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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 

教育部 103年 9 月 18日臺教授體字第 1030027438 號函核定 

第一條 本規程依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 104年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運會），訂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0月

17日（星期六）至 10 月 22日（星期四）計 6天，在高雄市舉行。 

第三條 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第四條 參賽單位 

一、直轄市 

二、縣（市） 

          （以下簡稱各參賽單位） 

第五條  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 

        參加全運會（含資格賽）之選手，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設籍期間之計算，以

全運會註冊截止日（104年 9月 9 日）為準。但有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在金門縣或連江縣服役之現役軍人，得依其意願選擇代表金門縣、連江縣或設

籍地區（應符合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規定），並僅限代表一個單位參賽。 

（二）出境二年以上，經戶政事務所依法逕為遷出登記者，於賽前返國，且出境前於

原設籍地區設籍達二年六個月以上者，得代表原設籍直轄市、縣（市）參賽。 

（三）旅居國外滿三年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從未參加全運會，而於賽前返國復籍

者，代表設籍縣市註冊參賽。 

（四）外籍人士於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於初設戶籍登記前，應於其代表設籍縣市連

續居留滿三年以上，並於初設戶籍登記連續滿一年以上者，代表設籍縣市參賽。 

二、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選手，應取得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 

三、身體狀況：由參賽單位指定綜合醫院檢查；參賽單位及選手應於選手保證書中，具結

保證選手性別及適宜參加劇烈運動競賽。 

四、參賽標準：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 

五、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運動會或單項運動選拔賽或依其參加國

內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委員會經公開選拔程序，取得

代表資格。 

第六條  競賽種類 
        應辦種類： 

01、田徑     02、水上運動    03、舉重     04、自由車     05、射擊     06、射箭 
07、輕艇     08、籃球        09、手球     10、羽球       11、排球     12、桌球 
13、網球（含軟式網球）       14、曲棍球   15、高爾夫     16、角力     17、拳擊 
18、擊劍     19、跆拳道      20、柔道     21、體操       22、足球     23、帆船 
24、划船     25、馬術        26、橄欖球   27、現代五項   28、鐵人三項 

        選辦種類： 
01、保齡球   02、棒壘球      03、空手道   04、滑輪溜冰   05、撞球 

各競賽種類舉辦之科目及項目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辦理之。 

競賽種類、科目及項目，其報名數未達五人（隊）者，不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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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註冊、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 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註冊。 

二、 各項註冊規定如下（球類資格賽註冊日期及作業規定，將另行公布）： 

（一）各單位應將資料以網路方式向籌備處辦理註冊，資料於註冊日截止後，不得更改。 

（二）各項註冊及有關會議日期、地點訂定如下： 

1、註冊期限：註冊開始日期為 104 年 9月 1日(星期二)起，至 104年 9月 9日(星

期三)下午 5時截止，逾時不予受理。 

 (1) 網路報名操作步驟請查閱網路。 

 (2) 競賽組聯絡電話：官賢明組長：(07)722-1480 

廖振唯副組長：(07)355-0571#2101 

 (3) 資訊服務組聯絡電話：巫淑惠主任：(07)381-5366#2215 

鄭家和教師：(07)381-5366#2276 

 (4)籌備處聯絡電話：(07)771-2680~1 

2、網路註冊表、選手保證書請於 104年 9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送達競

賽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99號 104全運會競賽組收，電話：

07-7221480，FAX： 07-7719712）。 

3、選手資格審查會議暨抽籤會議：訂於 104年 9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假高雄市體育處會議室合併舉行。 

4、球類團體項目抽籤之種子隊，以承辦單位及 102年全運會冠軍隊優先分別抽

排；個人項目同一單位者，亦優先分別抽排。 

（三）各單位隊職員使用網路註冊時，應按大會規定辦理。 

（四）各單位註冊參加田徑、水上運動（游泳）、自由車、射箭、舉重、射擊等競賽種

類需檢附最近 1年最佳成績（以全運會註冊開始日前一年內，參加國內外正式錦

標賽之成績為準），並正確輸入註冊系統規定欄內，俾供競賽分組編配參考。 

（五）各單位註冊時，應繳交各式網路註冊表 1份。 

（六）各單位於註冊時應繳交選手保證書（如附件一）1份，未依規定繳交者取消註冊

資格，各單位不得異議。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親自簽章（字），並檢附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未滿 18歲者，應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簽章（字）同意。 

（七）凡報經教育部或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列為運動禁賽處分之選手，至全運會註

冊截止日尚未解除禁賽者，不受理註冊，代表團及其他職員亦同。 

（八）各單位隊職員註冊時，應依照網路報名系統規定辦理，並繳最近 3個月 2吋彩色

半身照片電子檔 1張，俾供大會製發職員證及選手證，未繳檔案者不受理註冊。 

三、 各參賽單位應組織代表團與會，其組織成員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單位代表團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理、競

賽督導與競賽管理等。 

（二）各單位代表團本部職員人數規定如下： 

1、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50人（含）以下者，至多得設職員 6人。 

2、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51人至 100 人之間者，至多得設職員 8人。 

3、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101 人（含）以上者，每增加選手滿 50人，得增設職員 1

人（顧問不列入隊職員數，大會不提供權益）。 

（三）參賽單位註冊各競賽種類之選手人數，在 20人（含）以上者得設領隊 1人、



 3 

教練 2人、管理 1人；選手人數 12 人至 19人者，得設領隊、教練及管理各 1 人；

選手人數在 11人（含）以下者，得設領隊 1人，教練兼管理 1人；若各運動種類

增加科目，得依各科目增設教練 1人。 

四、單位報到：訂於 104年 10月 1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報到。 

五、總領隊會議：訂於 104年 10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2時舉行。 

六、各競賽種類裁判報到及會議訂定於各單項運動競賽技術手冊內。 

七、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召開之時間地點請參照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 

