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全校拔河比賽總賽程表 

場次 組別 日期 比賽隊伍 比數 勝隊 

(一) 新生男子組 10/21 四電機一乙 vs 四光電一乙 2:0 四電機一乙 

(二) 新生男子組 10/21 四自動一甲 vs 四企管甲乙聯隊 2:0 四自動一甲 

(三) 新生男子組 10/21 二多媒一甲 vs 四電子一甲 1:2 四電子一甲 

(一) 女子組 10/21 四休閒一甲 vs 四企管二甲 0:2 四企管二甲 

(四) 新生男子組 10/22 四飛機一乙 vs 四資管一甲 2:x 四飛機一乙 

(五) 新生男子組 10/22 四材料一乙 vs 四動機一乙 0:2 四動機一乙 

(六) 新生男子組 10/22 四資工一甲 vs 四設計一乙 X:2 四設計一乙 

(二) 女子組 10/22 飛機系聯隊 vs 四企管一乙 2:0 飛機系聯隊 

(七) 新生男子組 10/23 四車輛一甲 vs 四機電輔一乙 2:0 四車輛一甲 

(八) 新生男子組 10/23 四設計一甲 vs 四財金一甲 2:0 四設計一甲 

(九) 新生男子組 10/23 二電子一甲 vs 四工管一甲 0:2 四工管一甲 

(五) 女子組 10/23 四企管二甲 vs 四應外一甲 2:0 四企管二甲 

(十) 新生男子組 10/24 四航機一甲 vs 四多媒一甲 2:0 四航機一甲 

(十一) 新生男子組 10/24 四光電一甲 vs 四航電一甲 0:2 四航電一甲 

(十二) 新生男子組 10/24 四車輛一乙 vs 四材料一甲 0:2 四材料一甲 

(四) 女子組 10/24 四應外二乙 vs 四企管一甲 X:2 四企管一甲 

(十三) 新生男子組 10/25 二電機一甲 Vs 四電機一甲 2:0 二電機一甲 

(十四) 新生男子組 10/25 五精一甲 vs 四機電輔一甲 0:2 四機電輔一甲 

(十五) 新生男子組 10/25 四工管一乙 vs 二專電子一甲 1:2 二專電子一甲 

(三) 女子組 10/25 四工管一甲 vs 四財金一甲 2:1 四財金一甲 

(十六) 新生男子組 10/28 四航電一乙 vs 四電機一乙 0:2 四電機一乙 

(十七) 新生男子組 10/28 四自動一甲 vs 四電子一甲 2;0 四自動一甲 

(十八) 新生男子組 10/28 四飛機一乙 vs 四動機一乙 2:1 四飛機一乙 

(十九) 新生男子組 10/28 四設計一乙 vs 四車輛一甲 2:0 四設計一乙 

(二十) 新生男子組 10/29 四設計一甲 vs 四工管一甲   

(二十一) 新生男子組 10/29 四航機一甲 vs 四航電一甲   

(二十二) 新生男子組 10/29 四材料一甲 vs 二電機一甲   

(二十三) 新生男子組 10/29 (四機電輔一甲 vs 二專電子一甲   

(二十四) 新生男子組 10/30 (十六)勝 vs (十七)勝   

(二十五) 新生男子組 10/30 (十八)勝 vs (十九)勝   

(二十六) 新生男子組 10/30 (二十)勝 vs (二十一)勝   

(二十七) 新生男子組 10/30 (二十二)勝 vs (二十三)勝   

(二十八) 新生男子組 10/31 (二十四)勝 vs (二十五)勝   

(二十九) 新生男子組 10/31 (二十六)勝 vs (二十七)勝   

(六) 女子組 10/31 (四)勝 vs (三)勝   

(七) 女子組 10/31 (二)勝 vs (五)勝   

(八) 
女子組 

季軍賽 
11/1 (六)敗 vs (七)敗   

(三十) 
新生男子組 

季軍戰 
11/1 (二十八)敗 vs (二十九)敗  

 



(九) 
女子組 

冠軍戰 
11/1 (六)勝 vs (七)勝   

(三十一) 
新生男子組 

冠軍戰 
11/1 (二十八)勝 vs (二十九)勝   

※比賽場地：田徑場司令台前草地舉行，裁判請於 12點 10分開始點名（田徑場司令台前），12 點 20 點名完畢，開始比賽。 

※若有隊伍遲到，則將該場次挪至當天最後一場，唯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該隊仍未出現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