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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主旨：為提倡大專院校桌球運動風氣，促進大學生積極進取的精神及身心的健全發展，   

      也藉此提供適當校際聯誼活動達到各校同學感情交流、球技切磋、以球會友目的， 

      特舉辦本比賽。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大專校院體育總會、國立交通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體育室、 

  校友會。 

三、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女桌社。 

四、承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桌球隊。 

五、比賽日期：109年 12月 05日 (六) 大專組。 

109年 12月 06日 (日) 大專組、 社會組。 

六、比賽地點：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交通大學體育館。 

七、參加資格： 

  (一)大專組以大專運動會桌球項目最新規定，一般組參賽資格者為限，體保、體資生不 

      得報名參賽，每隊至多可報名九人，參賽選手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二)個人賽項目，單、雙打每人限報一項，不可重複報名。 

(三)社會組資格不限。 

八、比賽項目： 

(一)大專男子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單雙不得兼點。 

(二)大專女子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單雙不得兼點。 

(三)大專男子個人單打賽。 

    (四)大專女子個人單打賽。 

    (五)大專男子個人雙打賽。 

(六)大專女子個人雙打賽。 

    (七)社會組團體賽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單雙不得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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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制度： 

1.團體賽預賽以分組循環。 

2.團體賽決賽抽籤後進行單淘汰。 

3.團體賽每場比賽採六人五點制(單、單、雙、單、單)，單打、雙打不可兼打(點)， 

每點採五局三勝制，每局11分。 

4.空點之後各點以負論。 

5.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1)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後之出 

賽權亦予取消。 

(3)積分相等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a.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b.如遇二隊積分相同時，以該二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c.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勝。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若相關隊勝點、局、分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名次。 

（二）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發行之最新桌球規則。 

（三）比賽用球：三星比賽用40+mm白球。 

（四）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及分場同時舉行，各隊 

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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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 

(一) 報名方式: 

1. 請先至銀行或郵局匯款，並保留收據以供日後核對。 

2. 匯款完成後，請填寫下列(二)之報名表，務必確認是否將填寫好之報名表按下

「提交」。 

3. 即日起至11月15日(星期日) 17:00止，匯款與提交報名表皆完成，才算完成報名

(未繳報名費或逾期恕不受理) 。 

4. 需更改名單者，請於11月16日(星期一)15:00前提出，之後不得更改名單。 

(二) 報名網站： 

請上第八屆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粉絲專頁參考相關連結與資訊。 

男子組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eKuYZIDeAl-

ekqhQUeQX9O31iMaXElEliSVeiIVBbk/edit 

女子組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W3N-JUKN5CePkGKFzALYv2dulWbyb56yhfKcOI-

bdk/edit 

社會組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clO1_BsloTAKT2kAOF6I9mYYgLn07CFJtST1HCej

hE/edit 

(三) 報名費及注意事項： 

1. 大專團體賽每隊報名費新台幣 1500元整。 

2. 大專男子個人單打每人新台幣 200元整。 

3. 大專女子個人單打每人新台幣 200元整。 

4. 大專男子個人雙打每組新台幣 250元整。 

5. 大專女子個人雙打每組新台幣 250元整。 

https://www.facebook.com/%E4%BA%A4%E5%A4%A7%E7%9B%83%E5%85%A8%E5%9C%8B%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6%A1%8C%E7%90%83%E9%8C%A6%E6%A8%99%E8%B3%BD-160449924078865/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eKuYZIDeAl-ekqhQUeQX9O31iMaXElEliSVeiIVBbk/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eKuYZIDeAl-ekqhQUeQX9O31iMaXElEliSVeiIVBbk/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W3N-JUKN5CePkGKFzALYv2dulWbyb56yhfKcOI-bdk/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W3N-JUKN5CePkGKFzALYv2dulWbyb56yhfKcOI-bdk/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clO1_BsloTAKT2kAOF6I9mYYgLn07CFJtST1HCejhE/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clO1_BsloTAKT2kAOF6I9mYYgLn07CFJtST1HCejhE/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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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組團體賽每隊報名費新台幣 1500元整 

7. 大專組各項目皆不限定各校報名隊數，單雙打不得重複報名。 

8. 有報大專組團體賽的單位，大專組個人賽報名費為單打 150元整、雙打 200 元

整。 

9. 社會團體組因時間考量限制 32 隊，以匯款時間先後為依據。 

※個人賽若報名未滿 8組則取消比賽並全額退費。 

※大專團體組隊名限制使用學校名稱加上一個可以編號的字元，例如：交通大學 A 

、交通大學紅。 

※社會團體組隊名限制為六個字元(含)以內，若超過會由主辦單位斟酌改名。 

※社會團體組若超過 32隊會在粉絲專頁上公告，未報名成功之隊伍會全額退費。 

※開車進入交大校園，需申請停車證(一車一張，可停放一日)，請各隊於報名表中

填寫所需張數(一張 50元，每隊得優惠一張免費)，並請連同報名費一同匯款，當日

購買恕無優惠（例：若需 4張停車證，則於報名表中填寫 4張，因第一張為優惠免

費，故匯款費用為 3張共 150元）。 

(四)報名費繳交方式: 

