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興城灣盃第二次籌委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2011 年 03 月 0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貳、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雲平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林學務長啟禎

紀錄：郭昊侖

肆、與會人員：
中山大學籌委會委員
課指組：越建東組長、余致學、游雅芬
體衛組：黃義博、徐振德
中興大學籌委會委員
課指組：張明添組長、黃淑珠、黃淑美
體育室：何全進主任、涂鵬斐
中正大學籌委會委員
學務處：楊士隆學務長
課指組：戴伸峰組長、陳美如
學生委員：黃薇芳、戴承珊、高維駿
成功大學籌委會委員
學務處：林啟禎學務長、李劍如副學務長、鄭馨雅、劉秀霞
課指組：鄭匡佑組長、郭昊侖、吳昌振
體育室委員：涂國誠主任、王繡榕
學生委員：游為翔、汪祐豪、林鈺銘
伍、主席致詞
觀迎遠道而來各校，在過去的基礎下，興城灣盃聯合校際競賽將在四校策略
聯盟上更往前邁進一大步，雖說比賽中不可缺少獲勝的企圖心，但交流聯誼
的友誼更是重要，感謝各校的參與。
陸、議題討論
議題一：確認 2011 年興城灣盃競賽活動時程、競賽項目及競賽規程，提請討論。
說明：1.2011 年活動日期為 100 年 5 月 21.22 日。
2.2011 年競賽項目：
學生競賽項目-男子排球、女子排球、男子籃球、女子籃球、學生
桌球、學生羽球、學生網球、棒球、游泳、射箭、
圍棋、橋牌、國標、劍道
教職員競賽項目-網球、羽球、桌球、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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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賽規程如附件，由主辦方擬定並經三校同意後核備確認。
4.因四校往來舟車勞頓，故擬請委員會同意授權主辦學校於與參與
之另外三校充分溝通後進行修改競賽規程之權利。
決議：
1.通過活動時程、競賽項目及競賽規程，圍棋及劍道與由主辦學校聯繫確
認後修改如附件一。
2.學生競賽項目因為聯誼性質，故參賽資格只限制為在學學生，不限制體
保生參賽。
3.學生比賽用球建議採用與大專盃相同之比賽用球，教師比賽用球則建議
採用與大型公開賽相同之比賽用球。
4.後續競賽規程授權主辦學校於與另外三校充分溝通後進行修改之權利。
5.建議未來籌委會提案牽涉競賽規程修訂，務必邀請該項目社長前來與會。
議題二：2011 年興城灣盃中正大學參與競賽項目及形式，提請討論。
說明：1.學生參賽項目-學生桌球、學生羽球、學生網球、游泳、射箭、圍
棋、橋牌、國標、劍道
教職員競賽項目-網球、羽球、桌球、橋牌
2.礙於場地因素無法邀請中正大學參與全部賽程，故擬請中正大學參
與分項競賽，不列入總錦標積分排名。
決議：中正大學參與分項競賽，不列入總錦標積分排名，並於 3 月 30 日前
確認可參與之競賽項目。
議題三：2011 年興城灣盃活動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
2011 年 5 月 21 日
時間

流程

地點

11:30 – 12:00

開幕典禮

中正堂

18:00 – 19:30

晚會

中正堂

備註

國標舞競賽

2011 年 5 月 22 日
時間

流程

地點

15:00 – 15:30

閉幕儀式

中正堂

決議：依照主辦單位活動時程安排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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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柒、臨時動議
議題：2012 年興城灣盃主辦學校，提請討論。
決議：建議中正大學擔任下屆興城灣盃主辦學校，並於本屆興城灣盃結束後
提請四校諮議委員會討論。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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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競賽規程：

