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屆南企盃一領會議 

2012.12.02  

In 

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201教室 



會議流程 
時間 討論暨報告題綱 

12：30~13：30 接待與簽到入場 

13：30~13：40 會議開始、團隊介紹 

13：40~13：50 場地說明（含雨備） 

13：50~14：10 各項賽制說明、裁判介紹（含雨備） 

14：10~14：20 檢錄方式說明 

14：20~14：30 報名方式說明 

14：30~14：40 保證金說明 

14：40~14：50 中場休息(備茶水) 

14：50~15：00 週邊配套方式－吃、住、保險、交通 

15：00~15：20 臨時動議 

15：20~15：40 盃賽Q&A 

15：40~ 彈性時間、賦歸 



籌備團隊介紹 



籌備團隊介紹 

王兆瑞 總召 

•對外代表本，盃賽當天之臨時狀況處理及總決策。 

顏榮彥 副召 

•協助總召處理盃賽相關事宜。 

謝淳宇 內務長 

•對內策動及統籌賽務、行政、人資、總務四部。 

黃仁威 外務長 

•對內策動及統籌公關、傳宣、生輔三部。 



籌備團隊介紹 

林孔昭 賽務長 

•籌畫賽程、賽制及雨備配套措施。 

陳妍樺 財務長 

•負責一切經費之流通及管控。 

林玉琪 行政長 

•負責處理盃賽報名之所有相關事務。 

陳其欣 人資長 

•對內或外招募盃賽所有之工作人員。 



籌備團隊介紹 

邵柏維 公關長 

•負責盃賽前與盃賽當天之所有攝影相關業務。。 

蘇淇雅 傳宣長 

•負責盃賽官方網頁更新、活動資訊公告及紀念品設計。 

黃家麒 生輔長 

•協助盃賽當天之所有選手之飲食、交通、醫療、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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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說明（含雨備） 



校內籃球場位置 



校內籃球場(4面) 



校內籃球場(4面) 



校內洪四川籃球場位置圖 



校內洪四川籃球場(2面) 



校內排球場位置 



校內排球場(4面) 



中山排球場 



中山高中排球場(3面室內、1面室外) 



校內壘球場位置 



校內壘球場 



校內壘球場 



壘球中油場位置圖 



壘球中油場 



壘球中油場 



壘球中油場 



羽球場位置圖 



羽球場(4面) 



羽球場(4面) 



桌球場位置圖 



桌球場(14面) 



各項賽制說明、 
裁判介紹（含雨備） 



比賽項目 

一. 籃球(男籃、女籃) 

二. 排球(男排、女排) 

三. 羽球 

四. 桌球 

五. 壘球 



比賽用球 

男籃：斯伯丁7號戶外用球SPA73299  

 

女籃：摩登 6號球  Molten BGR6D  

 



比賽用球 

男女排： 
預賽Mikasa MVR290 膠球 
四強賽Mikasa MV210 人工合成皮球  

 



比賽用球 

羽球：勝利牌綠標頂級比賽用球  

桌球：Nittaku三星比賽球 

壘球：YS 1100比賽級壘球 



賽制說明—籃球 

 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淘汰制。 

 每組取分組第1(或第一和第二)晉級複賽，如遇同
組戰績相同，則比較得失分之商數，商數較大者
晉級複賽，若得失分仍相同則比照雙方對戰紀錄。
(如遇同組該循環有比賽場次棄權，該場次不列入
得失分及得失局比較) 

 若兩隊球衣顏色相近，則由兩隊隊長猜拳，一隊
必須穿著大會準備之號碼衣。  

 本次比賽為C級以上之裁判，由高雄市體育會籃委
會協助。 



賽制說明—籃球 

 比賽4節每節10分鐘；第１、２節及第３、４節中間休息
１分鐘，中場休息為３分鐘，延長賽5分鐘，以一次為限。  

 男、女籃前3節不停錶，第4節最後三分鐘開始停錶。  

 各球隊上半場有２次暫停，下半場（不含延長賽）共有3
次暫停之機會，延長賽有１次暫停之機會。 

 如延長賽未分勝負，雙方自行挑選仍可上場(未犯滿)5名
球員進行罰球，進球數多者晉級，5球後仍未分勝負，以
下球先進者為勝(自行挑選5人中誰先罰)。 

 球員替補由各隊派員到紀錄台請求，在下一球死球時進
行輪替，暫停時可替補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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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制說明—籃球(雨備) 

