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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教育盃是屬於教育人員及學生專屬的比賽，自 2005 年首屆在苗栗舉辦

至今已超過 15 年，其中有幾位賽員參賽已近 10 年，從國小到目前已

升格為高中仍持續參與本項活動，其熱情的參與除令人感動外，亦可見

橋牌是一項多麼迷人的活動。 

    本次比賽也將歷年戰績列在本次手冊內，可惜目前資料僅有約 10

年左右，歡迎各位提供相關資料，讓教育盃的歷年戰績可以更齊全。 

    橋牌是一項具有眾多優點的心智運動，橋藝競賽則極富挑戰性，除

了考驗選手個人的牌技外，團隊的紀律及合作精神更是吸引人的一大

特點。不論在何種等級的比賽中，選手們總是努力從打出的每一張牌、

做出的每個決定中，為個人、團隊爭光，其成就感及榮譽感往往撼動人心，使眾多橋友樂此不

疲，投身於這項運動中。 

    教育盃是全年度最令人引頸期盼的學生賽事，也是教育部體育署認定的運動甄試錦標

賽，凡參加合約橋牌組的國高中學生成績優異者，本會會將名單呈送體育署，以利選手們的

升學推甄。每年皆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菁英參與教育盃，各隊選手及教練為了在眾多佼佼者脫

穎而出，無不使出渾身解術，亮出最好的表現，只為能拔得頭籌，替各校爭光。 

    橋牌比賽除重考驗牌技之外，大家也應該注重牌品以及橋藝禮節問題；橋牌除了是競爭

的運動項目外，也是著名的社交運動，若僅重視結果卻忽略牌桌上的禮儀，則不免失去其原

有的精神。成為一位牌技高超且彬彬有禮的選手，不但能為自己贏得口碑，亦能使他人加深

橋牌活動的良好印象。 

 

    推廣橋藝，提升橋牌的人口和風氣，讓更多人領略橋牌的美好及樂趣，代代傳承，使橋

藝成為台灣熱門的心智運動，在國內爭取列入全運會的正式項目，在國外則爭取加入國際智

力運動組織，並尋求公部門資源和企業贊助，是本人努力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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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 

 

會    長：吳清亮(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長)  

副 會 長：何榮欽(台北市體育總會橋藝協會理事長)  

秘 書 長：鄒政珉(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秘書長)  

執 行 長：蔡宗穎(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競賽委員會副召集人)  

裁 判 長：黃崇哲 

裁    判：蔡宗穎、黃超群、張容菱、張育瑋、陳則維 

競 賽 組：黃靜慈、郭冠甫、郭柔余、李宜興、邱泊曄 

牌 務 組：陳育聖 

資 訊 組：張江林、谷仁宏、江文成 

行 政 組：林千雅 

服 務 組：黃靜慈、郭冠甫、郭柔余 

場 地 組：李宜興、邱泊曄 

志    工：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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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教育盃全國橋藝錦標賽比賽辦法 

 

一、依  據：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21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41584 號函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 

二、主  旨：為推展橋藝運動，倡導青少年正當智力運動，致力於紮根校園，特辦此比賽。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五、協辦單位：南投縣橋藝委員會 

六、召集人：黃超群，聯絡電話: 0928-660658，E-mail: lny315@hotmail.com 

黃崇哲，聯絡電話: 0985-224975，E-mail: aa0985224975@gmail.com 

七、比賽日期：112 年 02 月 11 日-112 年 02 月 12 日，共計 2 天 

八、比賽地點：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193 號) 

九、參賽資格： 

(一) 教育人員只要符合下列任一資格即可組隊參賽： 

1. 各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正式編制內的教職人員或退休人員 

2. 各級學校的橋藝指導老師 

3. 從事橋藝教育工作者 

(二) 學籍規定： 

1. 組隊單位之運動員，以 111 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含外僑學校、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2. 國中部修業 3 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部。 

3. 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 1 年以上之學籍為限(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且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仍在學者)。下列情形除外，

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1) 因法律防治輔導轉學者。 

(2) 原就讀之學校係因教育部諭令停招、解散或學校運動代表隊經各地方政府函請教育

部體育署專案核准解散之學生。 

4. 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學以所屬

各地方政府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三) 年齡規定： 

1. 國中部：限 95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者 

2. 高中部：限 92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者 

十、比賽種類及分組： 

(一) 比賽種類 

1. 合約橋牌 

2. 迷你橋牌 

(二) 比賽分組 

1. 合約橋牌必辦組別，共 7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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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人員組 

(2) 高中甲組 

(3) 高中公開組 

(4) 國中甲組 

(5) 國中公開組 

(6) 國小甲組 

(7) 國小公開組 

2. 合約橋牌選辦組別，共 2 組： 

(1) 各級入門組 

(2) 各級女子組 

3. 迷你橋牌必辦組別，共 10 組： 

(1) 教育人員組 

(2) 高中甲組 

(3) 高中公開組 

(4) 國中甲組 

(5) 國中公開組 

(6) 國小甲組 

(7) 國小公開組 

(8) 國小女子組 

(9) 國小混合組 

(10) 國小入門組 

4. 迷你橋牌選辦組別，共 1 組： 

(1) 各級女子組 

十一、 組隊限制： 

(一) 合約橋牌： 

1. 高中甲組，基於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的性質，限同校組隊。 

2. 高中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3. 國中甲組，基於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的性質，限同校組隊。 

4. 國中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5. 國小甲組，限同校組隊。 

6. 國小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二) 迷你橋牌： 

1. 高中甲組，限同校組隊。 

2. 高中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3. 國中甲組，限同校組隊。 

4. 國中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5. 國小甲組，限同校組隊。 

6. 國小公開組，不限同校組隊。 

7. 國小女子組，限女性運動員，同校組隊。 

8. 國小混合組，男性及女性運動員須至少各有 2 位，限同校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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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小入門組，限同校組隊。 

