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興城灣盃諮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14：00
地
點：國立中正大學行政大樓 3C 會議室
主
席：國立中正大學吳校長志揚
紀錄：陳美如
出席人員：
中興大學諮委會委員
學務處：歐學務長聖榮
體育室：何主任全進
課外組：張組長健忠
學生代表：涂子涵、王怡茹、鄭弘
成功大學諮委會委員
學務處：林學務長啟禎
體育室：林主任麗娟
課外組：鄭組長匡佑
學生代表：李佳融、游士賢、張朝棟
中山大學諮委會委員
學務處：鄺副學務長獻榮
課外組：許組長秀桃
體衛組：黃義博教練
學生代表：石萬里、林冠廷
中正大學諮委會委員
學務長：楊學務長士隆
體育中心：劉中心主任淑燕
課外組：蘇組長雅蕙
學生代表：黃資芬、高維駿、張雅玟
列席人員：中興大學
課外組：黃淑珠小姐、黃淑美小姐
陳志銘主任
學生代表：柯逸璇
成功大學
課外組：郭昊侖小姐
中山大學
課外組：余致學先生
中正大學
課外組：陳美如小姐、劉佩儀小姐、沈綺靚小姐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案
由：101 年正興城灣盃(名稱暫定)擬辦理之日期，提請報告。
說
明：

決

一、 100 年 7 月 21 日假國立成功大學召開之 2011 年興城灣盃檢討會中，
決議恢復至四月底辦理。
二、 101 年正興城灣盃(名稱暫定)由國立中正大學承辦，預計辦理日期
為：101 年 4 月 28-29 日(星期六、日)。
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案
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實施要點」，並修正相關條文內
容，提請討論。
說
明：實施要點全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原要點如附件二、修正後要點
如附件三。
決
議：修正通過。有關第七點正式比賽項目是否分列必辦或選辦項目，目
前尚無共識，故由各校於本屆之檢討會議提出建議案，必要時召開
諮議委員會議再行修訂。

肆、臨時動議(無)

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城灣盃實施要點」全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 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 因應臺灣綜合大 學 系 統
實施要點
大學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成立，本項活動為系統學
校具代表性之活動，故配
合修訂實施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宗旨：藉由臺灣綜合大學系 一、宗旨：藉著三校交流與競 將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包
統(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 賽，增進學藝與體育活動的風 含四校)文字增修於條文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正大 氣，促進教職員工生健康，並培 中
學)各校間之交流與競賽，增進 育教職員工生之團體合作與運
學藝與體育活動風氣，促進教職 動精神。
員工生健康，並培育教職員工生
之團體合作與運動精神。
二、名稱：本活動定名為臺灣綜 二、名稱：本活動定名為國立成 修正活動名稱，後同
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以下簡 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
稱正興城灣盃）。
城灣盃。
三、辦理單位：本活動依排列順 三、辦理單位：本活動自 2009 新增國立中正大學，並因
序由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輪流主辦；並由非主辦學校協
辦。

年起依排列順序由國立中山大 應臺綜大成立，故將「自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 2009 年起」之文字刪除
學，輪流主辦；並由非主辦兩校
協辦。

四、組織：正興城灣盃應於前一
年10月30日前設立諮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諮委會）及籌備委員
會（以下簡稱籌委會）。
（一）諮委會：

四、組織：興城灣盃應於前一年 1. 實施要點文字中，原
10月30日前設立諮議委員會（以
本三校均改為各校，
下簡稱諮委會）及籌備委員會
後同
（以下簡稱籌委會）。
2. 因各校之課外組及體
（一）諮委會：
育室之單位名稱都不

1. 由各校校長、學務長、課
1. 由三校校長、學務長、課
外組組長、體育室(中心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體育
或體衛組)主管及三名學
室主任 及三名學生代 表
生代表組成。
組成。
2. 諮委會開會時，由當屆正
2. 諮委會開會時，由當屆興
興城灣盃主辦學校之校
城灣盃主辦學校之校 長
長擔任會議主席。
擔任會議主席。
3. 諮委會負責仲裁正興城
3. 諮委會負 責仲裁興城 灣
灣盃爭議。
盃爭議。
（二）籌委會：
（二）籌委會：
1. 由各校學務長、課外組代表
兩名、體育室(中心或體衛

