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臺北市政府員工運動聯賽-籃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同仁聯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團隊合作，藉

由運動聯賽提倡正當休閒體育活動，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高中體育總會。 

五、比賽日期：107 年 4月 22日(日)、4月 29日(日)共 2天。 

六、比賽地點：臺北體育館 1、4樓籃球場(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2號)。 

七、參賽資格： 

(一) 凡臺北市政府編制內員工、替代役人員、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報府核備有

案之相關約聘僱人員及依規定晉用之派遣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二) 比賽時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 各機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報名該種類運動競賽。 

八、比賽分組： 

(一) 青年組：68年以後出生者。 

(二) 壯年組：民國 67 年(含)以前出生者均可組隊參加；比賽隊伍不足 3 隊時，

依情況調整為友誼賽。 

(三) 女子組：比賽隊伍不足 3隊，依情況調整為友誼賽，女子得報名男子組。 

九、組隊方式： 

(一) 參賽球隊除主計處、政風處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員

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則以本府所屬各局、處（含

所屬機關）為單位組隊，隊數不限；惟如報名 2 隊以上時，以Ａ、Ｂ、Ｃ

區分之，球員以參加 1隊為原則，不得跨機關報名。惟同組不得跨隊出賽，

一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 教育局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得報名參加男女組各 4隊（以優先報名決定）。 

(三)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各 1 人外（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比

賽），每隊報名球員至少 10 人（含隊長），最多可報 30 人，惟每場只可登

錄 12人出場比賽。 

十、比賽制度：賽制視報名隊數多寡由大會訂定之，惟為讓比賽更公平公正，大

會得將前一年度實力較強隊伍列為種子球隊，賽程另行安排。 

十一、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 

(二) 參賽隊員務必攜帶員工識別證、退休證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

件，以便查驗。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該場之比賽資格外，該隊以



棄權論，未帶證件、無法證明身份者不准出賽。 

(三) 比賽時，凡抗議或異議之申訴事項，裁判員僅接受教練或隊長提議，其

他人員（包括比賽中選手）皆不接受，並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四) 有關球員及身份資格問題之抗議，須於雙方提出名單交換時至兩隊比賽

開始前提出方屬有效，逾時不受理。若抗議屬實則取消該場之參賽權，

有關抗議之其他事項，依照比賽之一般慣例處理。 

(五) 每場比賽必須在比賽前 30分鐘提出比賽名單送交大會競賽組，逾時 10

分鐘，視為棄權。 

(六) 比賽期間，如遇隊員互毆或有侮辱裁判等相關情事時，除按規定停止該

隊員出賽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七) 參加比賽之球員應自備合於籃球規則規定之運動服裝。 

(八) 每 1球隊應備深、淺球衣各 1套，並編有號碼以資識別。 

(九) 青年組、壯年組比賽時間分 4節，每節各 8分鐘，第 1、2、3節最後 1

分鐘停錶比賽，第 4節最後 2分鐘停錶比賽；女子組比賽時間為上、下

半場各 15 分鐘，比賽進行時不停錶比賽。 

(十) 賽程預定時間除特殊情形或決賽場經兩方同意，大會不得宣布提前（或

分場）進行。 

十二、獎勵：各組 6隊以下取 3名；10隊以下取 4名；15隊以下取 5名；18 隊

以下取 6名；19隊以上取 8名，頒給獎狀獎杯。 

十三、報名方式： 

(一) 自 107年 3月 26日（星期一）起至 107年 4月 13日（星期五）止，逾

期不予受理。 

(二)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pcsv.neosj.why3s.tw/網站，依網頁提示填

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學校單位以機關代碼登入。相關操作如有疑問

可電話(02)2212-3332 或手機 0920-254011洽承辦人林玉些老師。 

(三) 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出報名表核章，寄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88

號 6樓 603 室。收件人：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或報核章完以拍照

方式寄至：yuhsieh@tp.edu.tw。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假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舉