(三) 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後至開賽前，僅能因下列情形所導致該隊的運動員不足 4 人，出示相關證明且

經本會競賽與正點委員會審議核可後，得以更改名單。反之，將不被允許任何的名單異

動。 

(1) 基於 COVID-19 疫情，因運動員確診或監護人等因素導致無法參賽。 

(2) 基於不可抗力的緣由。 

2. 承上，若該隊原先的組成為同校，則替補的運動員須以同校為優先。意即該組如有同校

的其他隊伍且在不影響參賽權利時，將不被允許以非同校的運動員替換之。 

3. 承上，若符合該隊原先報名組別的參賽資格及限制，不得因此改為報名其他組別。 

4. 承上，若該隊因此不符合原先報名組別的參賽資格及限制，本會將自動改為報名最符合

原先報名組別的參賽資格及限制之組別。 

5. 若該組的隊伍數不足 4 隊時，賽程將縮短為一天，高中甲組及國中甲組除外。 

十二、 比賽隊號：由本會於 112 年 01 月 27 日(星期五)公開抽籤編排之。 

十三、 賽程安排：各組的賽程原則上為 2 天。如該組的隊伍數不足 4 隊，賽程將縮短為 1 天，合約

高中甲組及合約國中甲組除外。 

十四、 比賽制度：初賽採循環，決賽採單淘汰。 

十五、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01 月 13 日(星期五)止。 

(二) 報名方式： 

1. 採取線上的方式登記註冊報名，所填寫的個人資料及照片，用途僅限於本賽事。報名相

關表單，參照附件二。 

2. 運動員及職員登記註冊報名時，應上傳最近 3 個月之數位人像照片(2 吋白底脫帽彩色半

身)，俾供本會製發運動員證及職員證。 

3. 運動員應上傳學生證正反面或得以證明符合參賽資格之佐證照片。 

4. 合約高中甲組及合約國中甲組須上傳全隊的制度卡，檔案格式為 PDF，檔案名稱請以「隊

伍名稱-使用該份制度卡的全部運動員姓名」的格式命名。 

5. 未於報名截止前上傳照片及制度卡者，視同未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續。 

(三) 報名費用： 

1. 教育人員組每隊 1200 元整。 

2. 高中，國中及國小各組依每隊運動員人數*200 元整。 

3. 本賽事收取報名費用後，將核實開立收據。依照內政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規定，辦理財務收支公開徵信並公告於本會網站。 

(四) 繳費方式： 

1. 請匯款至本會帳戶，匯款資訊如下： 

台灣企銀 忠孝分行 

帳號：100-12-06707-6 

戶名：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2. 未於報名截止前完成匯款者，視同未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續。 

(五) 取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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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續之隊伍，如因故無法參與，最晚請於 112 年 02 月 03 日(星期五)

通知召集人。 

2. 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逾期恕不受理任何退費。 

3. 如未於期限內通知召集人或無故缺席賽事，該隊伍所屬的全部學校於下一學年度不得報

名參賽。 

(六) 凡經教育部（含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備查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至註冊截止日尚未恢

復其權利者，不予註冊報名，其他職員亦同。 

十六、 資格審查： 

(一) 將於 112 年 01 月 20 日(星期五)完成審查。 

(二) 若正確無誤，經最後確認後，不得更改名單、種類及組別，惟符合十、(三)所列舉之情事者

除外。 

十七、 技術會議：各組於 112 年 02 月 11 日(星期六)，於比賽會場中舉行。 

十八、 比賽規定：詳參附件三。 

十九、 罰則： 

(一) 運動員如有資格不實或冒名參賽者，經查證屬實後，撤銷該隊繼續參賽的資格及已賽成績、

名次，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並取消該運動員參加 112 學年度教育盃的比賽權利。判

決前已完成比賽之賽程，不予重賽；判決名次決定後，經取消之名次將不予遞補。 

(二) 所屬領隊、教練及管理函請各該學校依規定懲處；冒名參賽者如有學生身分，函請各該學校

依規定懲處。 

(三) 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 

1. 如發生運動員毆打裁判或職員，撤銷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取消該隊參加 112 學年度

教育盃該類別及組別的比賽權利。同時，亦會取消該名運動員參加 112 學年度教育盃任

何種類及組別之比賽權利 

(四) 運動員證照片與本人不符者，應撤銷比賽資格。 

(五) 各隊的運動員參加比賽，必須穿著佩有學校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並佩戴大會製發之

運動員證、職員證，否則不准參賽。運動員證、職員證遺失，得於比賽前 30 分鐘備妥相關

證明文件及照片（2 吋白底脫帽彩色半身）一張至大會補辦，申請此項補辦(發)業務時，每

人各需繳交費用新臺幣 300 元整。 

二十、 申訴： 

(一) 由領隊或教練先向該場賽事的裁判長口頭提出，取得上訴書後於該圈賽事結束後的 30 分鐘

內提交書面申訴並簽名。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二) 任何的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

金。 

二十一、 獎勵： 

(一) 合約橋牌 

1. 各組的前三名頒發個人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個人獎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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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賽事除高中甲組及國中甲組外，其餘組別不具運動甄試資格。依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方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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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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參賽隊數十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八名。 

(二) 參賽隊數十四個或十五個；最優級組前七名。 

(三) 參賽隊數十二個或十三個，最優級組前六名。 

(四) 參賽隊數十個或十一個；最優級組前五名。 

(五) 參賽隊數八個或九個；最優級組前四名。 

(六) 參賽隊數六個或七個；最優級組前三名。 

(七) 參賽隊數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二名。 

(八) 參賽隊數二個或三個以上；最優級組前一名。」 

4. 歷年各運動種類開缺及榜單，可自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獲取相關資訊

(https://lulu.ntus.edu.tw/)。 

(二) 迷你橋牌 

各組的前三名頒發個人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個人獎狀。 

二十二、 保險： 

本賽事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 條規定投保，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 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 萬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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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性騷擾申訴管道：通報流程如附件一 

(一) 電話：02-2772-4583 

(二) E-mail：ctcba886@gmail.com。 

二十四、 防疫規定： 

(一) 本會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範辦理，落實防疫安全措施及控管參與人數，並隨時注

意及掌握疫情發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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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查詢疫情相關的重要訊息。 

二十五、 附則： 

(一) 未盡事宜本會保有合理解釋權，將另行公告於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官方網站。 

本辦法經本會競賽及正點委員會通過，理事長核可後陳報教育部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lulu.ntus.edu.tw/
mailto:ctcba886@gmail.com


附件一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通報順序： 
一、法定通報：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位或

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
線上求助平台
(https://ecare.mohw.gov.tw/).  

