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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 

鐳彈體驗活動實施計畫 

【校園地標爭霸賽：海豚 VS 旭日，Whose side are you on?】 

壹、緣起：口耳相傳中，海豚銅雕以及旭日雕像都各自聲稱自己才是最能代表

朝陽的地標；自古以來，雙方始終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這次，他

們各自招集一群忠於自己的隊伍，在無人知曉的時空中，開啟了緊

鑼密鼓的爭霸戰。1st CY Civil War，校園地標爭霸賽即將開始，你，

選哪一邊？ 

貳、目的：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推動之「防疫新生活運動」，在兼顧落

實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參與各項戶外活動，並凝聚學子團隊合作精

神，促進學生的情誼交流，培養學生正當運動休閒風氣及心理素質，

遠離 3C 產品及毒品誘惑，提升本校學生體適能，鼓勵多元適性發

展，達成全民國防及全民運動目標，增進學生認識及認同校園文化，

特舉辦此活動。 

參、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肆、協辦單位：軍訓室、衛保組、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伍、活動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08：00~16：30。 

陸、活動地點：紅磚廣場、海豚廣場、蓮花池廣場、噴水池、校園中央步道。 

柒、參加資格：參加人員，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在學之學生或在聘

教職員工為限。 

捌、組隊方式： 

一、隊數：每隊 15 人，可跨系組隊，最多可增列 4 人候補，最多接受 20

隊報名。 

二、組別： 

（一）學生組：全數由本校在籍學生組成的團隊，優先保障 15 隊。 

（二）教職員生混合組：由本校在籍學生及教職員工混合編隊。 

三、人數及限制：上場人數最少有 6 人生理性別為女性、且最少有 2 人為本

國籍學生，隊長須由本國籍學生擔任。 

玖、報名方式： 

一、第 1 階段：自民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08:30 起至 11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前繳交報名表及同意書（附件 1、5）至課

外活動組承辦人，並依紙本繳交先後順序依次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本階段受理至多 5 隊教職員生混合組報名，其餘依序增列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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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階段：如第 1 階段學生組報名未滿 15 隊，不限制教職員生混合組

隊數受理報名，報名期間自 11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起至 12

月 2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繳交報名表及同意書（附件 1、5）至

課外活動組承辦人，並依紙本繳交先後順序依次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三、主辦單位將於審查各組報名資格（附件 1、5）後受理報名，於 12 月

10 日前公告報名成功隊伍（含上、下午場），並於活動當日報到後抽籤

編列出場順序，奇數隊伍為海豚組、偶數隊伍為旭日組；主辦單位將

於賽後統計各組勝率，並公告獲勝地標。 

四、報名者須於期限內繳交報名表（附件 1）及同意書（附件 5），至活動

當日未滿 20 歲者，須另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 5）；如任一參賽者資料

不齊全或健康狀況調查表經評估不適合參加者，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

該隊伍報名或取消整隊伍報名資格。 

五、報名者視為同意將其姓名及影、照片揭露於網站及相關資料。 

壹拾、評審教練：由主辦單位聘請校外相關專長人員擔任。 

壹拾壹、比賽規則： 

一、一般規定： 

（一）主辦單位有權依據現場狀況，與評審教練討論後，隨時調整競

賽規則。 

（二）各隊伍應於比賽當日於附件 4 規定時間至本校紅磚廣場完成報

到手續，抽籤決定出場順序並參加規則講解，逾時報到者以棄

權論。 

（三）報到完畢後，由完成報到手續之各隊伍推派一員進行抽籤決定

對戰順序及對手，並依照現場指揮逐隊領取裝備。 

（四）本活動採不晉級計時賽，每梯 20 分鐘（含判定勝負與交換場）。 

（五）參加比賽之學生選手，必須攜帶本學期註冊之學生證、教職員

工必須攜帶員工證或相關證明辦理報到檢錄，違者視同未報

到，由候補人員上場替補，候補人數不足時或人數未達本計畫

要求者，以棄權論。 

（六）各隊如有非本校教職員生出賽時，經查證屬實，取消該隊參賽

資格；如已賽畢，其結果不予計算，並追回所獲獎勵。 

（七）如遇下雨、颱風、地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或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活動因故中斷，無法繼續比賽時，依主辦單

