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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流程 

 

(一)、主席報告 

1.開幕與閉幕 

2.伙食資訊 

3.交通資訊 

(二)、討論事項 

1.籃球 

2.排球 

3.羽球 

4.桌球 

(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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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開幕閉幕 

2014 台大統研盃日期：2014.11.22 (六)~ 2014.11.23 (日) 

(一)、開幕典禮 

       時間：2014 年 11 月 22 日上午 8 點 00 分 

       地點：台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 教室 

       *開幕之參與人數會列入總錦標的計算 

 

 

 

 

(二)、閉幕典禮 

       時間：2014 年 11 月 23 日下午 6 點 00 分 

       (閉幕時間將依當天比賽情況而有所調整) 

       地點：台灣大學公衛學院 101 教室 

 

  

總錦標計算方式 

冠軍 5 

亞軍 3 

季軍 1 

開幕參與人數，每四人加一分，最多加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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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資訊 

一、搭車 

可搭火車至台北火車站或搭乘客運至台北轉運站，再轉搭捷運到善導

寺站，三號出口出來後往麥當勞方向走，經過成功高中後往前走就可

以看到公衛大樓，約 5~10 分鐘路程。 

二、自行開車--由中山高 

沿中山高速公路/國道 1號，在圓山出口下交流道，接建國北路，上

建國高架道路前往大安區的建國南路一段。從建國高架道路出口下交

流道後走建國南路一段，右轉仁愛路三段，直走到仁愛路一段右轉林

森南路，接著在徐州路右轉，左手邊即為公衛大樓。 

**若需自行騎機車或開車到校，因場地限制，須停在學校周邊之臨時

停車格(部份時間收費)，機車可停到學校前方人行道(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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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領隊會議內容 

(一)、會議地點 :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大樓 213 教室。  

(二)、會議時間 :  

13:30 開始報到，13:45 開始會議，沒有附餐點。 

(三)、報名方式及報名費用皆會於當天確認。 

(四)、領隊會議流程： 

1、主席報告 

2、討論賽事規則 

3、臨時動議 

4、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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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項球類賽制 

籃球 

一、比賽規則 

1. 比賽採預賽單淘汰制。 
2. 於禁區外，男生不得對持球女生採防守動作，但在禁區內男生可對禁區外的

女生採防守動作，但如有跳躍動作，起跳和落地雙腳皆須落在禁區內(舊：男

生不得對持球女生採防守動作)(一領：男生不得與女生有身體上之接觸)，違

者直接算女生方得 2 分，球由違例方從底線重發。其他狀況以裁判判決為主 

3. 比賽場上球員名單中，如有一名女生(或教師)加五分，必須整場都在場上，

最多加十分。 
4. 女生得分以多加一分計算(包含罰球) (舊：女生得分以兩倍計算(含罰球))。 

5. 女生可對女生採任何正常防守。 

6. 上半場時間 20 分鐘，採不停錶比賽，中場休息 5 分鐘，下半場比賽時間為

20 分鐘，最後 5 分鐘採停錶比賽。上半場暫停次數 2 次，下半場暫停次數 3

次，每次暫停時間為 30 秒。 

7. 延長賽採停錶 5 分鐘制，規則延續，雙方各有一次暫停，犯規累積延續下半

場，如再同分則再進行延長，直到有一方勝出。(舊：如再同分則由最後場上

雙方球員罰球進球數決定勝負，(各 5 球，每人 1 球)如因犯滿未到 5 人，則

缺額視為未進球)。 
8. 比賽期間，只能以同等資格球員交換，違者取消加分。 

9. 比賽規則採取中華籃協最新公布最新業餘規則，比賽中必須服從裁判判決。 

10. 比賽用球：Spalding 

二、注意事項 

1. 比賽期間比賽選手需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2. 請在賽前 20 分鐘至檢錄台領取球員登錄名單，並在賽前 10 分鐘繳回。 

3. 上述第 1、2 兩點的動作，請在開賽前十分鐘前完成。 
4. 選手必須準時出賽，超過十分鐘未出場比賽視同棄賽。 

5. 所有比賽均需事先報名，不得現場報名。 

6. 比賽一切以記錄台為主，請各節後自行對照數據。 
7. 請各隊沒有球衣的球員，穿著與球衣同色系之衣服。如整隊都沒有球衣，則

請統一穿黑色或白色之衣服。 

8. 出賽選手不得為體保生(以一般方式考入研究所則不算體保) 
9.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賽會有權隨時修改並實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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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 

