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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系際盃舞蹈比賽 

實施計畫 

壹、目的：為凝聚各系團隊合作精神，以促進各系學生的情誼交流，並展現朝

陽人的創意、活力與自信，特舉辦此活動。 

貳、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參、協辦單位：體育室、傳播藝術系、衛保組、基層文化服務隊。 

肆、比賽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14：00~18：00。 

伍、比賽地點：本校運動場（寬 40m ×深 30m、土質草地）。 

陸、參加資格：參加比賽人員，以本校各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在學之正

式學生（教育部頒布之正式學制者）為限。 

柒、報名方式： 

一、請於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18:30 前繳交報名表（含電子檔）。 

二、請於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17:00 前，繳交參賽人員名冊及

工作人員名冊及音樂 CD 檔（含電子檔）。 

三、報名表未經系主任簽章，不予受理。 

四、「報名表」、「參賽人員名冊」及「工作人員名冊」電子檔請至課外活

動組網站（http://stafof.cyut.edu.tw/p/426-1003-26.php?Lang=zh-tw課外組首頁／

啦啦舞蹈比賽）下載。 

五、前述文件紙本請繳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R-102），電子檔請以光碟或

隨身碟繳交或直接 E-mail 至 hmwu@cyut.edu.tw 。報名表如附錄 1、

參賽人員名冊如附錄 2、工作人員名冊如附錄 3。 

捌、領隊會議及講習： 

第 1 次領隊會議：民國 10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18：30 於 T1-307 召開，

進行比賽規則說明及練習場地安排，請各系領隊或派 1

名代表參加。未派代表的單位視同放棄使用場地，不得

異議。 

第 2 次領隊會議：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18：30 於 T1-307 召開，

進行出場順序之抽籤，未派代表的單位由主辦單位代

抽，不得異議。 

玖、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 3~6 位校外相關專長師長擔任。 

附件 1 

http://stafof.cyut.edu.tw/p/426-1003-26.php?Lang=zh-tw
mailto:hmwu@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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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比賽規則： 

一、一般規定： 

（一）比賽項目：分為「活力啦啦組」及「創意舞蹈組」兩組，以系

為單位組成一隊，任選一組報名，每組至多 13 隊，超過 13 隊

時，先以公開協商方式徵求換組，協商未果時，該組以抽籤方

式抽出 13 隊，餘者自動改報名另一組。 

（二）演出時間：以 4 分鐘為限（以歌聲、音樂、喊聲、動作等任何

一種形式開始或結束時，即為開始或結束）。進退場（含置放

道具）時間各 30秒；超出規定時間者，每 20 秒加排序分數總

分 0.5 分。 

（三）每系以一隊為限，每隊參賽人數限 15 人至 60 人（不含指導人

員、防護員及道具置放之工作人員）。 

（四）道具：容易招致危險或破壞比賽場地的道具不得使用（如鞭

炮、碎紙花等），離場前應立即將場地恢復原狀，不可遺留任

何道具及殘留物（包含水漬及粉末等）。 

（五）參加比賽之選手，必須攜帶本學期註冊之學生證，各隊如有非

本校該系在學學生出賽時，經查證屬實，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如已賽畢，其結果不予計算，並追回所獲獎金及獎盃等。 

（六）若比賽期間因故中斷，無法繼續比賽時，依主辦單位及評審決

議，決定是否延期。 

（七）練習時請勿干擾居民作息或影響師生上課；比賽期間如有選手

違背運動精神之言行，除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依校規議處。 

（八）如遇下雨或其他天災因素，將另擇期公告辦理。 

二、安全規定： 

（一）著地：從跳躍、站立或倒立動作中著地，禁止膝蓋、臀部、大

腿骨、正面或背面直接座落，大部分的重量必須經由雙手或雙

足，先承受衝擊後再著落。 

（二）須穿著軟鞋、舞蹈鞋或球鞋，不可赤足或只著襪子；如演出人

員需站立於道具之中或之上，其站立位置高度不得超過 150cm。 

（三）為了表現特殊的風格，可穿著含亮片的服飾，包含點綴的亮片、

裝飾性的耳環、項鍊和髮飾。禁止配戴墜環、吊飾、手鐲、項

鍊、戒指、舌環及鼻環等危險個人飾品。 

（四）騰翻／體操： 

1.得實施單肩滾翻及頭、手、腳部保持地皮接觸的騰翻（如前

滾翻、後滾翻、側翻、頭倒立、手倒立、下腰等）。 

2.禁止實施臀部過頭部的無支撐騰翻（如空翻）。 

3.編排上為動作連貫，可採用跨跳、下腰和雙手倒立動作，但

不可有翻轉的意味。 

4.實施騰翻時，不得持有或接觸任何道具。 



 3 

 

