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淡⽔國⺠運動中⼼
2018 聖誕盃籃球賽企劃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主辦單位：
新北市淡⽔國⺠運動中⼼
活動聯絡：
事工開發部 黃維緻、吳諺麟

一、

活動宗旨
藉由辦理聖誕盃籃球比賽的機會，提供淡水地區籃球愛好者切磋球技的舞台，
進而培養大專學生發展有益健康身心之休閒活動，提升運動風氣，養成良好的運動
習慣。提供各校、各系間之交誼管道，希望藉此也提高運動中心場地曝光度及使用
頻率。

二、

活動時間
民國 107 年 12 月 1 日、2 日、8 日、15 日共四天

三、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四、

主辦單位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五、

比賽地點
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3F 籃球場（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 381 巷 2 號）

六、

辦理方式
本屆活動預計招收男子組 32 隊，採單淘汰制，取冠軍、亞軍、季軍及殿軍；女子組
預計招收 9 隊，採三組三角循環賽制，三組皆各取一名，再採一名種子隊直接進級
冠亞賽，另外兩隊則採單淘汰，贏的一方進冠亞賽，輸的一方則季軍。預定宣傳之
學校為新北市淡水區大專院校，包括：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本部）、台北基督書
院、真理大學、淡江大學以及聖約翰科技大學。參賽之隊伍將依照完成報名及繳交
保證金先後順序取隊，額滿為止。比賽分四天進行。競賽規章請見附錄一，比賽報
名表格請見附錄二。

七、

參加辦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止。

2.

報名方式：請於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tssc.tw）下
載報名表格後，親洽運動中心 1F 櫃台辦理。

★活動聯絡人：吳諺麟 0939-626-310
3.

報名費用：報名費 1000 元，報名隊伍需繳交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比賽結束
後若無違反規定，保證金予以退還，若有違反者，則沒收保證金（詳見附錄
一）。

4.

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請完成報名表及保證金之繳
交）

5.

取隊方式：以保證金繳交先後順序為準，並於截止日期內繳交報名表。

6.

抽籤：10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12 點，由大會用網直播方式進行抽籤。

附錄一 競賽規程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2018 聖誕盃籃球賽競賽規程
壹、

比賽宗旨：藉由辦理聖誕盃籃球比賽的機會，提供淡水地區籃球愛好者切磋
球技的舞台， 進而培養大專學生發展有益健康身心之休閒活動，提升運動風
氣，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贰、

比賽日期：107 年 12 月 1 日、2 日、8 日、15 日共四天

叁、 比賽地點：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三樓籃球場。
肆、

參加資格：新北市淡水地區大專院校系隊。男子組招收 32 隊，女子組招收 9
隊，以系為單位，每系限報名兩隊，額滿為止。

伍、 比賽制度：本賽制男子組採單淘汰制，女子組採三角循環賽制，賽程依抽籤決定。

陆、 參賽辦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中午 12：00，額滿為止。

2.

報名方式：請於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tssc.tw）下載報
名表格，親洽運動中心 1F 櫃台辦理，額滿為止。

★活動聯絡人：吳諺麟 0939-626-310。
3.

報名人數：每隊可報名隊員（含隊長）以 15 人為限，比賽可登錄 12 人，報名後不
得更改隊員名單與球衣背號；每人限報名一隊，如重複報名，大會將給予整隊棄權
處份且保證金不予退還，不得異議。

4.

報名費用：報名費 1000 元，但報名隊伍需繳交新台幣 3,000 元保證金， 比賽結束
後若無違反規定，保證金予以退還，若有違反者，則沒收保證金（附錄一)。

5.

報名截止日期：107 年 11 月 24 日。（請完成報名表及保證金之繳交），以保證金
繳交先後順序為準，並於截止日期內繳交報名表。

柒、 領隊會議暨抽籤： 10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中午 11 點，由大會用網直播方式進行
抽籤。
1.

注意事項：各比賽隊伍需於開幕前 20 分鐘至報到處報到，且球員必須全程參加開幕
典禮，如未完成報到手續或擅自離開典禮會場者視同棄權。

捌、 競賽制度：比賽將依國際籃球總會（FIBA）頒訂之最新國際籃球規則進行比賽。
除以下例外：
1.

參賽隊伍需於比賽前 20 分鐘至檢錄台檢錄到場並向紀錄台報到，若遲到 5 分鐘以上
或不足 5 人則以棄權論，以大會時間為準，不得異議。

2.

比賽為四節制，每節 10 分鐘不停錶（暫停停錶，罰球不停錶）唯前三節最後 24 秒
及第四節最後 2 分鐘停錶。暫停時間為 30 秒，中場休息 2 分鐘。

3.

暫停次數上半場一次，下半場兩次，暫停時間到，務必 10 秒鐘內出場，若裁判再鳴
笛五秒內仍不出場，以技術犯規論。

4.

延長賽為 2 分鐘停錶制。延長賽雙方各有一次暫停。

5.

比賽時請自備球衣並依規定著裝參賽，若無球衣則不允許上場比賽（參賽隊伍須穿
著無袖有號碼之相同球衣球褲）。參賽球員球衣背號不可任意更改或由他人頂替，
如有由非該隊報名球員頂替或出賽者，經他隊檢舉屬實，則全隊以棄權論，保證金
不予退還。

6.

各隊出場比賽之球員，必須攜帶學生證（要有註冊章）及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若欲對對手身分提出檢查，必須在規定之比賽表定時間開賽前提出要求，若比賽已
開始，則申請無效。若檢查發現未攜帶學生證或不符合資格之球員，則該球員不得
上場，若該球員上場比賽，則全隊以棄權論。

7.

比賽期間如有球員出現違反運動精神之行為（如打架、口出穢言、侮辱裁判等），
大會將視情節輕重，審慎做出禁賽、報警處理等不同程度之懲處。

8.

若因賽程延誤或其他因素，時間之更動以大會公佈為主。

9.

比賽進行時，紀錄若是有疑問，請立刻向紀錄台反應並進行討論更正。

10. 女子組體育保送生比賽時僅可上場１名，登錄無限制但需要在報名表註明；男子組
體育保送生比賽時僅可上場 1 名，登錄無限制但需要在報名表註明。
11. 大會保留修改賽程、比賽場地、比賽規則解釋的權利。
玖、 獎勵：



男子組前三名給予獎盃、獎金（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 元、第三名 2,000 元）
第四名給予獎盃一座。



女生組前三名給予獎盃（第一名獎金 5,000 元）。



社會組牛排挑戰賽



報名就享有 1200 元(4 張 300 元)籃球場折價卷，一小時限用一張(比賽結束後發放)。。

附錄二 報名表單

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聖誕盃第四屆籃球賽報名表單
校名：

系別：
選 手 名 單

背號

姓 名

年 級

班(組)別

學 號

隊長

電話：

E-mail：

聯絡人

電話：

E-mail：

備 註

◎注意事項◎
手續。
2、10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中午 11 點由大會進行網路直播抽籤。
3、請參賽各單位選手穿著有號碼之球衣及帶學生證出賽。
4、如未帶學生證者禁止參賽。
5、背號需在登錄時做最後確認。

※請加蓋系章 ※

1、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請依規定完成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