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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高雄．體感智崴～2018教育局長盃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計畫書 

一、目的：籃球是最普及的校園與社區運動，籃球鬥牛更是組隊門檻低，

最受青少年熱愛的活動。本項比賽分為推廣組及公開組，可

同時提供校隊選手與籃球素人的競技舞台，展現自信，提升

自我體能，培養正當休閒運動習性，並藉由同儕間揪團參賽，

培養正常人際互動關係，為自己未來人生作準備。本活動亦

為暑期首場青少年籃球競賽活動。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小港區體育會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T.B 台灣籃球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五、贊助單位：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六、比賽日期及時間： 

107年6月30日、7月1、2日（星期六、日、一）共3日。 

七、比賽地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體育館及戶外籃球場（小港區學府

路115號）。 

八、比賽組別及參賽對象、資格限制： 

（一）推廣組: 就讀高雄市學校，符合各組別年齡之在學學生，可不

同學校跨校組隊(惟均須為高雄市各級學校學生)。 

（二）公開組:具以下身份者，限報公開組 

1、非高雄市各級學校學生。(外縣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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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學年度國中及高中籃球聯賽甲組球隊12人名單。 

3、106學年度高雄市體促盃籃球賽國中及高中組前3名球隊登

錄比賽球員。 

九、比賽組別、隊數： 

分為國小組、國一男子組、國二男子組、國中女子組、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以上為推廣組)、國中男子公開組、高中男子公開組

(以上為公開組)，共計8組，總隊數預計504隊，總人數2016位選手，

以實際報名隊數為準，額滿提前截止，以下各組隊數為預估受理隊

數，在總隊數504隊額度內，主辦單位可依實際報名隊數調整各組參

賽隊數。 

（一） 推廣組：資格限制請參閱第八點 

1. 國小組： 

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學生為限，含106學年度國小畢業生(94年9月

2日以後出生者)，參賽隊數預計48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2. 國一男子組： 

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為限，限107年7月以後國一升國二學生，

參賽隊數預計72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3. 國二男子組： 

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為限，限107年7月以後國二升國三學生，

參賽隊數預計96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4. 國中女子組： 

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為限，限107年7月以後國一升國二或國

二升國三學生，參賽隊數預計48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5. 高中男子組： 

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為限（含107年6月以後國中畢業生升

高一學生、五年制專科學校升專一生，但不含高三畢業生及專三

升專四以上學生），參賽隊數預計120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6. 高中女子組： 

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為限（含107年6月以後國中畢業生升

高一學生、五年制專科學校升專一生，但不含高三畢業生及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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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專四以上學生），參賽隊數預計48隊，額滿截止。取前8名。 

（二）公開組：資格限制請參閱第八點 

1. 國中男子公開組： 

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限107年7月以後國一升國二或國二升

國三學生，參賽隊數預計36隊，額滿截止。取前6名。 

2. 高中男子公開組： 

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為限。（含107年6月以後國中畢業生升

高一學生、五年制專科學校升專一生，但不含高三畢業生及專三

升專四以上學生），參賽隊數預計36隊，額滿截止。取前6名。  

（三）每隊正式選手3人、預備選手1人，每人僅能代表一隊參賽。嚴禁

冒名頂替，若經大會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隊比賽資格，如有得獎，

撤銷其名次並追回獎項。得獎名次在大會所有賽程結束前撤銷者，

其餘名次依序遞補，反之，名次不再更動，不得異議。 

十、報名費用：（贈送超值紀念品） 

  每人報名費100元，報名表以隊為單位受理，即隊員3人報名費為300

元，隊員4人報名費為400元，每人送參賽紀念運動排汗衫1件及礦泉

水1瓶、體育用品社商品七折折扣券。報名者視為同意本館將其個人

姓名揭露於本館網站或相關資料上。報名表須填寫完整，報名表不

足時請自行影印。 

（一）報名日期： 

107年5月23日（三）起至6月13日(三)止，額滿提前截止。非在報

名期間內報名者不予受理。 

（二）親自報名： 

週一至週五08:30-11:50；13:30-17:20至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文

