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中壢市長盃「無敵球王鬥牛賽」活動辦法     102.05.15 

一、目    的：為加強社區體育活動，增強民眾體質及健壯民眾體魄，提倡籃球運動風氣，    

              藉以提高籃球技術水準，並培養正當休閒活動，促進社會青年情感及兩性之 

              交流。 

二、主辦單位：桃園縣中壢市公所。 

三、指導單位：桃園縣中壢市民代表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縣立龍岡國民中學。 

五、比賽日期：102 年 7月 6、7、13 及 14 日(星期六、星期日；視報名隊數由大會調整比賽

時間)。 

六、比賽地點：中正公園籃球場。 

七、比賽組別： 

(一)壯年組：凡年滿 40 歲以上〈民國 62 年 7 月 31 日以前出生〉之民眾均可參加。 

(二)社會組：凡年滿 20 歲以上〈民國 82 年 7 月 31 日以前出生〉之民眾均可參加。 

(三)青年組：凡年滿 20 歲以下〈民國 82 年 7 月 31 日以後出生〉之民眾均可參加。 

(四)青少年組：凡年滿 16 歲以下〈民國 86 年 7 月 31 日以後出生〉之民眾均可參加。 

(五)少年組：凡年滿 13 歲以下〈民國 89 年 7 月 31 日以後出生〉之民眾均可參加。 

(六)混合組：凡包含 1 名女性之團體(不限年齡)均可參加。 

(七)政府機關(含學校)及媒體組： 

1. 政府機關(含學校)人員：政府機關(含學校)其中一人須為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男女

不拘、不限年齡自行組隊，另請依附件二填妥在職證明。 

2. 任職新聞媒體或大眾媒體之工作人員：比賽當日請攜帶證件，以備查驗。 

(八)選手不得跨組、跨隊報名。 

(九)如各組隊數未滿 15 隊，大會可自行並組比賽。 

八、報名辦法： 

(一)自即日起至 10101010222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請逕至 163.24.40.16/b3163.24.40.16/b3163.24.40.16/b3163.24.40.16/b3 網站登入會員後，點選無

敵球王報名，並請記住帳號密碼，同時自行檢查組別、隊員是否正確，大會不予審核

需自行負責。亦可在期限內修改報名狀況。 

(二)報名後即可於該網站顯示報名狀況。 

(三)凡報名參加並參賽者，每人即可獲得運動 T 恤一件；另本賽事免收報名費免收報名費免收報名費免收報名費。 

(四)如對以上報名有相關疑問者，請洽本所民政課陳姿佐小姐，聯絡電話 03-4271801 轉

4321、0912-089-532 或洽桃園縣立龍岡國民中學鄧月鳳老師，電話：0937-129-228。 

九、比賽制度： 

(一)預賽：各組別，採分組單循環賽制，每組 3 隊循環，若分組 2 隊採二賽制，取一名參

加複賽。 

(二)複賽：各組別，採單淘汰賽制。 

(三)決賽：各組別，取八隊分兩組循環，各組一、二名交叉循環(1-4 名)，三、四名交叉

循環(5-8 名)。 

(四)賽制因參賽隊伍隊數多寡，大會有權更改之。 

十、抽籤會議參賽會議： 



(一)102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假市公所一樓中庭舉行，請參賽隊伍派一員參加

會議，不另行文。抽籤未出席單位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抽籤結果於 7 月 3 日中午

12：00 公告於中壢市公所及報名網站 163.24.40.16/b3163.24.40.16/b3163.24.40.16/b3163.24.40.16/b3。 

(二)報名截止日，一律不得更改選手名單。 

十一、比賽規則：如附件一。 

十二、參加經費：各隊自理。（由大會提供參賽選手於活動期間平安保險之費用）。 

十三、獎    勵：每組 1-8 名每人皆頒發獎狀一張，1-4 每人名額外頒發獎牌一面，另獎金  

額度如下： 

(一)每組報名隊數 300 隊以上，獎金如下： 

    第一名：30,000 元。第二名：20,000 元。 第三名：10,000 元。 第四名： 8,000 元。 

    第五名：6,000 元。 第六名：5,000 元。 第七名：4,000 元。  第八名：3,000 元。 

(二)每組報名隊數 200 隊以上(200-299) ，獎金如下： 

    第一名：20,000 元。第二名：10,000 元。 第三名：8,000 元。 第四名： 6,000 元。 

      第五名：5,000 元。 第六名：4,000 元。 第七名：3,000 元。  第八名：2,000 元。 

(三)每組報名隊數 100 隊以上(100-199) ，獎金如下： 

      第一名：10,000 元。 第二名：8,000 元。 第三名：6,000 元。 第四名： 5,000 元。 

      第五名：4,000 元。  第六名：3,000 元。 第七名：2,000 元。 第八名：1,500 元。 

(四)每組報名隊數 50 隊至 99 隊，獎金如下： 

      第一名： 8,000 元。 第二名： 6,000 元。 第三名：5,000 元。 第四名： 4,000 元。 

      第五名：3,000 元。  第六名：2,000 元。 第七名：1,500 元。 第八名：1,000 元。 

(五)每組報名隊數未達 50 隊，獎金如下： 

    第一名：5,000 元。 第二名： 4,000 元。 第三名：3,000 元。 第四名： 2,500 元。 

    第五名：2,000 元。 第六名：1,500 元。 第七名：1,000 元。 第八名：800 元。 

十四、附    則： 

(一)所有參賽者比賽當天需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正本)報到檢錄，足以證明身份且貼有相