• 賽程更改為單淘汰制。 

• 比賽分上、下兩節，每節10分鐘，中場休息2分鐘，
延長賽3分鐘。 

• 上節各隊各有1次暫停，下節有2次暫停，延長賽
各隊各有1次暫停。 

• 除上節最後24秒，下節跟延長賽的最後2分鐘停錶
外，其餘皆不停錶。  

• 其他項目不變。 



賽制說明—排球 

 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淘汰制。 

 每組取分組第1(或第一和第二)晉級複賽，如遇同組
戰績相同，則比較得失分之商數，商數較大者晉級複
賽，若得失分仍相同則比照雙方對戰紀錄。(如遇同
組該循環有比賽場次棄權，該場次不列入得失分及得
失局比較) 

 球衣各隊自備，全隊需穿著統一服飾，並附清楚背號，
若無印刷背號，需在胸前及背後貼明顯號碼，自由球
員需穿著與其他球員明顯不同之球衣。  

 採三局兩勝，每局25分，決勝局採15分，每局至少領
先兩分為勝。 



賽制說明—排球 

 一局比賽只能暫停兩次，每次30秒。  

 每局之間皆休息二分鐘，若遇賽程延誤，大會有權
將休息時間縮短為30秒 。  

 所有申請替補與暫停之隊伍均須以明確的手勢通知
副審要求暫停或替補〈替補員需至副審等候〉，而
時機將由副審判定並以哨聲通知表示為暫停或替補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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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比賽裁判為B級裁判，由高雄市體育會排委會
協助。 

 



賽制說明—排球(雨備) 

• 比賽改採單淘汰制 

• 一局決勝，21分換場，落地得分制，每局先得40
分且至少領先兩分為勝。 

• 各隊有兩次暫停，每次30秒。 

• 如遇突發雨備，屆時將由大會服務組人員告知。  

• 若該場比賽進行至一半進入雨備，取消該場比賽
紀錄，移入室內重新進行雨備賽制。 

• 其他項目不變。 

 

 



賽制說明—羽球 

 預賽採循環賽制，複賽採為單淘汰，循環賽各
組取小組第一或第二進入複賽。 

 如遇同組戰績相同，先比較得失點，再比較得失
分之商數，若得失分商數仍相同則比照雙方對戰
紀錄。(如遇同組該循環有比賽場次棄權，該場次
不列入得失分及得失局比較) 

 採五點三勝制，順序為男單、女單、男雙、女
雙、混雙。 

 循環賽需打滿5點，複賽任一方先取得3點，比
賽即結束。 

 循環賽每點皆搶21；複賽如有平分的情況，則
獲勝一方須連得兩分才算獲勝；如雙方打成29
比29則率先取得30分的隊伍獲勝。 



賽制說明—羽球 

 每點只能暫停1次，每次不得超過30秒，暫停必
須由持有發球權的一方提出；中場換場休息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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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一律不得兼點。發現兼點者，全隊取消該場
賽程之參賽資格，並扣押該項目保證金。  

 本次比賽裁判全為A級裁判，由高雄市體育會羽
球委員會協助。 



賽制說明—桌球 

 團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淘汰制。  

 每場球賽採五點制（依序為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
雙），僅隊上一位女生得兼一點(即其餘球員僅可任ㄧ點)。 

 每場先得3點之球隊勝出，並結束該場比賽，每點採5局3勝
制。 

 每局先獲11分者贏得此局，且須領先兩分以上。   

 每點比賽可喊一次暫停，暫停只可由領隊或隊長提出，暫停
時間為1分鐘，暫停必須由持有發球權之一方提出。  

 若球打至天花板或牆壁.則判定失分。 

 每場比賽前練球 2 分鐘，每局間休息 1 分鐘。 

 本次比賽裁判全為B級裁判，由高雄市體育會桌球委員會協
助。 
 



賽制說明—壘球 

• 預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採單淘汰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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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會紀錄於50分鐘時會給予提醒。 

