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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宗 旨： 

    為推展國民小學棒球運動，倡導校園運動風氣，充實學童快樂校園生

活，促進團隊精神及人際關係，廣植基礎棒球運動人口，並增加棒球基層運

動選手比賽經驗，以促進基層選手持續參與運動訓練之興趣和交流。加速推

展全國各鄉鎮之基層棒球紮根活動，讓棒球魔術師的熱情與動力繼續鼓舞台

灣基層棒球往前邁進，達到發揚徐生明總教練燃燒台灣棒球魂之精神。 

貳、依 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7年 6月 29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70020724C號函辦理。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政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肆、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 

伍、承辦單位：高雄市美濃國小 

陸、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體育 

              會棒球委員會、高雄市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工作小組、美濃國 

              中、南隆國中、龍肚國中、忠孝國中、橋頭國中、五福國中、 

              普門中學、美濃區公所、美濃區農會、君鴻國際酒店。 

柒、比賽日期：107年 11月 17日(六)至 107年 11月 20日(二)共 4天。 

捌、比賽地點：美濃國中棒球場、普門中學棒球場、頂庄棒球場、迷瑪力 

              (甲、乙)棒壘球場、岡山(甲、乙)棒球場、陽明棒球場等八  

              處。 

玖、開幕典禮：107年 11月 17日(星期六)16時 00分，地點：高雄市立美濃

國中棒球場。 

拾、參加單位與規定： 

  一、參加單位：凡臺灣地區和其他國家境內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均得以單 

                一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比賽，每校以報名一隊為限，依 

                報名順序取 32隊(含韓國 1隊及其他國家 1隊)。              

  二、參加規定： 

(一)球隊人數：領隊、總教練、教練 2名，球員至少報名 12名，最多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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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第六屆徐生明盃國際少棒錦標賽，比賽期間之相關人員（含學校 

    球隊隊職員、裁判、工作人員），由主辦單位覈實辦理運動意外傷害 

    保險。 

拾壹、球員及教練規定： 

  一、球員規定： 

   (一)年齡： 

     1.外國選手：民國 95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2.本國選手：民國 95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學籍：  

1.需在 106年 9月 1日(含)以前設籍於該學校之在校學生。 

2.球員經登錄註冊報名後，若擬轉入至同縣市之其他學校，在擬轉入 

  學校之學籍，需設籍滿二學年，始得報名參賽。 

經登記註冊報名後之國小三年級以下（含三年級）球員，若擬轉換之

學校，需具有符合學生聯賽學籍設籍規定，方得轉至其他學校報名參

賽。 

經登記註冊報名後之國小四年級球員，若擬轉換至其他縣市學校，在

國小期間需符合學生聯賽學籍規定設籍滿 2年，始得於該縣市之國中

學校報名參加聯賽。 

經登記註冊報名後之國小五、六年級球員，若擬轉換至其他縣市學校 

  ，在國小期間不得報名參加聯賽，且於國中期間需符合學生聯賽學籍

規定，並於該縣市學校設籍滿 2年，始得報名參加聯賽。 

   (三)球員每人限報名一隊。 

 (四)有關球員資格年齡、學籍設籍以九月一日（含）為計算基準（即自當 

     年九月一日起至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一學年）。 

  二、教練規定： 

   (一)報名之總教練、教練均需取得 C級教練證（教練證之認定需符合中華 

       棒協教練制度實施辦法），否則不受理報名。 

   (二)報名之總教練、教練自 102年起至 105年間，需參加由教育部委託主 

       辦單位舉辦之「學生棒球運動聯賽教練增能教育研習」至少 1次以上， 

       並取得學生棒球聯賽指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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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職棒涉賭球員以教練或管理身分，應依下列規範辦理之： 

