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107 學年校慶系列活動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承辦單位 備註 

3/12-5/9 17:00-21:00 

體育性競賽： 

拔河、羽球、籃球、排球、

撞球 

操場、室內外球場 
柔道社、羽球社籃球

社、排球社、撞球社 
 

4/10 15:10-17:00 系友回娘家 300 人國際會議廳 護理系系學會  

4/24 17:30-20:30 
藥物濫用反毒投籃挑戰

賽 
活動中心 學務組、籃球社  

4/24 15:00~17:30 
基礎醫學與基本護理學

知識競賽 
300 人國際會議廳 護理系  

4/25-26 08:30-17:00 
教學設計與多元評量研

習會 
200 人(A)會議廳 護理系  

5/1、2 15:00-17:00 
加袍典禮、 

校友薪傳講座 
200 人(一)會議廳 呼吸照護系  

5/6 17:30-21:30 進修部校慶活動 C、D 棟 1 樓穿堂 進修部學生會  

5/8 15:00-16:00 
ClinicalKey Nursing 

實證護理資料庫講座 
電腦教室(一) 圖資組  

5/8 18:00-20:00 沙發電影院:校慶電影 圖書館 圖資組  

5/8 15:30~18:30 燭心傳愛 F 棟 5 樓 502 教室 護理系 
為加冠生親手

製作蠟燭 

5/8、15 17:30-21:00 歌唱比賽初賽、決賽 300 人會議廳 宿舍自治會  

5/13-24 08:00-21:00 校慶書展:露營去 圖書館 圖資組  

5/14 17:00-19:00 社團聯合趣味競賽 活動中心 學生社團 預計 3 項 

5/15-17 09:00-17:00 歷年成果展 慢健中心 慢健中心  

5/15 15:00-17:00 
海外深度實務研習成果

分享 

A 棟 7F 20 人會議

室 
護理系  

5/17 11:00-13:30 多元文化嘉年華 E5F 多元文化專區 通識教育學科  

5/17 13:00-14:00 

交通安全宣導系列 1: 

遵守交通規則宣誓暨交

通知識大考驗  
活動中心 學務組  

5/17 14:00-16:30 心理衛生活動宣導 活動中心 學務組  

5/17 14:00-16:30 壓力檢測 活動中心 小太陽志工團  

5/17 14:00-15:00 
交通安全宣導系列 2: 

安全帽彩繪 
活動中心 學務組  

5/18-5/26 08:00-17:00 長庚盃大專籃球邀請賽 活動中心 籃球社  

5/22 09:00-17:00 
2019 全國跨域創意實務

能力競賽 
300 人國際會議廳 護理系  

5/29 17:00-19:30 加冠典禮 200 人(B)會議廳 護理系  

5/29 17:00-19:00 護理系海報成果展 
200 人(B)會議廳

戶外廊道 
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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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主題 參加對象 地點 承辦單位 

 

09:30-09:35 開幕典禮 

全校師生 

活動中心大禮堂 
 

09:35-10:55 
創意進場 

(主題：多元文化) 

10:55-11:00 主席致詞 

11:00-11:10 頒獎 

11:10-11:20 熱舞社表演 

11:20-11:30 東南亞文化表演 

13:00-14:00 水上趣味競賽決賽 游泳池 體育組 

14:00-15:30 師生趣味競賽 活動中心 學生會 

15:50-16:30 閉幕 

活動中心大禮堂 

體育組 

16:30-17:00 場復 全體師生 

 

  



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 107107107107 學年校慶班級總錦標活動辦法學年校慶班級總錦標活動辦法學年校慶班級總錦標活動辦法學年校慶班級總錦標活動辦法 

一、 參加對象：嘉義校區各班級。 

二、 積分辦法： 

1 以班級為單位。 

2 基本積分： 

(1) 參與校慶盃系列活動任 6項得 60 分，每多 1項+5 分； 

(2) 參加校慶盃系列活動達 8項得 100 分，每多 1項+5 分； 

(3) 未滿 6項，每項以 5分計分。 

(4) 為鼓勵師生同樂，任一團體比賽，如隊員內有 1 位教職員再+2 分、2人+4 分...以此類

推，最多可+10 分。(參加規定以該項目競賽規程為主) 

3 同一活動，同班級報名兩隊以上，每多 1 隊+3 分，最多可+18 分。〔活動項目參賽隊伍人數

二人(含)以下不予加分〕 

4 依比賽排名，第 1 名+10 分；第 2名+5 分；第 3 名+3 分。 

5 創意進場、班級大隊接力、水上趣味競賽屬班級團體競賽精神總錦標得分如下: 

第一名:30 分、第二名:20 分、第三名:15 分。 

6 總錦標計分活動如下： 

 活動項目 日期 承辦單位 

1 長庚盃拔河比賽 3/12、14 柔道社 

2 第五屆嘉長盃班際排球賽 3/21-4/2 排球社 

3 校慶盃撞球賽 4/10-4/11 撞球社 

4 校慶盃籃球 3 對 3 4/29-5/1 籃球社 

5 羽球比賽 4/30-5/7 羽球社 

6 歌唱比賽 5/8、5/15 宿舍自治會 

7 舞蹈比賽 5/15 熱舞社 

8 趣味競賽 1-瑜兒魚兒水中游(夾氣球接力) 5/14 律動瑜珈社 

9 趣味競賽 2-推桿比賽 5/14 柔道社 

10 趣味競賽 3 5/14 護理系學會 

11 創意進場 5/17 體育組 

12 水上趣味競賽 5/7、5/17 體育組 

13 師生趣味競賽 5/17 學生會 

三、 總積分前三名班級獲「校慶班級總錦標」獎: 

