隊有關人員侮辱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等事件

發生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繼續比賽權利及已賽成績不計，並於次年停止該單位參加本項比賽

一年，情節重大者，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拾柒、保險：球隊隊職員比賽期間，請參賽單位自行投保。 

拾捌、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告實施。 

  



註 1：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依據教育部 104年 7月 24日臺教授體字第 1040022533B號函， 

    下表單位屬之。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競技學系 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1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4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3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5 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14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學系 

6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陸上運動學系、水上

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技擊運動學系 

15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16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7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運動技術學系、球類運動技

術學系、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17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競技運動學

系、技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 
18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9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註 2：體資生之身分認定： 
一、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進入大專校院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以下

簡稱高中職)學生及國民中學升專科學校五年制(以下簡稱五專)之入學學生，含甄審、甄

試、單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加分等(經轉學插班考試者，如原參賽組別為一般組或

乙組者，不在此限)。 

二、以入學管道採計運動技能測驗或成就者。 

三、曾具社會甲組(企業聯賽及全國運動會會內賽)或職業運動員資格者。 

四、高中職時期獲得全中運或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排球)前八名運動員。 

五、高中職及五專以上曾入選各運動種類之國家(含地區)代表隊運動員，參加國際運動總會舉

辦之正式錦標賽者(含世界盃、世界錦標賽、世青、世青少、亞洲盃 、亞洲錦標賽、亞青、

亞青少、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惟身心障礙比賽之國家代表隊，不涉

上述一至四款者，得參加一般組。 

六、現就讀於研究所之學生，若就讀大專校院時曾具備上述一至五資格者。 

    

 

 

 



 

各組參賽隊伍名單 

一般男生組 

1. 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領隊: 許顥騰 教練:  管理:  隊長: 吳承鋒 

隊員:       

許顥騰 吳承鋒 許又升 廖宜川 

吳子揚 謝承孝 張晏華 王翊凱 

2. 單位: 中央大學大氣系 

領隊:  教練: 姚奕安 管理:  隊長: 姚奕安 

隊員:       

姚奕安 游承融 李羿賢 林宗琪 

蔡昱德 蘇胤瑞 林季宏 吳鎮宇 

孫慈寬 楊立海 姚德劭   

3. 單位: 台體運管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侯景仁 

隊員:       

侯景仁 張宇論 蔡忠諺 詹佳霖 

陳泓儒 石佳興 羅子威 趙偉傑 

4. 單位: 高醫 醫學 (大高雄鹹酥雞)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瑋涵 隊長: 黃柏偉 

隊員:       

陳彥宇 黃柏偉 鄭詠聰 呂國任 

郭家豪 林意修 蔡孟寯 林靖為 

梁啟源 李東翰 陳大約   

5. 單位: 雲科機械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成億 隊長: 余承軒 

隊員:       

李文嘉 鄭鈞豪 余承軒 吳柏璋 

林成億 溫孟桀 林名杰 吳易松 

王稚元 林暐傑 蕭廷叡 陳律言 

6. 單位: 逢甲行銷 

領隊:  教練: 黃御軒 管理:  隊長: 郭信亨 

隊員:       

郭信亨 陳鴻祥 程詰翔 黃定彥 

徐秉鋐 蔡靖洲 王如宇 蔡子維 

余俊毅 呂易唐 徐啟源   

  



 

 

7. 單位: 清大生科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黃伊駿 

隊員:       

黃伊駿 黃偉嘉 鄭智龍 莊佳龍 

王翊 劉永傑 簡庭申 張競之 

張光瑋 吳其倫 陳昱升   

8. 單位: 中山機電 B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劉宇軒 

隊員:       

劉宇軒 盧人瑜 李昌儒 鄭程華 

林沿承 薛宇翔 楊政勳 許秩華 

鄭鈞燦 江秉宸 吳俊逸 葉彥廷 

9. 單位: 亞洲大學心理系 

領隊: 游翔皓 教練:  管理: 李映萱、黃千玳 隊長: 游翔皓 

隊員:       