位及評審教練討論，決定是否延期或取消。 

（八）比賽期間如選手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言行，除停止該選手出賽

外，並依校規議處。 

二、安全規定： 

（一）參賽人員請自行攜帶毛巾、手套、午餐及茶水，並盡量穿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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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長褲，可自行配戴護具（護膝、護肘、手套等），並須穿著

軟鞋或運動鞋，嚴禁穿拖鞋、赤腳或只著襪子比賽，以防受傷。

如服裝不符規定者，禁止該員下場比賽，由候補人員上場替補，

候補人數不足時或人數未達本計畫要求者，以棄權論。 

（二）活動過程須配合主辦單位進行體溫量測或其他防疫措施，並全

程配戴口罩（自備），有呼吸道疾病或心肺功能不佳者請勿報名。 

（三）具心臟病、高血壓、氣喘、孕婦、癲癇、飲酒、宿醉、凝血功

能不足等或相關突發性症狀及醫生建議不適從事激烈運動者請

勿報名。 

（四）參賽人員應自重自律，嚴禁成員間肢體行為衝突及對場外人

士、裁判、陣亡或投降者射擊並遵守各項規定，違反者裁判或

教練得依行政院體委會『漆彈活動輔導管理注意事項』規定勒

令出場。 

（五）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刀、爆炸物、五金工具、繩索等）入場，

並嚴禁攀登或移動掩體。 

（六）參賽隊伍及選手須聽從現場指導教練及工作人員指示，對於違

反運動精神及大會相關秩序規定，經勸導仍不聽從者，主辦單

位得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七）違反以上安全規定致造成自身或他人之傷害，須自行負擔民事

及刑事賠償責任，本場所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並不包含

因上述違規行為所造成之傷亡。 

壹拾貳、獎勵方式： 

一、勝隊，可獲贈精美禮品。 

二、敗隊，可獲贈驚奇福袋。 

三、違規或棄權隊伍不發贈任何獎勵。 

壹拾參、附則： 

一、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責

任所造成之傷亡（例如比賽場內掀面罩、個人疾病或練習、比賽過

程中的傷害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

遊平安險或意外險。 

二、因本次活動屬露天集會活動，請勿於群眾上空使用空拍機。 

三、隊長請確實掌握現場隊員，如遇緊急事件時，應保持鎮靜，聽候現

場指揮處理。 

四、各隊伍對規則有任何疑問，請於比賽前至課外活動組詢問，不得於

賽後質疑比賽公正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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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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朝陽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 

鐳彈體驗活動報名表 

隊伍名稱 

（最多 8 字） 
 報名組別 

□學生組 

□教職員生混合組 

連絡電話  
收件時間 

(本欄勿填) 
 

 

 

學號或 

教職員工 

人士代碼 

姓名 

(非本國籍請加

註護照英文姓

名) 

身分證 

統一號碼 

(外國人填護照

號碼或居留證

號) 

出生年月日 

例 85 年 1 月 25

日 

0850125 

國籍 

(上場人

數最少 2

人為本國

籍，隊長

須為本國

籍學生) 

生理 

性別 

(上場人

數最少 6

人生理性

別為女) 

活動前

一個月

內是否

有出國

/是否

有接觸

確診病

例 

是否有

心肺功

能疾病

或呼吸

道疾病 

隊長     中華 
民國    

隊員 

        

        

        

        

        

        

        

        

        

        

        

        

        

        

候補 
(非必填) 

        

        

        

        

個資聲明：為審查報名資格、辦理防疫措施及進行活動保險，須蒐集各參賽隊員的姓名、

學號或職員證號、身分證號、出國史及疾病史等個人資料，以在活動期期間於

校務地區內進行相關業務聯繫及防疫，繳交本表視同同意本校蒐集上述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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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經費概算表【隱藏起來囉】 

附件 3：活動流程表 

時間 行程備註 備註 

06：30–08：00 架設場地  

08：00–08：10 上午場報到、抽出場順序  

08：10–08：30 統一講解說明、大合照  

08：30–12：00 上午場活動進行  

12：00–12：30 午休  

12：30–12：40 下午場報到、抽出場順序  

12：40–13：00 統一講解說明、大合照  

13：00–16：30 下午場活動進行  

16：30–19：00 拆除戰場  
 

 
 