行。 

十五、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修訂之。 

  



2018臺北市政府員工運動聯賽-籃球三對三鬥牛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同仁聯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團隊合作，藉

由運動聯賽提倡正當休閒體育活動，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高中體育總會。 

五、比賽日期：107 年 5月 13日(日)，共 1 天。 

   ［賽程如延後將於 5月 29日（星期日）加賽］。 

六、比賽地點：臺北體育館 1樓籃球場(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2號)。 

七、參賽資格： 

(一) 凡臺北市政府編制內員工、替代役人員、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報府核備有案

之相關約聘僱人員及依規定晉用之派遣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二) 比賽時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 各機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報名該種類運動競賽。 

八、比賽分組： 

(一) 男子組：比賽隊伍不足 3隊，不舉行比賽。 

(二) 女子組：比賽隊伍不足 3隊，不舉行比賽。 

九、組隊方式： 

(一) 參賽球隊除主計處、政風處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員組

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則以本府所屬各局、處（含所屬

機關）為單位組隊，隊數不限；惟如報名 2隊以上時，以Ａ、Ｂ、Ｃ區分之，

球員以參加 1 隊為原則，不得跨機關報名。惟同組不得跨隊出賽，一經檢舉

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 教育局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得報名參加男女組各 4隊（以優先報名決定）。 

(三)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各 1人外（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比賽），

每隊球員以 5 人為限（含隊長），女子得報名男子組。 

十、比賽制度：賽制視報名隊數多寡，由大會決定之。 

十一、比賽規則： 

(一)每隊報名限 3人參加比賽，不足 2人時則宣判沒收比賽，由對手隊獲勝。 

(二)預賽、複賽每場比賽時間為 12分鐘；若得分先達到 15分者為勝隊。決賽每

場比賽時間為 15分鐘，若得分先達到 20分者為勝隊。 

(三)得分判定情況如下： 

1.罰球中籃算 1分。 

2.投球中籃算 2分。 



3.三分投籃區域球中籃算 3分。 

(四)比賽時間內每隊可暫停 1次，另若因球員有明顯受傷的情況下，經由裁判認

定後提出暫停處理，其暫停時間均為 1 分鐘。 

(五)比賽開始時，球隊逾時 5分鐘未到場或不足 3人時，應判棄權。 

(六)非投籃動作之犯規，由對方獲得控球權，但團隊犯規累計達 6 次(決賽為 7

次)以上時，由對方進行 2次罰球。2分線投籃動作犯規罰 2次，3 分線投籃

動作犯規罰 3 次，罰進 1球算得 1分。 

(七)所有發球（不得超過 5秒）均須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線後開始比賽。

發球時，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否則喪失控球權。每次發球時，均由

對方觸（摸）球，但觸（摸）球時間不得超過 2秒鐘（若違犯規定先行警告，

再犯則獲 1次罰球（1球），並繼續獲控球權）。 

(八)防守隊抄截或搶得防守籃板球時，均須雙足重回三分線外方可進攻；未回三

分線外而攻籃者，得分不算，並喪失控球權；但罰球時，罰最後一球不進，

不論何方獲得球，均須雙足回到三分線外，方可重新進攻。 

(九)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記錄員以碼錶計時，除暫停時間、球員受傷或裁決抗

議等均須停錶外，其餘比賽時間一律不停錶。 

(十)參賽球員應自備合於比賽規定之運動服裝，並須攜帶員工識別證、退休證或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未帶證件者、無法證明身份者不准出賽。

比賽前若發現或懷疑對方球員資格有問題時，可請求裁判進行身分查核，若

確實違反規定，則取消參賽資格，一經判定即為終決，無任何上訴之規定。 

(十一)比賽時間終了時，若得分相同，則兩隊所有球員各罰 1球，決定勝負；若

仍同分，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先領先 1球者為勝隊。 

(十二)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不君子及缺乏運動精神之行

為，均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三)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按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執