1. 由三校學務長、課指組代
表兩名、 體育室代表 兩

同，故修正名稱

組)代表兩名、學生代表三名
組成，並由主辦學校學務長

名、學生代表三名組成，
並由主辦學校學務長 擔

擔任籌委會召集人。
2. 籌委會負責議決當年度
比賽項目與各項比賽細
節之訂定及執行各項籌
備工作。

任籌委會召集人。
2. 籌委會負 責議決當年 度
比賽項目與各項比賽 細
節之訂定及執行各項 籌
備工作。

五、參賽資格：參加比賽人員僅
限於各校教職員工與有註冊學
籍之在學學生，且參賽選手必須
以籌委會所登錄之名單為主。

五、參賽資格：參加比賽人員僅 文字修正
限於三校教職員工與有註冊學
籍之在學學生，且參賽選手必須
以籌委會所登錄之名單為主。

六、比賽時間：以每年三至四月 六、比賽時間：以每年三至四月 本點未修正
間舉行為原則。
間舉行為原則。
七、比賽項目：
七、比賽項目與分組：
（一）正式比賽項目：
（一）比賽項目：比賽項目分為
1. 學生組：排球、桌球、籃
正式比賽與表演賽。
球、羽球、網球、棒球、
1. 正式比賽項目：排球、桌
足球、游泳、田徑、武術、
球、籃球、羽球、網球、
棋橋、音樂、舞蹈、射箭
棒球、足球、游泳、田徑、
等。
武術、棋橋、音樂、舞蹈、
2. 教職員工組：網球、羽
射箭、教職員工網球、教
球、桌球、橋牌等。
（二）表演賽項目：創意、由籌
委會決議。
備註：創意項目為考驗各
校同學創意思考展現之
競賽。

依諮委會議委員討論
後，本條文在不更動內容
之前提，將文字順序及寫
法修正之。

職員工羽球、教職員工桌
球等。
2. 表演賽項目：創意、由籌
委會決議。
備註：創意項目為考驗三校
同學創意思考展現之競賽。
（二）比賽分組：
1. 學生組
2. 教職員工組

八、比賽項目之變更及訂正：
八、比賽項目之變更及訂正：
文字修正
（一）正式比賽項目之變更：各 （一）正式比賽項目之變更：三
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
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
提出，經三分之二（含）
提出，經三分之二（含）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過，始得以施行。
過，始得以施行。
1. 新增項目，必須為前次正
1. 新增項目，必須為前次興
興城灣盃之表演賽。提請
城灣盃之表演賽。提請新
新增後，依諮委會決議修
增後，依諮委會決議修正
正本要點第七點(一)。
2. 停賽項目僅限於當年正

本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

興城灣盃實施。
（二）表演賽項目之訂定：各校

2. 停賽項目僅限於當年興
城灣盃實施。

應於第二次籌備會前提 （二）表演賽項目之訂定：三校
出，經三分之二（含）以
應於第二次籌備會前提
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出，經三分之二（含）以
過，始得以施行。
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過，始得以施行。
九、比賽地點：
九、比賽地點：
文字修正
（一）以在各校場地舉辦為原 （一）以在 三 校場地舉辦為原
則，並由主辦學校決定
則，並由主辦學校決定
之。
之。
（二）主辦學校應於比賽前二 （二）主辦學校應於比賽前二
個月，將比賽場地資料提
個月，將比賽場地資料提
供各校參考。
供各校參考。
十、競賽規則：籌委會應於當年
2 月 1 日前協調各分項比賽代表
隊研訂各分項比賽競賽規定；並
由主辦學校於 2 月底前完成公
告。
（一）非體育性之分項比賽規
則，沿用前一屆正興城灣
盃之規定辦理；體育性之
分項比賽辦法，依據本學
年度大專盃（聯賽）競賽
規程。若本學年度大專盃
（聯賽）競賽規程於比賽
之前一年底尚未公告，則
沿用上一屆大專盃（聯
賽）競賽規程之相關規定
辦理。