 1.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棒球教練，依該辦  

   法規定辦理，其列為不適任教練者，不得報名。 

 2.非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棒球教練，其處 

   理方式則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9年 6月 28日體委競字第  

   0990014160號書函辦理：除 94年 1月 13日學生棒聯召開之「紀律委 

   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適用對象外（即 93年 12月 31日高院北分院判 

   決經判刑及緩刑人員），及獲判無罪或罪證不足不起訴外，均列為不 

   適任教練，不得報名參加。 

拾貳、報名方式： 

一、 時間：107年 9月 17日起至 107年 9月 30日或隊數額滿為止（以郵 

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地點：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中。 

  三、方式：填妥報名表 A、B表及履行比賽公約保證書各一份以郵寄及 E-mail 

方式（報名表至美濃國中網站下載），繕打完成並核章後，請寄： 

(843)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中正路一段 191 號或親送至高雄市美 

濃區美濃國中；E-mail信箱：cspe501@gmail.com。 

          報名聯絡人：美濃國中王滄廷主任 07-681-6166#21，910-676-466。 

拾叁、比賽制度： 

  【比賽制度】採分組單循環賽後，取晉級隊伍採單淘汰制。 

(一)預賽：分 8組每組四隊，採單循環賽制，每組取積分最高兩隊晉級決 

          賽。積分計算方式如下，勝隊得 2分，敗隊得0分，以積分多寡 

          判定名次；若因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 採強迫取分。 

  (二)如二隊積分相同時，勝者為勝。三隊積分相同時，採強迫取分。 

  (三)決賽：採單淘汰賽制，比賽需分出勝負，無時間限制，必要時採強迫 

取分賽制。      

  【強迫取分賽制】分以下形式進行： 

   1.攻方從一、二壘有人開始進攻。 

   2.雙方教練在延長賽(第 7局)開始前可任選其中棒次做為本局首位擊球 

     員。如選擇本局從第 3棒進攻，則 1棒為二壘跑壘員、2棒為一壘跑壘 

mailto:cspe5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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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3.第 8局之後將繼續延用第 7局的打序。 

     （註：如遇連續下雨延誤賽程時，大會有權決定更改比賽方式。） 

      ＊去年(106)前四名隊伍為種子隊。 

拾肆、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時間：107年 10月 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二、地點：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中階梯教室(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中正路一 

段 191 號）總機：07-681-6166#21，王滄廷主任   

  ※領隊會議未到隊伍由大會競賽組代抽。 

拾伍、競賽規則： 

  一、採用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賽規則。 

  二、參加本次賽事之投手，得投變化球。 

  三、參賽隊伍須攜帶在學證明及身分證或健保卡(以上證件均須正本)以供 

賽前查驗。 

拾陸、比賽用球及球棒： 

  一、比賽用球：採大會指定用球。 

  二、比賽球棒：依據國際棒球總會或國內學生棒球組織認定公佈之製造公 

                司、廠牌之金屬球棒。 

拾柒、獎勵辦法：主、承、協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高雄市各級學校教職員工 

                獎勵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一、團體獎： 

  ※冠軍頒發優勝旗一組(第二年需送還主辦單位，連續三年冠軍永久保留)。 

    (一)冠軍頒發獎盃乙座，三萬元等值棒球相關器具。 

    (二)亞軍頒發獎盃乙座，二萬元等值棒球相關器具。 

    (三)季軍頒發獎盃乙座，一萬元等值棒球相關器具。 

    (四)殿軍頒發獎盃乙座，五仟元等值棒球相關器具。 

    (五)第五名至第八名，各 3打棒球。 

二、個人獎：個人獎成續均由決賽第一場算起 

    (一)打擊獎：三名(打擊率相同時，以打數較少者為優先；若打數相同時， 

     再依序比打點、壘打數，多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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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壘打獎：一名 

