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簡章 

一、 宗旨：為推展游泳競技運動，提昇游泳技能水準，發掘優秀游泳選手，增進

賽會切磋經驗。  

二、 指導單位 :臺北巿政府體育局  

三、 主辦單位 :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四、 協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體育會 

五、 贊助單位：D-Live運動世界、寶礦力水得、悅氏礦泉水 

六、 參加資格：國內、外個人，均可報名參加。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年 9月 21日截止報名。  

八、 比賽時間：09:00-17:00 

九、 比賽日期：107年 9月 29日  

十、 活動地點：臺北市正運動中心游泳池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1號 

 02-2396-3358#108  

十一、 報到時間：107年 9月 29日上午 7:00辦理報到，上午 9:00開始比賽。 

（報到地點：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B1泳池櫃台）  

十二、 報名辦法：  

1. 免報名費用，線上及現場報名:報名地點-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1號 B1

泳池櫃台。 https://goo.gl/r5QPH3 (線上報名網址) 

2. 報名表須詳列單位選手聯絡地址、姓名、電話、出生日期、組別，選手如



於競賽時發生爭議，無法提出證明者，取消其參賽格。  

3. 本次賽會不提供代訂選手便當服務。  

4. 游泳池開放練習時間為 9月 29日早上 07:00~08:30，請各單位於開放時間

內練習。(請各單位遵守並注意安全，請所有進入游泳池之人員，務必脫鞋

後再進入)  

5. 因響應環保，將不發放秩序冊，請於 http://www.tpejjsports.com.tw/ 下

載秩序冊後自行影印。 

6. 本次賽事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如「參與賽事之人員依個人需求，可

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7.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參與者所填具之相關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活動賽事

使用。  

8. 查詢專線：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02-2396-3358#108  

十三、 參賽歲級（計分男、女組）：  

（1）成人組(18歲-34歲組、35歲以上) （2）學齡前 6歲以下組 （3）國小

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4) 國中組 

十四、 比賽項目：  

(1) 成人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蛙式 

(2) 學齡前 6歲以下組：25公尺自由式、25公尺自由式打水 

(3) 國小低年級組：25公尺自由式、25公尺仰式、25公尺蛙式、25公尺蝶

http://www.tpejjsports.com.tw/


式、4x25公尺自由式男/女接力 

(4) 國小中年級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仰式、50公尺蛙式、50公尺蝶

式、4x50公尺自由式男/女接力 

(5) 國小高年級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仰式、50公尺蛙式、50公尺蝶

式、4x50公尺自由式男/女接力 

(6) 國中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仰式、50公尺蛙式、50公尺蝶式 

    ※(同一歲級才可報於同一組，不可跨組報名) 。 

十五、 比賽項目每人至多參加二項（接力比賽除外）、本比賽一律採計時決賽，賽

後舉行頒獎典禮。接力賽每單位限報名二隊，人數不足，不得報名，其他

項目報名人數不限。 

十六、 獎勵辦法：  

(1) 前 450 名報名者，可得到 參加獎一份。  

(2) 個人項目前三名頒發獎品、獎狀，前六名頒發獎狀。  

(3) 接力賽前三名頒發獎品、獎狀。  

(4) 參賽選手不得越級或降級報名，如有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違規事項，取消

參賽資格。  

(5) 報名項目未達三名，不頒發獎品，只頒發獎狀。  

(6) 報名項目只有三名者，只頒發第一名獎品，其餘頒發獎狀。  

十七、 競賽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訂之最新游泳規則。  



十八、 比賽爭議之判定與申訴：  

(1)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或有關同樣意義之註明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

出抗議。  

(2) 申訴應以書面方式在該項比賽後三十分鐘內提出，向裁判長正式提出，交由

審判委員會處理，並以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  

(3) 競賽過程中如發生爭議時，參賽選手、隊職員及家長不得當場質詢裁判或故

意妨礙、延誤比賽或 擾亂會場，如經由大會工作人員、裁判或審判委員當

場勸導無效，未於 10 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 該隊之參賽資格並驅離競

賽場地。  

※備註說明：比賽如遇天災影響賽程則當日活動取消。 

十九、 比賽流程:附件  

二十、 本辦法自公布日後實施。如遇賽會相關事項變更時，即公布於臺北市中正

運動中心或請至網 http://www.tpejjsports.com.tw/ 查詢。  

 