二、本會： 
(一)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通報或報

警處理，並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
人。 

(二)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第 2條
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協助通知疑似
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
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備註： 

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及配合機制 

本會知悉

參與活動

之人員遭

性侵害、

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

件，(於

24 小 時

內進行通

報 ) 

醫院 

(驗傷、醫療照顧 
 

家庭暴力暨(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醫療服

務、保護扶助、法律

諮詢、暴力防治) 
警察局 

(協助驗傷與採證、

詢問與調查) 

由本會啟動

危機處理機

制，指定專

人對外發言

及聯繫，並

提供被害人

相關專業協

助 

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順序： 
一.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1條、性騷擾防法法第 13條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等規定辦理，本會視
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二.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
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協助通知疑似行
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
或協助報警處理。 

 
 

呈報教育部體育署 

https://ecare.mohw.gov.tw/


比賽規定 

一、資格查驗 

(一) 運動員須攜帶符合參賽資格的證明文件，於報到時供大會查驗身分。 

(二) 未配帶運動員證者，不得出賽。 

二、服裝儀容 

(一) 運動員須注意保持儀容整齊，學生請著制服或運動服。 

(二) 禁止穿著拖鞋，如有特殊需求者，請向裁判提出並經核可後除外，否則比照第十二點之罰則

執行。 

三、執法依據為 WBF 所頒布的複式合約橋牌規則 2017 年版。扣罰以/區隔初賽及決賽。 

四、遲到 

(一) 初賽 

1. 5 分鐘內，第一次警告隊長，第二次起，適用 10 分鐘內的罰則； 

2. 10 分鐘內，扣罰 1.0 VPs。往後每 5 分鐘區間，增加扣罰 1.0 VPs。 

3. 達 25 分鐘，以棄賽論。 

(二) 決賽 

1. 5 分鐘內，第一次警告隊長，第二次起，適用 10 分鐘內的罰則； 

2. 25 分鐘內，1 IMP，加上超過 5 分鐘，每 1 分鐘額外扣罰 1 IMP。 

3. 40 分鐘內，30 IMPs，加上超過 25 分鐘，每 1 分鐘額外扣罰 2IMP。 

4. 超過 40 分鐘，以棄權論 

(三) 不足 5 分鐘以 5 分鐘計。 

(四) 遲到方將被視為進度過慢的責任方(參照第六點)。 

五、棄賽/ 資格喪失 

比賽開始後，如隊伍中能上場的運動員不足 4 位時，不可借將。如為遲到，請參考第四點之規定

處理，其餘將一律視為棄賽。棄賽/ 資格喪失的隊伍該場對戰取得 0.0 VP；被棄賽的隊伍可於該

階段賽事結束後，從下列 3 個選項中擇一作為本圈的對戰分數。 

(一) 被棄賽的隊伍除棄賽場次外所得總分之平均。 

(二) 20.0 VPs 減去棄賽的隊伍除棄賽場次外所得總分之平均。 

(三) 於循環制得到 12.0 VPs，瑞士升降制得提高至 14.0 VPs。 

棄賽兩場的隊伍將被強制喪失資格，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六、進度過慢 

若經報備且裁判觀察後屬實者，被報備的一方將被認定為責任方或來自第四點或第十五點被認定

的責任方，扣罰由責任方承擔。不過，如裁判認定報備方也存在有節奏過慢的情事，得考慮按實

際發生的牌數按比例裁定扣罰。若無報備或裁判無法認定被報備方有明顯進度過慢的事實時，則

雙方同屬責任方平分扣罰。 

(一) 該圈正規時間結束時，叫牌尚未結束的牌將被直接取消並且不予計分。 

(二) 承(一)，須在 5 分鐘內完成打牌階段。超過 5 分鐘，直接取消並且不予計分。 

(三) 承(一)或(二)，責任方將被額外扣罰 0.1 VPs*被取消的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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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入座表的繳交時限並不會因本條的規定而延遲。意即如該隊負責繳交入座表的運動員因此而

