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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學 年 度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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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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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活動名稱：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活動時間：2019年 4月 27日~5月 1日 

比賽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田徑場 

指導教練：鍾奇均 教練  指導老師: 陳靜如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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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三、 活動時間：2019年 4月 27日~5月 1日 

四、 比賽地點：中正大學田徑場 

五、 108年 4月 27日 開幕典禮-國立中正大學 

六、 各項比賽時間：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 

日期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參賽選手 

4月 28 日 13:50 一般男 1500公尺 預賽 高東樟 

4月 28日 14:15 公開男 1500公尺 預賽 林家右 

4月 29日 14:15 一般男 1500公尺 決賽 高東樟 

4月 29日 14:25 公開男 1500公尺 決賽 林家右 

4月 30日 10:35 公開男 800公尺 預賽 吳淇維 

4月 30日 13:25 一般男 200公尺 預賽 彭宇宏 

4月 30日 13:50 公開男 200公尺 預賽 陳令 

4月 30日 14:40 公開男 800 公尺 準決賽 吳淇維 

4月 30日 14:55 一般男 5000 公尺 決賽 高東樟 

4月 30日 15:40 公開女 鐵餅 決賽 鄭羿涵 

5月 1日 09:30 一般男 鉛球 決賽 王宗毅 

5月 1日 10:35 一般男 200 公尺 準決賽 彭宇宏 

5月 1日 10:50 公開男 200 公尺 準決賽 陳令 

5月 1日 11:25 公開男 800 公尺 決賽 吳琪維 

5月 1日 13:20 一般男 鏈球 決賽 王宗毅 

5月 1日 13:40 一般男 200 公尺 決賽 彭宇宏 

5月 1日 13:45 公開男 200 公尺 決賽 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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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會競賽規程(技術手冊)-田徑 

(一)比賽時間：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至 5 月 1 日(星期三)，計 4 天。  

(二)比賽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田徑場(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三)競賽分組及項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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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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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人數規定及參賽資格： 

1.註冊報名：各校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2.報名人數規定：  

(1).每一學校報名每項比賽，公開男、女生組最多可報名 3 人，一般男、       

女生組最多報 名 2 人，接力各組均以 1 隊為限。  

(2).每一運動員最多報名參賽 2 項(含混合運動)，接力不在此限。 

(3).參賽資格：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條規定辦理。 

(六) 比賽規定：  

1.競賽制度：依據國際田徑總會公布之田徑規則及田徑技術手冊中之規定辦

理。  

2.比賽細則：  

(1).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在比賽全程中均須穿著胸前印有 2 字以上各單

位註冊之中文名 稱或簡稱之運動上衣(背心)，每字規格至少 5 公分 

x5 公分以上，字體與上衣顏色應 明顯區分別；另參加 4x100 公尺

及 4x400 公尺接力隊員之單位上衣式樣、顏色必須 相同，前、後主

體顏色須一致；褲子顏色同一色系即可。  

(2). 運動員於比賽全程須將號碼布佩掛在運動衣上之胸前、背後各一

塊，不得佩掛於其 他部位；跳部可只用一塊，跳遠、三級跳遠須配

戴在胸前，跳高、撐竿跳高配戴在 胸前或背後均可；不按規定佩掛

者，概不允許參加比賽。參加競走運動員的褲子長 度不可超過膝關

節。  

(3). 各項比賽時間及地點在手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臨時更改，依競賽

組張貼公告和報 告員口頭報告為準；運動員則須隨時注意大會標準

時鐘及報告員宣佈之事項。  

(4). 各單位須於技術會議中提出第一天或全部天數賽程的「不出賽名

單」。第二天以後 的第一輪比賽項目「不出賽」申請，可於該項目比

賽的前一天下午三時前至競賽組 辦理。  

(5). 規則 142-4 終止參加比賽(資格)：  

1.最後確定出賽的運動員，於比賽時未參加比賽。  

2.通過合格賽或預賽、準決賽晉級之運動員，未參加其後續比賽項目

者。  

3.無法以真誠的、努力的、公正的參與比賽者。 有以上之情形者，以

棄權論處，取消其後續項目(含接力)的比賽資格。  

(6). 運動員於比賽當天因身體不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出賽時，須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書 面申請，於檢錄前 30 分鐘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

競賽組完成請假手續。經核准請假 之運動員，該請假賽次以後之當

天各賽程均不得出賽，次日賽程可再出賽。    

(7). 各項檢錄時間：依技術手冊規定比賽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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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徑賽項目：30 分鐘前。  

