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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107 學年度新生盃女子籃球比賽報名簡章 

1. 報名資訊： 

        校各系本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不含轉

學 

        生、復學生 

※各系聯隊規定：聯隊以兩個系單位為上限，當兩系人數同時不滿 8人時可採   

    兩系聯隊方式參賽，須填寫表單姓名及學號，確切報名人員 

2.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9/19（三）23:59前以 email時間為準。 

3. 報名費用： 

每隊 2000元整（1500＆500押金），請於說明會當天繳交 

  

※各系必須同時參加 9/20（四）的說明會以及完成所有賽事才能領回 500元押 

    金。 

4. 報名方式： 

1. 填寫此簡章後兩頁附上的報名表。 

2. 報名表寄至 rachel990418@gmail.com，收到回信後即報名成功。 

3. 檔名請循以下格式：「XX 系+OO 系女籃新生盃報名」 

4. 備註：請各隊務必填上兩位負責人姓名及電話，且務必填妥無法配合之 

           時段，以便賽程安排 

5. 抽籤及賽程相關事宜： 

1. 抽籤及說明會：9月 20日（四）中午 12：10新體 1F視聽教室，未到者

由大會代抽 

2. 公告賽程：9月 22日（六）將公佈於 FB粉專清大 6號球 

6. 比賽地點：清華大學室外籃球場、新體育館 

7. 比賽時間：預計 9/25(二)火熱開打 

        比賽時段：星期一至五中午 12:10 @新體育館 

                                            下午

18:00/19:00/20:00/21:00 @室外籃球場 

8. 比賽用球：六號球 

9. 競賽規則 

1. 預賽：比賽分為上下半場各 15分鐘，中場休息 3分鐘 

 停錶：除暫停及下半場最後兩分鐘停錶外，其餘時間皆不停 

           錶。 

 進攻時間：進攻碰框回 24秒，犯規回 1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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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上下半場兩隊各可暫停 2次，暫停時間為 1分鐘 

 犯規：個人犯規 4次犯滿，團犯 6次加罰 

 平手：若正規比賽時間終了，兩隊同分即進行延長賽，為時 5    

           分鐘，每隊各可暫停 1次，暫停時間為 1分鐘 

      2)  決賽：比賽分為 4節，每節 8分鐘，中場休息 3分鐘 

 停錶：除暫停以及下半場最後兩分鐘停錶外，其餘時間皆不停   

           錶。 

 進攻時間：進攻碰框回 24秒，犯規回 14秒 

 暫停：每隊每節可暫停一次，暫停時間為 1分鐘 

 犯規：個人犯規 4次犯滿，團犯 4次加罰 

 平手：若正規比賽時間終了，兩隊同分即進行延長賽，為時 5 

           分鐘，每隊各可暫停 1次，暫停時間為 1分鐘 

10. 注意事項 

1. 各隊比賽隊伍應於開賽時間前 10分鐘到場登錄 

2. 開賽時間遲到 10分鐘、球隊缺席、上場球員不足 5人時，以棄權論，對

隊以 20:0獲勝 

3. 開賽後不得補登錄 

4. 請上場球員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若未攜帶者不得登錄 

5. 各隊請著球衣或同色系服裝貼背號，主辦單位不另外提供號碼衣，並著運

動褲運動鞋 

  ※前淺後深原則：參照賽程，隊名在前者請著淺色系衣服，隊名在後者請著深 

                                色系衣服，違反者判定技術犯規。 

6. 9/20（四）說明會，務必出席，請各隊須派一名代表出席並繳交報名費，

未出席隊伍對會議決定事項不得異議 

7. 調賽：如需調賽請於三天前提出，延遲恕不調賽 

8. 各系必須同時參加 9/20的說明會及完成所有賽事才能領回 500元押金。 

9. 請各隊負責人密切留意粉專訊息，並在規定時間內回覆。若主辦單位未收

到回覆，主辦單位將保留最後定奪之權利。 

10) 如遇雨天或是場地潮濕：主辦單位將於開賽前 20分鐘電話聯絡各隊負 

             責人 

11、   對抗賽：若報名隊數充足，將取每隊各兩位表現突出的選手，分為兩隊   

                          另外舉辦對抗賽。主辦方仍保留此活動辦理與否的

權利。 

12、  獎勵辦法： 

       冠軍：獎盃乙座，獎金 2000元，獎品乙份 

       亞軍：獎盃乙座，獎金 1500元，獎品乙份 

       季軍：獎盃乙座，獎金 1000元，獎品乙份 

       殿軍：獎品乙份 



聯絡人方式 

若有任何疑問請私訊ＦＢ粉專清大 6號球或聯絡主辦同學 

數學大二  謝沛喬  0972-866-602  rachel990418@gmail.com 

材料大二  梁芷芸  0931-773-223  julia199812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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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生盃女籃賽報名表 

 系所:________ (&       &      )註: 括弧聯隊需填 

 負責人 1：             電話：                          

fb名稱 ：             信箱：                         。 

 負責人 2：             電話：                           

fb名稱 ：             信箱：                         。 

系級 學號 姓名 備註(校隊、學士班)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79000&sa=D&ust=1537172480246000&usg=AFQjCNEJGrFGxyUC33Xl1wsM-In8ZoIgY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0000&sa=D&ust=1537172480247000&usg=AFQjCNEnvF2quEEH9Lw9w_TdeYzWU0ytq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0000&sa=D&ust=1537172480247000&usg=AFQjCNEnvF2quEEH9Lw9w_TdeYzWU0ytq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1000&sa=D&ust=1537172480247000&usg=AFQjCNGwld-Bm1asL2vnCSsgJovZ8XqzT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1000&sa=D&ust=1537172480248000&usg=AFQjCNELHCeHsXBdgCZ2wl051rbyfpzuq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1000&sa=D&ust=1537172480248000&usg=AFQjCNELHCeHsXBdgCZ2wl051rbyfpzuq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2000&sa=D&ust=1537172480248000&usg=AFQjCNGbzVw5-J4SwvhJk87QS-FPtuQaL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2000&sa=D&ust=1537172480249000&usg=AFQjCNFtYH3MkX2MxnRr9ImLRdoGXeqQH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www.facebook.com/NTHU.WBT/?fb_dtsg_ag%253DAdw2PTl3JFh0jDHsvWj5CRJD86LmPG1hcm0tVmG43emw-g%25253AAdzKbeGp4V_vpUtCP71wcK11FEtiVgFyJLOPLASU7jMjEQ%26amp;sa%3DD%26amp;ust%3D1537172480183000&sa=D&ust=1537172480249000&usg=AFQjCNFraU3H5J9HpftznisY0RPLBUOgiA


    

    

    

    

    

    

    

    

    

    

    

    

 提醒： 

1. 非聯隊報名：只需填上兩位負責人的連絡資訊即可，無須填寫詳細名單。 

2. 聯隊報名﹕上限為 15人，且須填寫詳細名單。 

 比賽時段調查(請務必再三確認以利賽程安排)  

       中午時段為 12:10-13:10  

       晚上時段分別為 19:00-20:00/20:00-21:00/21:00-22:00/22:00-23:00 

                               (例：19時至 21時無法配合，原因：微積分

演習) 

1. 星期一中午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2. 星期二晚上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3. 星期三中午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4. 星期四中午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5. 星期四晚上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6. 星期五中午  可以     時至   時無法配合，原因：  

7. 九、十月大型活動（無法比賽時段）： 

       日期：                 時段：                   

       日期：                 時段：                    

       日期：                 時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