超過 5 分鐘，仍將依照第十五點(三)處理。 

七、成績核對及更正時限 

(一) 成績核對 

1. 運動員在牌桌上核對或記錄合約結果時，請用書寫或拿取叫牌卡的方式溝通。若因說出牌

張，合約或結果，導致他桌可能受到影響，將依第九點及第十點處理。 

2. 運動員於該節結束離座前，應與對手確認成績無誤後再提交。 

(二) 更正時限 

1. 該圈結束後 30 分鐘內。 

2. 僅有花色、莊位，不可能的合約，或裁判認定符合 Law 79C2 所描述之情形能被允許修正。 

八、複賽對戰組合決定 

晉級複賽之隊伍，由排名前 25%的隊伍依序自後 50%中選擇對手，其餘的隊伍將採取排名最高

與最低自動配對的方式決定。 

九、賽程進行期間，運動員於牌桌上或賽場討論任何與該節牌局相關的資訊，致使他桌獲取額外訊息，

凡被檢舉且經查證屬實，每次扣罰 2.0 VPs，採累罰制。 

十、受影響的桌次，裁判評估時間可許，得重發相對應的牌數給兩隊重打，此時不適用第六點的規定，

但最晚仍須在次圈開始前完成，否則未完成的牌仍將被取消。 

十一、 旁觀限制 

除了不出賽隊長之外，不得旁觀隊友比賽。不出賽隊長應於固定方位觀戰且離位或返回須向裁

判報備。一旦發生影響該桌次的運動員或比賽進行之情事，裁判應立即將其請離賽場，並禁止

其旁觀該階段賽程的剩餘場次。 

十二、 手機及菸酒 

(一) 比賽進行中，賽場(廁所)內的運動員發生手機鈴響，(離座)抽菸，喝酒或嚼食檳榔等情事，

每次扣罰 2.0 VPs/ 6 IMPs，採累罰制。 

(二) 假如有來自親人的重要電話不得不接，請運動員於第一天開賽前主動提出說明，並且經主辦

單位及裁判核備。否則，一律依本條規定處理。 

十三、 平手判定 

(一) 循環制 

1. 兩隊 

(1) IMP 商(總贏得的 IMP 除以總輸掉的 IMP)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2) 對戰之 IMP 比數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3) 對戰之總分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4) 對戰之總分商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5) 一牌驟死決定贏家，一旦進入此環節，不再有上訴/ 複審程序。 

2. 三隊 

(3) IMP 商(總贏得的 IMP 除以總輸掉的 IMP)，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4) 對戰之 VP 總和較高者，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5) 對戰之結果一勝一和且總和較高者，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6) 若有一隊已輸給另外兩隊，為第三名。剩下平手的兩隊，參照 1。 

在上述以外的情形，依照下列方式決定勝出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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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戰的淨總 IMP 和最高者，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2) 對戰的淨總分和最高者，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3) 對戰的總分商和較高者，若剩兩隊平手，參照 1。若三隊仍平手； 

(4) 一牌驟死決定贏家，一旦進入此環節，不再有上訴/ 複審程序。 

3. 四隊以上 

(1) IMP 商(總贏得的 IMP 除以總輸掉的 IMP)和較高者，若剩兩或三隊平手，參照 1 或 2。

若仍超過三隊平手； 

(2) 對戰之 VP 總和較高者，若剩兩或三隊平手，參照 1 或 2。若仍超過三隊平手； 

(3) 對戰之總分商和較高者，若剩兩或三隊平手，參照 1 或 2。若仍超過三隊平手； 

(4) 一牌驟死決定勝出的隊伍，一旦進入此環節，不再有上訴/ 複審程序。 

(二) 淘汰制 

將依初賽的賽制及初賽是否有對戰紀錄而定，詳列如下 

1. 如為分組循環且有對戰紀錄，由贏得初賽對戰之隊伍勝出。 

2. 如為分組循環且無對戰紀錄，採取以下順序判定 

(1) 對戰之總分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2) 對戰之總分商較高者，若依然平手； 

(3) 一牌驟死決定贏家，一旦進入此環節，不再有上訴/ 複審程序。 

3. 如為單/ 多循環/ 瑞士升降制，由初賽排名在前者勝出。 

十四、 複審機制 

(一) 採複審制，請由隊長向主辦單位提出判決複審的要求，在取得有判決結果的上訴書並書寫上

訴理由後，連同複審費用 3000 元一併繳交給主辦單位。 

(二) 依複審結果裁定原判決是否有程序瑕疵及是否更改判決。若無，則將沒收複審費用。 

十五、 合約橋牌 

(一) 制度限制 

1. 禁止使用黃色制度 

2. 使用棕色特約的搭檔，必須完整填寫對抗及後續約定的文件，經本會裁判委員會審核通

過後方可使用。 

(二) 制度卡 

1. 上場的運動員須至少準備兩份完整的制度卡提供給對手查閱。 

2. 承 1，若無準備制度卡，經對手檢舉並查證屬實者，得採取以下 3 種解決方式： 

(1) 及時列印。 

(2) 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 WBF BWS 5533 2.19 版。 

(3) 現場填寫，方可繼續該圈的剩餘賽程。 

3. 承 2，若因此導致某(些)牌無法正常進行，裁判評估時間可許，得重發相應的牌數給兩隊

重打。該節結束時仍未能完成全部需重打的牌時，違規的該對將被視為進度過慢的責任

方(參照第六點)，並依被取消的牌數進行扣罰。 

4. 承 2，若因此拖延比賽導致無法完成全部的牌時，違規的該對將被視為進度過慢的責任

方(參照第六點)，並依被取消的牌數進行扣罰。 

(三) 入座表 

1. 實行組別為合約高中甲組及合約國中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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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寫模式將依報名結果而定。 

3. 請隊長於次圈開賽前 5 分鐘主動交予裁判。逾時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扣罰 0.5 VPs/ 1 IMPs，

第三次扣罰 1.0 VPs/ 2 IMPs，第四次之後每次扣罰 2.0 VPs/ 4 IMPs。 

4. 未依繳交的入座表就座之運動員，除會被要求更換至正確的座位外，第一次警告，第二

次扣罰 0.5 VPs/ 1 IMPs，第三次扣罰 1.0 VPs/ 2 IMPs，第四次之後每次扣罰 2.0 VPs/ 4 

I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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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橋牌各組隊伍、賽程及成績表 

合約教育人員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NNT   許志雄 許志雄 張棟梁 高惠娟 蔡秋婷 張佩琪 林奕成 

2 佳鴻   鄒政珉 鄒政珉 曾文濱 劉文齡 陳育聖 林千雅  

3 高師大   吳清亮 吳清亮 郭傑儀 顏世紋 陳輔弼   

4 台南市   吳弘仁 吳弘仁 樂薏旋 周宗明 陳建閔 許品堯 吳若歆 

5 凌網師友 鄭  偉 陳建維 林昆輝 林昆輝 鄭  偉 陳建維 陳延暐 楊建榮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副盃-三角對抗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15 
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一場上半節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一場下半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第一圈 12:30 13:45 
決賽第三節 &  