    (三)打 點 王：一名 

    (四)投 手 獎：一名 

    (五)美 技 獎：一名 

    (六)功 勞 獎：一名 

    (七)教 練 獎：一名 

拾捌、懲 處： 

   一、球隊違規： 

   (一)應遵守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比賽公約，若違反規定，依 

        公約規範處分之。 

   (二)球隊報名後，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等因素外，不得棄權；違反 

        時報請相關單位懲處。 

   (三)球隊如有不符合報名資格或比賽相關規定之教練、球員出賽時，經 

        發現或檢舉屬實者，則取消該球隊所獲之成績（名次），並報請相 

        關單位懲處。   

   (四)被判定棄權之球隊，取消其未賽之賽程，且在循環賽中已賽之結果 

        不予計算，相關球隊得失分亦一併不予計算。 

   (五)若違反（一、二）規定時，除各該懲處外，並由主辦單位函請相關 

       單位給予處分。 

   二、球員違規： 

    (一)應遵守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比賽公約，若違反規定，依 

        公約規範處分之。 

    (二)不得互毆、毆打、干擾比賽、辱罵裁判或賽會工作人員，若違反， 

        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處禁賽。 

    (三)若違反（一）、（二）規定時，除取消成績（名次），不予核發參 

        賽、成績證明外，並函送各校依校規處分之。 

    (四)不得服用運動禁藥或其他違禁品。參加運動競賽時，不得拒絕主辦 

       單位辦理之運動禁藥檢測，違者禁止參加。 

   三、領隊、總教練、教練違規： 

    (一)應遵守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比賽公約，若違反規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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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規範處分之。 

    (二)指導唆使隊員比賽，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及作業相關規定者。 

    (三)毆打、侮辱裁判時，取消其個人參賽資格，並視情節輕重，處禁 

        賽。 

    (四)指導隊員時發生不當管教行為時，視情節輕重，處禁賽。故意干擾 

        比賽或罷賽，取消該校球隊未來繼續參賽資格。 

    (五)擔任學生棒球代表隊教練職務期間，若發生行為不檢，經查屬實 

        者，視情節輕重處分之。 

    (六)擔任學生棒球代表隊教練職務期間，經政府機關或棒球團體列為不 

        適任學生棒球教練職務者，主辦單位應立即取消報名或參賽資格。 

    (七)若違反（一）至（六）規定時，除依規定處分外，並由主辦單位函 

        請相關單位依相關規定處分之。 

拾玖、申 訴： 

  一、有關球員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或事實發生時由總教練於規定之時間、 

      方式、程序提出。 

  二、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應依據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  

      文規定者，則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以書面方式由總教練簽  

      章併同保證金新臺幣 1萬元整，向現場大會提出；未依規定時間、方  

      式、程序提出或以口頭方式提出時，不予受理。如申訴理由未成立時 

      ，其保證金沒收，充做為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經費。 

  三、有關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競賽爭議或違規等事項，由主辦 

      單位報相關單位審議處分之。 

  四、經審判委員會審議處罰後，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之 

      翌日起 10日內，以書面方式向主辦單位提出再申訴。提相關單位召開 

      會議審議，相關單位審議之議決為最終判決。 

  五、球隊或球員因重大特殊因素造成資格不合規定時，應由學校以書面向 

      大會提出申訴。提相關單位召開申訴會議審議，並以相關單位審議之 

      議決為最終判決。 

貳拾、注意事項： 

  一、各參賽學校球隊除應遵守各校運動代表隊管理有關規定與第六屆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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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競賽規程外，更應遵守運動禁藥管制辦法及作業相 