一、 比賽規則 

1. 比賽採單淘汰制。 

2. 本次大會預賽以及複賽採用 Mikasa 螺旋標準膠皮纏紗排球，四強賽用

Mikasa＃5 合成皮排球。 
3. 比賽採男女混排，每場比賽至少 2 位女生（含女性教職員）上場。 

4. 每校限報一隊，每隊報名人數不限，比賽登錄限 12 人。 

5. 比賽採三局二勝制，局數 2：0 則比賽提前結束。前兩局先得 25 分且領先

對手 2 分為勝，若連續 deuce 多次，則先取得 31 分之隊伍為勝；第三局 

8 分換場、先獲得 15 分且領先對手 2 分為勝，若連續 deuce 多次，則先

取得 19 分之隊伍為勝。 
6. 比賽不採自由球員制度。 

7. 若 3 名女性球員上場開場可加 2 分，4 名以上女性球員上場開場可加 4 

分，每局內必需保持不影響加分的男女人數，違者取消所有加分。 
8. 球網高度依照女網 2.24 公尺。 

9. 男性球員於三米線前：不能以單手將高於肩膀的球擊入對方球場，也不能於

起跳行為之後將球擊入對方球場，違者以犯規論，但是男性球員進行攔網行

為則不受此二規則所限制。 

10. 男性球員不得對女性球員進行攔網，違者以犯規論。 

11. 每隊每局可暫停 2 次，每次暫停為 30 秒。局與局之間休息 1 分鐘。 
12. 比賽時有一名主審與一名副審，如主、副審判決有異時，以主審判決為準。 

13. 需繳交輪轉表，因此場上球員需有背號。 

14. 其餘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訂公佈之最新排球比賽規則。 

2.注意事項 

1. 比賽期間比賽選手均須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本屆不採取雙證件制度) 

2. 比賽場地有一個檢錄台，請在賽前 20 分鐘領取球員登錄名單，並在賽前 10 

分鐘繳回。 
3. 選手必須準時出賽，超過十分鐘未出場視同棄賽，棄權以 2：0 論。 

4. 各隊需派一名計分人員。進入之四強隊伍需派一人擔任其他場次之司線員。

（原：各隊需派一名計分人，一名司線員。） 
5. 出賽選手不得為體保生(以一般方式考入研究所則不算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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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球  

一、比賽規則 

1. 比三點(男雙、女雙、混雙)。 

2. 每點打一場，落地得分制。 

3. 一場先得 31 分者勝，16 分換場，30-30 時，需有一方先勝兩分才算獲勝，但

最多只打到 35 分。 

4. 三點打完後，勝點數多者算贏。 

5. 預賽採循環賽制，三點須全部賽完。 

6. 複賽採單淘汰制，如前兩點打完已能判斷勝負，則比賽提前結束。 

7. 一隊最多只能有一人兼點，且只能兼一點，男生不能兼女生點，但女生可兼

男生點。 

8. 棄點一律算對方勝，比分記為 31-0。 

9. 循環賽中若兩隊勝場數一樣，則比總勝點數，若還是一樣，再比得分總和。 

10. 出賽順序為男雙、女雙、混雙，若想更改順序，需經對手同意。 

11. 預賽時線審請兩隊各出一名，四強賽開始大會會出線審。 

12. 採中華民國羽球協會審訂公佈之比賽規則，比賽中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13. 比賽用球：RSL NO.5。 

二、注意事項 

1. 比賽選手均須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2. 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二十分鐘向大會領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賽

前十分鐘提交大會。 

3. 選手必須準時出賽，超過十分鐘未出場比賽視同棄賽。 

4. 上場人員不得具有體保生(以一般方式考入研究所則不算體保) 

5. 大會不提供球具跟練習球，請自行攜帶。 

6.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賽會有權修正並公佈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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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桌球 