化藝術大樓2樓洽研究推廣組報名（小港區學府路115號）。本館為

方便學生報名，特於平常日5月28日（一）、29日（二）二天夜間

18:00-21:00，及假日6月9日（六）08:30-11:50；13:30-17:00；

18:00-21:00派專人受理報名事宜。 

（三）通訊報名： 

填妥報名表後連同報名費，以掛號或郵局現金袋郵寄至：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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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區（郵遞區號81255）學府路115號『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研

究推廣組』收（請在信封上註明：報名籃球比賽）。通訊報名者，

報名費收據於報到時統一發給。 

（四）依報名順序受理（即依親自或郵寄送達本館之時間為準，非郵戳

日期），額滿即截止收件。本館網站將於6月11日後公布已報名成

功之隊伍並且不定時更新，請留意本館網站最新消息。 

（五）所需證件： 

請於比賽當日務必攜帶學生證正本或附有相片之相關證明文件正

本（國小生憑健保卡、國三升高一生無學生證可憑身分證或健保

卡驗證），以便檢錄時查驗身分，未攜帶證件者視為棄權。 

（六）洽詢電話：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研究推廣組（07）8034473轉206。 

十一、抽籤（比賽順序）： 

（一） 抽籤日期：107年6月20日（三）上午10點。 

（二）抽籤地點：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2樓會議室，各參賽隊伍得派員到場抽籤，恕

不另函通知，未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提出異議（抽籤結

果三日內公布於社教館網站 http://www.kmseh.gov.tw）。 

十二、比賽制度： 

各組預賽以分組淘汰賽（3隊晉級1隊）為原則，每隊至少比賽2場

（2隊一組時比賽2次），並視報名隊數，另行公告詳細比賽制度。

各組報名隊數未滿8隊時該組不舉行比賽。 

十三、比賽規則： 

採用 FIBA 三對三籃球最新規則，預賽及複賽比賽時間為8分鐘，8

強決賽比賽時間12分鐘；預賽循環賽若得分先達到8分(複賽為10

分及決賽為12分)者即為勝隊。因新規則有關進攻犯規及計分方式

已大幅修正，詳細比賽規則將於比賽前5日公布於社教館網站

（www.kmseh.gov.tw）及比賽當天領隊會議時說明。 

十四、獎勵方式： 

（一）凡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賽之得獎隊伍，依「高雄市各級學校及幼

http://www.kmse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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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二之（一）規定辦理敘獎：「參

加全市比賽獲第一名者，指導人員或教練各嘉獎一次，惟應核實列

報，但組隊參加同一比賽及項目連續二次獲第二名者或連續三次獲

第三名者，指導人員或教練得比照獲第一名者各嘉獎一次。」 

（二）本項比賽納入「高雄區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高雄市學

習領域競賽表現採計參考項目」健體類。各組視報名隊數定錄取名

次：12隊(含)以下取3名，13至20隊取4名，21至36隊取6名，37隊

(含)以上取8名，優勝隊伍各頒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以資鼓勵。 

（三）獎金： 

   1.國小組、國一男子組、國二男子組、國中女子組、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以上各組取前8名，獎金如下： 

第1名3,000元、第2名2,500元、第3名2,000元 

第4名1,500元、第5-6名1,000元、第7-8名800元 

 

   2.國中男子公開組、高中男子公開組：以上各組取前6名，獎金如

下： 

第1名6,000元、第2名5,000元、第3名4,000元 

第4名3,000元、第5-6名2,000元 

十五、申訴： 

對選手資格及比賽有異議，應於比賽當時立即有禮貌的向裁判提

出，經大會召開審判委員會議(審判長、裁判長、裁判)後由裁判

宣布即為終決，賽後不得再行抗議。 

十六、注意事項： 

（一） 各男子組選手應於6月30日（六）上午08：00至08：30完成報到程

序，領隊會議及規則講解於08：30-08：50在本館演藝廳進行，請

各隊隊長或派一名選手務必參加。09：00務必全員至本館體育館

參加開幕典禮，未報到者以棄權論。 

（二） 各女子組選手於7月1日(日)上午08：10至08：40完成報到程序，

08：40至08：55統一進行規則講解，請各隊隊長或派一名選手務

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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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參賽選手出賽時，應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違反者不得出賽。 