副盃第二場上半節 

11:10 12:10 初賽第二圈 13:55 15:10 
決賽第四節 &  

副盃第二場下半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第三圈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第四圈    

15:20 16:20 初賽第五圈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四) 決賽成績表 

隊號 KO 1 KO 2 KO3 KO 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副杯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第二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合約高中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師大附中 B 陳延暐 陳延暐 吳芃萱 吳芃萱 徐筠惠 陳辰宣 楊子萱 陳立峻 陳世騰 

2 南上佳男 廖財固 吳弘仁 方軒岷 方軒岷 蔡雲皓 許正毅 陳信福   

3 來橋 level up 吳俊憲 吳弘仁 許亮寓 許亮寓 顏子胥 謝旻恩 吳詩菱   

4 大滿貫 賴來汶  温振琴 江秉凱 江秉凱 黃子洋 巫彥槿 張志煒 謝以勒  

5 不要相信橋牌     許文瑋 許文瑋 陳韋達 陳仲肯 謝允恆 王冠程   

6 師大附中 A 陳延暐 陳延暐 陳胤宇 陳胤宇 黃宇謙 陳子翊 張冠瑋 林能楷 林暄達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15 決賽第一節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二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第一圈 12:30 13:45 決賽第三節 

11:10 12:10 初賽第二圈 13:55 15:10 決賽第四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第三圈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第四圈    

15:20 16:20 初賽第五圈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四) 決賽成績表 

冠亞(初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隊號 KO 1 KO 2 KO3 KO 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第一階段(初賽第三名至第六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第二階段(初賽第三名至第六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合約高中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SHDC 顏世紋 顏世紋 陳芓安 陳芓安 沈敬翔 陳奕心 曾秉軒   

2 橋牌天兵 吳弘仁 吳弘仁 黃柏穎 黃柏穎 甘善尹 方柏舜 甘喬尹 黃郁純 黃薌育 

3 最佳牌檔 吳弘仁 吳弘仁 莊荷娟 莊荷娟 徐孝瑄 張安琦 楊茲甯 陳巧恩  

4 出國留學團 賴來汶 邱宏宬 張翔睿 張翔睿 張哲旻 王晨聿 戴千筌   

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邱逸帆 黃金石 許家齊 許家齊 周雨彤 李世勇 何品嫻 洪正穎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副盃-三角對抗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15 
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一場上半節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一場下半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第一圈 12:30 13:45 
決賽第三節 &  

副盃第二場上半節 

11:10 12:10 初賽第二圈 13:55 15:10 
決賽第四節 &  

副盃第二場下半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第三圈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第四圈    

15:20 16:20 初賽第五圈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四) 決賽成績表 

隊號 KO 1 KO 2 KO3 KO 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副杯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第二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合約國中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明仁 DA 湯慧敏 賴來汶 陳定霆 陳定霆 呂濬博 賴子明 彭哲星 戴千鈞  

2 明仁無極限 湯慧敏 邱宏宬 古孟芝 古孟芝 徐千卉 彭毓蓁 黃映瑄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15 決賽第一節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二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第一圈 12:30 13:45 決賽第三節 

11:10 12:10 初賽第二圈 13:55 15:10 決賽第四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第三圈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第四圈    

15:20 16:20 初賽第五圈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四) 決賽成績表 

隊號 KO 1 KO 2 KO 3 KO 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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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國中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館中國際熊 方麗萍 邱宏晟 賴來汶 詹沚凌 林少則 馮均禾 鄭毓涵 吳秉祐  

2 埔瓏宮 B 葉明煌 黃金石 黃申壬 黃申壬 謝禮鈞 江宥霆 洪聖傑 許峰銘 林稚甯 

3 鹽中象兵 李家豪 李家豪 張子毅 張子毅 洪楷絜 劉璿榕 楊雅米 林小雅 范泉仁 

4 鹽中長槍兵 李家豪 李家豪 李帛叡 李帛叡 朱子敬 徐光亞 陳品佳 陳雁君  

5 明仁文明 TL 湯慧敏 薛家鳳 邱歆偉 邱歆偉 吳晉宇 陳子維 張耕睿 張以諾  

6 埔瓏宮 A 葉明煌 黃金石 蔡政倫 蔡政倫 葉羿含 趙席墨 楊天樂 趙翊喆 江侑蓉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15 決賽第一節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二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第一圈 12:30 13:45 決賽第三節 

11:10 12:10 初賽第二圈 13:55 15:10 決賽第四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第三圈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第四圈    

15:20 16:20 初賽第五圈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四) 決賽成績表 

冠亞(初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隊號 KO 1 KO 2 KO3 KO 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第一階段(初賽第三名至第六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第二階段(初賽第三名至第六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合約國小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公館-噴火龍 張茂富 邱宏宬   王晨安 吳秉宸 劉家齊 朱誌偉   

2 溪南國小 李淑瑜 楊哲冠 (NPC)陳亮瑋 陳治宇 曾羿魁 鄭榆競 徐維樂 曾楊謹紜 洪晨忻 

3 文華 Winner 陳詩宜 羅文昌 彭昱瑞 彭昱瑞 陳新凱 彭敬宇 楊蘊微 林詠晴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初賽-三角對抗 

每圈 6 牌，4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45 開幕儀式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0:00 10:45 三角對抗第一場上半節    

10:55 11:40 三角對抗第一場下半節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2:30 13:15 三角對抗第二場上半節    

13:25 14:10 三角對抗第二場下半節    

14:20 15:05 三角對抗第三場上半節    

15:15 16:00 三角對抗第三場下半節    

16:00 16:15 確認成績    

16:45  頒獎    

 

(三) 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二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三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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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國小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苗栗巨蛋 A 劉欣螢 黃炫芬 林品嫺 楊翊 何竑毅 謝依芸 傅子瑜   

2 東光小牛頓 柯惠玲 陳靜怡，陳為志 蔡寬洋 蔡寬洋 柯威綸 黃泓元 陳亮宇 劉佳穎 王若安 

3 精英 鄭淑華 黃金石 林廷叡 林廷叡 趙胤程 楊天佑 葉羿辰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初賽-三角對抗 

