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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28 週年校慶活動秩序冊 

 

 

 

日期:11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8點 00 分 

地點:本校田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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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委員名單※ 

大會會長：陳明志(校長)  

副 會 長：杜秀卿(家長會會長) 

榮譽副會長：黃恩倍、陳玉萍、林佩蓉、金志昌、胡俊明、陳柏光、 

            王楷甯、高志偉、陳俊雄、吳家榮、陳盈明、温宇澄、 

            馬建祥、江光輝、黃忠勇、傅祥光、鄭崗山、孫聖賢、 

            陳宗仁、莊淑珠、楊惠琪、林金作、林俐雯、余婉麗、 

            陳仕麒、林文忠、何友翔、林玫玲、孫建龍、林思航、 

            胡健雄、吳秋香、蘇林汶樺 

 

※籌備委員會※ 

籌備主任委員：陳明志 

籌備委員：杜秀卿、李美瑰、楊明智、林永盛、羅蜀君、李柏宏、許育菁、黃寶慧、

陳佳峰、伍芷涵、余冉迪、胡藝曦、謝青奇、高佩宜、連亞倫、羅同光、

許語喬、楊麗珍、陽勤治、張珮雲、陳文青、李妍欣、麥方绮、林慈珊、

林瑞珍、陳旻均、國德綱、吳瑋婷、林德泉、吳佳輿、張競尹、謝維芬、

鄭賢女、賴淑媛、孫長生、張筠彤、孫千惠、郭明琦、陳淑芳、吳文琪、

施丁鳳、柯良衛、蔡俊良、蔡志榮、彭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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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 

總幹事：陳佳峰                      競賽組：連亞倫 

裁判組：連亞倫、孫泰山              會場管理：謝青奇、高佩宜 

交通服務組：謝青奇、徐婉慈、服務生  環境清潔組：胡藝曦、服務生 

攝影組：李柏宏、林育騰              司  儀：胡藝曦、伍芷涵 

接待組：許育菁、李柏宏、李美瑰、吳俊昌、周麗花、賴志堅、黃寶慧、蔡方笛 

文書組：陳淑芳 

會計組：黃寶慧、蔡方笛、施丁鳳、陳惠英 

醫護組：彭惠敏、王偲潔、陳秀亭、服務生 

獎品組：郭明琦、陳建銘、孫千惠、4位女同學服務生 

總務、會場佈置組：林永盛、吳文琪、吳明城、胡茜茹、洪明融、徐玉芬 

生活教育暨精神總錦標評審組： 

召集人:楊明智 

評審委員:林永盛、黃寶慧、許育菁、羅蜀君、李柏宏 

競賽場地器材組：王日暘、林鴻敏、各專項服務生 

紀錄組：連亞倫、余家蕙、王日暘、田徑隊服務生 



 4

※活動競賽裁判名單※ 

審判委員：陳佳峰、連亞倫、連文生、王裕斌、許語喬、陳峰岳 

活動競賽裁判長：余忠國         活動競賽組長：連亞倫 

競賽播報：張志傑、王沐寧、杜凱文 

成績紀錄組：余家蕙、田徑隊服務生 

裁判人員編組如下表： 

項目 組長 組員 服務生 

手舞足蹈 葉明嘉 

(發令) 

吳佳輿、陳峰岳、高龍偉、歐鴻齊(檢查

器材穿戴、計時、記成績) 

棒球隊 2名 

(準備計步器) 

白面書生 連文生 

(發令) 

陳惠哲、范希聖、吳惟晨 

(監督折返及裝備穿戴、計時、記成績) 

軟網隊 3名 

(準備護目鏡) 

(添加麵粉) 

袋袋相傳 李杰恆 

(發令) 

許秉鋐、陳書源、高鵬翔 

(需雙腳皆放入麻布袋中，以跳躍的方式

前進) 

足球隊 2名 

(準備麻布袋) 

爆破專家 王裕斌 

(發令) 

許語喬、陳勁宇、蒲雅玲、黃品豪 

(每棒須獨力完成，不得由他人提供任何

協助，如:拿氣球、遮耳朵等) 

射箭隊 6名 

(準備氣球) 

(準備打氣筒) 

豆豆人 余忠國 

(發令) 

莊于萱、黃詩婷 、邱獻正、陽勤治(不得

將噴霧瓶拆開使用，臉沾上豆子後不能再

射擊隊 4名 

(準備噴霧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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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方式輔助不掉落) 

個人 

100 公尺 

孫泰山 羅少汝、余忠國、林鴻敏、伍芷涵 

(點名、終點裁判) 

田徑隊 3名 

(設置器材) 

大隊接力 連亞倫 羅少汝、余忠國、林鴻敏、伍芷涵 

(點名、終點裁判) 

田徑隊 3名 

(設置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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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第 28 週年校慶活動流程 

※日期：111 年 12 月 2 日(五) 

一、08:00~08:05      學生休息區就位完畢 

二、08:05~08:10      學生進場位置就位 

三、08:10~09:00      運動員進場 

四、09:00~09:30      開幕典禮 

五、09:30~12:00      競賽活動(一) 