教職員
硬網

*教職員
羽球

教職員
桌球

*教職員
橋藝

學生硬網

學生羽球

1. 每隊註冊隊員以 15 人為限。
2. 採五點雙打制（不得兼點，性別及年齡均不限）
，每盤 6 局；局數六 比
六時，採搶七，決勝局制。
3. 五點均須賽完。
4. 比賽用球：Slazenger 之比賽用球。
5. 比賽規則採最新國際網球規則辦理。
1. 每隊註冊隊員以 15 人為限。
2. 採五點雙打制(男雙、男雙、混雙、混雙、女雙)，採五戰三勝制，不得
兼點。
3. 五點均須賽完，每局 31 分，一局定勝負。
4. 比賽用球：勝利牌之比賽用球。
5. 規則採最新國際羽球規則。
1. 每隊註冊隊員以 10 人為限。
2. 球員出賽須穿著深色球衣；性別及年齡均不限。
3. 採五點制(單、男雙、單、混雙、單)，每點五戰三勝制，每局 11 分，
不得兼點。
4. 五點均須賽完。
5. 比賽用球：Nittaku 40 號之用球。
6. 規則採最新國際桌球規則辦理。
1. 比賽方式為論隊賽，採大循環賽制。
2. 每場 12 付牌(即每兩隊各對抗 6 付牌)，共三場。
3. 每場比賽時間為100分鐘。
4. 比賽遲到15分鐘以上者，視同棄權。
5. 所有現場突發情況一律依照大會橋藝裁判長宣布為準。
6. 比賽為 VP 多者為勝；當相同 VP 時，IMP 多者勝；IMP 相同者，勝牌數
多者為勝隊。
7.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比賽規則。
8. 比賽叫牌制度禁止使用Highly Unusual Method(HUM)、Brown Sticker ，
相關定義請參考WBF規定：
http://www.worldbridge.org/departments/systems/policy.asp
1. 每隊註冊隊員以 15 人為限。
2. 採五點制(男雙、男雙、混雙、混雙、女雙)，不得兼點。
3. 比賽以一盤決定勝負，局數六比六時，採搶七，決勝局制。
4. 五點均須賽完。
5. 比賽用球：Slazenger 之比賽用球。
6. 規則採最新國際網球規則。
7.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1. 每隊註冊選手以 15 人為限。
2. 採五點三勝制(男雙、男雙、混雙、混雙、女雙)，不得兼點，每點採三
局二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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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1.
2.
學生桌球

3.
4.
5.
6.
1.
2.

女子排球

3.
4.
5.
6.
1.
2.

男子排球

3.
4.
5.
6.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女子籃球

男子籃球

棒球

五點均須賽完。
比賽用球：勝利牌之比賽用球。
規則採最新國際羽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15 人為限。
採五點制(男雙、男雙、混雙、混雙、女雙)，每點五戰三勝制，每局 11
分，不得兼點。
五點均須賽完。
比賽用球：Nittaku 40 號之用球。
規則採最新國際桌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14 人為限，可含兩位自由球員。(下場 6 人)
球員出賽應穿著統一球衣(含明顯背號)。若有「自由球員」，須穿著不
同顏色球衣，賽前須告知裁判。
採三戰兩勝。
比賽用球：Mikasa 之比賽用球。
其他相關規則採最新國際排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14 人為限，可含兩位自由球員。(下場 6 人)
球員出賽應穿著統一球衣(含明顯背號)。若有「自由球員」，須穿著不
同顏色球衣，賽前須告知裁判。
採三戰兩勝。
比賽用球：Mikasa 之比賽用球。
其他相關規則採最新國際排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18 人為限。
球員出賽需著統一球衣(含明顯背號)。
球員每隊出賽以 12 人為限。
比賽用球：採用 NIKE 2000 6 號之比賽用球。
前隊：淺色服裝；後隊：深色服裝。
其他相關規則採最新國際籃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18 人為限。
球員出賽需著統一球衣(含明顯背號)。
球員每隊出賽以 12 人為限。
比賽用球：採用 NIKE 2000 7 號之比賽用球。
前隊：淺色服裝；後隊：深色服裝。
其他相關規則採最新國際籃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每隊註冊隊員以 20 人為限。
球員出賽須著統一球衣(含明顯背號)。
比賽採七局制，比賽時間 2 小時為原則。
規則採最新國際棒球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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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混合
接力賽

*圍棋

*橋牌

*國際
標準舞

1.
2.
3.
4.
5.
1.

