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龜山國小 102 學年度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大會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 提倡全民體育，發展學生多元體育能力，提高本校學生運動水準。 

二、 本校為棒球特色認證學校，儲備體育人才，促進身心健康。 

三、 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舉辦學校與社區聯合運動大會。 

貳、日期與時間： 

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12日（星期六）上午 8時 20分起一天，在本校操場。 

（當日如遇下雨，開幕照常，比賽項目擇期再賽） 

參、活動程序： 

   一、開幕典禮： 

       (一)典禮開始   (二)鳴炮   (三)主席就位   (四)運動員進場 

       (五)全體肅立   (六)唱國歌   (七)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八)長官來賓介紹   (九)主席致詞   (十)長官來賓致詞   (十一)運動員宣誓    

       (十二) 禮成、奏樂   (十三)節目開始(運動員退場) 

   二、閉幕典禮： 

       (一)典禮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成績發表   (七)頒獎    

       (八)主席致詞   (九)禮成 

肆、競賽項目： 

   一、幼稚園：○1 團賽50公尺。 

   二、特教班：○1 50公尺。 

   三、一年級：○1 團賽○2 60公尺。 

   四、二年級：○1 團賽○2 60公尺○3 表演。 

   五、三年級：○1 團賽○2 100公尺○3 班際接力（男女各 7人）。  

   六、四年級：○1 團賽○2 100公尺○3 表演 ○4班際接力（男女各 8人）。 

   六、五年級：○1 團賽○2 100公尺○3 班際接力（男女各 8人）。 

   七、六年級：○1 團賽○2 100公尺○3 表演○4 班際接力（男女各 8人）。 

   八、青、黃大隊接力：三、四、五、六年級。 

   九、來賓趣味競賽、校友接力賽。 

   十、社區及社團表演： 

      （一）獨輪車社（二）直排輪社（二）教師及社區熱舞 

伍、各項錦標計算方法 

   一、個人項目：取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牌。（一、二、三年級每班 5 組；四、五、   

                 六年級每班 6組；幼稚園金 7銀 7銅 14；特教班金 2銀 2銅 4） 

   二、班際接力：取前三名，頒發錦旗。 

   三、團賽：取前三名，頒發錦旗。 

   四、團體競賽總成績：取一名，頒發獎盃一座（各學年團賽皆併入青、黃隊累計計算，   

                      各年級 1、3、5、7、9班為青隊，2、4、6、8班為黃隊），各項     

                      團賽第一名 100分，第二名 70分，第三名 50分。 

   五、生活教育競賽，各學年取一名，頒發錦旗一面。 

 

 



陸、工作分配 

一、會前工作 

項次 職稱/工作項目 負責人 協助人員/完成期限 備註 

1 總策劃 楊雅真校長 蔡琮炫  

2 總指揮 蔡琮炫主任 何傳宇  

3 執行長 何傳宇 訓導處  

4 節目安排 何傳宇 9 月 30 日前完成  

5 大會舞及表演 
二四六 

學年主任 

朱麗芬、李公權、張淑玲 

二、四、六年級師生 

 

6 
校門佈置 

（充氣拱門） 
孫樹弘主任 李易撰、簡全瑩、林淑玲。 

 

7 
前一日司令台(會

場)佈置及紅布條 

孫亦昀主任

賴明塨主任 

張成勇、李盈昇、吳東璧、施杏枝、 

林香吟。 

 

8 海報製作 五、六年級 
每班全開海報一張，並於 10 月 4 日前

布置在各年級櫥窗，其餘交生教組。 

 

9 海報張貼 翁振元 志工學生  

10 獎品準備及包裝 奚美英 志工學生  

11 圍桌子 各班導師 翁振元  

12 班級位置分配 翁振元 9 月 30 日前  

13 請帖印製 賴明塨主任 奚美英  

14 收據印製 家長會會長 家長會  

15 衣服套量及分發 何傳宇 葉貞伶套量及發送，10 月 9 日前。  

16 請帖繕寫及分發 黃紹慈 10 月 2 日前  

17 校內募款 班級導師 家長會、總務處  

18 茶水準備 陳明陽 總務處  

19 招待組組訓 葉貞伶 五、六年級女生每班各一名  

20 糾察隊組訓 翁振元 五、六年級學生每班各一名  

21 醫療器材整補 李昭華 李淑如、志工  

22 分數揭示板及統計 馮淑慧 簡美絹  

23 電器設備 張成勇 李盈昇、吳東璧  

24 便當 家長會 葉貞伶  

25 錦旗獎牌訂製 蔡琮炫主任 何傳宇  

26 
音樂（進退場及節

目進行中） 
楊爵華 曾菀鈴 

 