(ㄧ)09:30~10：20    手舞足蹈 

(二)10:20~11：20    白面書生 

(三)11:20~12:00   袋袋相傳 

六、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七、13:00~16:00      競賽活動(二) 

(ㄧ)13:00~13：30    爆破專家 

(二)13:30~14：00    豆豆人 

(三)14:00~15：00     個人100公尺徑賽 

(四)15:00~16：00    班級大隊接力 

八、16:00~16:30      大掃除(整理各班休息區) 

九、16:30~16:50      閉幕典禮 

十、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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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程序※ 

    08:05 全體師生休息區就位 

    08:10 運動員進場 
    09:00 典禮開始 

 1.主席就位(全體肅立) 

           2.會旗進場 
           3.升會旗 

           4.唱國歌 

          5.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最敬禮 
           6.介紹與會貴賓 

           7.主席致詞 

           8.來賓致詞 
           9.資深優良教職員工表揚 

           10.運動員宣誓 

   09：30 禮成 
 

※閉幕典禮程序※ 
 
    16：30  全體師生就位 

    16：35  典禮開始 

1. 主席就位 
2. 頒獎-各項競賽活動頒獎 

3. 主席致詞 

4. 降會旗(唱校歌) 
    16：50   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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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須知※ 

一、 進場單位程序:單位牌、單位旗、領隊、各班導師、班(隊)長、選手

等依序成三路行進。 

二、 經過司令台前第一標兵時，領隊下達向右看口令，掌旗官下傾 45 度

致敬，其他人等均向司令台揮手或敬禮。 

三、 經司令台後第二標兵位至時下(向前看)口令，單位旗同時繼續前進指

定位置。 

四、 進退場由大會廣播指揮各單位牌帶領至集合定點或單位休息區。 

 

 

※運動員宣誓誓詞※ 

宣誓:我們願以活潑的心情、健康的體魄參加本校運動會，並遵守大會規

則，發揮運動員精神，服從裁判之判決。 

                              宣誓代表: 王桀曦 謹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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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運動會班級帳篷配置圖※ 

司令台 

帳篷每班一頂(方向→北)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丁丙乙甲丁丙乙甲丁丙乙甲              丙乙甲丙乙甲丙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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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週年校慶資深優良教職員工表楊名單※ 

編號 職稱 姓名 本校服務年資 到職日期 備註 

1 秘    書 李美瑰 25 860801  

2 總務主任 林永盛 25 860801  

3 代理資料組長 蔡俊良 25 860801  

4 教師兼導師 謝維芬 25 860801  

5 教師兼導師 孫長生 25 860801  

6 教師兼導師 許語喬 20 910801  

7   專任教師 陳惠哲 20 910801  

8  輔導室主任 羅蜀君 20 910801  

9 教師兼導師 陳文青 15   960801  

10 教師兼導師 張競尹 15 9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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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第 28 週年校慶運動會活動競賽規程 

壹、目的：慶祝本校創校 28 週年暨建立鄰近各級學校、家長、社區良好互
動關係，促進校際師生聯誼交流、互助合作，敦親睦鄰、健康

和諧關係。 

貳、依據：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參、活動主題：超越自我、榮耀體中 

肆、參加人員：本校教職員工生、家長、校友及鄰近各級學校。 

伍、日期：11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陸、地點：本校田徑場。 

柒、各項活動執行預定時間： 

 

 

 

 

 

 

 

排序 月 日 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一 11 2 二 14:30 領隊會議 各班導師領隊會議 

二 12 1 四 
14:30 

16:30 
預演 會旗進場、旗手、交通管制 

三 12 2 五 
08:00 

17:00 

開幕及校慶活動 

（各項競賽） 
田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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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宣導活動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2 日特推會通過 

一、依據:本校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增進師生對特殊需求者及其家庭的認識、專重、關懷與接納的態度。 

(二) 提升教師、學生與家長特殊教育的知能，促進教學理想實現。 

(三) 促進師生對生活環境中無障礙空間和設施的認識，能學習與特殊需求者友善

共存。 

三、活動主題:111 學年度特教宣導體驗 

四、實施時間:111.12.2 校慶日 

五、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六、活動簡介:體驗特殊需求者的不便，進而能對特殊需求者體諒和包容，體驗各關

卡後可獲得獎勵及嘉獎。 

第一關:肢體障礙組: 通過即刻蓋章。 

第二關:視覺礙障組: 通過即刻蓋章。 

第三關:CRPD 身心障礙權利者公約、情緒障礙宣導進行有獎徵答，通過即刻蓋章。 

 

以上三關通關者給予嘉獎 1 支，前 50 名完成

者另獲點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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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慶 活 動 競 賽 規 程 

※除 100 公尺外，國中各年級取前 3 名，高中各年級取前 2 名※ 

※除 100 公尺外，皆不需填報名名單，現場派規定人數參與即可※ 

※除 100 公尺及大隊接力外，其餘項目皆沒有限制男女下場人數※ 

 