（四） 嚴禁同時報名兩隊，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該選手及其所屬球隊之參

賽資格。 

（五） 參賽選手請於比賽當日攜帶學生證正本(或其他附有相片之相關證

明文件正本，如身分證、健保卡等)，以便查驗身分，違者以棄權

論。 

（六） 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

之責任所造成之傷亡（例如個人疾病或練習及比賽過程中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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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比賽期間應服從裁判之判決並遵守運動員之精神，如有嚴重違反

運動道德之行為時（例如不服從裁判進而挑釁等情形），取消其所

屬隊伍比賽資格，並函請就讀學校議處。 

（八） 參賽選手請自備毛巾、午餐及茶水(大會贈送600ML 礦泉水1瓶)。 

（九） 每隊選手最多有4名，預賽原則上每隊打2場，若第1天預賽第1場

檢錄時有選手因為特別原因致無法到場時（例如：上午看病，下

午才能來），第2場預賽同意其下場比賽。 

（十） 活動有任何訊息及更新皆會在網站公告，請選手隨時留意本館網

站 最 新 消 息 ， 以 掌 握 最 新 比 賽 訊 息 ， 網 址

http://www.kmseh.gov.tw。 

十七、代訂便當服務：比賽日中午若需代訂便當，請於當日10點前至大

會服務台登記。 

十八、本計畫報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

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公布之。 

 

 

 

 

 

 

http://www.kmse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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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編號：        

飛越高雄．體感智崴～2018教育局長盃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報名表 

組  別 

請打(V) 

推廣組：☐國小組 ☐國一男子組 ☐國二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公開組：☐國中男子公開組 ☐高中男子公開組 

隊  名 
 

(※隊名最多6個字，含英文字母及符號。 
如有不雅文字或意涵，主協辦單位有權逕行更改) 

指導 
老師 
(若無,可免填) 

學校  

姓名  

電話  

球  員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生 日 
運動排汗

衫尺寸 

本人連絡電話 

(手機優先) 班 級 

隊 長   
 

年 月 日   
 年  班 

隊員二   
 

年 月 日   
年  班 

隊員三   
 

年 月 日   
年  班 

隊員四 

(無，可免填) 
  

 
年 月 日   

年  班 

隊長地址(必填)  

隊長手機(必填)  隊長 e-mail  

注 

意 

事 

項 

1、請自行組隊，正式隊員3名、預備隊員1名，並詳填本表各欄資料。 
2、報名費用：每人報名費100元，報名表以隊為單位受理，即隊員3人報名費為300元，隊員4

人報名費為400元，每人送參賽紀念運動排汗衫1件及礦泉水1瓶、舒邁體育用品社商品七折
折扣。報名者視為同意本館將其個人姓名揭露於本館網站或相關資料上。報名表不足時請
自行影印。 

3、報名資格限制：未符合各組參賽資格者，不得報名參賽。嚴禁冒名頂替，若經大會查證屬
實者，取消該隊比賽資格，如有得獎，撤銷其名次並追回獎項。 

4、各參賽選手出賽時，應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違反者不得出賽。 
5、本活動係為激烈運動，請自行考量身體狀況並徵求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後再行報

名。 
6、每一欄位都必須填寫齊全，報名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7、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之責任所造成之傷亡（例

如個人疾病或練習及比賽過程中的運動傷害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
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運動排汗衫 
尺寸 XS S M L XL 2L 3L 4L 

胸圍（英吋）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胸圍（公分） 86 91 97 102 107 112 117 122 

※參賽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正本或附有相片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