第一名班級頒發錦旗乙面及 30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  

第二名班級頒發錦旗乙面及 20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 

第三名班級頒發錦旗乙面及 10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 

四、 注意事項：配合本辦法，單一活動不另外敘獎。 



10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校慶校慶校慶校慶創意進場創意進場創意進場創意進場-競賽競賽競賽競賽規程規程規程規程 

 

一、 競賽宗旨：為推廣本校運動風氣，展現本校學生自信、樂觀、自我激勵的團隊精

神。 

二、 指導單位：體育組 

三、 主辦單位：體育組 

四、 比賽日期：1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 

五、 比賽地點：嘉義分部活動中心舞台 

六、 報名資格：日間部在校各班一律參加，每班參加人數最少 30 人。 

              請於 4 月 30 日(二)前繳交報名表至體育組辦公室。 

七、 獎勵方式：前三名納入校慶班級總錦標計分。 

(一)第一名總錦標得分 30 分，頒發 6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二)第二名總錦標得分 20 分，頒發 4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三)第三名總錦標得分 15 分，頒發 2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四)最佳裝扮獎總錦標得分 10 分，頒發 1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五)最佳音效獎總錦標得分 10 分，頒發 1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六)最佳精神獎總錦標得分 10 分，頒發 1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七)最佳創意獎總錦標得分 10 分，頒發 1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八)最佳舞蹈獎總錦標得分 10 分，頒發 1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八、 比賽規定說明：比賽賽程本會得視比賽需要並擁有最終之調整權力，若有其他未

盡完善之處，以體育組公告為主。 

    (一)本次競賽採一次決賽。(如需事先至舞台練習，請於練習前 3 天至體育組登記

借用舞台)。 

    (二)競賽評分：創意(30%)、精神口號(30%)、凸顯主題 (40%)。 

    (三)創意主題：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民族文化特色展現，如原住民文化、東南亞國家文化等) 

    (四)比賽期間撥放音樂或其他支援請於 5 月 8 日(三)下午 4 點之前繳交音樂或告知

至體育組。 

    (五)參加隊伍請於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參與校慶預演及排演。 

    (六)考量畢業班學業及考照問題，畢業班級不限制出場人數。 

    (七)表演時間每隊限 3 分鐘以內，參賽隊伍對評分內容有疑慮之隊伍，請於賽後至 

        體育組查看。 

 
------------------------------------------------------------------------------ 

107 學年度校慶創意進場報名表 
班級  參加人數  

康樂股長  電話  

表演名稱  

導師簽名  

 



10710710710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水上趣味競賽之橡皮艇水上趣味競賽之橡皮艇水上趣味競賽之橡皮艇水上趣味競賽之橡皮艇競賽辦法競賽辦法競賽辦法競賽辦法    

一、 競賽宗旨：為推廣本校運動風氣，展現本校學生樂觀、自我激勵的團隊精神。 

二、 主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體育組 

三、 比賽日期：預賽 107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7 點 30 分開始檢錄。 

決賽 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中午 13 點 10 分開始檢錄。 

四、 比賽地點：嘉義分部游泳池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二)止。 

六、 報名資格：全校全體師生，以班級為單位組隊每隊最少 16 人。 

七、 獎勵方式：前三名納入校慶班級總錦標計分。 

    (一)第一名總錦標得分 30 分，頒發 6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二)第二名總錦標得分 20 分，頒發 4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三)第三名總錦標得分 15 分，頒發 200 元等值獎品或禮卷，不另外敘獎。 

八、 比賽規定說明：比賽賽程本會得視比賽需要並擁有最終之調整權力，若有其他未

盡完善之處，以體育組公告為主。 

1. 賽制採單淘汰賽，接力賽各棒次（四人一艘），每一棒次需完成 50 公尺，總長

200 公尺，優先抵達終點之隊伍獲勝，違者處未完成比賽。 

2. 對戰順序安排於 5 月 2 日(四)下午 5 點由康樂股長至體育組抽籤決定，遲到超過

5 分鐘未到之班級將由體育組經辦代抽，不得異議。 

3. 競賽當天超過檢錄時間五分鐘，經唱名三次不到，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 競賽過程中，發生人員或划槳落水時間不停秒，需四人坐定及拾回划船工具後

才可繼續前進；若選手無法自行完成，可請求救生人員協助，完成後始可繼續

前進。 

5. 比賽過程中每位選手必須著救生衣才可出賽，違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6. 參賽選手請勿穿著牛仔褲、牛仔裙，請以輕便服裝為主，不強迫穿著泳裝。 

7. 參賽隊伍報名完成後即不可更改名單，如有需要更換請由候補人員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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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以班級為單位組隊，每隊最少 16 人，每班最多一支隊伍。每隊最多 4 名男生，

另請填寫 4 名候補人員，報名後如有需要更換選手，只能由候補人員更換。 

班級  參加人數  

聯絡人  電話  

導師簽名  

選手名單 

第一棒 第一棒 第一棒 第一棒 

第二棒 第二棒 第二棒 第二棒 

第三棒 第三棒 第三棒 第三棒 

第四棒 第四棒 第四棒 第四棒 

候補選手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