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主 教 輔 仁 大 學 
 

111學年度進修部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報名辦法及注意事項 

《含防疫計畫應變措施》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進修部 

承辦單位:輔仁大學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協辦單位:輔仁大學進修部各系及學程學會



 

I 

目錄 
壹、 活動名稱 .................................................. 1 

貳、 活動宗旨 .................................................. 1 

參、 舉辦單位 .................................................. 1 

一、 主辦單位................................................................................................ 1 

二、 承辦單位................................................................................................ 1 

三、 協辦單位................................................................................................ 1 

肆、 活動對象 .................................................. 2 

一、 參賽對象................................................................................................ 2 

二、 參賽方式................................................................................................ 2 

伍、 比賽日期、時間、地點 ...................................... 2 

一、 比賽時間................................................................................................ 2 

二、 比賽地點................................................................................................ 2 

陸、 實施場地圖 ................................................ 3 

一、 主要會場................................................................................................ 3 

二、 雨備會場................................................................................................ 3 

柒、 報名辦法及注意事項 ........................................ 4 

一、 報名辦法................................................................................................ 4 

二、 領隊會議................................................................................................ 4 

三、 賽程公布................................................................................................ 4 

四、 比賽聯絡................................................................................................ 4 

五、 附加規定................................................................................................ 5 

六、 防疫工作應變措施 ............................................................................... 5 

捌、 附錄 1 ..................................................... 7

 



 

1 

壹、 活動名稱 

輔仁大學 111學年度進修部系際盃拔河錦標賽《屏氣凝繩 齊力向後》 

貳、 活動宗旨 
 

本次活動為第十屆進修部拔河錦標賽，以「團隊凝聚力」為

宗旨，透過拔河比賽拉近同學間的距離，共同為這一賽事奮鬥！

拔河比賽需要同學們發揮團隊精神，藉由團隊凝聚力才能取得勝

利，希望通過比賽讓同學體會到生活中所碰到的種種瓶頸，都能

透過團隊合作迎刃而解，更希望在備賽的過程中，能讓同學們在

大學生活收穫最珍貴的友誼和得到滿滿的成就感。 

 

參、 舉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 

輔仁大學進修部 

二、 承辦單位 

輔仁大學進修部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三、 協辦單位 

輔仁大學進修部 21系所學程學生-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

學學系、應用美術學系、圖書資訊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

學系、餐旅管理學系、法律學系、經濟學系、宗教學系、藝術與文

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運動休閒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商業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人文社會服務進修學士學位學程、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資訊創新

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及各

系及學程之學會。 

  



 

2 

肆、 活動對象 
 

一、 參賽對象 

 

輔仁大學進修部 21 系所學程全體同學。 

 

二、 參賽方式 

 

以系為單位，男生 10 人，女生 10 人，約計 21 隊。 

 

伍、 比賽日期、時間、地點 
 

一、 比賽時間 

 

日期 時間 備註 

111年 11月 16日 20:30〜22:00(星期三)   「預賽」 

111年 11月 23日 20:30〜22:00(星期三)   「複賽」 

111年 11月 30日 20:30〜22:00(星期三) 「總決賽」 

共計三日 

 

 

二、 比賽地點 

 

主要會場：進修部大樓前廣場 

雨備會場：中美堂 

  



 

3 

陸、 實施場地圖 

一、 主要會場 

                             

 進修部大樓前廣場示意圖 

二、 雨備會場 

 

 雨備場地中美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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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辦法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辦法 

 

1.請至 Facebook社團-輔仁大學進修部拔河比賽下載報名表，

填寫完畢請列印報名表(參見附錄 1 )，經系/學程蓋章後，

繳交至文開樓 LE301B(運休學程系辦公室)、(紙本務必是

電腦打字版本，不收手寫紙)。 

2.請將報名表電子檔，E-mail 至 fjusocesrm@gmail.com，(信件

主旨及檔名:111進修部拔河比賽-XX 系/學程)。 

3.完成上述二點，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4.只需報名隊伍，無須選手名字，選手以現場檢錄為主。 

5.至 11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22:00 報名截止。 

 

二、   領隊會議 

 

1.1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 18:00 請各系隊長或代表攜

帶學生證於文開樓 LE305 進行抽籤(防疫期間請配合測量

額溫及全程配戴口罩)。 

2.17:50〜18:00 隊長或代表報到(如隊長或代表無法到場，

則由大會工作人員代抽)。 

3.18:00〜18:30 進行抽籤(抽籤順序將依照報名完成時間排

序)。 

 

三、 賽程公布 

 

111年 11月 3日（星期四）23:59前 

公佈於 Facebook社團-輔仁大學進修部拔河比賽 

公佈於 IG粉絲專頁-fju_soce_tow 

 