第八條  競賽秩序 

一、各單項運動競賽秩序，由籌備處競賽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各競賽種類競賽制度與賽程一經排定公布，不得變更或調整。 

三、球類比賽制度：球類資格賽，其註冊數達 8隊以上，且無法於全運會閉幕前完成所有

賽程者，應先辦理資格賽，餘依 104年全運會各球類運動競賽技術手冊之比賽制度辦

理。 

四、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經註冊務須出場，不得任意棄權。各單位

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佩有其代表縣市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參賽。 

五、選手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全運會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第九條  獎勵 

一、 績優單位獎：依參賽單位獲得之金牌數，取前 8名依序頒發總統獎、副總統獎、行政

院院長獎、立法院院長獎、司法院院長獎、考試院院長獎、監察院院長獎及大會獎等，

以資鼓勵。金牌數相同時，以銀牌數計，依此類推。 

二、 績優個人及團隊獎：依實際參賽人（隊）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 3人（隊）錄取 1名。 

（二） 4人（隊）錄取 2名。 

（三） 5人（隊）錄取 3名。 

（四） 6人（隊）錄取 4名。 

（五） 7人（隊）錄取 5名。 

（六） 8人（隊）錄取 6名。 

（七） 9人（隊）錄取 7名。 

（八）10人（隊）以上錄取 8名。 

前款各目參賽人（隊）數之計算，以會內賽或資格賽之實際參賽人（隊）數為準。但各

競賽種類及項目之實際參賽人（隊）數未達 3 人（隊）以上，或運動員於參賽項目之全

部賽程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三、 第 1、2、3名發給金、銀、銅牌及獎狀，第 4至第 8名發給獎狀。 

第十條  申訴 

一、有關全運會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

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如

附件二）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

練簽名或蓋章，向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技術委員）正式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

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如附件三）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

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或蓋章，向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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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委員）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沒收其保證

金。 

第十一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三、非上述之爭議，由大會運動競賽委員會審查裁定之。 

第十二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撤銷已得或

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及獎狀。且不得再參加 106 年全國運動會。 

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及

撤銷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及獎狀，且不得再參加 106年

全國運動會，但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代表團隊職員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對裁判員有不正當行為致延

誤或妨礙比賽等）時，除當場予以停賽處分外，並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議議

決，按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終生禁止該選手及其所屬教練參

加全運會任何種類之比賽。 

2、團體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及該縣市參加中華民國 106年全運會

該單項之比賽權利。同時，該隊之選手及其教練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3、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處將該選手及教練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全國性單

項運動協會、縣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 

1、 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生禁止該職員擔任全運會任何種類

之職員或選手。 

2、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縣市參加中華民國 104年全運會該單項之比賽權利。 

3、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處將該職員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縣市政府及所屬

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三）選手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外，未於 10分鐘

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縣市參加中華民國 104年全運會該單項之比賽權利。 

四、具學生或教職員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籌備處函請所屬學校或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議處。 

五、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生禁止該裁判員

擔任全運會之裁判員。 

六、已註冊之選手，凡經舉發被判處禁賽，而尚未解除禁賽處分者，不得出場及遞補，

代表隊其他職員亦同。 

七、選手證照片與本人不符時，除不可歸責其本人者外，應取消比賽資格。 

八、選手或團隊無故棄權或拒絕接受頒獎，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由該競賽種類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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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委員會議議決屬實者，停止其參加中華民國 106年全運會比賽之權利，並撤銷其

已獲得之名次。 

九、職員不得兼任本單位以外縣市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其他縣市之職員，否則取消

其所兼職員資格。 

十、審判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等不得兼任各代表隊職員、

選手，亦不得兼任參賽單位團本部職員，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第十三條  運動禁藥管制 

一、參賽選手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除

依運動禁藥管制方法處理外，並撤銷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勵。 

二、全運會期間之選手運動禁藥管制，依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違

規使用運動禁藥之處理及處罰作業要點辦理。尿液檢測依中華奧會運動禁藥採樣程

序與方法作業要點辦理。 

三、參賽選手如須使用禁用清單所列藥物作為治療用途者，依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管制治

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規程經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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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 104年全國運動會選手保證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04年全國運動會選手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

運動競賽之證明已留存教育局（處）備查。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表單位： 

設 籍 日： 

參賽組別：□男子組□女子組 (請勾選) 

參賽種類： 

教練簽名或蓋章： 

未滿 18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同意參賽簽名或蓋章： 

 

 

 

 

 

附註： 

一、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親自簽章（字），並檢附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二、填寫保證書時，請先詳閱 10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定。 

三、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 

四、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或蓋章；未滿 18歲者，必須取得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簽名或蓋章同意。最後，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校對後核章。 

五、請各縣市依照組別及比賽種類分別裝訂成冊；選手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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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 104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領隊 

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104年 10月   日  時  分 

繳 交 

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簽章）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並繳至

大會行政組處理。 

 （收款人               簽章） 

 

審 

 

核 

 

意 

 

見 

 

 

判 

 

 

決 

 

 

 

 

 

 

                                           104年 10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審判委員）：                              （簽名或蓋章）  

附註：  

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或蓋章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或蓋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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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 104 年全國運動會選手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 

姓    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或證人 

 

繳 交 

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簽章）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並繳

至大會行政組處理。 

 （收款人            簽章） 

申訴單位 

 

單位領隊 

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判 

 

 

 

決 

 

 

 

 

 

裁判長（審判委員）：                             （簽名或蓋章）  

附註：  

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或蓋章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或蓋章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