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體育周免費體驗課 

肌力有氧 
(Aerobics of muscle training) 

 

肌力有氧是融入音樂元素進行的肌力與肌耐力訓練。音樂節拍可以帶動身體

的律動感與節奏性。利用簡單的大肢體動作與自體身體的重量，隨著不同強

度的音樂啟動，帶您體驗與享受揮汗如雨後的快感感！ 

4/2、4/9、4/16、4/23 (二) 12:10-13:10   

體育中心舞蹈教室  限 25 人 

報名網址:詳見體育中心網站 

錄取方式:依完成線上報名順序錄取 

對象:教職員工生 

主辦:體育中心   

 

  
  

【課程講師】張嘉珍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重量訓練證照 

懸吊系統訓練課程 TRX證照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團體指導員證照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體育週系列活動 

復活節海底龍宮尋寶-潛水浮潛體驗營 

一、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二、活動方式及特色：  

1. 場地設施：利用東華大學現有場地、設備，規劃辦理育樂營活動。 

2. 師資：聘請校內現有國際 PADI 潛水專長教師或教練。 

     

三、辦理梯次及日期(共計 2 梯次)：4/22 星期一：10:30~12:00；12:00~13:30 

四、參加對象：每梯次浮潛及潛水體驗 1.5 小時，每梯次至多 20 人。 

五、報名方式： 

1. 報名聯絡人：朱文正老師。 

2. 報名時間及地點：以體育中心公告為主 

3. 報名用聯絡電話：朱文正老師(03) 8906627 

4. 報名費：請至體育中心繳交每人 200 元。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體育週系列活動 

復活節海底龍宮尋寶-潛水浮潛體驗營-課程表 

時間：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                                                                                                                                                               

場地：東華大學游泳池 

內容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暨講師 

說明： 每梯次課程時間為 1 小時，每梯次最多可以容納 20 位學員。 

10 分鐘 
報到/分組/穿戴裝備 

開訓(注意請提前 20 分鐘報到) 

主課教練：朱文正 

         

 

20 分鐘 
浮潛體驗課程介紹 
潛水、浮潛介紹 

潛水裝備介紹、潛水技巧介紹 

25 分鐘 

浮潛體驗課程人課程 
浮潛技巧練習(浮潛三寶) 

浮潛下潛練習 
復活節海底龍宮潛水尋寶 

25 分鐘 

潛水裝備穿戴及技巧練習 
重裝潛水-潛水技巧練習 

潛水自我挑戰及體驗無重力活動 
復活節海底龍宮潛水尋寶 

10 分鐘 結業式：綜合座談 

備註  

 
 

 

 



107 年學年度東華大學體育週羽球團體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鼓勵校內學生多多參與體育活動，培養團體氣氛以及促進健康身體發展。 

二、主辦單位：東華大學 

三、承辦單位：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甲組羽球隊  

五、比賽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2、23日(星期一、二)，晚上 18:30~23:00 

(二)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體育館 

六、比賽用球：比賽用球 

七、組別：團體賽(限 16隊) 

(一)採五點制，順序為女雙、男雙、混雙、女單、男單。 

(二)隊員皆須同系所在校生，不限年級。 

(三)一隊至多可報名 12 人，不可輪空，女生可打男生點，未報名過大專盃之女性球員可兼 1 點，

男生不可兼點。 

＊報名截止後，將公佈參賽名單，可上網查驗各選手資格並提供意見。 

＊凡報名視同同意個資使用於本活動，如刊登姓名於賽程、比賽結果名次欄、保險、刊登 

本活動相關之照片…等。 

八、參賽資格 

(一)凡東華大學在學之學員皆可報名此比賽。 

(二)羽球資格入學生、羽球保送生、參加過大專盃公開組之成員，每場只能有一名出賽，且只能

在第三點(混雙)出賽。 

九、報名方法 

(一)紙本報名：將報名表印下來填寫後，聯絡負責人繳交。 

(二)負責人：體育系黃同學 0919612147。 

十、報名費與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每組 1800 元。 

(二)繳交報名表及繳費：於繳交報名表時一併完成繳費並領取收據。 

(三)報名期限：108年 4 月 8日。 

(四)公布名單：將於 108 年 4月 11日公布參賽名單，名單公布後將不接受任何變動。 

十一、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會議時間：108年 4 月 17日-晚上 20:00。 