每隊註冊隊員以 18 人為限。
700 公尺大隊接力，每人游 50 公尺。
女生 4 人；男生 10 人。1~4 棒為女生，5~14 棒為男生。
規則採最新國際游泳規則。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參賽名額：每隊派出段位、級位、初學共三隊（各三人，共九人）。段
位組(LGS2k*up)、級位組(LGS3k*-11k*)、初學組(19 路棋盤)。
2. 賽制是:
a. 中山 v.s.中正
中興 v.s.成大
b. 中山 v.s.中興
中正 v.s.成大
c. 中山 v.s.成大
中正 v.s.中興
3. 初學組對局結束以裁判點地判定勝負。
4. 比賽時間共兩場，一場 60 分鐘，裁判視情況給予計時器，選手也可於
比賽開始後 30 分鐘後向裁判要求放置計時器。
5. 若有悔棋與不尊重對手之言行者，經裁判查證屬實可判定該場視同棄
權。
6. 比賽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視同棄權。
7. 結算採積分制，三勝的隊伍得三分，兩勝的隊伍得兩分，一勝的隊伍得
一分，零勝的隊伍得零分最後結算各校總積分,積分最高的學校得勝。
8.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比賽規則。
9.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1. 比賽方式為論隊賽，採大循環賽制。
2. 每場 16 副牌，共三場，即 48 副牌。
3. 比賽時間一場兩小時。
4. 比賽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視同棄權。
5. 所有現場突發情況一律依照大會橋藝裁判長宣布為準。
6. 比賽為 VP 多者為勝；當相同 VP 時，IMP 多者勝；IMP 相同者，勝牌數
多者為勝隊。
7.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比賽規則。
8. 比賽制度限定為 "No Brown Sticker" 及 "HUM" 。
9.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1. 比賽項目：
拉丁 A 組：比賽項目包含 R，C，J 三項(舞齡不限)
拉丁 B 組：比賽項目包含 R，C 兩項(舞齡一年半以內)
2. 計分規則：採取國際英式計分法，聘請專業計分員或以學生出任計分員。
3. 比賽衣著：男生上身穿著襯衫或舞衣，下身穿著舞褲及適當舞鞋。女生
身著恰當舞衣、舞裙及適當舞鞋。
4. 比賽場地：以木質地板或平滑石地板為主。
5. 賽曲時間與節拍規定：參仿國際舞蹈運動總會(IDSF)之標準且稍作調
整。比賽音樂播至評審評完為止，約一分半左右。
（1）恰恰恰 - 30 小節/分鐘 → 30 小節/分鐘
（2）倫 巴 - 27 小節/分鐘 → 25 小節/分鐘
（3）捷 舞 - 44 小節/分鐘 → 41 小節/分鐘
6. 各單項比賽若需更換舞伴，男生需更換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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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

*射箭

*劍道

經四方國際標準舞社協商同意此比賽規則。
開賽標準：四方各組至少需三至五隊參賽，否則予以取消該項比賽。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反曲弓大專 30m 組：早上單局資格賽，下午對抗賽。。
（1）比賽距離為 30 公尺，採 80 公分靶紙。
（2）個人資格賽：每回 2 分鐘射 3 支箭，計一局共 36 支箭。
（3）個人 1/4 賽、1/2 賽、季軍賽、冠軍賽：每回二分鐘射 3 箭，計四
回共 12 箭
2. 反曲弓大專 18m 組：早上單局資格賽，下午對抗賽。
（1）比賽距離為 18 公尺，採 80 公分靶紙。
（2）個人資格賽：每回 2 分鐘射 3 支箭，計一局共 36 支箭。
（3）個人 1/4 賽、1/2 賽、季軍賽、冠軍賽：每回二分鐘射 3 箭，計四
回共 12 箭。
3. 單組單校最多 3 人。
4.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若有不同時則以四校協商
之結果為依據。
5.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1. 團體得分賽：採單循環賽制
(1)每隊選手註冊 12 名以內。
(2)每場賽前提出出場名單(得隨場變更)，未註冊選手不得出賽。
(3)每場出賽人數為七人，出場未達三人時以棄權論且出場選手依段位
順序排列。前三人為新生、男女不拘，後四人新舊不拘、男女不拘。
(4)上述提及「新生」之定義，為劍齡兩年以內(含兩年者)。
(5)勝負判定：
A.比賽時間當天公佈，勝負三次賽，勝者數多者為勝。
B.每隊勝負中人數相等，比勝負次數判定之，倘若又相等時則以派代
表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決定之。
C.循環賽時，如兩隊勝負場數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之勝者為勝。
如三隊以上相等時，以該循環全賽程之勝負人數商數大者為勝；仍
相等以該全賽程之勝負次數之商數大者為勝；又相等時，由該相關
隊派代表按計時勝負三次之循環賽至分勝負為止。惟代表者之勝負
人數、次數不列入計算。
(6)勝負：計時（三分鐘）勝負三次賽，先得兩分者勝。
(7)隊的勝負以勝者人數多者為勝，如時間終了先得分者勝。
(8)勝數如同樣，則算勝分數多為勝。
(9)勝分再和，各派代表出戰。
(10)每隊勝負中人數相等，比勝負次數判定之；倘若相等時則以派代表
按計時勝負三次，一場分勝負；倘再平手時，則以不計時勝負一
次賽決定之。
2. 競賽規則：採用世界劍道聯盟公佈之最新比賽規則。
3. 參賽資格：各校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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