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屆 成 大 盃 桌 球 邀 請 賽 競 賽 規 程 

一、比賽宗旨：為提倡大專院校桌球運動風氣及提供適當校際聯誼活動，達到 

          以球會友目的，特舉辦本比賽。 

二、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室 

四、承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桌球校隊 

五、比賽日期：105 年 8 月 26 日（五）、105 年 8 月 27 日（六）、105 年 8 月 

    28 日（日） 

六、比賽地點：台南市東區大學路 1 號(國立成功大學中正堂) 

七、領隊會議及抽籤：  

105 年 8 月 15 日(一) 晚上 8 點於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F，未

準時出席的學校或隊伍由主辦單位代抽，不得異議。 

八、比賽組別： 

    1. 大專男子、女子團體組 個人單打 個人雙打(8/26星期五) 

    2. 國小組男童團體組 國小組女童團體組(8/27星期六) 

      (智組：限國小六年級學生 仁組：限國小五年級學生 

       勇組：限國小四年級學生 兒童組：限國小三年級(含)以下學生) 

       備註：每人限報一組，年級低者可跨組報名年級高者之組別。女子不可 

             跨報男子組。 

    3. 社會組團體組 個人單打(8/28星期日) 

九、參賽資格： 

1. 大專男子團體組、女子團體組： 

以 101 學年度大專運動會桌球項目所規定，乙組參賽資格者為限，體 

保、體資生不得報名參賽，男子組報名隊伍不足十六隊，女子組報名隊

伍不足八隊則大會有權退費取消賽事。 



2. 大專組個人賽僅限乙組選手參賽，且每人只可選擇報名一個項目。單打 

   部份各校至多可報 4 人，雙打部份則各校至多可報 3 組。 

3. 社會團體組： 

隊中若有曾當選青少年國手者（含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所公佈之 15 歲與 

18 歲青少年國手），每次下場陣容只可有一名青少年國手（註：成年國 

手不得報名參賽，單站青少無此限制。），若報名隊伍不足二十隊則大 

會有權退費取消賽事。 

4. 社會組個人賽：單打僅開放 64 個名額，額滿則不再接受報名。 

    5. 國小團體組：全國各公立或立案的私立國民中小學在籍學生，都可以參 

                  加。團體賽以校為單位男女生分別組隊，不得兩校合併組 

                  隊。比賽日期適逢暑假期間，報名組別適用於新學年度之 

                  年級生。例：應屆畢業生不得報名參賽。 

   6. 所有團體賽及個人賽只能擇一組別報名參賽，但可跨組參賽 

(例：可同時報大專組個人賽與社會組團體賽，但不可同時報大專組團 

體賽與社會組團體賽)。違規者則大會有權取消其參賽資格。 

7. 大專組及國小組參賽選手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8. 大專男女組、國小組及社會組團體賽球員限定於選手名單者方具上場資 

  格。 

9. 若為求人數而由女生參賽大專男子組團體賽，則須經對手同意後方能記 

   錄比賽成績，若對手不同意則女生為棄點論。 

10.若為應屆大學畢業生報名大專組請於比賽當天攜帶畢業證明相關文件， 

若為應屆高中畢業生報名大專組請於比賽當天攜帶大學錄取證明相關文

件。 

十、競賽辦法： 

（一）  比賽制度： 

1.  (1) 團體賽：以先分組循環再進行抽籤單淘汰。 



   (2) 個人賽：單淘汰。 

2.  (1) 大專男子組：每隊限報 9 人，每場比賽採七人五點制（單、雙、 

       單、雙、單）先勝三點者獲勝，不得重複出賽。 

   (2) 大專女子組：每隊限報 6 人，每場比賽採四人五點制（單、單、 

      雙、單、單）先勝三點者獲勝，單打可兼雙打。 

    (3) 國小組：每隊限報 8 人，每場比賽採五點單打制，先勝三點者獲 

        勝，不得重複出賽。 

    (4) 社會組：每隊限報 9 人，每場比賽採七人五點(單、雙、單、雙、 

          單) 先勝三點者獲勝，不得重複出賽。 

   3.  賽制採五局三勝制，每局 11 分。 

4.  空點之後各點以負論。 

5.  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1)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不予 

   計算，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2) 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a. 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b. 如遇二隊積分相同時，以該二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c. 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列