行。 

(十四)預賽採單裁判，決賽採雙裁判，每場比賽成績均由裁判員交由大會公布。

裁判之判決則為終決，不得抗議。 

(十五)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補修訂之。 

十二、獎勵方式：各組 6 隊以下取 3 名；10 隊以下取 4 名；15 隊以下取 5 名；

18 隊以下取 6 名；19隊以上取 8名，頒給獎狀獎杯。 

十三、報名方式： 

（一）自 107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起至 107 年 4月 13 日（星期五）止，

逾期不予受理。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pcsv.neosj.why3s.tw/網站，依網頁提示

填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學校單位以機關代碼登入。相關操作如有

疑問可電話(02)2212-3332 或手機 0920-254011 洽承辦人林玉些老師。 

（三）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報名表核章，寄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88

號 6樓 603室。收件人: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或報核章完以拍照

方式寄至：yuhsieh@tp.edu.tw。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7年 4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假臺

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舉

行。 

十五、本競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2018臺北市政府員工運動聯賽-桌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同仁聯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團隊合作，藉

由運動聯賽提倡正當休閒體育活動，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麗山國中、臺北市體育總會桌球協會。 

五、比賽日期：107 年 6月 30日(六)，共 1 天。 

六、比賽地點：臺北市立麗山國中體育館(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1 段 629 巷 42

號)。 

七、參賽資格： 

（一）凡臺北市政府編制內員工、替代役人員、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報府核備 

        有案之相關約聘僱人員及依規定晉用之派遣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二）比賽時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各機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報名該種類運動競賽。 

八、比賽分組：依臺北市政府106年度員工運動聯賽成績分組。 

（一）分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  

1.男子甲組：自來水事業處、社會局、稅捐稽徵處、信義區公所、臺北市立

大學、交通局、臺北市議會、消防局等8隊。 

2.男子乙組：由其餘局、處、委員會組成之球隊（報名未達6隊時，併入甲

組比賽）。 

3.女子組。 

（二）106年度未報名之機關，本年度一律參加乙組。此外，如本次比賽列甲

組之機關報名2隊以上者，若比賽結果其中1隊降為乙組，且下年度僅報

名1隊時，則仍列甲組，若下年度報名2隊參賽，則其中1隊列甲組，另1

隊改列乙組，以此類推。球員應隨該球隊之升組而升組比賽，不得降組

比賽（惟甲組報名隊數少於8隊者例外）；調職人員及前一屆未參加比

賽者，不在此限。 

（三）為求比賽之公平性、可看性及競爭性，本屆甲組隊伍報名8隊以上時，

決賽最後2名者，下屆降至乙組，而乙組前2名則晉級為甲組。如甲組報

名未達8隊，則依上屆乙組之名次依序遞補至甲組達8隊止。 

（四）若女子組報名隊數未達3隊，則併入男子乙組。 

九、組隊方式： 

(一) 參賽球隊除主計處、政風處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

員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則以本府所屬各局、處



（含所屬機關）為單位組隊，隊數不限；惟如報名 2隊以上時，以Ａ、

Ｂ、Ｃ區分之，球員以參加 1隊為則，不得跨機關報名。惟同組不得跨

隊出賽，一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 教育局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得報名參加男女組各4隊（以優先報名決定）。

報名學校獲 106學年度教育盃前 6 名者，參加甲組比賽。 

(三)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各 1人外（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

比賽），每隊球員以 25人為限（含隊長）。 

十、比賽制度： 

（一）甲、乙組採循環賽制，決定優勝名次。 

（二）男子採 5 點團體賽，3 雙 2 單（雙、單、雙、單、雙），每場以先

勝3點之隊伍為優勝，女子組採3點團體賽2雙1單(雙單雙) ，每場以先

勝2點之隊伍為優勝。後續各點仍需比賽，惟屬聯誼性質，不列入紀錄。 

（三）每點採5局3勝11分制，每1位選手每場比賽限出賽1次，單雙打不得互

兼。  

（四）循環賽計分方法： 

1.每場比賽勝方得 2 分，敗方得1分。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3.積分相同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i.2 隊積分相等時，以該2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ii.如遇3隊或3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