• 每一場球守方七局內共有三次暫停，喊第二次暫
停時需更換投手。攻方七局內只可喊一次暫停。  

• 採三好四壞球制，承球數由一好一壞開始，及三
人出局攻守交替制。 

 本次比賽裁判全為A級裁判。 

 



賽制說明—壘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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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局比完或打至60分鐘滿仍同分時，則進行
特殊加賽『突破僵局制』，此法是由前一局
最後一名擊球員站上二壘開始並輪到下一位
擊球員打擊，開始局數為無人出局，由兩隊
輪流打至分出勝負。 



賽制說明—壘球(雨備) 

• 比賽前一天宣布停賽，並退還8成的報名費。 

• 如第一天臨時下雨，以比賽場次分別退費。 

• 打一場退2500元，打兩場退2000元，打三
場退1500元。比完三場已淘汰之隊伍不給
予退費。 

• 如第二天才下雨，進行擲遠並依照擲遠成
績宣布名次。 



檢錄方式說明 



隊伍報到 



• 請各隊最晚在該隊當天賽程第一場比賽40分鐘以前派一名代表， 
攜全體隊員雙證件(學生證和身分證、健保卡等附照片的證件) 
至比賽場地之檢錄台辦理報到手續。 

 
• 工作人員核對選手資料並請代表核對檢錄表上資料，若有錯誤， 

請立即告知工作人員進行修改，若確認無誤， 
工作人員退還將全隊雙證件退還給代表。 
 

• 經查證件不齊者，視同資格不符。 
 

報到方式 



隊伍檢錄 



• 每場比賽前30分鐘登入名單之雙方隊員， 
請各隊全部隊員持各自有照證件、學生證 
將有照證件及學生證置於胸前，經工作人員檢錄完
成後 
將扣留學生證，於該場比賽後歸還 

• 與對方球員進行身分確認後、 
請由雙方隊長於檢入單上簽名同意，期間如有疑異
可直接向檢錄人員提出申訴。 
 

檢錄 



注意事項 

1.隊伍若無報到則不能進行檢錄動作。 

2.四強賽扣留之學生證為確保領獎及 
    參與典禮將於閉幕後歸還。 



報名方式說明 



報名辦法 

• 報名時間（含完成匯款）為101年12月3日至
101年12月26日（星期三）23時59分為止。 

• 請各校將各項紙本文件含「各項費用一覽表
(附件一)、參賽選手報名表(附件二)、報名資
料回收對照表(附件三)、參賽選手基本資料總
表(附件四)、分項競賽報名表(附件五)、匯款
單據影印黏貼單(附件六)」以掛號寄回本校
(以郵戳為憑）。 (811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
路700號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系
學會收) 
 



報名辦法 

• 12月26日前另將各項電子檔「各項費用一
覽表（附件一）、參賽選手基本資料總表
(附件四)、分項競賽報名表(附件五)、參
賽選手大頭照電子檔總表（附件七）」寄
回指定信箱(yuki4680@gmail.com) (主旨：
校系+南企盃報名資料)，相關檔案於第二
十一屆南企盃官方網站請自行下載。 



報名辦法 

• 請各校於寄出紙本及電子檔後，一周內進
行匯款。 

• 完成以上事項後請以簡訊告知第二十一屆
南企盃財務長 陳妍樺（手機號碼： 0933-
029-457）已寄出紙本及電子檔報名資料並
完成匯款，簡訊內容須包含校系名稱、匯
款人姓名、匯款日期、匯款金額。 

 



