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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理工玩很大-之人生奪回生存賽 

二、活動宗旨:舉辦一連串的趣味活動，希望能促進理工院各系同學們的交流，

也藉由競賽的方式讓同學更加積極地融入其中。 

三、活動目的:希望同學們可以更加地與其他系交流。 

四、活動時間: 105 年 11 月 6 日 9:00~18:00 

五、活動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六、參加對象: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全體師生。 

七、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學生聯誼會。 

八、承辦單位:國力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各系系學會。 

九、職權分配:召集人－蔡嘉峻(活動之召集及統籌) 

              總監－張烔堡助教(活動之執行及監督) 

              執祕－本院各系系學會會長（協助總監各項工作） 

十、活動内容: 

壹、比賽項目： 

1. 機械+生機遊戲辦公椅競賽(競賽關卡)(場地：溜冰場)：每組五人，

一次兩組比賽，兩次為一個循環，比賽以接力辦公椅的方式進行，

最短時間之隊伍獲勝。 

I. 雨備 攻城掠地(場地：嘉禾館)：4 隊一起進行，在嘉禾館內進

行 8 個小關卡，每隊皆須參與過每項關卡，一關一次只進行一



組，若完成此關卡則可佔領該關，失敗則否，若有其他隊之後

也完成此關則換隊佔領該關，每關皆依難易度賜予分數，最後

依各隊佔領的關卡分數總合而定勝負。 

關卡項目： 

 瘋狂心臟病：喊出的數與翻出的牌加(減)多少，例如起頭

先+1，喊出 5翻出 6就要拍，以此類推 

 傳橡皮筋：每人各咬 1支吸管，再用吸管勾起橡皮筋以接

力的方式至最後一位，若中途掉則失敗。 

 夾綠豆填管：將容器漂浮在水上，而當隊須夾綠豆將容器

填到指定高度則獲勝。 

 數字 1~200：一組寫完 1~200不得出錯，否則失敗，組員

間可輪流寫。 

 跳跳繩：兩人各拿一端，其他三個組員進去跳，連跳 30

下成功，沒有則失敗，最多兩次機會。 

 運氣球 3次機會：5人於起點把汽球向上拍，且往前至終

點的桶子，拍進去則成功，落地則失敗。 

 盲劍客：由 5人挑出 1人當盲劍客，而盲劍客需閉眼元第

轉三圈，之後關主隨機到一個定點，隊友最多只可給 3

個指令，若盲劍客到關主旁則獲勝，沒有則失敗，5人須

完成 3人才算過關。 

 數支：一組再加上一個關主完數支，若數到關主則獲勝，

沒有則失敗，最多三次機會。 

 

2. 資工遊戲(競賽關卡)(場地：理工大樓 4~6 樓)：開場給四組分別四

種顏色帶子別在手上，將四隊標記成紅隊、藍隊、綠隊、黑隊。 

 

理工四到六樓會張貼約 60張左右 QRcode貼紙，掃描 QR Code後得

到一段號             碼例如「478875_6」，將該

組號碼傳到群組並指定底線後面的數字 6如何使用，例如

「478875_6 黑隊-6」、「478875_6 紅隊+5」等等，底線後面的數字

代表可以將自己或其他隊伍加分或扣分，一段號碼一隊限用一次，

比賽時間到時，最接近 50分的隊伍獲勝。 

 



活動進行中會不斷紀錄並公告各組分數，時間到時停止所有加扣分

的動作。 

加減分不限對象，能幫自己及其他隊伍加分或減分，且加減分無上

限，減分可減至負分。 

 

時間到時以最接近 50分隊伍獲勝，如果有相同分差情況，以不超

過 50分隊伍勝出(黑隊 52分，紅隊 48分，紅隊勝)，若遇完全同

分且為最接近 50者，抽籤決定勝負，數大者勝。 

 

3. 應化遊戲(競賽關卡)(場地:應化一館)：使用酒精槍打九宮格 

一隊派出 5人，每人有 3次機會，依格子上數字分數為多少即得幾

分， 

一條連線總分多加 1分，兩條總分多加 2分，三條總分多加 3分，

九格全命中總分多加 5(額外加分只有一次，即視最後連線情況而

定)。 

 
4. 電機+電物遊戲(競賽關卡)(場地:電物一館 101 教室)： 

當有兩隊進行電流急急棒，另外兩隊則進行另外一項遊戲 

1 完成下面三個遊戲所花時間總和最小者得勝 

 手臂連接低周波治療器，以筷子夾花生並吃完 5顆 

 手臂連接低周波治療器，拿筆寫出指定國字。 

 手臂連接低周波治療器，拿湯匙喝完湯內食物。 

不適合使用者 

 使用心律調整器者 

 電子式心肺裝置患者 

 裝置心電圖紀錄患者 

2電流急急棒：兩個小隊每次選出一人進行 PK，PK的人要拿著電

流急急棒繞過規定之形狀走向終點，若在其中碰觸到導線則會有幾

鈴響起並計數秒數，較快走到終點的人獲得勝利，在最後兩人 PK

完後會結算分數，(秒數-勝利次數*3)較少者獲得勝利 

 