每圈 6 牌，4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45 開幕儀式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0:00 10:45 三角對抗第一場上半節    

10:55 11:40 三角對抗第一場下半節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2:30 13:15 三角對抗第二場上半節    

13:25 14:10 三角對抗第二場下半節    

14:20 15:05 三角對抗第三場上半節    

15:15 16:00 三角對抗第三場下半節    

16:00 16:15 確認成績    

16:45  頒獎    

 

(三) 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二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三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26 
 

迷你橋牌各組隊伍、賽程及成績表 

迷你高中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北中 A 吳俊憲校長 吳弘仁 蔡弦栩 蔡弦栩 黃勝斌 黃健展 張承悅   

2 中信國際學校 施光訓 吳弘仁 黃浩宇 黃浩宇 賴畇睿 官曄楨 張百閎 張詠淇 謝嘉恩 

3 北門高中 C 吳俊憲校長 吳弘仁 陳冠宏 陳冠宏 周晉頡 范維哲 林欣潔 謝佳諼  

4 北門高中 B 吳俊憲校長 吳弘仁 陳筱丹 陳筱丹 林孟臻 蔡旻峰 黃威翔 許竣閎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雙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00 初賽 RR2-3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一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 RR1-1 12:30 13:45 決賽第二節 

11:10 12:10 初賽 RR1-2 13:55 15:10 決賽第三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 RR1-3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 RR2-1    

15:20 16:20 初賽 RR2-2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R1-1 RR1-2 RR1-3 RR2-1 RR2-2 RR2-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四) 決賽成績表 

冠亞(初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初賽第三名及第四名)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迷你高中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KSES  林奕成 陳沛涵 陳沛涵 蔡安喬 林玥綵 許睿芯 王雅筠  

2 鹽中火槍兵 李家豪 李家豪 黃家萱 黃家萱 許宸瑋 李采箏 吳玥樺   

3 我們老師是猴子 吳俊憲 吳弘仁 鄭芯婕 鄭芯婕 羅子昕 陳昱彤 王品潔   

4 鹽中騎兵 李家豪 李家豪 胡海欣 胡海欣 黃郁慈 朱茜琳 洪宜岑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雙循環 

每圈 8 牌，60 分鐘 

決賽-KO 

每圈 10 牌，7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10:00 初賽 RR2-3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25 11:40 決賽第一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0:00 11:00 初賽 RR1-1 12:30 13:45 決賽第二節 

11:10 12:10 初賽 RR1-2 13:55 15:10 決賽第三節 

12:10 13:00 午餐 & 休息 15:10 15:25 確認成績 

13:00 14:00 初賽 RR1-3 15:45  頒獎 

14:10 15:10 初賽 RR2-1    

15:20 16:20 初賽 RR2-2    

16:20 16:3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R1-1 RR1-2 RR1-3 RR2-1 RR2-2 RR2-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四) 決賽成績表 

冠亞(初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季殿(初賽第三名及第四名)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迷你國中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館中ㄚ熊 方麗萍 賴來汶，崔春平 賴來汶 邱名萱 彭千瑀 林依柔 鍾承恩   

2 那瑪夏 K 組 楊振明 曾建瑋 林永全 林永全 張鴻偉 林姵辰 林潔欣   

3 館中本土熊 方麗萍 賴來汶，崔春平 賴來汶 劉宇哲 黃峻晨 傅宗璟 張元栢 黃品浩  

4 反清復閔 楊復閔 楊復閔 周妗霏 周妗霏 陳羽慈 黃子棋 江彥柏   

5 陽明閃電鳥 張永芬 陳清桔，莊文昭 連啓斌 連啓斌 徐唯展 陳彥佑 楊  藝   

6 那瑪夏 M 組 楊振明 曾建瑋 孫誠 孫誠 翁閔旭 張鴻毅 曾昱哲   

7 復閔愛喇賽 楊復閔 楊復閔 謝佳恩 謝佳恩 許品婕 陳幸愉 蔡容雨 蔡其峰 陳孟脩 

8 明仁 V 湯慧敏 徐政彥 范揚杰 范揚杰 范揚豪 陳威宇 吳隆昍 楊沛盈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6 牌，45 分鐘 

半決賽/ 決賽-KO & 副盃-單循環 

每圈 7 牌，5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45 初賽第七圈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00 10:55 半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1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05 12:00 半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2 

10:00 10:45 初賽第一圈 12:00 12:50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第二圈 12:50 13:45 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3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3:55 14:5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4 

12:30 13:15 初賽第三圈 14:50 15:05 確認成績 

13:25 14:10 初賽第四圈 15:45  頒獎 

14:20 15:05 初賽第五圈    

15:15 16:00 初賽第六圈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R7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8                  

 

(四) 半決賽成績表 

半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決賽成績表 

冠亞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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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殿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六) 副杯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迷你國中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東光小兵 張永芬 陳清桔，李依霞 王苡蕎 王苡蕎 許超順 陳昱翔 陳啟祐 程楷媞  

2 明仁小天地 湯慧敏 徐祥源 郭宜靜 郭宜靜 邱妍蓁 彭孜穎 邱宜瑾 蕭毓庭  

3 噴火龍 詹耀宗 陳清桔，莊文昭 方睿献 方睿献 蔡少宇 陳永璿 嚴子庭 張耀仁  

4 那瑪夏 L 組 楊振明 曾建瑋 林宜葵 林宜葵 楊儀姍 盧佳怡 柯佳瑜   

5 南崗國中 陳國俊 蔡齊賢 蔡秉宏 蔡秉宏 李柏廷 蔣甯 洪梓翔 陳柏頴 黃品榕 

6 雷電獸 張永芬 莊文昭，陳靜怡 許嘉宸 許嘉宸 蔡子謙 顏子鈞 張之瀚   

7 四國聯軍 吳弘仁 吳弘仁 張祐綺 張祐綺 古秉軒 林逸欣 王軍奕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6 牌，45 分鐘 