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勝。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以抽籤決定之。 

十一、比賽規則： 

（一）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 

（二）比賽用球採用Nittaku白色，新式塑料球40+三星比賽球。 

（三）比賽時間經大會宣告後，逾10分鐘未出場者，取消其該場比賽資格。比賽

任何1點，因未到或未攜帶任何證件被判棄權時，取消該隊該場其後各點

之比賽資格。 

（四）但球員到場因故（因受傷或其他原因）無法比賽時，僅該點以「0」記錄，

並判對方勝此點。 



（五）依桌球規則規定，參賽球員不得穿著白色上衣出場比賽，並請穿著運動短

褲出賽（所需服裝應自備）。 

（六）比賽時請攜帶退休證、識別證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以備

查驗，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未攜帶證

件、無法證明身分者，不准出賽。 

（七）比賽時，凡抗議或異議之申訴事項，裁判員僅接受教練或隊長提議，其他

人員（包括比賽中選手）皆不接受，並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八）有關球員及身份資格問題之抗議，須於雙方提出名單交換時至2隊第1點比

賽開始前提出方屬有效，若抗議屬實則取消該點之參賽權，並由主辦單位

函請該機關注意辦理，有關抗議之其他事項，依照比賽之一般慣例處理。 

十二、獎勵方式：各組 6隊以下取 3名；10 隊以下取 4名； 15隊以下取 5名；

18 隊以下取 6 名；19隊以上取 8名，頒給獎狀獎杯。 

十三、報名方式： 

（一）自 107年 5 月 7日（星期一）起至 107 年 6月 8日（星期五）止，逾期恕

不受理。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pcsv.neosj.why3s.tw/網站，依網頁提示填寫

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學校單位以機關代碼登入。相關操作如有疑問可電話

(02)2212-3332 或手機 0920-254011洽承辦人林玉些老師。 

（三）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報名表核章，寄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88號 6 

樓 603 室。收件人: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或報核章完以拍照方式寄

至：yuhsieh@tp.edu.tw。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假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 10號)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舉行。 

十五、本競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2018臺北市政府員工運動聯賽-羽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同仁聯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團隊合作，藉

由運動聯賽提倡正當休閒體育活動，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協會。 

五、比賽日期：107 年 7月 28日(六)，共 1 天。 

    ［賽程如延後將於 7月 29日（星期日）加賽］。 

六、比賽地點：臺北體育館 7樓羽球場（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2號）。 

七、參賽資格： 

（一）凡臺北市政府編制內員工、替代役人員、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報府核備有 

案之相關約聘僱人員及依規定晉用之派遣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二）比賽時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各機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報名該種類運動競賽。 