匯款戶名: 梁安安 0912107003 

郵局帳號: 00012981147149 

☆將會定期於粉絲專頁上PO文告知報名與匯款狀況，請各校負責人於匯款與報名後定期

查看，若有任何問題，歡迎私訊或來信告知，將馬上為您處理。 

聯絡人: nctuttc@gmail.com 吳佳真 0971803902、簡佑任 0972367868 

☆若在109年11月15日(日)下午5點以前，尚未送報名表及匯款，恕不受理。 

☆本帳號不適用劃撥方式繳款，請多加注意。 

☆若要申請收據，請私訊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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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賽抽籤:  

11月 19日(星期四) 19:00於本校綜合球館一樓桌球室進行抽籤，未出席抽籤之單位均

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抽籤結果不得異議。抽籤結果將盡速公布於交大盃粉絲專頁。團

體複賽賽程將於預賽結束後當場抽籤，且同組冠亞第一輪分開。(團體賽循環及個人賽抽

籤第一輪若遇到同校，將會進行重抽) 

十二、附則： 

(一)球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學生證及自備球拍，以備查驗。球員應穿著整齊服裝 

(以運動服為主)，上衣不可為白色衣服。 

(二)運動員應準時出場參加比賽並攜帶帶運動員證，若超過 10分鐘未出場者視同棄

權。 

(三)運動員均應遵守比賽規則，並服從裁判，否則裁判有權停止該場比賽。 

(四)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後之出賽

權亦予取消。 

(五)若有資格不符或代打行為經查證後，即取消該名選手之出賽權，若於團體賽有此情

形，則該隊以失格論，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六)凡比賽時發生規則或本辦法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時，則由專業審判委員審議決定其

判決即為終決。 

(七)大會有權利將賽程提早進行，請各隊勿隨意離開比賽會場。 

(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請所有入館者務必遵守「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及本校體育館入館之相關規定（將於賽前三日公告於第八屆交大盃全

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粉絲專頁）。經發現未確實遵守相關規定者，則需離場；若

為參賽者，大會有權一併取消其參賽資格，且報名費不予退還。 

(九)若因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本屆賽事無法舉辦時,報名費將退還扣除手續

費之費用。 

 

https://www.facebook.com/%E4%BA%A4%E5%A4%A7%E7%9B%83%E5%85%A8%E5%9C%8B%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6%A1%8C%E7%90%83%E9%8C%A6%E6%A8%99%E8%B3%BD-160449924078865
https://www.facebook.com/%E4%BA%A4%E5%A4%A7%E7%9B%83%E5%85%A8%E5%9C%8B%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6%A1%8C%E7%90%83%E9%8C%A6%E6%A8%99%E8%B3%BD-16044992407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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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獎勵辦法： 

(一)團體賽取前四名： 

1. 冠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3000元整。 

2. 亞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2000元整。 

3. 季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整。 

4. 殿軍頒發獎盃乙座。 

(二)個人賽單、雙打項目皆取前四名： 

1. 冠軍頒發獎牌及獎金新台幣 1000元整。 

2. 亞軍頒發獎牌及獎金新台幣 800元整。 

3. 季軍頒發獎牌及獎金新台幣 500元整。 

4. 殿軍頒發獎牌。 

十四、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及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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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 

職稱 工作內容 姓名 

指導老師 指導一切盃賽事務 游鳳芸 

總召 辦理一切盃賽事務 吳佳真 

執行秘書 協助總召辦理盃賽事務 簡佑任 

競賽組組長 現場掌控賽程及比賽相關事務 呂宗育 

文宣組組長 公關函及秩序冊相關製作事務 郭姿妤 

總務組組長 掌管經費收支及匯款相關事務 梁安安 

場務組組長 記錄、檢錄及場地整理 黃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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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交大盃桌球錦標賽報名表 

大專男子組團體賽 

隊名： 教練： 領隊：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大專女子組團體賽 

隊名： 教練： 領隊：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社會組團體賽 

隊名： 教練： 領隊：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大專男子個人單打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大專女子個人單打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大專男子個人雙打(選手姓名請以〝、〞隔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大專女子個人雙打(選手姓名請以〝、〞隔開)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相關資料 

匯款金額： 匯款帳戶後五碼：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信箱： 

須加購停車證者請在此填寫張數: 

 


	第八屆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籌備委員
	第八屆交大盃桌球錦標賽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