半決賽/ 決賽-KO & 副盃-三角對抗 

每圈 7 牌，5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45 初賽第七圈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00 10:55 
半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一場上半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05 12:00 
半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一場下半節 

10:00 10:45 初賽第一圈 12:00 12:50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第二圈 12:50 13:45 
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二場上半節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3:55 14:5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二場下半節 

12:30 13:15 初賽第三圈 14:50 15:05 確認成績 

13:25 14:10 初賽第四圈 15:45  頒獎 

14:20 15:05 初賽第五圈    

15:15 16:00 初賽第六圈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R7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四) 半決賽成績表 

半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決賽成績表 

冠亞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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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殿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六) 副杯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第二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迷你國小甲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東光丹丹漢堡 柯惠玲 李依霞，任晏儀 蔡夏恩 蔡夏恩 王亭諺 洪紹齊 楊邑新   

2 南投縣文山國小 吳薇薇 蔡秋婷 蕭銪序 蕭銪序 許竹霖 張朔瑋 林育全 林衿杉 陳思仲 

3 康壽老虎 林奕成 王瀚慶 洪紹翔 洪紹翔 林宥程 陳昱璋 李胤平 邱致勳  

4 康壽霸王龍 林奕成 林奕成 王雅妍 王雅妍 羅家檥 林玥瑞 陳奕炘   

5 光榮魟魚 郭人瑞 陳國文，伍于芬 魏辰夏 魏辰夏 黃威杰 許晴川 陳佑洋   

6 康壽犀牛 林奕成 王瀚慶 何縉朋 何縉朋 張詠程 邱元禾 洪瑄成 周祐玄 張展碩 

7 啟文 cosmos 曾舒涵 賴慶民 楊立生 楊立生 謝秉峻 葉柏緯 黃宇陽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單循環 

每圈 6 牌，45 分鐘 

半決賽/ 決賽-KO & 副盃-三角對抗 

每圈 7 牌，5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45 初賽第七圈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00 10:55 
半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一場上半節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05 12:00 
半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一場下半節 

10:00 10:45 初賽第一圈 12:00 12:50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第二圈 12:50 13:45 
決賽第一節 &  

副盃第二場上半節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3:55 14:5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第二場下半節 

12:30 13:15 初賽第三圈 14:50 15:05 確認成績 

13:25 14:10 初賽第四圈 15:45  頒獎 

14:20 15:05 初賽第五圈    

15:15 16:00 初賽第六圈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R7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四) 半決賽成績表 

半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決賽成績表 

冠亞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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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殿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六) 副杯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第二場 

隊號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迷你國小公開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東光獅子 柯惠玲 陳靜怡，李依霞 吳奕均 吳奕均 蔡侑丞 廖翌驊 洪雋翔   

2 公館-水箭龜 林芷苑 賴來汶   鄭弘岳 鄭又碩 黃羽邦 葉宥成 張允中  

3 苗栗巨蛋 B 李學仁 徐文宏 吳聲基 李泓億 徐子晴 吳昊宸 郭航宇 徐胤祐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初賽-三角對抗 

每圈 6 牌，4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45 開幕儀式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0:00 10:45 三角對抗第一場上半節    

10:55 11:40 三角對抗第一場下半節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2:30 13:15 三角對抗第二場上半節    

13:25 14:10 三角對抗第二場下半節    

14:20 15:05 三角對抗第三場上半節    

15:15 16:00 三角對抗第三場下半節    

16:00 16:15 確認成績    

16:45  頒獎    

 

(三) 成績表 

第一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二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第三場 

隊號 1 2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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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國小女子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光榮小鯨魚 郭人瑞 陳國文，伍于芬 蔡宜均 蔡宜均 劉舒瑜 鄭心惟 鄭家蓁   

2 康壽雲雀 林奕成 趙秩翊 褚家漩 褚家漩 陳令萁 鄭羽涵 戴安琦   

3 公館-小狐狸 李宣穎 王盟翔   鄭玉蝶 彭舒祺 陳宥伊 盧洧鈴   

4 東光太陽伊布 柯惠玲 莊文昭，劉浩文 凌玳覲 凌玳覲 李采蓁 陳宥妡 黃子芮   

5 東光瑪里居禮 柯惠玲 陳靜怡，莊文昭 陳妍希 陳妍希 唐鈺棋 李品蓁 饒庭語  李采憶  

6 東光石虎 柯惠玲 陳清桔，郭學松 劉洛言 劉洛言 李璦羽 吳姵緗 高悠燕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雙循環 

每圈 6 牌，45 分鐘 

決賽-KO 

每圈 6 牌，4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45 初賽 RR2-2 

09:30 09:45 開幕儀式 09:55 10:40 初賽 RR2-3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0:50 11:35 初賽 RR2-4 

10:00 10:45 初賽 RR1-1 11:45 12:30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 RR1-2 12:30 13:20 初賽 RR2-5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3:35 14:20 決賽第一節 

12:30 13:15 初賽 RR1-3 14:30 15:15 決賽第二節 

13:25 14:10 初賽 RR1-4 15:15 15:30 確認成績 

14:20 15:05 初賽 RR1-5 15:45  頒獎 

15:15 16:00 初賽 RR2-1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R1-1 RR1-2 RR1-3 RR2-1 RR2-2 RR2-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四) 決賽成績表 

初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初賽第三名及第四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初賽第五名及第六名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迷你國小混合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東光哥白尼 柯惠玲 陳靜怡，李依霞 鄭丞斌 鄭丞斌 莊彧安 張歆茜 徐和蔓 陳妍蓉  

