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及成效評估 

一、執行模式 

(一)新生盃：新生盃「籃球、羽球、排球」錦標賽，參賽人員僅限本校大學部

一年級新生；目的乃藉此讓大一新生盡快融入大學生活，並提供

大學新鮮人彼此熟識之管道，另可藉由學長姐之輔導及協助，迅

速了解本校相關環境，建構校園人際關係。 

(二)系際盃：系際盃「拔河、壘球、足球、排球、籃球、桌球、羽球、游泳」

錦標賽。參賽人員則以系(含研究所)為單位，包含日夜間部大一

至碩博班之在校學生；目的為藉由全校性運動競賽，提昇校園運

動風氣、塑造健康活潑之校園形象、凝聚學系向心力，並養成全

校學生運動之習慣。 

二、成效評估 

(一)新生盃之執行成效： 

1. 提供大學新鮮人認識同學、系上、校園之管道。 

2. 培養大學新鮮人運動興趣。 

3. 為學系尋找運動人才及志同道合之夥伴。 

(二)系際盃之執行成效： 

1. 凝聚學系向心力。 

2. 提供同系學生在課業外之交流機會。 

3. 培養大學生運動之興趣與習慣。 

4. 發展本校之特色體育活動。 

三、歷年各系學生參賽人數情況(如附件) 

(一)新生盃： 

1. 100學年度辦理 4項目，共 184隊，1668 人參加。 

2. 101學年度辦理 4項目，共 190隊，1841 人參加。 

3. 102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75隊，1638 人參加。 

4. 103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86隊，1829 人參加。 

5. 104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78隊，1643 人參加。 

6. 105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72隊，1969 人參加。 



7. 106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66隊，1443 人參加。 

8. 107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64隊，1408 人參加。 

9. 108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64隊，1195 人參加。 

10. 109學年度辦理 3項目，共 152隊，1467 人參加。 

11. 110學年度因疫情未辦理。 

 

(二)系際盃： 

1. 100學年度辦理 9項目，共 269隊，3187 人參加。 

2. 101學年度辦理 9項目，共 273隊，2932 人參加。 

3. 102學年度辦理 8項目，共 263隊，3155 人參加。 

4. 103學年度辦理 7項目，共 257隊，3195 人參加。 

5. 104學年度辦理 8項目，共 252隊，3420 人參加。 

6. 105學年度辦理 8項目，共 272隊，3371 人參加。 

7. 106學年度辦理 8項目，共 235隊，2874 人參加。 

8. 107學年度辦理 7項目，共 192隊，2338 人參加。 

9. 108學年度辦理 1項目，共 18隊， 360 人參加。(部分活動因新冠肺

炎疫情未辦理) 

10. 109學年度辦理 4項目，共 148隊，1938 人參加。(部分活動因新冠肺

炎疫情未辦理) 

11. 110學年度因疫情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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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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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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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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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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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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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因新冠肺炎疫情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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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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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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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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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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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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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亞軍：土木系 殿軍：職治系 

女 10 200 
冠軍：醫工系 季軍：政管系 

亞軍：傳設原民班 殿軍：醫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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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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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旅系 

107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07.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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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23~24 
團體賽 16 172 

冠軍：後中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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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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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辦理 

108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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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男   

女   

108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團體賽   

                               合計 360人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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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9.10.5、6、16 

男 12 240 
冠軍：醫工系 季軍：土木系 

亞軍：工管系 殿軍：資管系 

女 11 220 
冠軍：醫工系 季軍：物治系 

亞軍：休閒系 殿軍：材料系 

109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09.12.28、29 

團體賽 9 135 
冠軍：後中醫系 季軍：國財系 

亞軍：材料系 殿軍：物治系 

109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10.03.22~29 

男 34 376 
冠軍：電機系 季軍：電子系 

亞軍：休管系 殿軍：企管系 

女 26 280 
冠軍：化工系 季軍：護理系 

亞軍：材料系 殿軍：廚藝系 

109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10.4.27~5.10 

男 38 489 
冠軍：電機系 季軍：休管系 

亞軍：觀光系 殿軍：機動系 

女 18 198 
冠軍：廚藝系 季軍：後中醫  

亞軍：影視系 殿軍：財金系 

109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辦理 

109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合計 1,938人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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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因新冠肺炎疫情 

未辦理 
    

 

 



 

籃球活動集錦 

 
新生盃籃球女生組比賽盛況 

 

 

 
新生盃籃球女生組比賽盛況 

 



籃球活動集錦 

 
新生盃籃球女生組比賽盛況 

 

 

 
新生盃籃球男生組比賽盛況 

 



籃球活動集錦 

 
系際盃籃球男生組比賽盛況 

 

 

 
系際盃籃球女生組比賽合影 



 

桌球活動集錦 

 
系際盃桌球比賽盛況 

 

 

 
系際盃桌球比賽盛況 



 

羽球活動集錦 

 

 
系際盃羽球比賽盛況 

 

 
系際盃羽球比賽盛況 



 

排球活動集錦 

 
新生盃排球男生組比賽盛況 

 

 
新生盃排球女生組比賽盛況 

 



 

足球活動集錦 

 
系際盃足球比賽盛況 

 

 
系際盃足球比賽盛況 

 



 

游泳活動集錦 

 
全校游泳比賽盛況 

 

 
全校游泳比賽盛況 



 

109 學年度校內體育競賽活動時間預定表 

 

項 目 預定辦理日期 地 點 

系際盃拔河錦標賽 109.10.12～14 校本部綜合運動場 

新生盃籃球賽 109.11.16～25 校本部籃球場 

新生盃排球賽 109.12.01～12.09 校本部排球場 

新生盃羽球賽 109.12.21～22 校本部體育館 

系際盃籃球錦標賽 110年 3 月上旬 校本部籃球場 

系際盃排球錦標賽 110年 4 月下旬 校本部排球場 

系際盃桌球錦標賽 110年 4 月下旬 校本部桌球教室 

系際盃羽球錦標賽 110年 5 月上旬 校本部體育館 

系際盃足球錦標賽 110年 5 月中旬 校本部綜合運動場 

全校游泳錦標賽 110年 5 月下旬 校本部游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