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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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99.10.19~27 

男 34 351 

冠軍：休管系 季軍：應數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材料系 

女 25 209 

冠軍：國商系 季軍：國企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職治系 

100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99.11.01~09 

男 35 349 

冠軍：電機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政管系 殿軍：醫管系 

女 32 351 

冠軍：財金系 季軍：觀光系 

亞軍：國商系 殿軍：影視系 

100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99.11.22~23 

團體賽 42 292 

冠軍：醫管系 季軍：財金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休管系 

100 

新生盃桌球錦標賽 

99.11.29~30 

團體賽 16 116 

冠軍：醫工系 季軍：化工系 

亞軍：機動系 殿軍：物治系 

                               合計 1,668人 

  



101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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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1.10.08~17 

男 38 444 

冠軍：工管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大傳系 

女 28 251 

冠軍：物治系 季軍：會計系 

亞軍：國商系 殿軍：放射系 

101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1.10.22~29 

男 35 330 

冠軍：材料系 季軍：娛樂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企管系 

女 35 334 

冠軍：觀旅原民

班 
季軍：大傳系 

亞軍：休管系 殿軍：職治系 

101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1.11.19~21 
團體賽 32 311 

冠軍：國商系A 季軍：觀旅系A 

亞軍：材料系A 殿軍：放射系A 

101 

新生盃桌球錦標賽 

101.11.10~11 
團體賽 22 171 

冠軍：材料系 季軍：化工系 

亞軍：物治系 殿軍：電機系 

                              合計 1,841人 

  



102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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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2.10.21~28 

男 38 420 

冠軍：土木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女 22 251 

冠軍：物治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觀旅原民班 殿軍：應英系 

102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2.12.02~09 

男 37 330 

冠軍：工管系 季軍：資工系 

亞軍：生科系 殿軍：觀旅系 

女 34 337 

冠軍：觀旅原民班 季軍：職治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政管系 

102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2.11.25~26 
團體賽 44 300 

冠軍：土木系A 季軍：國商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應數系B 

                               合計 1,638人 

  



103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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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3.10.21~28 

男 40 487 

冠軍：機械系 季軍：國財系 

亞軍：後中醫系 殿軍：資管系 

女 28 265 

冠軍：國財系 季軍：醫放系 

亞軍：國商系 殿軍：大傳系 

103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3.11.17~25 

男 38 401 

冠軍：化工系 季軍：電機系 

亞軍：廚藝系 殿軍：醫管系 

女 35 391 

冠軍：醫管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廚藝系 

103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3.12.01~02 

團體賽 45 285 

冠軍：醫管系 季軍：廚藝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工管系 

                               合計 1,829人 

  



104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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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4.10.19~26 

男 40 427 

冠軍：企管系 季軍：機動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財金系 

女 28 279 

冠軍：觀旅原民班 季軍：醫放系 

亞軍：護理系 殿軍：國經系 

104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4.11.16~25 

男 36 365 

冠軍：財金系 季軍：工管系 

亞軍：機動系 殿軍：電機系 

女 35 320 

冠軍：大傳系 季軍：財金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104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4.12.01~03 

團體賽 40 252 

冠軍：護理系 季軍：醫放系 

亞軍：觀旅系 殿軍：休管系 

                               合計 1,643人 



 

105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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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5.10.17~25 

男 39 738 

冠軍：醫工系 季軍：資管系 

亞軍：電機系 殿軍：餐旅系 

女 28 422 

冠軍：休閒系 季軍：國商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應英系 

105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5.11.14~21 

男 33 315 

冠軍：化工系 季軍：機動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財金系 

女 32 234 

冠軍：材料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休管系 殿軍：醫工系 

105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5.12.12~13 

團體賽 40 260 

冠軍：土木系 季軍：醫工系 

亞軍：企管系 殿軍：電子系 

                               合計 1,969人 

  



106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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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6.10.17~25 

男 37 369 

冠軍：醫工系 季軍：企管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職治系 

女 24 213 

冠軍：休閒系 季軍：健管系 

亞軍：醫管系 殿軍：後中醫系 

106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6.11.13~21 

男 39 361 

冠軍：電機系 季軍：工管系 

亞軍：國商系 殿軍：觀旅原民班 

女 31 280 

冠軍：廚藝系 季軍：化工系 

亞軍：護理系 殿軍：醫管系 

106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6.12.02、09 

團體賽 35 220 

冠軍：企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廚藝系 殿軍：後中醫系 

                               合計 1,443人 

  



107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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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7.10.12~20 

男 37 369 

冠軍：休管系 季軍：電機系 

亞軍：觀旅系 殿軍：土木系 

女 26 213 

冠軍：醫工系 季軍：健管系 

亞軍：物治系 殿軍：後中醫系 

107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7.11.26~12.04 

男 34 280 

冠軍：機動系 季軍：醫工系 

亞軍：電子系 殿軍：醫放系 

女 35 316 

冠軍：觀光系 季軍：傳設原民班 

亞軍：化工系 殿軍：護理系 

107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7.12.11~12 

團體賽 32 218 

冠軍：後中醫系 季軍：影視系 

亞軍：應英系 殿軍：化工系 

                               合計 1,408人 

 



 

 

108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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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8.11.11~18 

男 39 264 

冠軍：電機系 季軍：餐旅系 

亞軍：休管系 殿軍：國商系 

女 22 177 

冠軍：物治系 季軍：健管系 

亞軍：護理系 殿軍：娛樂系 

108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8.11.26~12.04 

男 35 286 

冠軍：電機系 季軍：通訊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機動系 

女 33 242 

冠軍：護理系 季軍：應英系 

亞軍：健管系 殿軍：生科系 

108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7.12.11~12 

團體賽 35 226 

冠軍：觀旅系 季軍：化工系 

亞軍：國經系 殿軍：財金系 

合計 1,195人 

 

  



109 學年度新生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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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新生盃籃球錦標賽 

109.11.16~23 

男 37 435 

冠軍：國商系 季軍：觀光系 

亞軍：休閒系 殿軍：電子系 

女 23 137 

冠軍：後中醫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物治系 殿軍：資工系 

109 

新生盃排球錦標賽 

109.12.01~08 

男 32 360 

冠軍：生科系 季軍：工管系 

亞軍：化工系 殿軍：企管系 

女 28 243 

冠軍：健管系 季軍：醫管系 

亞軍：職治系 殿軍：化工系 

109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 

109.12.21~22 

團體賽 32 292 

冠軍：國商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營養系 殿軍：財數系 

 合計 1,46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