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0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99.10.11~16 

男 19 380 
冠軍：工管系 季軍：材料系 

亞軍：醫工系 殿軍：企管系 

女 15 300 
冠軍：護理系 季軍：商設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影視系 

100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99.12.05、12 

團體賽 16 252 
冠軍：土木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電子系 

100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0.03.14~16 

團體賽 16 121 
冠軍：土木系 季軍：職治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觀光系 

100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0.03.28~30 

團體賽 43 287 
冠軍：醫管系 季軍：生科系 

亞軍：職治系 殿軍：機械系 

100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0.05.16~23 

男 38 579 

冠軍：系 季軍：系 

亞軍：系 殿軍：系 

女 21 252 
冠軍：系 季軍：系 

亞軍：系 殿軍：系 

100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0.04.25~28 

男 35 439 
冠軍：財金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資管系 殿軍：企管系 

女 28 249 
冠軍：國商系 季軍：財金系 

亞軍：大傳系 殿軍：資管系 

100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0.05.30~31 

團體賽 11 158 
冠軍：土木系 季軍：政管系 

亞軍：資管系 殿軍：健管系 

100 
系際盃撞球錦標賽 

100.06.07~09 

團體賽 16 74 
冠軍：資工系 季軍：電機系 

亞軍：醫工系 殿軍：工管系 

100 
全校游泳錦標賽 

103.06.04 

男、女 11 96 如附件 

                               合計 3,187人 



101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1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1.10.09~13 

男 13 2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護理系 

女 13 2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觀旅原民專班 

亞軍：休管系 殿軍：創設系 

101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1.11.24~25 

團體賽 15 231 
冠軍：財金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政管系 

101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2.03.25~26 

團體賽 19 143 
冠軍：物治系 季軍：財金系 

亞軍：醫工系 殿軍：土木系 

101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2.03.18~19 

團體賽 43 274 
冠軍：材料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工管系 

101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2.05.06~13 

男 37 509 
冠軍：電子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材料系 殿軍：電機系 

女 21 244 
冠軍：醫管系 季軍：物治系 

亞軍：休閒系 殿軍：影視系 

101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2.04.08~15 

男 34 380 
冠軍：財金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物治系 殿軍：資管系 

女 31 329 
冠軍：護理系 季軍：財金系 

亞軍：資工系 殿軍：資管系 

101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1.12.24~26 

團體賽 7 81 
冠軍：工管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機械系 殿軍：土木系 

101 
系際盃撞球錦標賽 

102.04.29~30 

團體賽 20 89 
冠軍：電機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電子系 殿軍：資管系 

101 
全校游泳錦標賽 

102.05.22 

男、女 20 132 如附件 

                               合計 2,932人 



102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2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2.10.7、8、19 

男 19 380 
冠軍：工管系 季軍：廚藝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企管系 

女 19 380 
冠軍：醫工系 季軍： 大傳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傳設原民班 

102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2.11/30、12/1 

團體賽 13 203 

冠軍：土木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機械系 殿軍：財金系 

102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3.03.17~18 

團體賽 50 324 

冠軍：材料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企管系 

102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3.03.24~25 

團體賽 22 155 

冠軍：醫工系 季軍：物治系 

亞軍：機動系 殿軍：化工系 

102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3.04.21~28 

男 32 354 
冠軍：財金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資管系 

女 30 345 
冠軍：護理系 季軍：職治系 

亞軍：財金系 殿軍：醫工系 

102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3.04.29~05.01 

團體賽 7 104 

冠軍：企管系 季軍：觀光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醫工系 

102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3.05.05~12 

男 32 485 
冠軍：企管系 季軍：醫工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材料系 

女 22 277 
冠軍：財金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醫工系 殿軍：企管系 

102 
全校游泳錦標賽 

103.06.04 

男、女 17 148 如附件 

                               合計 3,155人 



103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3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3.10.1、2、18 

男 20 400 
冠軍：醫工系 季軍：廚藝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國商系 

女 17 340 
冠軍：醫工系 季軍：休閒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土木系 

103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3.11/22、12/6 
團體賽 16 256 

冠軍：土木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機械系 殿軍：財金系 

103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4.03.23~24 
團體賽 13 116 

冠軍：醫工系 季軍：電機系 

亞軍：機械系 殿軍：資管系 

103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4.03.30~31 
團體賽 48 318 

冠軍：醫管系 季軍：材料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國商系 

103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3.4.21~5.4 

男 35 345 
冠軍：土木系 季軍：休管系 

亞軍：資管系 殿軍：生科系 

女 31 358 
冠軍：觀旅原民班 季軍：財金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觀旅系 

103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4.05.11~18 

男 35 538 
冠軍：工管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材料系 殿軍：電子系 

女 24 297 
冠軍：物治系 季軍：國商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土木系 

103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3.05.19~06.09 

團體賽 18 227 

冠軍：企管系 季軍：物治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觀旅系 

103 全校游泳錦標賽    因限水，取消 

                               合計 3,195人 



104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4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4.10.6、7、17 

男 18 3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廚藝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女 19 380 
冠軍：醫工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廚藝系 殿軍：會計系 