27 節目表印製 奚美英 10 月 5 日前  

28 帳棚及樂捐板 家長會 黃紹慈  

29 青黃大隊接力組訓 簡全瑩 李易撰  

30 廣播組（司儀） 蔡汶蓁 
楊爵華、曾菀鈴，各班、各活動簡介於

10 月 8 日前完成。 

 

 

 



二、運動會當天工作： 

項次 職稱/工作項目 負責人 協助人員/擔任項目 備註 

1 會長及貴賓接待 楊雅真校長 家長會長  

2 總指揮 蔡琮炫主任 何傳宇  

3 總務及樂捐組 家長會 黃紹慈  

4 膳食組 家長會 葉貞伶  

5 廣播音樂組 楊爵華 曾菀鈴  

 司儀 蔡汶蓁 莊素琴、楊爵華、曾菀鈴  

6 醫護組 李昭華 李淑如、志工  

7 糾察組 翁振元 五、六年級男生每班各一名  

8 招待組（司令台） 蔡琮炫主任 葉貞伶及五、六年級女生各四人  

9 獎品組 賴明塨主任 奚美英  

10 
當日開幕前司令台 

(會場)佈置 

孫亦昀主任

賴明塨主任 

張成勇、李盈昇、吳東璧、施杏枝、 

林香吟、奚美英。 

 

11 團、徑賽發令 

簡全瑩 
幼稚園、特教班徑賽、1 年級徑賽 

2 年級徑賽、3 年級徑賽。 

 

李易撰 4 年級徑賽、5 年級徑賽、6 年級徑賽  

吳東壁 
3、4、5、6班際接力、青黃大隊接力

及社區徑賽。 

 

周坤財 1 至 6 年級團賽發令、  

12 器材組 李盈昇 
陳正博、徐麗華、李政達、謝竣翔、 

張成勇、五年八班學生。 

 

13 終點裁判 

賴明塨 

施杏枝、賴怡伶、李冬青、陳妍臻、

林益秀、志工學生/幼稚園、特教班、

1 年級徑賽、6 年級徑賽、4 年級徑賽 

 

孫亦昀 

吳東壁、謝碧美、王善筠、戴芸如、

林錦、志工學生 /  2 年級徑賽、3 年

級徑賽、5 年級徑賽。 

 

孫樹弘 
張成勇、賴怡伶、李冬青、陳妍臻、 

林益秀/ 3、4 年級班際接力計時裁判 

 

李易撰 

施杏枝、謝碧美、王善筠、戴芸如、 

林錦 / 5、6 年級班際接力、社區徑

賽、青黃大隊接力徑賽計時裁判 

 

14 班際接力區協助 周坤財 林淑玲、林香吟、李淑如  

15 團賽裁判及紀錄 周坤財 林淑玲、林香吟、李淑如  

16 分數統計 馮淑慧 簡美絹  

17 攝影組 翁振元 何傳宇、簡全瑩  

18 茶水供應及補充 陳明陽 總務處  

19 校長室及辦公室 行政室留守 本校 3 位警衛。  

20 社區節目 孫樹弘主任 蔡琮炫主任  

21 生活教育考評 王美瑤主任 王美瑤主任（5、6年級）、  



周嘉藝主任（3、4年級）、 

孫樹弘主任（1、2年級）。 

 

附註： 

（一）各項工作請於 10 月 9日前完成。 

（二）預演時間：第一次：10月 8日（二）---全程 

第二次：10月 9日（三）---重點 

                     第三次：10月 11日（五）---重點缺失（無則免） 

柒、活動經費：由龜山國小家長會預算及各相關補助項下勻之。 

捌、10月 18日（星期五）為補假日。 

玖、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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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訓導主任：          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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