一、比賽規則  

1. 預賽採循環賽制，複賽採單淘汰賽制。 

2. 每場比賽依序分為：男單、女單、男雙、女雙、混雙，共計五點，可兼點(但
兩個男單的點不能同一人兼點)，每人最多兼一點，因此每隊至少 4 人，女

生可打男生點，不可棄點。 

3. 預賽五點必須全部賽完；複賽先勝三點之隊伍即可晉級，無須賽完五點。 

4. 預賽每點採三局二勝制（先勝二局者即獲勝，無須賽完三局），每局 11 分；

複賽每點採五局三勝制（先勝三局者即獲勝，無須賽完五局），每局 11 分。 

5. 每點比賽雙方各可喊一次暫停，暫停時間為 30 秒。 

6. 比賽時若有選手因故未到，即判對方隊伍獲得勝場，預賽時該點局數計為 2:0，
每局 比分記為 11:0。 

7. 若發生互咬情況則以敗點數較少者晉級，若敗點數一樣，則以敗局數較少者

晉級， 若敗局數亦相同則以勝率高者晉級（勝率=得分÷失分）。 

8. 使用刀板的選手，正反板面需為一紅一黑。 

9. 比賽用球採用 40mm 三星級 Nittaku 橘黃色比賽用球。 

10.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比賽中必頇服從裁

判的判決。 

二、注意事項 

1. 比賽期間比賽選手均需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2. 核對選手身份時，若球員無法提出身份證明者不得參賽。若經發現或經檢舉

假報身份者出賽，該隊伍立即取消比賽資格。 

3. 對於比賽有任何疑問，或者需要哪方面幫助，紀錄台有專人為大家服務。 

4. 請勿帶飲料及食物進入比賽場地。 

5. 賽前 20 分鐘領取球員登錄名單，並在賽前十分鐘前繳回。 

6. 選手必須準時出賽，超過十分鐘未出場比賽視同棄賽。 

7. 主辦單位不提供球拍，請參賽選手自行準備合格球拍。 

8. 上場人員不得具有體保生或體資生身分。 

9. 請勿著黃色、橘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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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邀請學校 

序號 單位名稱 聯絡信箱 

1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yenju@stat.sinica.edu.tw           
林晏如小姐 

2 中原大學應用數學研究所 manling@cycu.edu.tw  張滿玲小姐

3 東海大學統計研究所 iobesula@thu.edu.tw  陳淑姿小姐

4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所 mig0217@scu.edu.tw  簡淑真小姐

5 真理大學數理統計與精算研究所 au1868@mail.au.edu.tw           
林思羽小姐 

6 國立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研究所 liust@math.nsysu.edu.tw           
劉尚存小姐 

7 國立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ncu65450@cc.ncu.edu.tw         
廖芸萱小姐 

8 國立中正大學統計科學研究所 small@math.ccu.edu.tw  楊小姐 

9 國立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tilin@nchu.edu.tw  林宗儀所長 

icshih AT dragon.nchu.edu.tw     
施義杰(應數系行政人員) 

10 國立成功大學統計研究所 em53600@email.ncku.edu.tw 
wucc@stat.ncku.edu.tw（助教）

11 國立交通大學統計研究所 statmail@stat.nctu.edu.tw 

12 國立東華大學應用數學研究所 math@mail.ndhu.edu.tw 
ya@mail.ndhu.edu.tw（助教） 

13 國立政治大學統計研究所 statdept@nccu.edu.tw 

14 國立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iph@ym.edu.tw 

15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應用數學所 math@mail.nptu.edu.tw 

16 國立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stat@nuk.edu.tw 

17 國立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stat@stat.nthu.edu.tw 

18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數學所 g9924202@mail.nhcue.edu.tw 

19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 math@cc.ncue.edu.tw 

20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研究所 linda@cc.ncue.edu.tw  邱麗卿 

sharon01@cc.ncue.edu.tw  江怡潔

21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

研究所 

gsems@mail.ntcu.edu.tw 
王敏嫻小姐 

22 國立臺北大學統計研究所 ntpustat@mail.ntpu.edu.tw  

23 國立嘉義大學應用數學研究所 math@mail.ncyu.edu.tw           
曾采雯  助教 

24 國立台灣大學流行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 

ntuepm@ntu.edu.tw             
詹麗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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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學研究所 webmaster@www.math.ntnu.edu.tw 

emily491@abel.math.ntnu.edu.tw 
李君柔助教 

26 淡江大學數學研究所數理統計組 math@math.tku.edu.tw 
(數學系) 

27 淡江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115204@mail.tku.edu.tw           
王美惠助理 

28 逢甲大學統計與精算研究所 stat@fcu.edu.tw 

29 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085722@mail.fju.edu.tw  謝依螢 

30 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研究所 stat@mail.mcu.edu.tw  主任信箱 

31 靜宜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 pu20250@pu.edu.tw 

32 國立台灣大學農藝系暨研究所 agron@ntu.edu.tw 

33 國立台灣大學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ntustat@ntu.edu.tw 

34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統計研究所 wmliang@mail.cmu.edu.tw         
梁文敏所長 

註: 學校/單位名稱為依筆畫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