104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4.11/28、12/12 

團體賽 16 259 

冠軍：電機系 季軍：醫放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後中醫系 

104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5.03.21~22 

團體賽 16 121 

冠軍：資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物治系 殿軍：資工系 

104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5.3.28~4.7 

男 36 541 
冠軍：工管系 季軍：材料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國財系 

女 26 320 
冠軍：國商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護理系 

104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5.05.4~11 

男 34 382 
冠軍：醫管系 季軍：工管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電子系 

女 31 345 
冠軍：物治系 季軍：觀旅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大傳系 

104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5.5.16~17 

團體賽 48 307 

冠軍：應英系 季軍：企管A 

亞軍：土木系 殿軍：企管B 

104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3.05.19~06.09 

團體賽 18 227 

冠軍：後醫學系 季軍：物治系 

亞軍：國際聯隊 殿軍：大傳系 

104 
全校游泳錦標賽 

104.10.28 

男、女 178人次 如附件 

                               合計 3,420人



105學年度系際盃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5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5.10.3、4、15 

男 18 3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醫放系 

女 19 380 
冠軍：醫工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休閒系 

105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5.12/03、12/17 
團體賽 16 249 

冠軍：醫放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廚藝系 殿軍：電子系 

105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6.03.6~15 

男 37 426 
冠軍：化工系 季軍：電子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土木系 

女 32 352 
冠軍：醫管系 季軍：觀旅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應英系 

105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6.03.20~21 
團體賽 21 159 

冠軍：資工系 季軍：營養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物治系 

105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6.3.27~28 
團體賽 46 301 

冠軍：醫管系 季軍：機動系 

亞軍：觀旅系 殿軍：資工系 

105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6.5.17~24 

男 40 609 
冠軍：工管系 季軍：醫工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國經系 

女 26 254 
冠軍：休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職治系 殿軍：護理系 

105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6.5.2~4 
團體賽 17 182 

冠軍：後醫系A 季軍：企管系 

亞軍：後醫系B 殿軍：國財系 

105 
全校游泳錦標賽 

106.05.24 
 99人次 如附件 

                               合計 3,371人 



106學年度系際盃 

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6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6.10.2、3、14 

男 16 320 
冠軍：醫工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職治系 

女 15 300 
冠軍：醫工系 季軍：政管系 

亞軍：傳設原民班 殿軍：醫放系 

106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6.12.02、09 

團體賽 11 167 
冠軍：工管系 季軍：醫工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健管系 

106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7.03.19~27 

男 37 426 
冠軍：化工系 季軍：電子系 

亞軍：休管系 殿軍：材料系 

女 32 352 
冠軍：醫管系 季軍：大傳系 

亞軍：觀旅系 殿軍：觀光系 

106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6.03.20~21 

團體賽 21 159 
冠軍：資工系 季軍：營養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物治系 

106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6.3.27~28 
團體賽 46 301 

冠軍：醫管系 季軍：觀旅A 

亞軍：企管系 殿軍：觀旅B 

106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6.5.17~24 

男 40 609 
冠軍：企管系 季軍：工管系 

亞軍：應日系 殿軍：資管系 

女 26 254 
冠軍：休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國財系 殿軍：護理系 

106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6.5.2~4 
團體賽 17 182 

冠軍：國商系 季軍：國財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後中醫系 

                               合計 2,804人 



107學年度系際盃 

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 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7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7.10.8、9、20 

男 8 1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後醫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生科系 

女 10 200 
冠軍：醫工系 季軍：政管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生科系 

107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107.12.08、09 

團體賽 9 115 
冠軍：機動系 季軍：醫放系 

亞軍：健管系 殿軍：醫工系 

107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08.03.19~27 

男 31 406 
冠軍：休管系 季軍：電機系 

亞軍：通訊系 殿軍：電子系 

女 29 340 
冠軍：材料系 季軍：觀旅系 

亞軍：醫工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107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8.03.20~21 

團體賽 8 101 
冠軍：後中醫系 季軍：職治系 

亞軍：營養系 殿軍：觀旅系 

107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08.3.27~28 
團體賽 30 189 

冠軍：企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後中醫系 殿軍：職治系 

107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8.5.06~14 

男 33 450 
冠軍：工管系 季軍：應英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休管系 

女 18 205 
冠軍：醫管系 季軍：休管系 

亞軍：護理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107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08.4.23~24 
團體賽 16 172 

冠軍：後西醫系 季軍：國商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國財系 

                               合計 2,338人 

 



 

108 學年度系際盃 

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 
 

 

 

學年度 項目 組別 隊數 人數 優勝隊伍 

108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8.10.07~08、19 

男 8 160 
冠軍：醫工系 季軍：觀旅原民班 

亞軍：傳設原民班 殿軍：政管系 

女 10 200 
冠軍：觀旅原民班 季軍：傳設原民班 

亞軍：醫工系 殿軍：政管系 

108 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團體賽 

因新冠肺炎防疫執未辦理 

108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團體賽 

108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團體賽 

108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男 

女 

108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團體賽 

108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男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