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
校園地標爭霸賽 3.0【充氣障礙賽】
活動實施計畫
壹、緣起：經過了兩屆的地標爭霸賽，海豚銅雕及旭日雕像大大地嶄露了他們
的崢嶸。但是，校園中其他的地標也不甘寂寞，這次，鋼骨結構桿
件模型開啟了充氣障礙挑戰，徵集各方勇者來接受他的考驗。
貳、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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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伍、活動時間：民國 111 年 5 月 3 日（二）12：00~20：00。
陸、活動地點：紅磚廣場。
柒、參加資格：參加人員，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在學之學生為限。
捌、組隊方式：
一、隊數：每隊 8 人，可跨系組隊，最多可增列 4 人候補，最多接受 40 隊
報名。
二、人數及限制：上場人數最少有 2 人為本國籍學生、最少應有 4 人生理性
別為女性，建議隊長由本國籍學生擔任，以方便獎金領取。
玖、報名方式：
一、自民國 11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08:30 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二）
中午 12:00 前繳交報名表及同意書（附件 1、2）至課外活動組，並依
紙本繳交先後順序依次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二、主辦單位將於審查各組報名資格（附件 1、2）後受理報名，並於活動
前抽籤編列出場順序公告賽程表。
三、報名者須於期限內繳交報名表（附件 1）及同意書（附件 2），至活動
當日未滿 20 歲者，須另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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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名者須於活動當日填寫 TOCC 防疫相關表單並配合最新防疫規範作
業。活動前 14 日內請避免安排出國或接觸有出國旅遊史、居家檢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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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者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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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秉持友誼第一、趣味第二、勝負最末原則。主辦單位及
評審教練將盡力維持比賽公平性，如因視覺死角或其他因素導
致誤判可能時，請當場提出異議，並無條件服從主辦單位判決。
（三）各隊伍應於比賽當日公告規定時間內至本校紅磚廣場完成報到
手續並參加規則講解，逾時報到者以棄權論。
（四）本活動採計時賽，各隊伍派出 8 人至指定地標集合，每人身體
之一部須接觸地標模型，聽現場指令後開始計時闖關，至該隊
伍最後 1 人依序穿越所有障礙，抵達指定位置為止，花費時間
較少者勝。
（五）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得於場內外安排工作人員進行水槍射擊
或其他增加比賽難度之干擾措施。
（六）參加比賽之學生選手，必須攜帶本學期註冊之學生證或相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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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隊伍以棄權論。
（七）各隊如有非本校在學學生出賽時，經查證屬實，取消該隊參賽
資格；如已賽畢，其結果不予計算，並追回所獲獎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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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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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替換衣物及茶水，並盡
量穿著長袖、長褲，可自行配戴護具（護膝、護肘、手套等），
不得配戴尖銳物品或首飾，需赤腳或只著襪子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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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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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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觀眾或隊友進行攻擊並遵守各項規定，
違反者裁判或教練得勒令其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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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1 隊，可獲贈團體獎金 12,000 元。
二、亞軍 1 隊，可獲贈團體獎金 10,000 元。
三、季軍 1 隊，可獲贈團體獎金 8,000 元。
四、優等 4 隊，每隊可獲贈團體獎金 3,600 元。
五、獎金由各隊隊長簽收領據後由主辦單位撥款至隊長帳戶，並依照所
得稅法列入隊長或其撫養人個人年度所得申報，團體獎金由各隊伍
自行協調分配。
六、如獲獎人為非本國籍人士，須另依所得稅法代扣所得最高 20%獎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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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
校園地標爭霸賽 3.0【充氣障礙戰】活動報名表
隊伍名稱
（最多 8 字）
隊長
連絡電話

隊伍編號
(本欄勿填)
收件時間
(本欄勿填)

國籍
姓名
學號

(非本國籍請加
註護照英文姓
名)

身分證
統一號碼

出生年月日

(外國人填護照
號碼或居留證

例 85 年 1 月 25
日

08501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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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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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
民國

隊長

隊員

候補

(非必填)

備註一：繳交本表格表示所有隊員均同意活動計畫之全部規定。
備註二：報名時須另檢附所有隊員每位一張附件 2 同意書。
備註三：報名時須出示全體參加者至少接種 2 劑以上疫苗證明(健保卡或小黃卡)，查驗後
可現場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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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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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之校園地標爭霸賽 3.0【充氣障礙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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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標爭霸賽 3.0【充氣障礙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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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但不限於：
因設備濕滑或其他原因導致碰撞或跌倒等一切衍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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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向甲方及甲方人員請
求損害賠償。
五、本人同意甲方及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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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無上述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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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無上述疾病並且詳細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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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理人姓名（未滿 20 歲）：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與參賽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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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表將於賽後一定期間內統一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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