【手舞足蹈】09:30~10:20 

一、規則： 

團體積分賽，國中每班 6 人(高中 9 人)，每棒次派出 3 人 1

組，分別在額頭、手腕及腳踝綁上計步器，在每首 40 秒時間

歌曲內累積計步器的數字，6人(9 人)的加總數字為成績。 

裁判登記成績前如不慎按到歸零，該名學生成績以 0 下計算 

二、組別： 

    (一)09:30~09:45 國、高中一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二)09:45~10:00 國、高中二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三)10:00~10:15 國、高中三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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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書生】10:20~11:20 

一、規則： 

  計時接力賽，國中每班 7人(高中 10 人)穿著號碼背心辨識，每棒次 1 

  人，將乒乓球成功吹出容器後返回接力區換人，最後 1人完成停止計 

  時為成績。 

以護目鏡為接力棒 

二、組別： 

（一）11:20~11:30 國、高中一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二）11:30~11:40 國、高中二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三）11:40~11:50 國、高中三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袋袋相傳】11:20~12:00 

一、 規則： 

      計時接力賽，國中每班 7人(高中 10人) 穿著號碼背心辨識，每棒 

      次 1人，以麻布袋為接力棒，從接力區出發繞行角錐後返回接力區 

      換人，最後 1 人返回接力區時停止計時為成績。 

需雙腳皆放入麻布袋中，以行走或跳躍的方式前進 

二、 組別： 

（四）11:20~11:30 國、高中一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五）11:30~11:40 國、高中二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六）11:40~11:50 國、高中三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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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專家】13:00~13:30 

一、 規則： 

計時接力賽，國中每班 7人(高中 10 人) 穿著號碼背心辨識，每棒次

1人，將氣球充氣至爆破即可接棒，最後 1 人氣球爆破時停止計時為

成績。 

每棒須獨力完成，不得由他人提供任何協助 

如:拿氣球、遮耳朵等 

二、 組別：  

（一） 13:00~13:10 國、高中一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二） 13:10~13:20 國、高中二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三） 13:20~13:30 國、高中三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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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人】13:30-14:00 

一、 規則： 

團體積分賽，國中每班 7人(高中 10 人) 穿著號碼背心辨識，每棒次

1人，從接力區出發至折返點，以噴霧瓶灑水將臉噴濕後，將臉埋進

豆子堆中沾黏豆子，返回接力區將其撥入盤中，下一棒即可出發，最

後 1 人結束後將豆子稱重總和為成績。 

不得將噴霧瓶拆開使用 

臉沾上豆子後不能再以任何方式輔助(僅能抬頭) 

違反上述兩項者結算時總重量扣除 50公克 

每場次計時 5分鐘，逾時未完成的班級總重量扣除 50 公克 

二、 組別： 

（一）13:30~13:40 國、高中一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二）13:40~13:50 國、高中二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三）13:50~14:00 國、高中三年級 7個班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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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100 公尺徑賽】14:00-15:00 

一、 規則: 

依照國際最新田徑賽事競賽規則辦理。 

每班至多各派 3員男女生參加本項目 

二、 組別: 

(一)14:00-14:05 國一女子組。 

(二)14:05-14:10 國二女子組。 

(三)14:10-14:15 國三女子組。 

(四)14:15-14:20 國一男子組。 

(五)14:20-14:25 國二男子組。 

(六)14:25-14:30 國三男子組。 

(七)14:30-14:35 高一女子組。 

(八)14:35-14:40 高二女子組。 

(九)14:40-14:45 高三女子組。 

(十)14:45-14:50 高一男子組。 

(十一)14:50-14:55 高二男子組。 

(十二)14:55-15:00 高三男子組。 

【班級大隊接力】15:00~16:00 

一、 規則： 

計時接力賽，每班 12 人，每人 100 公尺，最後一棒抵達終點

時結束計時為成績。男女人數經現場老師協調後裁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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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競賽成績總表暨團體總錦標積分表※ 

團體總錦標獎項高、國中部各取前 3名 
            (積分計算：第一名 5 分、第二名 3分、第三名 2分) 

 

項目 

班級 

手舞 

足蹈 

陸上 

蛙人 

白面 

書生 

旗開 

得勝 

成語 

九宮格 

100 

公尺 

大隊 

接力 
總分 名次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三甲          

國三乙          

國三丙          

國三丁          

高一甲          

高一乙          

高一丙          

高二甲          

高二乙          

高二丙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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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暨精神總錦標評分表※ 

全校班級共取前三名 

 

項目 

分數 

班級 

休息區整潔、 

秩序、佈置 

40％ 

各班服裝、 

班級牌製作 

10％ 

開幕典禮 

表現 

20％ 

運動員 

精神表現 

30％ 

總分 名次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三甲       

國三乙       

國三丙       

國三丁       

高一甲       

高一乙       

高一丙       

高二甲       

高二乙       

高二丙       

高三甲       

高三乙       

高三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