（五）抬舉舞姿／特技／金字塔： 

1.所有啦啦隊的特技/金字塔/拋投等全部禁止使用。 

2.允許傳統式的高抬舉舞姿，所謂抬舉的定義即一位或數位舞

者支撐另一位舞者使其身體浮在空中（懸空）。 

3.抬舉時必須給予適當的保護，並放置於某一位置，總高度不

得超過 1.5 段。 

壹拾壹、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說明 

活力

啦啦

組 

創意

舞蹈

組 

整體效果 

整體印象 

整體的表演印象決定於舞蹈動作之展現力

和活力，以及團體能力、音樂、服裝和舞蹈

編排的適合度。 

10% 10% 
傳達力 

引發觀眾共鳴的能力。整體表演的活力、展

現力、表達情感之運用。 

道具佈置 
參賽者之服裝、道具及布幕與表演主題之搭

配程度。 

團隊表現 

時間與 

音樂掌控 

時間掌握與音樂的同步性，舞蹈動作與音樂

同步性。 

30% 30% 一致性 
整體表演中所有動作的一致性和對音樂、節

拍及時間點的精確度。 

空間 
評估彼此的距離及位置，及相互貫穿位置改

變時位置和距離的能力。 

技巧 

舞蹈風格及動

作強度 

整個團隊對於音樂及舞蹈技術元素掌握的

水準，包含動作難度及複雜性的技術和舞蹈

動作的運用。正確的身體位置控制及準確

度，身體各部位的充分伸展和動作的力度及

強度。 

20% 20% 

執行技巧 包括各種旋轉、跨跳、跳躍、踢腿、分腿等。 20% 0% 

編排 
主題創意性與

視覺效果 

獨創性的走位或位置變化，以及完整的隊形

變化（隊形在轉換、轉接時的團隊視覺效

果、程度、對照等） 

20% 40% 

※每位評審視各隊表演內容依上述內容評分，滿分為 100 分。評審評定各隊之分數採序

位法排序後，再將各隊序位加總，即為各隊之總序位，各組依總序位由低至高排序取

前 7 名，即分別獲得特優及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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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獎勵： 

一、特優：各組 3 名，致贈團體獎金 11,000 元、獎盃乙座、獎牌 60 面。 

優等：各組 4 名，致贈團體獎金 5,000 元、獎盃乙座。 

二、活力啦啦組另設 4 個最佳獎項：最佳穿透力獎、最佳獨特風格獎、

最佳團體造型獎及最佳樂曲搭配獎；最佳獎項可同時獲獎其他獎項。 

創意舞蹈組另設 4 個最佳獎項：最佳表演效果獎、最佳主題演繹獎、

最佳道具搭配獎、最佳 ORZ 獎；最佳獎項可同時獲獎其他獎項。 

三、參加獎：每個參加隊伍有團體獎金新臺幣 9,000 元之補助。 

四、參賽學生（以繳交名單為主）：每人嘉獎 2 次。 

五、隊長及指導學生（以報名表所載為主，各隊限 1~3 位）：該隊獲得特

優者每人小功 2 次；獲得優等者每人小功 1 次；參賽人員及工作人

員嘉獎 2 次。 

六、各隊伍獲獎成績依校內規定辦理校內指導老師敘獎作業（不含系主

任，以報名表所載為主，各隊限 1~2 位）。 

壹拾參、附則： 

一、各系參賽用音樂帶請自行準備，形式為 CD，CD 封面須註明系名、

隊名及出場順序，並自行備份一份留存，正份於第 2 次領隊會議前

送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R-102)，有關版權問題由各系學會自行負

責，並請自行派員播放音樂。 

二、走位彩排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8：00~21：00，

依出場順序進行走位，每隊 8 分鐘，未到者視同放棄，遇雨取消。 

三、比賽擴音設備及現場佈置由主辦單位負責，餘如參賽所需之服裝、

道具、器材、音樂帶等均由參賽隊伍自行準備，並請各隊於比賽時

指派 1 人至舞台旁音控處協助播放音樂。 

四、各隊得指派 2 名同學為攝影人員，於該隊報到時出示學生證換領攝

影證，並於該隊表演時，憑攝影證經工作人員同意後進入管制區攝

影，惟不得穿梭於比賽隊伍或有其他影響隊伍表演之情形。各該隊

表演結束後，請速至報到處換回證件。 

五、本次得獎之各組前 3 名之隊伍，若遇學校有重大慶典活動，或須代

表學校參與演出時，不得拒絕參加；參加演出之隊伍將依表演性質

酌予補助。 

六、各隊伍於校內外練習時，應遵守練習須知相關規定，嚴禁至各樓層

頂樓練習，不得占用體育課場地，並請注意人員管制及音量控制，

避免擾民或影響師生教學，並注意夜間學生返校（家）之安全，練

習時間不得超過晚間 10 點，如有違反且不聽勸阻者，每次加排序分

數總分 1分。 

七、為了避免風阻過大，造成布幕、道具毀損及人員受傷，布幕及道具

高度不得超過四個跑道寬，違者加排序分數總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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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本次競賽為露天集會活動，請勿群眾上空使用空拍機。 

九、隊長請確實掌握現場學生，如遇緊急事件時，應保持鎮靜，聽候現

場指揮處理。 

十、各隊伍對規則及動作有任何疑問，請於比賽前至課外活動組詢問，

不得於賽後質疑比賽成績及公正性。 

十一、本實施計畫參酌「2018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競賽規程」及「2018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啦啦舞蹈隊』比賽規定、安全規則與評分標

準」制訂。 

十二、主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之影音，以作為成果發表、推廣及存

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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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重要時程表 

日期 時間 事項 地點 

1 月 14 日（一） 17：00 分組抽籤 

R-102 

課外活動組 

辦公室 

2 月 26 日（二） 18：30~19：30 

第一次領隊會議 

規則解說、 

抽取練習場地 

T1-307 

3 月 6 日（三） 

18：30~19：00 

第二次領隊會議 

抽取出場順序 

繳交報名表 
T1-307 

19：00~21：00 

運動傷害防護及 

緩和運動教學 

【領隊或會長未參加者，加

排序分數總分 1分】 

AC-115 

社團活動中心 

3 月 12 日（二） 下午 17 時前 

□繳交工作人員名冊 

□參賽人員名冊 

□音樂 CD 檔 

R-102 

課外活動組 

辦公室 

3 月 29 日（五） 18：00~21：00 場佈、走位預演 運動場 

3 月 30 日（六） 14：00~19：30 比賽 運動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