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教育盃全國橋藝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依
二、 宗

據：教育部 109 年 7 月 20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3149 號函辦理。
旨：為推展全民體育運動，提倡青少年正當智力活動，推廣橋藝運
動，致力校園紮根。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五、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橋藝委員會、臺南市橋藝協會。
六、 協辦單位：中信管理學院
七、 比賽日期：
初 賽：8 月 29 日(星期六) 09：00-18：00
副盃賽：8 月 30 日(星期日) 09：00-18：00
準決賽：8 月 30 日(星期日) 09：00-12：00
決 賽：8 月 30 日(星期日) 13：00-18：00
八、 比賽地點：中信管理學院(台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三段 600 號)
九、 比賽方式：採隊制賽方式每隊 4~6 人。每隊得有領隊、教練、管理各一人。
(一) 學生組預賽各組隊數在 8 隊以內採取大循環比賽。超過 8 隊則採取瑞
士制升降賽。各組取前 4 名進入準決賽。教職人員組視隊數決定賽制。
(二) 準決賽由預賽第一名挑選對手， 並帶分名次差*2.4imp(例如 1 挑 4 則
帶 7.2imp， 1 挑 3 則帶 4.8imp)進行 24 牌(分 2 圈，可以交叉換人)的
對抗，勝隊進入決賽。
(三) 決賽進行 24 牌的對抗，預賽名次在前的隊伍帶 0.1imp。
(四) 沒有進入決賽的隊伍，免費進入第 2 天的副盃賽(請各隊於第一天賽事
結束後 30 分鐘內跟主辦單位報名)。
(五) 副盃分組為(1)國中+高中、 (2)國小組 ，兩組。
十、 報名相關事項 :
(一) 報名自即日起至 8 月 10 日(一)止，逾期得不受理。
(二) 費用：
1. 每隊 2,400 元(含保險、6 位賽員+1 位老師 2 天的午餐 餐卷可自行
轉讓，家長如需用餐，請另行向主辦單位購買餐卷)。
2. 為鼓勵學生報名組隊參賽，由橋協補助參賽，各隊收費標準如下：
a. 北部高中以下學生隊伍(苗栗以北，含苗栗)每隊補助 1,200 元，
實收報名費 1,200 元。
b. 中部高中以下學生隊伍(台中以南，雲林以北，含雲林)每隊補助
800 元，實收報名費 1,600 元。
c. 南部學生隊伍(嘉義、高雄、屏東)每隊補助 400 元，實收報名
費 2,000 元。臺南隊伍恕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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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本次比賽一律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PPSOsoEZ4keZ77KyUbtDEMabcS1
ws_MF4gI9Y_pER0/edit
(四) 費用一律報到時現場繳交，本活動收取報名費用後，將核實開立收據，
並依內政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事後財務收支公
開徵信公告於本會網站。

(五) 如報名後未繳費也未參賽，且未於開賽三天前告知聯絡人的隊伍，將
通報所屬學校及所屬縣市橋會該項情事。
(六) 連絡人：吳弘仁 0915-002-007 smallhappy4@yahoo.com.tw
十一、比賽組別：
(一) 合約橋牌：設教育人員、高中、國中、國小共 4 組。
(二) 迷你橋牌：設高中、國中、國小甲、國小乙、國小女、國小混合共 6 組。