(二)會議地點：東華大學體育館會議室(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三)抽籤：缺席者由大會代抽，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球員名單，各隊不得異議。 

十二、比賽辦法 

(一)採用 BWF 現行國際羽球規則和本比賽特殊規定。 

(二)團體賽 

1. 預賽每一點均為一局 25分(13分換邊，24平不加分)； 

2. 複、決賽每一點均為一局 31分(16分換邊，30平不加分) 

(三)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於抽籤時宣布。 

1. 循環賽計分先比總得分後比勝點。 

2. 如出現兩隊點分相等的情況，以該兩隊比賽的勝隊為勝方。 



(四)比賽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備查詢，若提不出證件者，裁判可判其棄權。 

(五)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 

(六)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時間 

以大會競賽組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 

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三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

即宣判棄權，不得異議。 

十三、選手須知 

(一)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 5分鐘休息，並請務必於賽前告知競賽組，以便調整 

賽程。 

(二)團體賽需在賽前 20 分鐘填寫完成出賽名單，並繳回競賽組。 

(三)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隊不得異議。 

(四)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與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五)比賽場次經大會排定後不得要求變更。如遇特殊情形，大會有權修正，全部賽程將公佈於粉

絲專頁，選手不得異議。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佈實施。 

(六)賽程公佈後不可換人、頂替或更改場次時間。 

(七)報名截止後公佈成功報名名單，如有誤請於賽程公布前聯絡大會，賽程抽籤後恕難增加或        

更改組別。如對對方資格有異議者，須在比賽開始前自行向大會舉證，如舉證屬實，則取消

該選手資格，已賽部分均不計。 

(八)如遇天災等不可抗之因素，主辦單位將於比賽開始三天前公告因應措施，屆時請選手注意        

公告。 

十四、獎勵辦法 

(一)獎勵：前三名每人頒發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第四名頒發獎狀乙張。       

十五、申訴規定： 

(一)對球員身份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雙方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份證件，如有不符者則判

定該點為棄權。 

(二)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練簽章，送大

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二仟元整，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抗議。若抗議成立，

保證金退回，不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十六、附則：本次比賽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 

十七、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佈，本規程經奉核後實施。 

十八、其餘未表列之規則依據 BWF 現國際羽球規則實施。 

十九、備註 

(一)敬請密切注意東華羽球聯盟之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dhu.badminton.league/?fref=ts 

如有更動事項將公佈於東華羽球聯盟 FB粉絲專頁。 

(二)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負責人體育系黃同學，電話: 0919-612-147 

 

 

 

file:///C:/Users/USER/Downloads/敬請密切注意東華羽球聯盟之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dhu.badminton.league/%3ffref=ts
file:///C:/Users/USER/Downloads/敬請密切注意東華羽球聯盟之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dhu.badminton.league/%3ffref=ts


國立東華大學 107 學年度 體育週排球章程 

 