十、競賽規則：籌委會應於當年 1. 文字修正
2 月 1 日前協調各分項比賽代表 2. 將會同三校校長公告
隊研訂各分項比賽競賽規定；並
改為由主辦學校公
會同三校校長於 2 月底前完成公
告，以符合實際
告。
（一）非體育性之分項比賽規
則，沿用前一屆興城灣盃
之規定辦理；體育性之分
項比賽辦法，依據本學年
度大專盃（聯賽）競賽規
程。若本學年度大專盃
（聯賽）競賽規程於比賽
之前一年底尚未公告，則
沿用上一屆大專盃（聯
賽）競賽規程之相關規定
辦理。

（二）比賽規則之變更：各校應 （二）比賽規則之變更：三校應
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
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
出，經由三分之二（含）
出，經由三分之二（含）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
過，並於當年 2 月底前公
過，並於當年 2 月底前公
告施行之。若超過此期
告施行之。若超過此期
限，則依本點(一)施行
限，則依本條第一款施行
之。
之。
十一、實施方式：

十一、實施方式：

（一）籌委會應於每年比賽結 （一）籌委會應於每年比賽結
束後一個月內召開該年
束後一個月內召開該年

檢討會議，並於比賽結束
後兩個月內，完成相關經

籌委檢討會議，並於比賽
結束後兩個月內，完成相

費核銷手續。比賽項目變
關經費核銷手續。比賽項
更案及正興城灣盃實施
目變更案及興城灣盃規
要點之修訂建議案，得於
章之修訂建議案，得於此
此會議提出。
會議提出。
（二）檢討會議提出之實施要 （二）籌委檢討會議之後一個 實施要點修正建 議 案 應
點修訂建議案，應召開諮
月內召開諮委會議，處理 召開諮委會議討論，並將
委會議討論，必要時得修
籌委會所提出之興城灣 諮委會議召開之 時 機 依
訂增刪條文。
盃規章修訂建議案，並檢 實際情況修正(二)之 文
（三）獎勵：正興城灣盃設分項
討興城灣盃規章實施情 字敘述
錦標與總錦標，分項錦標
況，必要時得加以修訂增
以正式比賽項目為限，得
刪條文。
分項錦標較多之學校，獲 （三）獎勵：興城灣盃設分項錦
頒發總錦標，其餘各校獲
標與總錦標，分項錦標以
頒精神錦標。正興城灣盃
正式比賽項目為限，得分
總錦標於開幕至閉幕期
項錦標較多之學校，獲頒
間放置主辦學校，比賽平
發總錦標，其餘二校獲頒
手時，由雙方協商各展示
精神錦標。興城灣盃總錦
半年，正興城灣盃停賽時
標於開幕至閉幕期間放
由上屆主辦單位保管。
置主辦學校，比賽平手
（四）停賽時之處理方式：籌委
時，由雙方協商各展示半
會遇有爭議不能解決面
年，興城灣盃停賽時由上
臨停賽決定時，應由籌委
屆主辦單位保管。
會提請諮委會召開臨時 （四）停賽時之處理方式：籌委
會，由諮委會仲裁爭議。
會遇有爭議不能解決面
若經仲裁決議停賽，則由
臨停賽決定時，應由籌委
籌委會公告之。
會提請諮委會召開臨時
會，由諮委會仲裁爭議。
若經仲裁決議停賽，則由
籌委會公告之。
十二、經費來源與分攤原則：由
各校編列預算，往返差旅費由各
校自行負擔，比賽所需各項費用
由主辦單位負擔。