      關規定。 

  二、球隊應於比賽前一小時內向大會記錄組報到，並領取攻守名單表格， 

      比賽前 30分鐘，提出攻守名單（打擊順序表）。若需查驗對方球員資 

      格，應同時提出申請。比賽中，如對球員資格疑義，應以申訴方式提 

      出。比賽前或比賽中發生球員資格疑義時，在不影響球賽進行原則 

      下，對於有疑義之球員，得透過大會工作人員『拍照存證』查核。 

  三、球隊應將全隊球員之選手證集中保管，以備查驗，未帶選手證之球 

      員，不得填寫在攻守名單內或出場比賽。賽前列隊時，由雙方球員互 

      相核對身份。比賽中若要查驗對方身分時，需以申訴方式提出。冒名 

      頂替經查屬實者，除沒收該隊往後所有比賽外，並取消已賽成績，其 

      他違規事項依競賽規程相關規定懲處。 

  四、球隊比賽時，不可穿金屬棒球釘鞋。學校球隊制服應整齊、號碼清晰 

      之球衣，胸前須有參賽學校校名，校名左下方須有小球衣號碼，背後 

      需有明顯球衣號碼。縣市名稱字體不宜大於校名。 

  五、總教練球衣號碼為 30號，教練分別為 28號及 29號，球員為 1號至 18 

      號，隊長為 10號，報名後即不得更改。攻守名單填寫錯誤者，判總教 

      練離場。 

  六、為鼓勵企業、廠商、機構、團體或人士熱心參與學生棒球運動，協助 

      學校推動棒球運動及尊重學生棒球運動之教育意義與價值，比賽期間  

      ，同意學校在比賽服裝之【運動上衣左袖處】，標示贊助者之識別標 

      誌乙面，標誌總面積不得超過 72平方公分（72㎠），其他比賽服裝或 

      比賽護具位置不得標示，否則應以黏貼方式遮蓋、不露出或摘拆標誌 

      ，違者球隊不得出場比賽。 

  七、球隊報名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隊職員始能進入選手席，其 

      他未註冊報名人員請總教練勸離，對於在己隊選手席上方或區域附近 

      之啦啦隊，全隊隊職員，應負有不滋事之責任。 

  八、先守之隊伍，請在三壘邊選手席，先攻之隊伍則在一壘邊選手席；決 

      賽則於賽前擲銅板決定攻守順序。 

  九、球隊進攻時之一、三壘指導員，由一位教練、一位球員擔任。在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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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擔任壘指導員者不得離開指導區指導球員，違者第 1次警告，第2 

      次判退場，不得繼續擔任該場比賽之壘指導員。 

  十、比賽時，隊職員不得離開選手席，為球員加油、指導或滋事干擾比賽 

  十一、如遇風雨影響比賽進行，由大會依實際情況考量決定是否繼續比賽  

        ，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十二、比賽發生棒球規則或競賽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時，由大會召開會 

        議審議，其議決即為最終判決。 

  十三、本次賽制採 6局制比賽，若兩隊得分比數，4局相差 10分，5局(含) 

       以上相差 7分時，即截止比賽。因雨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比賽滿 3局 

       以上(含 3局)，即裁定比賽；如未滿 3局採強迫取分制。 

  十四、比賽除暫停之需要，各隊之職員(領隊、總教練、教練)不得任意走 

        出選手席及ㄧ、三壘指導區。若球賽中發生爭議，促請裁判裁決時 

        ，以總教練在場為限，否則裁判不予受理。 

  十五、保護投手特別規範 

   (一)投手持球需於 12秒內投球，未於 12秒內投球時，則計壞球一個，12 

       秒之認定，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二)投手不因賽程或賽制而影響，須受下列規定之限制： 

     1.採 6局制，投手每場最多可投 6局。 

     2.投手投球 2局以內（含），不受隔場限制；投球 3局以上（含），受 

       隔場限制。 

     3.投手投 2局，下一場僅可再投 4局（即在不受隔場限制下，接連二場 

       之比賽，最多只能投 6局）。 

     4.投手在一場比賽中，投球數超過 75球（不含）時，不滿 90球（不含） 

       時，受隔 2場限制。投手被換下場時，不得擔任捕手職務，並於該場 

       比賽中，不得再上場擔任投手職務。當投球數至 90球時強制退場。 

     5.球數之界定:當投手投球數將達到 75球時，得繼續投完該打擊者席次  

       ，投球數仍以 75球計算，受隔 1場限制。投完該人次而未下場繼續 

       投球時，則以實際投球數計算，投球達 90球時，則強制退場。 

     6.在球數未超過 75球（不含）時，當投手被替補，脫離投手職務後擔 

       任野手，則該投手得再擔任投手一次，球數依實際投球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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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同一局投手被替補成為野手後，再回任投手時，其投手投球局數  