片之文件（例：駕照、健保卡、在學證明、護照…），以備查證，未攜帶者不得出場比

賽。 

(二)球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發覺即取消該隊比賽資格（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32323232 強隊伍強隊伍強隊伍強隊伍，，，，比賽前大會比賽前大會比賽前大會比賽前大會

主動核對參賽球員名單主動核對參賽球員名單主動核對參賽球員名單主動核對參賽球員名單）。 

(三)球員一人不能同時代表兩隊，如有違者，即取消第二出場球隊之比賽資格。 

(四)球員出賽應穿著同色系運動服裝參加比賽。 

(五)各組均使用相同之場地與規則。僅少年組使用 5 號球；其他組別使用 7 號球。 

(六)主辦單位有權依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縮縮短賽程或延期舉行。 

(七)本辦法隨時修訂之。 

 

※ 7777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4141414 時於中正公園時於中正公園時於中正公園時於中正公園舉辦開幕典禮舉辦開幕典禮舉辦開幕典禮舉辦開幕典禮，，，，於現場舉行於現場舉行於現場舉行於現場舉行趣味三分線投趣味三分線投趣味三分線投趣味三分線投

籃籃籃籃及灌籃大賽及灌籃大賽及灌籃大賽及灌籃大賽，，，，獲獎者贈送名牌籃球獲獎者贈送名牌籃球獲獎者贈送名牌籃球獲獎者贈送名牌籃球1111顆或紀念品顆或紀念品顆或紀念品顆或紀念品((((數量有限數量有限數量有限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送完為止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102 年中壢市長盃「無敵球王鬥牛賽」競賽規則 
一、初賽每場比賽時間為 7 分鐘〈不停錶〉。一隊先得 11 分（含）以上或兩隊比數相差六分，

比賽結束；決賽每場比賽時間為 8 分鐘(比賽時間皆不停錶，受傷才停錶)。一隊先得 13

分（含）以上或兩隊比數相差七分，比賽結束。若得分相同，進入延長賽，先得分隊伍

獲勝，比賽即結束，不採罰球 PK 制。 

二、所有比賽均以 3 人開始，球賽進行中某隊少於 2 人時則判定失敗。 

三、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之，獲發球權方於 3 分線外頂端發球。 

四、每次投球中籃得分後均交換控球權。 

五、三分線外投籃命中得 3 分，其餘投籃命中得 2 分，罰球命中每球 1 分。 

六、遇雙方爭球時，採猜拳方式決定之。 

七、個人犯規累計 3 次判罰離場，且團隊犯規第 4 次起，則進行罰球 2 次，罰球最後一次若

沒中籃，罰球方搶得籃板球後，可直接投籃。 

八、防守方搶得籃板球或抄截成功，須將球傳出或運出 3 分線外後（單腳接觸線），方可攻籃。 

九、對投籃動作中的球員犯規時，如球進，得分算，須加罰，且犯規累計至團隊犯規次數。 

十、發球者，不得投籃，經裁判遞交球後須 5 秒內將球傳出或運球；違者判違例。 

十一、預賽不得暫停，決賽可暫停乙次，暫停時間三十秒，比賽時間停錶。 

十二、受傷流血的球員必須下場治療。 

十三、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按照國際籃總 (FIBA)最新國際籃球規則執行。 

十四、附則： 

(一)各隊須於表定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至服務組報到，如逾時未到以棄權論；大會賽程時間

以當日公佈為準，必要時得宣佈提前或延後比賽。 

(二)報到與出賽時，須攜帶證件(正本)以備查驗，全隊若有任何一員未攜帶，則該員不得

出賽。 

(三)各隊比賽人數以 3 人為限，可設 1 名替補球員。嚴禁跨隊或冒名頂替，違者取消相關

隊伍之資格。比賽中球員必須在獲得進攻權之死球狀態始得請求替補。 

(四)對球員資格有異議時，應於兩隊進行比賽前提出，該場比賽後提出則不予受理。提出

資格審查時，抗議及被抗議兩隊雙方所有隊員均需出示身份證明(正本)，若任一隊之

任一球員於表定時間內無法提出有效資格證明或任一隊資格不符，立即取消該球員或

該隊比賽資格，由對方獲勝；若兩隊皆不符資格或無法提出證明，則由裁判宣佈沒收

比賽。 

(五)參賽的球隊請於賽前五分鐘到比賽場地記錄台檢錄,比賽表定時間到，球隊未到場或不

足 3 人，判令棄權,不得異議。 

(六)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及缺乏運動精神之行為，均可由裁判取消

其參賽資格。 

(七)抗議：若在比賽終了時，球隊認為某件事有損其權益時，該隊隊長應立即通知裁判提

出異議且隊長在比賽紀錄表簽名；並於比賽後 10 分鐘內提出書面抗議並繳交保證金新

台幣 3000 元，抗議不成立保證金沒收，成立退回保證金。 

(八)請參賽選手研讀比賽規則，比賽時裁判不講述規則。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隨時修定之。 

 



附件二 101010102222 年中壢市長盃年中壢市長盃年中壢市長盃年中壢市長盃「「「「無敵球王鬥牛賽無敵球王鬥牛賽無敵球王鬥牛賽無敵球王鬥牛賽」」」」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含學校含學校含學校含學校))))組組組組        

在職證明在職證明在職證明在職證明    

單位  

姓名  

隊員 1 

職稱 □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姓名  

隊員 2 

職稱 □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職員  □教師  其他________ 

姓名  

隊員 3 

職稱 □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職員  □教師  其他________ 

姓名  

隊員 4 

職稱 □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職員  □教師  其他________ 

備 註 本證書旨在證明該員現在在本單位任職 

證明機關(請核章，人事室亦可)：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