 

 

 

 

 



 

107年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比賽流程 

 

107 年 9月 29 日上午 7:00起於 B1櫃台辦理報到，領取參加獎 

8:30選手集合檢錄 

9:00開始比賽  

※以下依序 

項次 

     女子組 
項目 

項次 

      男子組 

1 18歲-34歲組 50公尺蛙式 2 

3 35歲以上組 50公尺蛙式 4 

5 18歲-34歲組 50公尺自由式 6 

7 35歲以上組 50公尺自由式 8 

9 6歲以下組 25公尺自由式打水 10 

11 6歲以下組 25公尺自由式 12 

13 國小低年級組 25公尺仰式 14 

15 國小低年級組 25公尺蛙式 16 

17 國小低年級組 25公尺自由式 18 

19 國小低年級組 25公尺蝶式 20 

21 國小低年級組 4X25公尺自由式接力 22 



23 國小中年級組 50公尺仰式 24 

項次 

     女子組 
項目 

項次 

      男子組 

25 國小中年級組 50公尺蛙式 26 

27 國小中年級組 50公尺自由式 28 

29 國小中年級組 50公尺蝶式 30 

31 國小中年級組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 32 

33 國小高年級組 50公尺仰式 34 

35 國小高年級組 50公尺蛙式 36 

37 國小高年級組 50公尺自由式 38 

39 國小高年級組 50公尺蝶式 40 

41 國小高年級組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 42 

43 國中組 50公尺仰式 44 

45 國中組 50公尺蛙式 46 

47 國中組 50公尺自由式 48 

49 國中組 50公尺蝶式 50 

 

備註:成人組及學齡前組每一項參賽人數限 10名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個人項目參賽人數限 10名 接力項目限 5隊 



107年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申訴書 

日期:民國 107 年 9 月 29日 

地點: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游泳池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一號 

選手姓名  

參加組別  

申訴事項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申 

訴 

內 

容 

 

申訴人簽名：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02-2396-3358#108  泳池部 

 107年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個人賽報名表 

姓名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    / 

連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連絡信箱  連絡人電話  

組別 

□成人組 18歲~34歲組        □成人組 35歲以上 

□學齡前 6歲以下組           □國中組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項目 

(每人至多兩項、

接力比賽除外) 

成人組、國小中高年級組、國中組 

□自由式   □仰式   □蛙式   □蝶式   

學齡前組 

□學齡組 25公尺自由式   □學齡組 25公尺浮板打水 

泳池承辦人: 

(本中心收執聯) 

---------------------------------------------------------- 

(報名人收執聯) 

姓名：         已報名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組別：□成人組 18歲~34歲組  □成人組 35歲以上  □學齡前 6歲以下組 

       □國中組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項目：                           

比賽日期為 107年 9月 29日 ，務必穿著泳裝、泳帽、 

蛙鏡。請選手攜帶泳具並於報到時間至 B1泳池櫃台報到 

若有問題請來電洽詢，感謝您的配合。 

 



連絡電話：02-2396-3358#108  泳池部 

107年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接力賽報名表 

隊伍名稱  

組別 
□國小低年級 4X25公尺自由式接力 

□國小中年級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 

□國小高年級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 

□男子組 

□女子組 

聯絡人  
TEL  

信箱  

編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齡 

1     

2     

3     

4     

泳池承辦人: 

(本中心收執聯) 

---------------------------------------------------------- 

(報名人收執聯) 

隊伍：         已報名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 

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項目：自由式接力  

比賽日期為 107年 9月 29日 ，務必穿著泳裝、泳帽、 

蛙鏡。請選手攜帶泳具並於報到時間至 B1泳池櫃台報到 

若有問題請來電洽詢，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