十二、經費來源與分攤原則：由 本點未修正
各校編列預算，往返差旅費由各
校自行負擔，比賽所需各項費用
由主辦單位負擔。

十三、活動籌備期間及活動當天 十三、活動籌備期間及活動當天 本點未修正
之參與人員給予公假。
之參與人員給予公假。
十四、本要點經諮議委員會通過 十四、本要點經諮議委員會通過 本點未修正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95 年 2 月 15 日兩校主管會報通過
98 年 1 月 16 日三校諮議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宗旨：藉著三校交流與競賽，增進學藝與體育活動的風氣，促進教職員
工生健康，並培育教職員工生之團體合作與運動精神。
二、 名稱：本活動定名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城灣盃。
三、 辦理單位：本活動自 2009 年起依排列順序由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成功大學，輪流主辦；並由非主辦兩校協辦。
四、 組織：興城灣盃應於前一年 10 月 30 日前設立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諮
委會）及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
（一） 諮委會：
1. 由三校校長、學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體育室主任及三名
學生代表組成。
2. 諮委會開會時，由當屆興城灣盃主辦學校之校長擔任會議主席。
3. 諮委會負責仲裁興城灣盃爭議。
（二） 籌委會：
1. 由三校學務長、課指組代表兩名、體育室代表兩名、學生代表三
名組成，並由主辦學校學務長擔任籌委會召集人。
2. 籌委會負責議決當年度比賽項目與各項比賽細節之訂定及執行各
項籌備工作。
五、 參賽資格：參加比賽人員僅限於三校教職員工與有註冊學籍之在學學生，
且參賽選手必須以籌委會所登錄之名單為主。
六、 比賽時間：以每年三至四月間舉行為原則。
七、 比賽項目與分組：
（一） 比賽項目：比賽項目分為正式比賽與表演賽。
1. 正式比賽項目：排球、桌球、籃球、羽球、網球、棒球、足球、
游泳、田徑、武術、棋橋、音樂、舞蹈、射箭、教職員工網球、
教職員工羽球、教職員工桌球等。
2. 表演賽項目：創意、由籌委會決議。
備註：創意項目為考驗三校同學創意思考展現之競賽。
（二） 比賽分組：
1. 學生組
2. 教職員工組
八、 比賽項目之變更及訂正：
（一） 正式比賽項目之變更：三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出，經三分之
二（含）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始得以施行。
1. 新增項目，必須為前次興城灣盃之表演賽。提請新增後，依諮委
會決議修正本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2. 停賽項目僅限於當年正興城灣盃實施。
（二） 表演賽項目之訂定：三校應於第二次籌備會前提出，經三分之二
（含）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始得以施行。
九、 比賽地點：
（一） 以在三校場地舉辦為原則，並由主辦學校決定之。
（二） 主辦學校應於比賽前二個月，將比賽場地資料提供各校參考。
十、 競賽規則：籌委會應於當年 2 月 1 日前協調各分項比賽代表隊研訂各分
項比賽競賽規定；並會同三校校長於 2 月底前完成公告。
（一） 非體育性之分項比賽規則，沿用前一屆興城灣盃之規定辦理；體
育性之分項比賽辦法，依據本學年度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
若本學年度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於比賽之前一年底尚未公告，
則沿用上一屆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 比賽規則之變更：三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出，經由三分之二
（含）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並於當年 2 月底前公告施行之。
若超過此期限，則依本條第一款施行之。
十一、 實施方式：
（一） 籌委會應於每年比賽結束後一個月內召開該年籌委檢討會議，並
於比賽結束後兩個月內，完成相關經費核銷手續。比賽項目變更
案及興城灣盃規章之修訂建議案，得於此會議提出。
（二） 籌委檢討會議之後一個月內召開諮委會議，處理籌委會所提出之
興城灣盃規章修訂建議案，並檢討興城灣盃規章實施情況，必要
時得加以修訂增刪條文。
（三） 獎勵：興城灣盃設分項錦標與總錦標，分項錦標以正式比賽項目
為限，得分項錦標較多之學校，獲頒發總錦標，其餘兩校獲頒精
神錦標。興城灣盃總錦標於開幕至閉幕期間放置主辦學校，比賽
平手時，由雙方協商各展示半年，興城灣盃停賽時由上屆主辦單
位保管。
（四） 停賽時之處理方式：籌委會遇有爭議不能解決面臨停賽決定時，
應由籌委會提請諮委會召開臨時會，由諮委會仲裁爭議。若經仲
裁決議停賽，則由籌委會公告之。
十二、 經費來源與分攤原則：由各校編列預算，往返差旅費由各校自行負擔，
比賽所需各項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
十三、 活動籌備期間及活動當天之參與人員給予公假。
十四、 本要點經諮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95 年 2 月 15 日兩校主管會報通過
98 年 1 月 16 日三校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並更名為
「國立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100 年 10 月 24 日四校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並更名
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實施要點」

