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排球賽賽程表 

比賽日期 組別 隊伍 場地 比分 比數 勝隊 

4/26 

(一) 

男子組 資工 vs 工管 A 25:17、25:23 2:0 資工 

男子組 設計 vs 企管 B 25:14、25:16 2:0 設計 

女子組 休閒 vs 多媒體 C 9:25、14:25 0:2 多媒體 

4/27 

(二) 

男子組 飛機 vs 自動化 A 25:10、25:22 2:0 飛機 

男子組 電機 vs 機電輔 B 21:25、25:18、15:14 2:1 電機 

女子組 企管 vs 應外 C 25:10、25:22 2:0 企管 

4/28 

(三) 

男子組 光電 vs 多媒體 A 25:19、21:25、15:9 2:1 光電 

男子組 動機 vs 農科 B 25:11、25:10 2:0 動機 

女子組 飛機 vs 設計 C 25:18、17:25、12:15 1:2 設計 

4/29 

(四) 

男子組 材料 vs 電子 A 25:24、25:20 2:0 材料 

男子組 休閒 vs 資管 B 25:24、25:23 2:0 休閒 

4/30 

(五) 

男子組 工管 vs多媒體 A 21:25、25:19、15:10 2:1 工管 

男子組 設計 vs 動機 B 25:22、25:17 2:0 設計 

女子組 多媒體 vs 財金 C 25:23、25:23 2:0 多媒體 

5/3 

(一) 

男子組 飛機 vs 材料 館內(A) 24:25、25:16、15:10 2:1 飛機 

男子組 電機 vs 休閒 館內(B) 25:13、25:21 2:0 電機 

5/4 

(二) 

男子組 資工 vs 光電 館內(A) 21:25、15:25 0:2 光電 

男子組 企管 vs 農科 館內(B) 25:23、21:25、15:7 2:1 企管 

5/5 

(三) 

男子組 自動化 vs 電子 館內(A) 25:20、25:22 2:0 自動化 

男子組 機電輔 vs 資管 館內(B) 20:25、25:16、15:11 2:1 機電輔 

5/6 

(四) 

女子組 企管 vs 農科 館內(A) 25:3、25:1 2:0 企管 

女子組 飛機 vs 材料 館內(B) 25:15、25:17 2:0 飛機 

5/7 

(五) 

女子組 休閒 vs 財金 館內(A) 13:25、8:25 0:2 財金 

女子組 應外 vs 農科 館內(B) 25:21、25:15 2:0 應外 

5/10 

(一) 

男子組 資工 vs 多媒體 館內(A) 25:24、21:25、10:15 1:2 多媒體 

男子組 設計 vs 農科 館內(B) 25:14、25:19 2:0 設計 

5/11 

(二) 

男子組 飛機 vs 電子 館內(A) 23:25、25:15、15:8 2:1 飛機 

男子組 電機 vs 資管 館內(B) 25:19、25:23 2:0 電機 

5/12 

(三) 

男子組 光電 vs 工管 館內(A) 25:13、25:22 2:0 光電 

男子組 動機 vs 企管 館內(B) 22:25、25:9、11:15 1:2 企管 

5/13 

(四) 

男子組 材料 vs 自動化 館內(A) 18:25、21:25 0:2 自動化 

男子組 休閒 vs 機電輔 館內(B) 21:25、24:25 0:2 機電輔 



男生組【決賽】各取一名 

5/13(四)中午場次比賽完進行抽籤 

5/14 

(五) 
女子組 設計 vs 材料 館內(A) 25:18、25:10 2:0 設計 

女生組【決賽】各取兩名 

5/14(五)中午場次比賽完進行抽籤 

10/26 

(二) 

女子組 

(十) 
財金 vs 應外 室外(C) 財金棄賽 0:0 應外 

男子組 

(二十五) 
光電 vs 電機 室外(A) 20:25、30:32 0:2 電機 

10/28 

(四) 

女子組 

(十一) 
設計 vs 飛機 室外(C) 21:25、20:25 0:2 飛機 

男子組 

(二十六) 
飛機 vs 設計 室外(A) 25:15、19:25、15:11 2:1 飛機 

10/29 

(五) 

女子組 

(十二) 
企管 vs 應外 館內(B) 25:23、25:19 2:0 企管 

男子組 

(二十七) 

光 電 v s 設 計 

男 子 組 季 軍 賽 
館內(A) 22:25、25:20、15:9 2:1 光電 

11/2 

(二) 

女子組 

(十三) 
飛 機 v s 多 媒 體 系 館內(B) 25:6、25:7 2:0 飛機 

男子組 

(二十八) 

電 機 v s 飛 機 

男 子 組 冠 軍 賽 
館內(A) 13:25、18:25 0:2 飛機 

11/4 

(四) 

女子組 

(十四) 

應 外 v s 多 媒 體 

女 子 組 季 軍 賽 
館內(A) 25:12、25:18 2:0 應外 

11/5 

(五) 

女子組 

(十五) 

企 管 v s 飛 機 

女 子 組 冠 軍 賽 
館內(A) 25:18、13:25、15:7 2:1 企管 

《預賽》賽程 No Duce，《決賽》才有 Duce。 

                  

    男子組 冠軍:飛機工程系           女子組 冠軍:企業管理系 
  亞軍:電機工程系                  亞軍:飛機工程系 

      季軍:光電工程系                  季軍:應用外語系 
      殿軍:機械設計系                  殿軍:多媒體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