       ，以一局計算之，投球數超過 65球（不含）時得擔任捕手職務。 

  十六、野手集會：守備時，每次野手集會不得超過三人，一局中只能集會 

        一次，時間以一分鐘為限。每場比賽以三次集會為限，第四次（含） 

        以後之集會，每集會一次，則計算暫停一次。若延長賽時，則每三 

        局可集會一次。 

  十七、暫停實施方式： 

   (一)守方時，一局中只能暫停一次(更換投手不計)，第二次之暫停需更 

       換投手，每次 時間以一分鐘為限，每場第四次（含）以後之暫停， 

       每暫停一次，則需更換投手。若延長賽時，則每三局可暫停一次。 

   (二)攻時，一局中只能暫停一次，每次時間以一分鐘為限，每場比賽至 

       多暫停四次（含）。若延長賽時，則每三局可暫停一次。 

貳壹、比賽公約： 

     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目的，除促進校園棒球競技休閒運動風 

 氣，提昇學生棒球技術水準與欣賞鑑賞能力，儲備國家優秀棒球人才與熱愛

棒球運動人口外，更重視學校教育之意義。有意參加此錦標賽之各級學校應

詳閱本公約，並請報名參加此次之領隊、總教練、教練及學生球員共同遵守。 

  一、報名參賽隊伍，需完成所有比賽，除不可抗力因素並經大會同意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比賽，任意退賽學校爾後將不得再參加徐生明國 

      際少棒錦標賽，並由主辦單位函報相關單位懲處。 

  二、參賽隊伍必須派總教練出席主辦單位召開之各種會議，以示尊重主辦  

      單位及其他學校隊伍，未派員出席者，主辦單位得逕予撤銷參賽權。 

  三、參賽學校應重視球員生活教育，要求球員尊重各校校旗、重視禮貌、 

      發揮體育精神，並嚴禁球員於比賽場地、學校範圍內遊蕩、喧嘩，以 

      維球場周遭之安寧，避免影響提供場地學校學生上課與活動。 

  四、參賽隊伍隊職員應尊重比賽，穿著統一球衣及所有競賽。 

  五、比賽中，隊職員不得對裁判、對方教練、球員、家長及觀眾言語侮辱 

      或毆打，違反者勒令退場，後續賽程亦不得進場指導。 

  六、各隊隊職員應發揮運動精神，進出球場時須列隊向球場致敬，以表示 

      感謝球場；比賽攻守互換時，球員均應跑步出場，守方並須將球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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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投手板上，不得任意丟放或交於裁判。 

  七、領隊、教練應以愛心關懷與鼓勵方式教導球員，不得任意責罵及體罰 

      球員，違者驅逐出場，後續賽程亦不得進場指導，嚴重者由主辦單位 

      提報相關單位懲處。 

  八、比賽期間，嚴禁參賽球隊隊職員與裁判或其他工作人員，於比賽大會  

      、休息室、球場等範圍內吸煙、嚼檳榔、喝酒及其他可能構成負面教 

      育之不當行為，違者由大會或裁判逐出球場。 

  九、各隊應尊重競賽場地，保護環境，珍惜球場草皮、環境及設備。每場 

      比賽後，必須整理選手區及其附近環境或協助清理球場，始得離開。 

  十、各隊使用過之便當後，應將殘渣倒出集中，疊好空盒，壓扁飲料空盒 

      空罐，分類包封後，分置於主辦單位提供之垃圾箱或環保箱中，以維 

      護球場整潔及衛生。 

  十一、各隊應協助勸導球場觀眾，不亂丟煙蒂及飲料罐、不吐檳榔渣，維 

      護欣賞球賽舒適環境。 

  十二、本公約列於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競賽規程內，報名參賽球 

      隊均應遵守奉行。 

貳貳、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承辦單位修訂並報請教育局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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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比賽公約保證書 