八、比賽分組：依臺北市政府 106年度員工運動聯賽成績分組。 

（一）分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 

1.男子甲組：臺北捷運公司 A 隊、北水處 A 隊、記者連隊、陽明教養院、

財政局、稅捐稽徵處、警察局、臺北市立動物園等 8隊。 

2.男子乙組：由臺北捷運公司 B隊、北水處 B隊及其餘局、處、會組成之球

隊。 

3.女子組不分組。 

（二）若甲組報名隊數少於 8隊，則由乙組依序遞補。 

（三）如本次比賽列甲組之單位報名 2隊以上者，若比賽結果其中 1隊降為乙組，

且下年度僅報名 1隊時，則仍列甲組；若下年度報名 2隊參賽，則其中 1

隊列甲組，另 1隊改列乙組，以此類推。球員應隨該球隊之升組而升組比

賽，不得降組比賽（惟甲組報名隊數少於 8 隊者例外）。調職人員及前一

屆未參加比賽者，不在此限。另報名 2隊以上者，於上年度參賽隊員名單

中，每年每隊最多得調整 2名隊員至前後組之球員名單中。 

（四）為求比賽之公平性、可看性及競爭性，本屆甲組隊伍報名 8 隊以上時，決

賽最後 2名者，下屆降至乙組，而乙組前 2名則晉級為甲組。如甲組報名

未達 8隊，則依上屆乙組之名次依序遞補至甲組達 8隊止。 

（五）若女子組報名隊數未達 3隊，則併入男子乙組。 

九、組隊方式： 

（一）參賽球隊除主計處、政風處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員



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則以本府所屬各局、處（含

所屬機關）為單位組隊，隊數不限；惟如報名 2隊以上時，以Ａ、Ｂ、Ｃ

區分之，球員以參加 1隊為原則，不得跨機關報名。惟同組不得跨隊出賽，

一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教育局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得報名參加男女組各 4 隊（以優先報名決定）。

報名學校獲 106學年度教育盃前 6名者，參加甲組比賽。 

（三）每隊可報領隊、教練、管理各 1人（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比

賽），每隊球員以 25人為限（含隊長）。 

十、比賽制度： 

（一）甲組採單循環賽制。 

（二）乙組視報名對數採分組循環賽或單循環賽制，如採分組循環賽，決賽

採單淘賽制。 

（三）男子組團體賽採五點雙打制；女子組團體賽採三點雙打制，每點一局 

21分，【20 分平手】不加分賽。 

（四）各組五點均需出賽，以各點分數加總，多者為優勝，如總分相等以勝

點數多者為勝隊。 

（五）各隊參加比賽之隊員不得兼點，惟參加女子組之球員，得同時參加男

子組比賽。 

（六）比賽積分計算方法： 

1.每場比賽勝一場得積分 2分，敗一場得積分 1分，棄權以 0 分計。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往

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不列入名次。 

3.積分相同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1) 兩隊積分相等時，以勝者為勝。 

(2) 如遇 3 隊或 3 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積分相等之隊比賽結果依下列

順序判定： 

A.（總勝分數）-（總負分數）大者獲勝。 

B.（總勝點數）-（總負點數）大者獲勝。 

C.如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十一、比賽規則： 

（一）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羽球規則。 

（二）採用勝利牌比賽級用球 B-01。 

（三）參賽者應自備合於羽球規定之運動服裝，並必須攜帶員工識別證或退

休證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以便查驗，如有冒名頂替



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未帶證件、無法證明身份

者不准出賽。 

（四）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兩隊勝負尚未分出之前，出賽單位各點若有選手缺席時，視同空點（雙

打僅 1名選手出賽亦屬空點）。 

2. 若出賽單位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由大會告知對方，

只可將選手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視為對

方之勝點（若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亦視為空點，而判定為對方之勝

場，其比數之計算為 5：0）。 

3. 空點經判定後，僅該場判為負場，其先前已賽成績依舊保留，亦不取

消往後之賽程。 

4. 兩隊出賽時，雙方選手全體列隊，核對各出賽選手身分無誤後，開始

進行比賽。若有球員缺席時，該球員應在前 1 點比賽結束前到場，並

於該點開賽前向裁判報到（並核對身分）；否則視為空點，並依本競賽

計畫十之（四）執行。 

十二、獎勵方式：各組 6隊以下取 3名；10 隊以下取 4名； 15隊以下取 5名；

18 隊以下取 6 名； 19隊以上取 8名，頒給獎狀獎杯。 

十三、報名方式： 

（一）自 107年 6 月 1日（星期五）起至 107年 7 月 6日（星期五）止，逾

期不予受理。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pcsv.neosj.why3s.tw/網站，依網頁提示填

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學校單位以機關代碼登入。相關操作如有疑問

可電話(02)2212-3332 或手機 0920-254011 洽承辦人林玉些老師。 

（三）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報名表核章，寄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88號 6