附件 4：各隊伍出場順序 

梯次 時間 隊伍 使用場地 備註 

1 08：30–09：10 1 VS 2 

紅磚廣場 

1.每梯 20 分鐘含判定勝負與交換場 

2.每梯 2 隊對抗 

3.共 10 梯次 20 隊 300 人 

4.全程請同學配戴口罩 

5.額溫超過 37.5 者禁止參加 

6.進場前皆需洗手或噴酒精 

7.活動結束立即去洗手 

8.凡患有下列疾病、症狀之人員，嚴禁

參加，如心臟病、高血壓、氣喘、孕

婦、癲癇、飲酒、宿醉、凝血功能不

足…等或相關突發性症狀及醫生建議

不適合從事激烈運動者請勿報名。 

2 09：10–09：50 3 VS 4 

3 09：50–10：30 5 VS 6 

4 10：30–11：10 7 VS 8 

5 11：10–11：50 9 VS 10 

6 13：00–13：40 11 VS 12 

7 13：40–14：20 13 VS 14 

8 14：20–15：00 15 VS 16 

9 15：00–15：40 17 VS 18 

10 15：40–16：20 19 VS 20 

備註一：奇數隊伍為海豚組、偶數隊伍為旭日組，賽後將統計各組勝率後公告獲勝地標。 

備註二：隊伍出場順序於比賽當日報到後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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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風險告知與承擔同意書 

本人參加朝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舉辦之鐳彈體驗活動，已知活動具有一定風險。並同

意遵守下列參加條款及所有相關規定： 

 

一、本人出於自由意志同意參加甲方舉辦之鐳戰體驗活動（以下皆稱本活動）。  

二、本人已詳細閱覽本活動相關說明及規定，知悉本活動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本人同意承擔

本活動可能發生之所有風險。本人瞭解本活動可能發生之風險包括有： 

 

若患有下列疾病、症狀之人員，如心臟病、高血壓、氣喘、孕婦、癲癇、飲酒、宿醉、

凝血功能 不足…等或相關突發性症狀及醫生建議不適合從事激烈運動者，可能會導致死

亡。且本人明確瞭解該等行為可能會造成身體的傷害及財產的損失。 

 

本人在此聲明，對於上開事項均明確知悉、容忍，且可以自行負擔並承受的參與活動所

生之一切風險。 

 

三、為將本活動可能產生之風險降至最低，本人承諾主動告知相關疾病或症狀及醫生的建議

並全程均 依甲方所指示之正確方式穿著本活動相關裝備，嚴格遵守本活動相關規定及甲

方與甲方正職人員 的指示，做好自我管理及安全義務，避免造成自己或他人人身上傷害

或財產上損失，並承諾在本 活動期間及參與活動前 10 小時內，不飲酒、吸毒或類似濫

用藥物等不當行為，並應確保本人意思及身體之健康。如有違反，甲方及甲方正職人員

有權隨時禁止本人參與活動，並無庸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四、鑒於活動本身的風險性，本人明確知悉甲方及甲方正職人員僅就保險事業就公共意外險

之承保範 圍內負擔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於此範圍外，均為本人參與活動所應自行負責

及承擔之風險及責 任範圍，與甲方及甲方正職人員無任何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關聯性；本

人同意於事後不得藉故向甲 方及甲方正職人員為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權利之主張或請

求。就本人參與活動所造自己或他人之 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均由本人負擔，不得向甲

方及甲方正職人員請求損害賠償。 

 

五、本人同意甲方及甲方正職人員可於活動中拍照或錄影。拍攝之圖片或影片，日後有可能

作為相關活動之宣傳使用。並發表於各平面、網路、電視或其他媒體平台。 

 

六、未滿 20 歲者，必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參加本活動。  

 

□本人已滿 20 歲，已詳細閱讀此份同意書，並徹底瞭解及同意其內容。 

□本人未滿 20 歲，已詳細閱讀及徹底瞭解此份同意書，並且詳細告知法定代理人及取

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參加本活動。  

 

參賽者簽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未滿 20歲）：              與參賽者關係：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資聲明：為確保活動安全及緊急聯繫，需蒐集參賽隊員的姓名、身分證號、行動電話等

個人資料，以在活動期期間於校務地區內進行相關業務聯繫及防疫，繳交本表

視同同意本校蒐集上述個資，本資料表將於賽後統一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