            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之目的，除促進校園棒球競技休 

閒運動風氣，提昇學生棒球技術水準與欣賞鑑賞能力，儲備國家優秀 

棒球人才與熱愛棒球運動人口外，更重視學校教育之意義。有意參加 

此錦標賽之各級學校應詳閱本公約，並請報名參加此次之領隊、總教

練、教練及學生球員共同遵守。 

  一、報名參賽隊伍，需完成所有比賽，除不可抗力因素並經大會同意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比賽，任意退賽學校爾後將不得再參加徐生明國 

      際少棒錦標賽，並由主辦單位函報相關單位懲處。 

  二、參賽隊伍必須派總教練出席主辦單位召開之各種會議，以示尊重主辦  

      單位及其他學校隊伍，未派員出席者，主辦單位得逕予撤銷參賽權。 

  三、參賽學校應重視球員生活教育，要求球員尊重各校校旗、重視禮貌、 

      發揮體育精神，並嚴禁球員於比賽場地、學校範圍內遊蕩、喧嘩，以 

      維球場周遭之安寧，避免影響提供場地學校學生上課與活動。 

  四、參賽隊伍隊職員應尊重比賽，穿著統一球衣及所有競賽。 

  五、比賽中，隊職員不得對裁判、對方教練、球員、家長及觀眾言語侮辱 

      或毆打，違反者勒令退場，後續賽程亦不得進場指導。 

  六、各隊隊職員應發揮運動精神，進出球場時須列隊向球場致敬，以表示 

      感謝球場；比賽攻守互換時，球員均應跑步出場，守方並須將球置放 

      於投手板上，不得任意丟放或交於裁判。 

  七、領隊、教練應以愛心關懷與鼓勵方式教導球員，不得任意責罵及體罰 

      球員，違者驅逐出場，後續賽程亦不得進場指導，嚴重者由主辦單位 

      提報相關單位懲處。 

  八、比賽期間，嚴禁參賽球隊隊職員與裁判或其他工作人員，於比賽大會  

      、休息室、球場等範圍內吸煙、嚼檳榔、喝酒及其他可能構成負面教 

      育之不當行為，違者由大會或裁判逐出球場。 

  九、各隊應尊重競賽場地，保護環境，珍惜球場草皮、環境及設備。每場 

      比賽後，必須整理選手區及其附近環境或協助清理球場，始得離開。 

  十、各隊使用過之便當後，應將殘渣倒出集中，疊好空盒，壓扁飲料空盒 

      空罐，分類包封後，分置於主辦單位提供之垃圾箱或環保箱中，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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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球場整潔及衛生。 

  十一、各隊應協助勸導球場觀眾，不亂丟煙蒂及飲料罐、不吐檳榔渣，維 

      護欣賞球賽舒適環境。 

  十二、本公約列於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競賽規程內，報名參賽球 

      隊均應遵守奉行。 

以上各款規定事項，本校棒球隊已充分瞭解並同意遵守本比賽公約。 

 

校名： 

校長：                    總教練：                       管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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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報名表(A表) 

   隊 名： 

   領 隊：                        總教練： 

   教 練：                        教  練： 

   球隊聯絡人：                   行動電話： 

 

背號 姓   名 守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身高 體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參賽隊伍須攜帶在學證明及身分證或健保卡(以上證件均須正本)以供賽前

查驗。 



 14 

第六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報名表(B表) 

隊名  聯絡人  行動電話  傳 

真 

 

領隊  總教練  教  練  教 

練 

 

地址  電子信箱  

    領  隊 

姓名： 

總教練： 

背號： 

教練： 

背號： 

教練：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姓名： 

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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