報名辦法 

• 若有退補件之情形，各校系負責人請於通
知後7天內補齊。 

• 第二次領隊會議將完成各項比賽之分組抽
籤，故請各校系務必派人參加，如未出席，
則統一由大會代抽，各校系不得異議。 

• 賽程抽籤順序以各校報名時間早晚決定(以
電子檔寄回時間為主)，報名時間較早者先
抽。 



報名辦法 

• 以上所舉辦的各項競賽項目，如欲報名隊
伍未達一定之隊數，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
競賽項目。 

• 如有全程參與本次大會之任何活動，則於
賽後全數退還保證金；若報名後欲棄賽等
須扣除保證金之相關規定參照本會保證金
制度相關辦法辦理。 



報名辦法 

• 若於報名後三個月內，因故不能參與活動，
則退70％之報名費；若於比賽前一個月內，
因故不能參與活動，則不退還報名費。 

• 非企聯會會眾之校系，以學校為單位須另
加收$ 3,500元整，以保障企聯會會眾的福
利。 

• 第二十一屆南企盃網址：
http://sbac21nukapibm.weebly.com/ 



報名費用 ·· 



報名費用 

• 男籃：3200元/隊 

• 女籃：3200元/隊 

• 男排：3200元/隊 

• 女排：3200元/隊 

• 羽球：3700元/隊 

• 桌球：3200元/隊 

• 壘球：3700元/隊 

 



匯款方式 



匯款方式 

• 匯款時間：101年12月3日至101年12月26日 

• 匯款資料： 

1、銀行代號：006（合作金庫銀行 南屯分行） 

2、銀行帳號:1162-872-035633 

3、戶名:陳妍樺 

 

 



匯款方式 

• 注意事項：請勿使用ATM轉帳 

 
•填寫無摺存款單 

•匯款時請註明校系名稱 合庫銀行匯款 

•填寫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匯款時請註明校系名稱 郵局轉帳 

•填寫跨行匯款單 

•匯款時請註明校系名稱 其他銀行轉帳 



財務長小叮嚀 

再次提醒： 

寄出紙本資料、電子檔並完成匯款後，請以
簡訊告知第二十一屆南企盃財務長 陳妍樺
（手機號碼： 0933-029-457）已寄出紙本及
電子檔報名資料並完成匯款，簡訊內容須包
含校系名稱、匯款人姓名、匯款日期、匯款
金額。 



保證金說明 



保證金2000元 

• 本屆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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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
整。  



退還 

• 保證金之退還將於各校系之隊伍全數比賽
結束後一個月內以匯款方式退還予各校系，
退還時，並將以電話告知，請各校代表確
認。   



扣款情況 

• 活動報名狀況 

12/26(三) 2/23(六) 4/27(六) 

報名及報名費繳交期限  第二次領隊會議 活動當天 



扣款情況 

• 活動報名費一切以郵戳為憑，逾期繳交者，
扣該隊伍保證金500元。 

• 如報名成功者在二領2/23(六)前欲更動或
是棄賽之隊伍，扣除該隊伍保證金1000元。 

• 二領2/23(六)至當天比賽，欲更動或是棄
賽之隊伍，扣除該隊伍全額保證金。   



未遵守大會秩序  

• 各隊伍於賽前40分鐘未至檢錄台進行「報
到」，則扣除該隊伍保證金新台幣500元。 

• 各隊伍於賽前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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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元。  

• 各隊伍於賽前5分鐘未至檢錄台進行「選手
檢錄」，則扣除該隊伍全額保證金。  

 



• 棄權 

• 球員資格不符合 

• 違反運動員精神 

• 破壞學校設施  



此制度目的在維持盃賽進行順利 

 

敬請大家共同維持盃賽品質   



生輔資訊 



交通資訊 

開車、騎車 
 

• 汽車進入校園必須「換證」並繳交「計時停車費」，
每小時10元 

 

• 大學南路及西路路旁汽機車皆可臨停 

 

• 高大校門兩側皆有機車停車場 

 

• 行至大學西路底，沿指標即可進入工學院及學生第
一宿舍機車停車場 

 



交通資訊 

高雄捷運接駁公車(紅56) 

 

• 於高雄捷運R19(楠梓加工區站)1號出口處
搭乘 

 