一、 宗旨：藉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各校間之交流與競賽，增進學藝與體育活動風氣，
促進教職員工生健康，並培育教職員工生之團體合作與運動精神。
二、 名稱：本活動定名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正興城灣盃（以下簡稱正興城灣
盃）。
三、 辦理單位：本活動依排列順序由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輪流主辦；並由非主辦學校協辦。
四、 組織：正興城灣盃應於前一年 10 月 30 日前設立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諮委會）及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
（一） 諮委會：
1. 由各校校長、學務長、課外組組長、體育室(中心或體衛組)主管及
三名學生代表組成。
2. 諮委會開會時，由當屆正興城灣盃主辦學校之校長擔任會議主席。
3. 諮委會負責仲裁正興城灣盃爭議。
（二） 籌委會：
1. 由各校學務長、課外組代表兩名、體育室(中心或體衛組)代表兩名、
學生代表三名組成，並由主辦學校學務長擔任籌委會召集人。
2. 籌委會負責議決當年度比賽項目與各項比賽細節之訂定及執行各
項籌備工作。
五、 參賽資格：參加比賽人員僅限於各校教職員工與有註冊學籍之在學學生，
且參賽選手必須以籌委會所登錄之名單為主。
六、 比賽時間：以每年三至四月間舉行為原則。
七、 比賽項目：
（一） 正式比賽項目：
1. 學生組：排球、桌球、籃球、羽球、網球、棒球、足球、游泳、田
徑、武術、棋橋、音樂、舞蹈、射箭等。
2. 教職員工組：網球、羽球、桌球、橋牌等。
（二） 表演賽項目：創意、由籌委會決議。
備註：創意項目為考驗各校同學創意思考展現之競賽。
八、 比賽項目之變更及訂正：
（一） 正式比賽項目之變更：各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出，經三分之二
（含）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始得以施行。

1. 新增項目，必須為前次正興城灣盃之表演賽。提請新增後，依諮委
會決議修正本要點第七點(一)。
2. 停賽項目僅限於當年正興城灣盃實施。
（二） 表演賽項目之訂定：各校應於第二次籌備會前提出，經三分之二（含）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始得以施行。
九、 比賽地點：
（一） 以在各校場地舉辦為原則，並由主辦學校決定之。
（二） 主辦學校應於比賽前二個月，將比賽場地資料提供各校參考。
十、
競賽規則：籌委會應於當年 2 月 1 日前協調各分項比賽代表隊研訂各
分項比賽競賽規定；並由主辦學校於 2 月底前完成公告。
（一） 非體育性之分項比賽規則，沿用前一屆正興城灣盃之規定辦理；體
育性之分項比賽辦法，依據本學年度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若
本學年度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於比賽之前一年底尚未公告，則
沿用上一屆大專盃（聯賽）競賽規程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 比賽規則之變更：各校應於第一次籌備會時提出，經由三分之二（含）
以上籌委會委員同意通過，並於當年 2 月底前公告施行之。若超過
此期限，則依本點(一)施行之。
十一、 實施方式：
（一） 籌委會應於每年比賽結束後一個月內召開該年檢討會議，並於比賽
結束後兩個月內，完成相關經費核銷手續。比賽項目變更案及正興
城灣盃實施要點之修訂建議案，得於此會議提出。
（二） 檢討會議提出之實施要點修訂建議案，應召開諮委會議討論，必要
時得修訂增刪條文。
（三） 獎勵：正興城灣盃設分項錦標與總錦標，分項錦標以正式比賽項目
為限，得分項錦標較多之學校，獲頒發總錦標，其餘各校獲頒精神
錦標。正興城灣盃總錦標於開幕至閉幕期間放置主辦學校，比賽平
手時，由雙方協商各展示半年，正興城灣盃停賽時由上屆主辦單位
保管。
（四） 停賽時之處理方式：籌委會遇有爭議不能解決面臨停賽決定時，應
由籌委會提請諮委會召開臨時會，由諮委會仲裁爭議。若經仲裁決
議停賽，則由籌委會公告之。
十二、 經費來源與分攤原則：由各校編列預算，往返差旅費由各校自行負擔，
比賽所需各項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
十三、 活動籌備期間及活動當天之參與人員給予公假。
十四、 本要點經諮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