樓 603室。收件人: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或報核章完以拍照方式寄

至：yuhsieh@tp.edu.tw。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假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 10號)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舉行。 

十五、本競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2018臺北市政府員工運動聯賽-慢速壘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同仁聯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團隊合作，藉

由運動聯賽提倡正當休閒體育活動，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慢速壘球協會。 

五、比賽日期：107 年 10 月 13日(六)、10月 20 日(六)、10月 27日(六)共 3天。 

六、比賽地點：臺北市百齡運動公園壘球場。 

七、參賽資格： 

（一）凡臺北市政府編制內員工、替代役人員、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報府核備 

有案之相關約聘僱人員及依規定晉用之派遣人員皆可報名參加。 

（二）比賽時請攜帶識別證或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各機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報名該種類運動競賽。 

八、比賽分組：依臺北市政府 106年度員工運動聯賽成績分組。 

（一）分甲、乙 2 組： 

1.甲組：由水利處、自來水事業處、地政局、臺北捷運公司、警察局、消防

局等 6隊組成。 

2.乙組：由其餘局、處、會組成之球隊。 

（二）若甲組報名隊數少於 6隊，則由乙組依序遞補。 

九、組隊方式： 

（一） 參賽球隊除主計處、政風處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

員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則以本府所屬各局、處（含

所屬機關）為單位組隊，隊數不限；惟如報名 2隊以上時，以Ａ、Ｂ、Ｃ

區分之，球員以參加 1隊為原則，不得跨機關報名及跨隊出賽，一經檢舉

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 教育局所屬各公私立學校得組隊報名參加，報名學校獲 106 學年度教育

盃前 6名者，參加甲組比賽。 

（三）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各 1人外（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