• 紅56A、B皆有行經中山高中，終點站為大
學南路西路交叉路口 



交通資訊 

台鐵 

• 在台鐵橋頭站、新左營站或高雄站，
搭乘高雄捷運至R19(楠梓加工區站)1
號出口，轉乘紅56公車至中山高中或
高雄大學。 
 

 



交通資訊 

愛心腳踏車 



飲食資訊 

南企盃午餐代訂事項細則 

• 廠商名稱：猋師傅便當專賣店 (楠梓店)  

 

• 提供餐數：4/27午餐、4/28午餐 

 

• 便當費用：葷食、素食皆一份五十元整 

 

 



飲食資訊 

訂購方式 訂購時間 

預訂 
(4/27) 

二領會議後寄出便當代訂申請表，代
訂申請自2013/2/23 (二領會議)至
2013/4/12截止，將午餐訂購申請表及
註明匯款金額，並完成匯款後E-mail
至指定信箱
(sbac21nukapibm@gmail.com)即可。 

現場訂購 於比賽當日10 : 00 a.m.前至大會服
務台繳交申請單與繳清現款。 



飲食資訊 

• 便當領取單 : 預購者寄出申請表及匯款金額後，
會收到內附領取單的回信，請自行列印並務必於
當天攜帶以便領取午餐；現場訂購者繳交申請單
與繳清現款後會拿到領取單。 

 

• 領取方式：中午11:30開始發放便當，各系隊持領
取單至各便當發放處領取便當與點收，如遺失領
收回條，以大會工作人員之領收名冊數量為準。 

 

 



飲食資訊 

預購繳費方式： 

• 各校系請於2013/2/23至2013/4/12期間內完成繳費
作業。 

• 完成匯款後將【午餐訂購申請表】 (可至官網下載) 
填寫完後並註明匯款金額mail至 
sbac21nukapibm@gmail.com，即可完成申請。 

• 請於寄出後三日內查看是否收到回信確認已收到申
請，並自行列印內附領取單；主辦單位根據實際匯
款金額，便當以寄出之領取單上數量為準。 

• 匯款方式與報名費相同，請勿使用ATM匯款，並請
於匯款前再次核對申請內容及金額，以減少修改作
業麻煩。 



飲食資訊 

• 園遊會4/27(六) 

待確定活動地點後，會另行在本屆南企盃官
網中公告。 

 

 

 



休息區資訊 

• 高大校內 

 各學系皆配有一間教室，位於綜合大樓及工學院
內。 

 

 本主辦單位僅提供休息之空間，不負任何保管責
任，請自行保管休息區內之物品及財務。 



醫療資訊 

• 醫院(具備急救急診大型醫院) 

 

1. 左營國軍總醫院 

 

2. 右昌聯合診所 

 

3. 健仁醫院 

 



醫療資訊 

保險資訊 
• 南山人壽旅遊平安險100萬+醫療給付10萬(含4/27、
28兩日)，每人保費50元。 

 

• 報名期間填寫完畢保險申請表後，連同報名表一
起寄回。 

 

• 報名費用並不包含保險費用 



醫療資訊 

其他醫療資訊 

• 各場地紀錄台皆備有冰敷袋及一名以上急
救員，如有受傷或中暑情形請即時告知記
錄台人員。 

 



臨時動議 



盃賽Q&A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共同表決事項 



壘球女生規則 

• 使用二傳 

• 不使用二傳 

 

• 壘球有效票數5票（中山企管、義守企管、
長榮國企、長榮企管、高大亞太） 

• 使用二傳票數：4票（中山企管、義守企管、
長榮國企、長榮企管） 

• 不使用二傳票數：1票（高大亞太） 

 

 



壘球女生規則 

• 0好0壞開始 

• 1好1壞開始 

 

• 壘球有效票數：5票（中山企管、義守企管、
長榮國企、長榮企管、高大亞太） 

• 0好0壞票數：4票（中山企管、義守企管、
長榮國企、長榮企管） 

• 1好1壞票數：1票（高大亞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