5. 土木+應數遊戲(賭場關卡)(場地：理工大樓 7~8 樓)：分為單人組與

隊伍組，每一隊完成報到後該隊每人領取價值 3個各價值 100的點

點與 4個 50元，即可開始進行遊戲；其中若要進行骰寶則要在外

圍將籌碼換成信物，而部分遊戲則要將籌碼換成基底為 10的黑白

棋子，且棋子只能在特殊賭桌上進行，其餘無法使用棋子之賭桌不

得使用，其餘，若於牽線人抽中獎金，則可於服務台兌換成籌碼，



組隊賽則為當該隊伍總籌碼超越 3000即可進行挑戰。最後時間結

束時將各組最終所獲的的金額排名，。若身上籌碼不足可用點點兌

換成 2個 50(一次限一個)，單人組比賽開始前，得變動該下注金

額，一旦比賽開始則不得變動； 

於途中任何一場比賽結束時若有任何人金額歸 0則稱為破產，則該

員可選擇: 

 不得繼續參加賭注活動。 

 以該隊 1000積分兌換 100籌碼繼續參賽。 

積分規定: 

依該隊所獲得籌碼排名，第一名 2000積分，第 2名 1600積分，第

3名 1200積分，第 4名 800積分，其餘名次若總籌碼超過 2500則

400積分 

額外加分: 

 若結束時若該隊無人有過破產則該隊總分+600分 

 若遊戲途中有任何人違反規則或造成遊戲無法保持公正進行，

則該員籌碼歸 0 且不得參賽 

貳、比賽規則： 

預計共有 32 組隊伍，每組 5 人，再將 32 組平分成上午場及下午場， 

1 上午場：將 16 隊分至競賽關卡中(每關 4 隊)，每關約 25 分鐘，在關

卡中獲勝第一名可獲的 1000 積分，第二名 800 積分，第三名 600 積分，

第四名400積分，積分為最後成績，當此關結束後將進行跑關至下一關，

每隊皆可跑四關，競賽關卡共約 2 小時，競賽結束後 16 隊全宜至賭場

關卡(賭場關卡規則請參考活動項目)，最後競賽關卡＋賭場關卡之積分

總數進行排名。 

2 下午場：同上 

參、將金與費用辦法： 

獎金： 



 第一名：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600 元，上下午場皆會

有個別名次。 

 摸彩獎品: 
電影票 180 元*3 張，全聯禮券 100 元*5 張，+大包餅乾 6 包(118
元*4 包，110 元*2 包)最後結束進行網路摸彩。 

    報名費：每隊 500 元，其中 300 元保證金。 

十一、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時間 流程 

上午 下午 

8：00 前 工人報到 14：00-14：30 隊伍報到(簽到) 

08：30-09：00 隊伍報到(簽到) 14：30-14：40 開場(機械生機) 

09：00-09：10 開場(電物電機) 14：40-14：50 移動 

 09：10-09：20 移動 14：50-15：15 第一關 

09:20-09:45 第一關 15:15-15:20 換關 

09:45-09:50 換關 15:20-15:45 第二關 

09:50-10:15 第二關 15:45-15:50 換關 

10:15-10:20 換關 15:50-16:15 第三關 

10:20-10:45 第三關 16:15-16:20 換關 

10:45-10:50 換關 16:20-16:45 第四關 

10:50-11:15 第四關 16:45-17:05 集合至賭場 

(二次簽到) 

＊撤離嘉禾館 

11:15-11:35 集合至賭場 

(二次簽到) 

(回報積分) 

17:05-17:10 賭場講解 

11:35-11:40 賭場講解  17:10-18:10 賭場 

(其他關卡場復) 

11：40-12：40 賭場 18：10-18：30 下午場頒獎 

摸彩(網路) 

12：40-13：00 上午場頒獎 18：30 後 場復+檢討 

(會長留) 

13:00-13:10 嘉禾館集合   



 

十二、 經費預估: 

項目 金額 備註 

獎金 4800 
獎金: (第一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600+
元 )*2，合計  

 

器材  1 各系活動內容自帶 

2 對講機 12(四關*4+服務台*1+賭場*1+場控*6)  

 

場地  嘉禾館、理工大樓 4~8 樓、電物一館 101、溜冰場、應

化館 

材料費 8642 
機械+生機遊戲：1800 元 
資工遊戲：200 元 
應化遊戲：810 元 
電機+電物遊戲：3400 元 

土木+應數遊戲：700 元 

摸彩獎品: 
，二獎電影票 180 元*3 張，三獎全聯禮券 100 元*5 張，

+（餅乾 118 元*4 包，110 元*2 包），合計 1732 元 

合計 13442 
 

預計 160 人 

 

 

 

13:10-13:50 午餐+上午場檢討   



十三、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