游翔皓 丁柏元 廖宜鋒 蘇少詳 

游騰宇 鄒家弘 李至鎬 鍾瑞剛 

葉逸文 陳浩然 陳信甫 陳安宇 

10. 單位: 台科工程 

領隊:  教練:  管理: 陳奕君 隊長: 許維哲 

隊員:       

許維哲 黃郁鈞 蔡佳倫 江宇家 

潘登璿 莊璿湰 冉茂廷 李承樺 

黃正達 方玄翰 李佳翰 蘇家輝 

11. 單位: 高師大數學系系排 藍隊 

領隊: 洪育軒 教練:  管理:  隊長: 陳晧 

隊員:       

陳晧 林柏宇 蔡宇豪 洪育軒 

張家銘 張家軒 徐健評 蘇峰智 

黃懿德 戰源平     

12. 單位: 高師大數學系系排 白隊 

領隊: 洪育軒 教練:  管理:  隊長: 吳汶諭 

隊員:       

黃子軒 許家誠 吳汶諭 汪永贊 

唐子傑 林昱成 范佐蔚 林柏安 

張峻瑜 余祥銘 張家銘(一)   

  



 

 

13. 單位: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領隊:  教練: 陳怡均 管理: 王家騏 隊長: 楊秉哲 

隊員:       

楊秉哲 郭先一 高浩庭 翁瑀 

曾品嘉 林耘暉 李仁佑   

14. 單位: 中山大學機電系 

領隊: 童煒傑 教練:  管理:  隊長: 童煒傑 

隊員:       

童煒傑 葉威利 羅煥鈞 楊杰穎 

劉柏輝 陳清大 孫韶甫 李奕頡 

洪國靖       

        

一般女生組 

1. 單位: 中興機械系 

領隊: 趙靜翎 教練:  管理:  隊長: 吳靜玫 

隊員:       

趙靜翎 羅珮瑜 施沛粢 吳靜玫 

陳品瑜 陳思綺 陳狄欣 谷茵 

標若安       

2. 單位: 清大生科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柯婷翎 

隊員:       

柯婷翎 涂芝瑋 范郁苓 邱章怡 

詹孟穎 張育瑄 洪語苓 黃凡芸 

3. 單位: 亞洲大學心理系 

領隊: 吳育綺 教練:  管理: 陳庭萱 隊長: 吳育綺 

隊員:       

吳育綺 潘瑞琪 陳書庭 呂盈臻 

李瑛櫻 蔡昀真 許雅毓 郭婉伃 

鐘聖雯       

4. 單位: 中正大學機械與工程學系 

領隊: 邱肅雯 教練:  管理:  隊長: 邱肅雯 

隊員:       

邱肅雯 莊于瑩 李沛書 房巧雯 

李嘉霓 王韻晴 連品瑄 吳熙芸 

  



 

 

5. 單位: 逢甲行銷 

領隊:  教練: 黃御軒 管理:  隊長: 鄭家宜 

隊員:       

鄭家宜 瀨尾佑依子 吳柏萱 李怡潁 

何宛霖 黃嘉儀 張綺淇 呂瑀芳 

徐佩慈       

6. 單位: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領隊:  教練:  管理: 謝宛庭 隊長: 陳怡均 

隊員:       

陳怡均 王家騏 李佩倫 張芳瑜 

張舒雁 何涵寧 林美茹   

7. 單位: 中山大學機電系 

領隊: 童煒傑 教練:  管理:  隊長: 林瑋萱 

隊員:       

林瑋萱 鍾聿婷 李詠涵 吳孟臻 

王翊慈 王冠歡 林家珍 陳亦寧 

劉靖琪 蔡宜廷     

        

    
 

  

歡迎洽詢 sim.nchu.edu.tw 



各組賽程圖表 

一般男生組 

 

預賽 A、B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一般男生組 

 

預賽 C、D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一般女生組 

 

預賽(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決賽 

採單淘汰賽 

預賽同組冠、亞軍 

第一輪不相遇 
 



 

2017 興大 3S 盃大專校院系際排球小獎賽成績表 

 

        名次 

    單位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一般 

男生組 

    

一般 

女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