(三) 請注意：各組賽員可以往上跨組不得往下跨組 。
十二、 參賽資格：
(一) 教育人員組：凡各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或退休人
員，及各校橋藝指導老師，或從事橋牌教育工作者得自由組隊參加。
(二) 高中組：高中在學學生，不限性別。(不含應屆畢業生)
(三) 國中組：國中在學學生，不限性別。(不含應屆畢業生)
(四) 國小甲組：國小在學學生，不限性別，不限年級。(不含應屆畢業生)
(五) 國小乙組：國小四年級以下在學學生。(不含升小學五年級)
(六) 國小女子組：國小在學女生。(不含應屆畢業生)
(七) 國小混合組：國小在學學生，不限年級。(不含應屆畢業生)
男生一律坐 NW，女生一律坐 SE。
十三、報到時間：10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8：00~8：30
開幕時間：10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8：30~
十四、獎勵 :
(一) 迷你橋牌及教育人員組 : 各組取前三名頒給獎盃、個人獎牌及獎狀
第四名及副盃前三名頒發個人獎牌及獎狀。
(二) 合約橋牌 : 視各組隊數依照體育署規定頒發獎盃獎牌或獎狀
1. 該比賽於同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將該比
賽種類列為競賽種類時，依規定將不具有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2. 本賽事除國中組、高中組外，其餘組別不具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3.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 6 條第 6 款規
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該
學年度前二款賽會運動種類或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
績符合下列 規定者，得申請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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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賽隊(人)數十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八名。
(2) 參賽隊(人)數十四個或十五個 : 最優級組前七名。
(3) 參賽隊(人)數十二個或十三個 : 最優級組前六名。
(4) 參賽隊(人)數十個或十一個 : 最優級組前五名。
(5) 參賽隊(人)數八個或九個 : 最優級組前四名。
(6) 參賽隊(人)數六個或七個 : 最優級組前三名。
(7) 參賽隊(人)數四個或五個 : 最優級組前二名。
(8) 參賽隊(人)數二個或三個 : 最優級組前一名。
4. 學生申請甄試，以招生簡章所列各校之運動種類及名額為限。歷年
各運動種類開缺情形，請參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
(網址:issport.camel.ntupes.edu.tw)歷年簡章。
十五、 注意事項：
(一) 各組報名隊數如不足 4 隊，大會得視需要逕行併組比賽，分列成績。
(二) 請攜帶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教育人員組請攜帶相關證件供查驗。並於第一
場賽事時與對手相互檢查，沒有下場比賽之賽員另行跟工作人員報到。
(三) 請各校同學同一天穿著相同制服或運動服、以期服裝儀容整齊。
(四) 賽場禁止飲食，勿穿著高跟鞋進場，並提醒學生愛惜場地。
(五) 賽場內禁止非工作人員與賽員進入，主辦單位將開放部分場次拍照。
(六) 本賽事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 條規定投保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 300 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 1,500 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台幣 200 萬元。
4.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台幣 3,400 萬元。
保障範圍為比賽場地內，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另投保個人險。
十六、目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雖稍有趨緩，本會仍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
規範辦理賽事，落實防疫安全措施或控管參與人數，並隨時注意及掌握疫
情發展。如有相關需要，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 即
時查詢疫情相關重要訊息。
十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並公告於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官方網站。
十八、示範賽直播：
本次賽事將訂於 8/29(六)PM6:30~9:00 邀請吳清亮理事長親自領軍的宏儒
隊 VS 今年的女子國家隊 Infinity 隊，進行一場 16 牌的對抗賽。
現場除了有專業的老師負責直播的講解之外，更會提供豐富的 Buffet，讓
大家可以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高水準的橋牌賽事，豈不是人生一大享
受呢?
費用：每人 200 元(請於報到當天向主辦單位購買餐卷，晚上憑卷入場)
大會每隊發放免費餐券兩張，請於報到時一併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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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住宿參考資訊：
(一)中信校區：
https://forms.gle/UpAgGAWtrPdhzkae6
(二)附近民宿：
https://www.facebook.com/baimouhumter/
https://www.facebook.com/pg/JungleSoap/post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E6%AD%90%E9%A6%9996%E6%B0%91%E5%
AE%BF-1561818830786779/
https://www.facebook.com/sweet313520
https://www.facebook.com/%E8%90%8C%E8%90%8CQ%E6%A3%A7479695838851168/
https://www.facebook.com/%E9%84%89%E4%B8%8B%E6%9C%89%E6%88
%BF-559148510858688/
https://1389766863221.tw66.com.tw/

二十、中信校區交通資訊 :
交通地圖

廿一、其他資訊 :
(一) 校園內提供免費停車場，歡迎多加利用。
(二) 大會另租借教室數間，全天候冷氣開放，供家長及未上場之賽員休息，
每間約可容納 40 人。休息室屬於共用空間，請勿占用。若有特殊需求
需自行租借的單位，請提早向主辦單位申請。大會保有休息室空間調度
之權利，還請各位務必遵守相關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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