2.田賽項目：A.19 人以下項目：40 分鐘前。B.20 人以上項目：50 

分鐘前。 C.撐竿跳項目：60 分鐘前。  

3.混合項目每天第一項目於技術手冊規定比賽時間，按上述規定檢

錄時間於檢錄 處點名，其餘各比賽項目於技術手冊規定比賽時間

之田賽 30 分鐘前、撐竿跳高 40 分鐘前、徑賽 20 分鐘前在各

比賽場地檢錄點名。  

(8). 檢錄時運動員須提出運動員證明文件(運動員證)由檢錄員核對

身分無誤後，應靜候檢 錄處人員率隊進場，非比賽人員不得趁機

隨入。  

(9). 各項接力比賽棒次表須於該項次第一組比賽時間 90 分鐘前，填

妥送交田徑競賽組 (預、決賽均須送交)，且須經教練簽名確認及

留聯絡電話，逾時未交者取消參賽資 格。距比賽時間 90 分鐘以

上時尚可更改名單，90 分鐘內須更改名單者，必須持有大 會醫生

開立之無法出賽證明至競賽組辦理。  

(10). 田賽高度晉升表由技術委員另行訂定於技術會議公布。  

 (11). 10000 公尺競走比賽時，運動員被判罰 3 張紅卡時加計 60

秒，被判罰 4 張紅卡時即 取消比賽資格。  

(12). 3000 公尺以上各項目，若各組參賽人數超過 25 人時得採淘汰

制(即被領先運動員超 越一圈者裁判有權停止其繼續比賽資

格)，場上僅保留約 20 位運動員完成比賽，且各 組比賽者超出

參賽標準，裁判長有權終止其未完成之比賽。 

(七) 比賽有效時間：

 

(八)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公布之 2018~2019 田徑規則，

如對規則解釋有所爭 議，由仲裁委員會解釋之。  

(九) 管理資訊：  

       1. 競賽管理：由全大運執行委員會統籌田徑競賽各項業務，並在全大運

組織委員會指導 下，由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及大專體總田徑委員會協助

各項技術工作。  

2. 裁判人員遴聘：依全大運舉辦準則第十五條辦理，其中裁判長應聘請

資深國家 A 級以上 裁判擔任，裁判需具國家 A 級裁判資格且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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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內有擔任執行裁判者中遴聘，並視實 際需求，由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登錄之 B 級以上裁判協助之。  

(十) 器材檢定：  

1. 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國際田徑總會規則之規定。 

2. 器材檢定時間：除撐竿跳之撐竿應於技術手冊規定比賽時間 50 

分鐘前在比賽場地檢定 外，其他擲部項目之器材檢定請於中華民

國 108 年 4 月 28 至 5 月 1 日日每天 07:30~12:00 送至大

會器材室(國立中正大學田徑場)檢定(限大會未準備之廠牌、規

格、型 號)。  

(十一) 申訴：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十二) 獎勵：  

1. 各項競賽及團體錦標錄取名次均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全大運競

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2. 個人項目決賽後立即頒獎，受獎者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團體錦

標於閉幕典禮時頒發。  

(十三) 運動禁藥管制：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七條規

定辦理。  

(十四) 技術會議：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於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 演藝廳(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舉行(不另行通知；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 變更，將於 108 年

全大運官網中公布)。  

(十五) 裁判會議：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於

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演藝 廳(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舉行(不另行通知；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 更，將於 108 年全大

運官網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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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項成績： 

 108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組別 賽別 項目 參賽選手 成績 名次 

一般男 預賽 1500公尺 高東樟 04:42.32 未晉級 

公開男 預賽 1500公尺 林家右 04:42.32 未晉級 

一般男 決賽 1500公尺 高東樟 04:42.32  

公開男 決賽 1500公尺 林家右 04:42.32  

公開男 預賽 800公尺 吳淇維 02:22.40  

一般男 預賽 200公尺 彭宇宏 25.40 未晉級 

公開男 預賽 200公尺 陳令 25.02  未晉級 

公開男 準決賽 800 公尺 吳淇維 02:22.40  

一般男 決賽 5000 公尺 高東樟 19:01.05  

公開女 決賽 鐵餅 鄭羿涵 32.08  

一般男 決賽 鉛球 王宗毅 9.12   

一般男 準決賽 200 公尺 彭宇宏 25.40  

公開男 準決賽 200 公尺 陳令 25.02   

公開男 決賽 800 公尺 吳琪維 02:22.40  

一般男 決賽 鏈球 王宗毅 32.22 第三名 

一般男 決賽 200 公尺 彭宇宏 25.40  

公開男 決賽 200 公尺 陳令 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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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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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檢討： 

108全國大專運動會，時間定於 4/27~5/1於中正大學田徑場舉

行開幕。主辦單位為教育部，承辦單位—中正大學。 

隊友們不僅於寒假期間勤奮練習，課後在學校也加強訓練，希

望能以最佳的體力以及最佳成績，於四月底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能展現最好表現。 

這次在中正大學所舉辦的全國大專運動會，由於天氣炎熱，選

手的比賽成績表現大致都不盡理想，部分選手帶傷上陣，但是還有選

手能拿到前三名的名次已經覺得欣慰。期許每位選手能繼續加油，持

續的努力與進步，明年在高雄大學所承辦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將

繼續秉持一貫的運動家精神，更加的努力！期待能在下一屆的大運會

裡創造更佳的成績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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