一、活動主旨：為提升本校排球運動風氣，促進各系學生相互交流，並培養學生團隊精神，進而提高排

球技術水準。 

二、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排球社。 

四、比賽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體育館。 

五、比賽時間：2019 年 4 月 19 日(五)~4 月 21 日(日)。 

※4 月 21 日為複賽。【不開放調賽】 

六、參賽對象： 

(一) 限本校學士班及研究院所之相同科系之學生，並持有當學期在學證明。 

※每隊場內球員不得超過兩位甲組選手【甲組選手定義：高中曾為甲組成員；曾參與大專聯賽公

開一級或二級之球員(有報名球員名單者)；因排球項目升學的體育資優生】 

有上述甲組資格者，請於報名時做備註。 

(二) 東華大學之現任教職員、助理。 

※教職員可組教職員隊伍或與所屬系單位之隊伍報名，但不可重複報名。 

七、競賽辦法： 

(一) 比賽規則： 

A.除本競賽章程另有規定外，本賽事採用 2017 國際排球規則。 

B.採落地得分三局兩勝制（第一、二局 25 分,第三局 15 分），最高 DEUCE 至 30 分。 

(二) 比賽分組： 

<男子組六人制> 至多收 16 隊。 

<女子組六人制> 至多收 16 隊。 

※每隊報名人數以 15人為上限。 

(三) 比賽制度： 

A.預賽：視隊伍數抽籤，採分組循環賽制。 

B.複賽：採單淘汰賽制。 

(四) 獎勵： 

男女排各取前四名。 

前三名每人頒發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第四名頒發獎狀乙張。 

八、報名方式： 

(一) 日期： 

即日起至 3 月 29 號(五)晚上 23：59，額滿為止，超過截止日期將不受理報名。 

(二) 報名費用：一千五百元整。 

(三) 報名表單： 

採網路報名，先報名優先取得比賽資格，點選最下方網址下載報名表並完整填寫後傳至 

410403011@gms.ndhu.edu.tw  

※收到各隊報名表單將回信告知，三日內未收到回信請盡快聯絡總召。 

※報名表寄出後不得再做更改，唯領隊會議當天可做最後確認與修改，修改、增減人數以「三

人」為上限，領隊會議結束後不得再做更改。 

(四)報名費繳交後視同確定出賽，如需退賽一概不予以退費。 

 

mailto:點選最下方網址下載報名表並完整填寫後傳至%20410403011@gms.ndhu.edu.tw
mailto:點選最下方網址下載報名表並完整填寫後傳至%20410403011@gms.ndhu.edu.tw


九、領隊會議： 

(一) 日期：預定於 2019 年 4 月 2 日(二) 19:00-21:00。 

(二) 地點：將於本社粉絲專頁【東華排球社】公布 

(三) 會議內容： 

A.比賽應注意事項說明 

B.繳交報名費 

C.賽程分組抽籤 

D.個別疑問討論 

※領隊會議時若未出席或未完成繳費，將取消報名資格，由候補隊伍依序遞補之。 

 

十、競賽規定： 

(一) 球員請攜帶學生證或紙本在學證明或教職員證，當天該隊第一場比賽前三十分鐘內繳交於總記

錄台以備查驗，其他證件一律不予認可，核對後即退還。比賽前 10 分鐘未檢錄之隊伍或球員，該

場比賽視同棄權。 

(二) 若球員名單與學生證或紙本在學證明或教職員證姓名不符，一概不予上場參與比賽，報名時請

多加注意。 

(三) 每場比賽前雙方隊長可於比賽場地查證對方整支隊伍球員名單及身分資格，並於該場比賽前向

該場裁判提出任何對方球員身分資格之疑慮。如查證其不符合報名資格，將取消該名球員整場賽事

參賽資格。比賽開始後，不得再要求查證對方整支隊伍球員名單及身分資格。 

(四) 比賽開始後若對方｢場上」甲組球員多於二人或有未檢錄出賽等｢場上」球員問題，請於當下至

賽後 30 分鐘內由隊長向裁判或主辦單位提出，經查證之屬實，視被檢舉隊伍該場次為棄賽。未依

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五) 各隊球員出場比賽時，必須穿著統一並有單一格式、前後號碼清楚的運動服裝，球衣號碼依規

定為 1-20 號，不符合規定者一律不得出場比賽。主辦單位不提供號碼衣，請各隊特別注意運動服

裝之相關規定。 

(六) 每場比賽之隊伍請提早十分鐘到達比賽場地以進行比賽。各隊如逾排定的比賽時間 10 分鐘後

仍未足 6 人到場，裁判得宣佈該隊棄權，則該場成績以 2:0(25:0 25:0)計算。 

(七) 若有冒名頂替者(含跨隊及未報名出賽)，經對方隊伍檢舉並查證屬實，大會得沒收全部比賽成

績。 

(八) 比賽過程中，務必服從裁判之判決。若有逾矩之舉動，經裁判警告後，得判以技術犯規及違反

運動家精神強制出場。 

(九) 比賽時，請比賽隊伍各派出一名記錄員支援當場賽事之記錄台。 

(十) 冠亞、季殿賽出賽之隊伍，請於排定比賽時間前 10 分鐘至總記錄台登錄完成 12 位球員名單。 

 

十一、其它：本競賽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公佈之。 

 

十二、報名表請至下方網址下載填寫，並寄到指定信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CBqTEeJa-XUR_ZlXUwIm-LrH9GTwB0S/view?usp=sharing 

 

十三、聯絡方式：  

總召：歷史四 溫正彥  0910-163-994   信箱：410403011@gms.ndhu.edu.tw 

負責老師：林國華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CBqTEeJa-XUR_ZlXUwIm-LrH9GTwB0S/view?usp=sharing