四、 比賽聯絡 

 

競賽聯絡人:運休學程四 謝承恩，手機:0987-458-298 

競賽裁判長:運休學程四 吳奕霖，手機:0910-633-510 

  

mailto:fjusocesrm@gmail.com


 

5 

五、 附加規定 

 

1.競賽規程與報名表公告於 Facebook 社團-輔仁大學進修部

拔河賽及 IG粉絲專頁-fju_soce_tow。 

2.競賽 20分鐘前請至檢錄區報到，逾時視同棄權。 

3.當天請參賽各單位選手穿著運動服裝、運動鞋，防疫期間

請配合測量額溫及配戴口罩。 

4.當天請參賽各單位選手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文件出場比

賽，以利進行檢錄。 

5.比賽期間若有選手互毆或污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按規定取

消參賽資格。 

6.比賽結果與本規程未明文規定之爭議時，以裁判長之判決

為終決。 

7.若遇停賽或延期狀況，例如：不可抗拒因素停班停課，而有

更動比賽，將於比賽前統一公布於 Facebook 社團及 IG 粉

絲專頁，並通知各系秘書及隊長。 

8.參賽各單位隊長務必加入 LINE 群、Facebook 社團、IG 粉

絲專頁，接收競賽相關消息。 

 

六、 防疫工作應變措施 

 

1. 賽前準備事項： 

(1)本競賽應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所有符合居

家檢疫、居家隔離未解除者、自主健康管理未解除者，

一律不得參與本賽事。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

如經查明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於競賽前公告更新之管理機制，則本競賽將依最新

公告辦理。 

(2)競賽當天提供額溫槍、酒精等物品，供防疫使用，並確

認通風設備及動線佈置。 

(3)檢錄區報到時，參賽各單位選手先行量測額溫，如額溫

≧37.5°C度即為發燒，發燒選手待休息 5分鐘後再次量

測，如果仍未符合體溫標準者，將由後補選手參賽，如

無後補選手，該隊棄權。 

(4)競賽當天，主要比賽場地將設立管制區，僅開放參賽各

單位選手及大會工作人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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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賽舉辦期間： 

(1)比賽之選手及所有人員均需全程配戴口罩(選手僅可於

比賽進行時將口罩拿下，該場賽事結束需立即配戴口

罩)、配合量測體溫，若發現有體溫異常時，應即禁止參

賽及工作，並勸導就醫。 

(2)每場賽事比賽完畢後，將立即進行選手之手部及拔河繩

酒精消毒，才能進行下一場次的比賽。 

 

3. 競賽舉辦後: 

(1)工作人員及參賽選手，倘有發燒(額溫≧37.5°C)、呼吸

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各系所通報，並採取適當的

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 

 

 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有防疫計畫應變措施將滾動式

修正，競賽相關訊息將公告於 Facebook社團及 IG粉絲專頁，供

所有參賽各單位選手、觀賽教師、同學及大會工作人員配合，請

參賽各單位隊長務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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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1 
 

參賽報名表 

111學年度『屏氣凝繩‧齊力向後』拔河競賽報名表 

系別： 

領隊（系主任）： 

隊長（連絡人）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LINE-ID： 

 

即日起報名至 111 年 10 月 7日星期五 22:00 截止。 

1. 本報名表填寫完畢請列印，經系/學程蓋章後，請務必繳交至文開 LE301B(運休

學程系辦公室)(紙本務必是電腦打字版本，不收手寫紙)。 

2. 請將報名表電子檔，E-mail 至 fjusocesrm@gmail.com，(信件主旨及檔名:111 

進修部拔河比賽-XX 系/學程)。 

 完成上述二點，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請隊長務必加入 LINE 群組→→→→ 

 

3. 賽程經由各系隊長或代表攜帶學生證於 111年 10 月 26日(星期三)18:00至

文開樓 LE305進行抽籤，抽籤後將公布於 FB社團及 IG粉絲專頁。 

17:50 ~ 18:00 隊長或代表報到(無法到場則由大會工作人員代抽)。 

18:00 ~ 18:30 進行抽籤(抽籤順序將依照報名完成時間排序)。 

4. 請參賽各系選手穿著運動服裝、運動鞋、配戴口罩及攜帶學生證出賽(防疫期

間請配合測量額溫及配戴口罩)。 

5. 參賽人數為男生十人女生十人，男生不足人數可由女生遞補(為配合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將滾動式修正各單位參賽選手人數)。 

111學年度進修部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屏氣凝繩‧齊力向後」 

 

聯絡人：競賽組-組長謝承恩 

聯絡電話：0987-458-298 

請加蓋系/學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