順序判定： 

              (a) (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 (總勝局數)÷(總負局數)之商大者獲勝。 

              (c) (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 若相關隊勝點、局、分再相同時，則由各隊決勝點加賽一  

              局。 

（二）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發行之最新桌球規則。 

（三）  比賽用球：Nittaku 三星比賽用 40+ mm 塑料白球 



（四）  為了賽程順利進行，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度及分場同時舉        

        行，各隊不得異議。 

十、報名辦法： 

（一）費用：大專團體組及社會團體組每隊 1500 元，國小團體組每隊 1000

元。大專或社會個人單打及雙打每人（組）250 元。 

   （二）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5 年 8 月 7 日（日）下午五點止，所有隊伍報名截止。 

註：為讓比賽可以順利進行，主辦單位有權根據報名狀況決定是否更改

原來之報名截止期限。 

☆未繳報名費或逾期恕不受理。 

（三）報名流程: 

[方法一] 

1. 請先至銀行或郵局匯款，並保留匯款收據以供日後核對。 

2. 至成大校桌臉書粉絲專頁下載報名表(第十四項有提供相關網址)。 

3. 填寫報名表格(報名表上請填寫匯款帳戶之後五碼。) 

4. 再將報名表寄至 nckucup5th@gmail.com 經過回覆，確認報名資料和費用 

   已收到，且無缺漏之處，并收到回覆確認信，即算報名成功。 

    5. 若已經繳交報名費且寄出報名表，三日內未收到報名確認回信，請主動 

       聯絡總召或是副召(聯絡方式詳見第十五項)以方便協助確認。 

6. 報名表上聯絡(負責)人之聯絡電話請務必詳實填寫。 

7. 抽籤後不得更改名單。 

[方法二] 

1. 請先至銀行或郵局匯款，並保留匯款收據以供日後核對。 

2. 至 google 表單(第十四項有提供相關網址)詳細填寫報名表。 

3. 若已經繳交報名費且送出表單，三日內未收到報名確認回信，請主動聯

絡總召或是副召(聯絡方式詳見第十五項)以方便協助確認。 



4. 聯絡(負責)人之聯絡電話請務必詳實填寫。 

5. 若有更改名單請再次填寫表單，並於備註欄註明更動的名單，最終名單

將由最後發送之名單為依據，三日內未收到更改確認回信，請主動聯絡

總召或是副召(聯絡方式詳見第十五點)以方便協助確認。 

6. 抽籤後不得更改名單。 

[方法三] 

1. 至成大校桌粉絲專頁下載及列印報名表。 

2. 至銀行或郵局匯款，並保留匯款收據以供日後核對。 

3. 填寫詳細報名資料後，掛號郵寄至"台南市東區大學路 1號國立成功大

學體育室 邱宏達老師收"。 

4. 我們將於收到報名表及費用後五日內回覆聯絡人 email 報名確認信，五

日內未收到更改確認回信，請主動聯絡總召或是副召(聯絡方式詳見第

十五點)以方便協助確認。 

 

（四）匯款方式: 

   受款人戶名: 成功大學桌球隊林旻樑 

   郵局帳號: 0031071-0879857 

   ※ 為了確認您的身分請勿用無摺存款。 

   ※ 若需要收據，請於報名時主動提出。 

十一、獎勵辦法： 

大專團體組及國小團體組取前四名，社會團體組取前八名，(五至八名並

列優勝)；個人賽各組皆取前四名。各組得名者皆頒發獎盃乙座、獎狀以

及獎品；優勝隊伍頒發獎狀及獎品。 

十二、比賽場地嚴禁攜帶寵物、含糖飲料及食物入內（礦泉水除外），請各校選 

      手遵守。 

十三、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修正後實施之。 



十四、任何比賽消息（包括賽程與時間表），均可至下列成大盃專用連結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nckuttt?fref=ts（成大校桌粉絲專頁） 

http://goo.gl/forms/QaQMlhqfaC    (google 報名表單) 

十五、其他：其他相關事宜請洽 。 

聯絡人：總召 顏紹宇 0916993557 或 E-mail：aaa1123aaa@yahoo.com.tw  

   副召 傅冠親 0972857297 或 E-mail：b34046047@mail.ncku.edu.tw  

            公關 詹子葳 0931362691 或 E-mail：w25570503@yahoo.com.tw  

十六、交通： 

出台南火車站後站直走大學路(約五分鐘)達大學路與勝利路交叉口左手邊

白色建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