107學年度體育週排球競賽報名表 

（1）甲組球員、教職員請在備註欄註記。隊長請填第一個。 

（2）各隊報名人數不限，各系各組至多兩隊。 

（3）報名信件主旨為：『體育週 XX系 男排／女排』。（舉例：『體育週電機系女排） 

（4）報名表請寄至 410403011@gms.ndhu.edu.tw報名成功後將會回信告知， 

請各隊注意需收到回信確認後才算報名完成，未收到回信請盡快聯絡總召。 

（5）報名表繳交後，請各隊伍於領隊會議時做最後的球員名單確認與修改， 

     修改人數以『三人』為上限，領隊會議結束後不得再更改。 

（6）球員出賽前需繳交學生證/紙本在學證明/教職員證以供檢錄，其他證件不予認可。 

隊名：XX系 男/女排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姓名 系級 學號 備註 

1    隊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每隊報名人數以 15人為上限。 

 

 

 

 



 

 

2019 體育周免費體驗課 

-舒緩瑜珈 
(Gentle Flow Yoga) 

 

節奏和緩，以穩定綿長的呼吸進行瑜伽體式，漸次地打開身體，舒展緊繃的

肌肉，由外而內、由身而心達到安適的狀態，適合所有程度的練習者。 

4/17、4/24、5/1 (五) 12:10-13:10   

體育中心舞蹈教室  限 20 人 

報名網址:詳見體育中心網站 

錄取方式:依完成線上報名順序錄取 

對象:教職員工生 

主辦:體育中心   

 

  
 

 
【課程講師】Amy 

YOGA Alliance RYT-200 、中華民國瑜珈協會認證教師 

世界健身房、Amy Yoga、早療協會、慈濟大學推廣、揚菁瑜珈世界、簡善琳瑜珈老師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體育週系列活動 

SUP 立式划槳體驗營 

一、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二、活動方式及特色：  

3. 場地設施：利用東華大學現有場地、設備，規劃辦理體驗活動。 

4. 師資：陳孝夫、張哲豪教練 

三、辦理日期：4/20 星期六：14:00~16:00 

四、參加對象：東華大學教職員生，每梯次至多 20 人(額滿為止)。 

五、報名方式： 

5. 報名方式：體育中心~體育週網頁報名 

6. 報名時間：以體育中心公告為主 

7. 報名費：現場繳交每人 200 元 

    

 

 

 

 

 

 

 

 

 

 

 

 

 

 

 

 

 

 

 

 

 

 

 

 

 

 

 

 

 

 

 

 

 

 

 

 



 

課程表 

時間：108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14:00~16:00                                                                                                                                                             

場地：東華大學游泳池 

內容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暨講師 

說明： 每梯次課程時間為 2 小時，每梯次最多可以容納 20 位學員。 

10 分鐘 報到/分組 

主課教練：陳孝夫 

          張哲豪 

 

20 分鐘 
水上安全教育、SUP 裝備介紹 

SUP 技巧介紹 

50 分鐘 
平衡練習 

SUP 技巧練習 

30 分鐘 自由划行、團體遊戲 

10 分鐘 結業、討論及建議 

備註 請準備可下水之衣物、毛巾及盥洗用具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體育週系列活動 

海洋獨木舟體驗營 

一、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二、活動方式及特色：  

1. 場地設施：利用東華大學現有場地、設備，規劃辦理體驗活動。 

2. 師資：陳孝夫、張哲豪教練 

三、辦理日期：4/21(星期日)：10:00~12:00 

四、參加對象：東華大學教職員生，每梯次至多 20 人(額滿為止)。 

五、報名方式： 

1. 報名方式：體育中心~體育週網頁報名 

2. 報名時間：以體育中心公告為主 

3. 報名費：現場繳交每人 200 元 

    

 

 

 

 

 

 

 

 

 

 

 

 

 

 

 

 

 

 

 

 

 

 

 

 

 

 

 

 

 

 

 

 

 

 

 

 

 



 

課程表 

時間：108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10:00~12:00                                                                                                                                                              

場地：東華大學游泳池 

內容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暨講師 

說明： 每梯次課程時間為 2 小時，每梯次最多可以容納 20 位學員。 

10 分鐘 報到/分組 

主課教練：陳孝夫 

          張哲豪 

 

20 分鐘 
水上安全教育、海洋獨木舟裝備介紹 

海洋獨木舟技巧介紹 

50 分鐘 直划、倒划、轉彎、側移 

30 分鐘 自由划行、併船團體遊戲 

10 分鐘 結業、討論及建議 

備註 請準備可下水之衣物、毛巾及盥洗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