比賽），每隊球員以 30人為限（含隊長）。 

十、比賽制度： 

（一）甲組：預賽分 2組採單循環賽，每組取 2名進入決賽。 

（二）乙組：預賽依其隊數採分組單循環制，依組數決定晉級隊數。 

（三）分組循環賽制積分最高者為晉級隊伍，其同組中若有積分相同之隊伍，

其排名成績則依以下標準： 



1.如兩隊積分相同則以對戰勝負關係，晉級順序說明如下： 

(1) 總失分最少者晉級。 

(2) 若相同則以總得分最多者晉級。 

(3) 再相同則以抽籤決定晉級隊伍。 

2.如有 3隊以上積分相同，則以該分組中晉級順序說明如下： 

(1)總失分最少者晉級。 

(2)若相同則以總得分最多者晉級。 

(3)再相同則以抽籤決定晉級隊伍。 

十一、比賽規則： 

(一)採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慢速壘球規則。 

(二)除非大會另行通知，否則所有之賽程及時間均以大會印製之『秩序冊』為

依據。 

(三)比賽期間如遇天候關係，由各比賽場地之分區決定比賽與否，亦請各球隊

聯絡人與各比賽場地之分區之負責人確認。 

(四)比賽採七局制滿四局相差 10分（含）以上，滿五局相差七分（含）以上，

則提前結束比賽。該局之下半局未賽或三出局前已達此標準，亦為提前結

束比賽。 

1.預賽分組循環：七局或時限結束時仍平手，以和局論。 

2.決賽：分組循環後取優勝隊伍進入決賽及排名賽，七局或時限結束時仍

平手，則下一局採突破僵局制。 

(五)球賽採 1好 1 壞開始制，每場限時 60 分鐘，裁判無告知之義務，時間若

有爭議以球審為準。 

(六)本壘板、好球及 4.5米封殺線： 

1.投球規範：投手之投球，球高不限，但不得低於 180公分，投出之球落

下碰觸本壘板或好球板皆判為「好球」。 

2.跑壘員回本壘得分： 

（1）本壘處無攻防時，使用任一塊板均可。 

（2）有攻防發生時，為避免碰撞，守方只能使用本壘板，而攻方則使

用好球板。 

（3）本聯賽使用 4.5米封殺線：捕手踩本壘板接住球時，跑壘員已越

過 4.5米線（一隻腳完全超越即算)尚未踩踏好球板，則比照封殺判其出

局。 

(七)每隊上場女生（至多二位）擊球落地即安打上壘，如須替換選手，以女生

替換女生為原則。 



(八)比賽採用木棒，請各隊自行準備；另請使用雙耳頭盔，擊球員未帶雙耳頭

盔進入打擊區準備擊球，投手出球後，擊球員即判出局。 

(九)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攻守名單），並於秩序冊中所排定之比賽時間

的二十分鐘前提交大會。 

(十)比賽開始雙方列隊時因人數不足或服裝不整；球審開始計時給予 10分鐘

之通融，屆時仍然不符規定則強制判該隊為輸隊，此 10分鐘之通融不屬

於 60分鐘正式比賽時限內。 

(十一)分組單循環賽制積分最高者為晉級隊伍，其積分算法為：勝隊得 2 分、

和局兩隊各得 1分、敗隊得 0分。 

(十二)沒收比賽：以 10:0 計。 

1.登錄於報名表內之合格球員，而未登錄於該場攻守名單內，但上場比賽。 

2.人數不足（需滿 5人以上，否則視為人員未到）、服裝不整。 

3.之前成績予以承認，爾後場次也准予出賽。 

(十三)背號或姓名之筆誤： 

任何時間均可提出，該球員必須出示規定之證件，若資格無誤，更改

錯誤之處，然後繼續比賽；若該員未帶證件，則直接沒收該場次比賽

以 10：0 計。 

(十四)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工整填寫清楚應填之所有項目，教練或經理應簽名並註明其球衣號碼。 

2.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否則若遇『保留賽』而權利喪失則自行負責。 

3.預備球員欄中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於比賽中不得上場替補其他球員。 

4.報名表球員欄中之人員方可上場比賽。 

(十五)各隊應於規定賽程時間前 30分鐘向場地裁判組報到，俾便接續比賽，

避免無故拖延致影響賽程。 

(十六)比賽時，凡抗議或異議之申訴事項，裁判員僅接受教練或隊長提議，其

他人員（包括比賽中選手）皆不接受，並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球員資格之抗議及時機： 

1.比賽服裝應自備並請攜帶退休證、識別證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

明文件，以備查驗；如對於球員身分有疑義及未帶證件、無法證明身分

者，不准出賽，由後補合格球員上場。另有冒名頂替者，則由大會作最

後仲裁，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沒收比賽論，並由函請該機關注

意辦理。 

2.先發球員之資格抗議應於雙方球隊列隊時提出，當裁判宣布比賽開始後，

即不接受雙方先發球員之資格抗議。替補球員之資格抗議應於該員進入



比賽時提出，一旦開始比賽，即不接受此替補球員之資格抗議。資格查

證時若遇未帶證件者，允許更換合格球員繼續比賽，若合格球員總數不

符合規則規定之比賽人數，則沒收該場次比賽。 

十二、獎勵方式：各組 6隊以下取 3名；10 隊以下取 4名；15隊以下取 5名；

18 隊以下取 6 名；19隊以上取 8名，頒給獎狀獎杯。 

十三、報名方式： 

（一）自 107年 8月 20日（星期一）起至 107年 9月 21日（星期五）止，

逾期恕不受理。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pcsv.neosj.why3s.tw/網站，依網頁提示填

寫相關資料，完成報名；學校單位以機關代碼登入。相關操作如有疑

問可電話(02)2212-3332 或手機 0920-254011 洽承辦人林玉些老師。 

（三）完成網路報名後列印報名表核章，寄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88

號 6樓 603 室。收件人:臺北市運動賽會管理協會；或報核章完以拍照

方式寄至：yuhsieh@tp.edu.tw。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7年 9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假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 10號)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舉行。 

十五、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