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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名稱：系內盃羽球賽 

貳、活動宗旨：促進系上同學間的感情以及對球類的熱情，多去戶外運

動，不是指是當個會讀書的人。 

參、活動目的：藉由此活動增加系上同學運動次數及增進系上間的互動。 

肆、活動時間：2015年 12月 07日 12點 20分至 13點 20分、12月 08日

12點 20至 13點 20分 

伍、活動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嘉禾館 

陸、參加對象：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學生 

柒、指導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捌、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玖、預期成效：每一系級都有派人報名，活動進行中各個同學揮灑汗水、

分工合作完成這項比賽，運用各自所能來贏取比賽。 

壹拾、 活動負責人： 巫昆達 0910-887042  傅自強 0975-662628 

壹拾壹、 工作人員架構： 

組別 負責人 工作執掌 備註 

總/副召 巫昆達/傅自強 
1. 工作分配 

2. 監督各組進度 
 

活動組 郭士瑄/傅自強 1. 規劃賽程表 12/4規劃完成 

主持人 2名 

1. 確認當天隊伍是

否到齊 

2. 頒獎 

12/4驗收 

計分人員兼主審 場次*1名 
1. 記錄比賽分數 

2. 判斷勝負 
12/4驗收 

裁判(線審) 場次*2名 1. 含線審 12/4驗收 

美宣組 巫昆達/黃羿翔 1. 製作報名表 11/25作完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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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作計分表 印出、11/25-12/03

報名以及結束和統

整、11/27製作完

成計分表以及印出 

器材組 劉辰宥 
1. 租借場地 

2. 租借器材 
11/??租借完成 

總務組 曹榮哲 1. 購買獎品 12/6購買完成 

公關組 林筠翔 
1. 向各班班長宣導

此事 
11/25提供此訊息 

機動組 何承叡 

1. 當天場佈場復 

2. 分配機動人員以

及醫療人員 

12/4分配完成 

攝影組 機動組配合 
1. 協助當天比賽拍

攝 
12/6分配完成 

壹拾貳、   活動內容： 

比賽規則： 

1. 比賽人數為正式球員 2人，如果正式球員比賽當天有意外事件或是無法

比賽者可找替補人員代替，但不得與其他隊伍人員重複；如無故缺席或

是未找替補人員代替則取消參賽資格。 

2. 比賽計分 

2.1  每局由先得 21分一方獲勝，3局 2勝制，第三局先得 11分者獲勝。比

賽 20分鐘爲限。 

2.2  每球的獲勝方得到一分的加分。 

2.3  每球方獲勝次有球的發球權。 

2.4  雙打時獲得零分或偶數分時由應站在右發球區球員發球，奇數分時由應

站在左發球區球員發球，並由相對應的發球區球員接發球。 

2.5  決勝局(第 3局)某方分數先到達 11分時雙方選手換邊。 

3. 開賽發球權或場地權的決定 

  3.1  拋球決定優勝者，優勝者可選發球權或是場地，二擇一。 

4. 進行比賽規則： 

  4.1發球規定 

    4.1.1發球時球拍應指向下、擊球點不行高於腰部。 

    4.1.2新增延遲發球規定（球拍向後及準備發球的動作不可過久）。 

4.2發球區及比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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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打：  

 

      

      

  

  4.2.1發球時為斜對角發球並且要超過前發球線並且不可超過「後發球 

        線」 及邊線(依照分數決定由左、右半場發球) 

  4.2.2發球後，圖中實線部分為雙打範圍，超出即為出界，記對方得分，   

        並交出發球權 

  4.2.3雙打與單打的發球區不同，雙打發完球後邊線範圍由後發球線延伸 

        到圖中的端線(底線)，即全場。 

       12/08工作人員 

時間 流程 地點 備註 

12:00 – 12:20 場佈 嘉禾館 

記錄台負責報到並安排參賽人員

相關資訊 

機動人員場佈位置並回報 

器材組將計分牌給計分人員 

主持人引導參賽者至記錄台 

裁判準備就定位 

美宣組張貼賽程表 

12:20 – 13:10 比賽時間 嘉禾館 記錄台注意各隊賽程狀況，直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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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結果畫製在賽程表上 

攝影組拍攝活動當下照片 

機動人員、器材組擔任觀眾並依情

況帶動氣氛 

計分人員使用計分牌翻閱每場必

賽得分 

裁判判斷是否得分，並於當場比賽

結束後繳交計分表給紀錄台 

主持人宣布各場比賽隊伍 

13:10 – 13:20 頒獎 嘉禾館 

主持人宣布優勝隊伍並頒發禮品 

攝影組拍攝優上隊伍及頒獎時的

照片 

13:20 – 13:30 場復 嘉禾館 
機動人員場佈以及復原場地 

器材組回收相關道具  

       12/08參賽人員 

時間 流程 地點  備註 

12:00 – 12:20 報到 嘉禾館  

12:20 – 13:10 比賽 嘉禾館 補充水分 

13:10 – 13:20 頒獎 嘉禾館  

13:20- 休息   

註:12/07流程除頒獎外同 12/08流程 

壹拾參、   經費預估：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價錢 備註 

1 獎品   1000  

2. 羽球 250 1 250  

 

壹拾肆、   借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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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數量 備註 

1 大聲公 2  

2 記分板 3  

3 羽球 1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