2 東光麥當勞 劉浩文 李依霞，任晏儀 凌靖哲 凌靖哲 李  威 湯家睿 陳沛晞 楊詠淇 杜永紳 

3 康壽翼手龍 林奕成 范易詮 許芮綺 許芮綺 林宣綺 謝沛杰 洪暐捷   

4 開礦-WGI 劉信雄 賴來汶 陳真美 吳育綾 羅巧芩 潘子文 謝侑辰 黃靚勻  

5 公館-比比鳥 潘凌毓 賴來汶   楊博丞 賴子清 林子妍 劉蓉蕎   

6 鶴仔崗 羅明中 林淑瑛 陳竑睿 陳竑睿 宋幸儒 賴彤燿 管方辰   

7 南光國小 林取德 黃金石 梁家睿 梁家睿 蔡兆朋 許樂 楊沚錡   

8 僑建國小 陳志嘉 林毓彥 張緁恆 張緁恆 廖原芳 許永亮 劉柏辰 李品諺  

9 埔小神鷹 鄭淑華 黃金石 陳寶喬 陳寶喬 祝瑋彤 王翌丞 洪子堯   

10 光榮小鯨魚 郭人瑞 陳國文，伍于芬 蕭鈞嚴 蕭鈞嚴 黃子彤 吳昊喆 蘇家慧 陳芮恩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瑞士升降 

每圈 6 牌，45 分鐘 

半決賽/ 決賽-KO & 副盃-單循環 

每圈 7 牌，5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55 半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1 

09:30 09:45 開幕儀式 10:05 11:00 半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2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1:15 12:10 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3 

10:00 10:45 初賽第一圈 12:10 13:05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第二圈 13:05 14:00 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4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4:10 15:05 決賽第三節 & 副盃 R5 

12:30 13:15 初賽第三圈 15:05 15:20 確認成績 

13:25 14:10 初賽第四圈 15:45   頒獎 

14:20 15:05 初賽第五圈    

15:15 16:00 初賽第六圈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 半決賽成績表 

半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決賽成績表 

冠亞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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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殿 

隊號 KO 1 KO 2 KO 3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六) 副杯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迷你國小入門組 
(一) 隊伍 

隊號 隊名 領隊 教練 隊長 隊員一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1 東光傑尼龜 劉浩文 莊文昭，林慶芳 呂芷霓 呂芷霓 陳嘉駿 陳宥綸 鄭云曦   

2 東光雲豹 柯惠玲 陳清桔，葉芳玲 官凱立 官凱立 方睿煬 莊凱心 柳橋緯 周宸宇  

3 四維木星 陳怡勻 張家綺 賴思羽 賴思羽 鄭如恩 林羿蓁 李芊 黃于菲  

4 公館-伊布 林玉琴 邱珮萱   劉育辰 陳皓騰 吳克桓 吳克奕 謝其均  

5 康壽小白兔 林奕成 范易詮 陳定揚 陳定揚 張峻瑜 詹宜璇 翁子晴   

6 開礦-94 玩 劉信雄 賴來汶 楊壽玉 鄭琮翰 徐毓朝 劉力彰 蕭文彥 謝昕妍  

7 文華小兵 陳詩宜 羅文昌 梁薽云 梁薽云 彭昱凱 吳宇玹 許靖寬 林子恬  

8 東光拉普拉斯 劉浩文 莊文昭，陳為志 許惟凱 許惟凱 黃凱詳 李侑威 陳睿霆   

9 僑建國小 陳志嘉 林毓彥 廖豈芳 廖豈芳 王語涵 李品翰 林昆鋒   

10 康壽小花豹 林奕成 趙秩翊 張文愷 張文愷 邱品皓 翁孝懿 鄭丞恩   

11 光榮小鯨魚 郭人瑞 陳國文，伍于芬 魏立旻 魏立旻 蕭鈞瀚 許安睿 黃天宇 張佳樹 賴瑀凡 

12 老虎 鄭淑華 黃金石 陳祐農 陳祐農 潘偉倫 羅友邑 陳琮衡   

13 開礦-twin 劉信雄 賴來汶 陳真美 野呂優人 野呂櫻 張奕婕 卜詩榕   

14 東光路卡利歐 柯惠玲 莊文昭，劉安琪 龔禹之 龔禹之 楊穎杰 許硯鈞 王柏衡 黃御宸  

15 公館-卡比獸 謝寶櫻 賴來汶   李品樂 張可勳 巫禹忱 湯詠涵   

16 四維金星 陳怡勻 張家綺 郭于嘉 郭于嘉 余宥頵 陳品綸 高榮駿 郭庭安 胡翔菘 

17 四維火星 陳怡勻 張家綺 洪翊文 洪翊文 傅敬軒 黃品睿 張恩樑 楊恩宇  

18 康壽小綿羊 林奕成 趙秩翊 林詩釉 林詩釉 陳捷彤 詹宜潔 林子恩   

19 溪南國小  李淑瑜 高梅華 陳彥希 陳彥希 林宥辰 施泰宇 楊喬榮 陳孟元  康凱傑 

 

(二) 賽程 

一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六) 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 

初賽-瑞士升降 

每圈 6 牌，45 分鐘 

準決賽/ 半決賽/ 決賽-KO & 副盃-瑞士升降 

每圈 6 牌，45 分鐘 

09:00 09:30 報到 09:00 09:45 準決第一節 & 副盃 R1 

09:30 09:45 開幕儀式 09:55 10:40 準決第二節 & 副盃 R2 

09:45 09:55 隊長會議 10:50 11:35 半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3 

10:00 10:45 初賽第一圈 11:45 12:30 午餐 & 休息 

10:55 11:40 初賽第二圈 12:30 13:15 半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4 

11:40 12:30 午餐 & 休息 13:25 14:10 決賽第一節 & 副盃 R5 

12:30 13:15 初賽第三圈 14:20 15:05 決賽第二節 & 副盃 R6 

13:25 14:10 初賽第四圈 15:05 15:20 確認成績 

14:20 15:05 初賽第五圈 15:45   頒獎 

15:15 16:00 初賽第六圈    

16:00 16:15 確認成績    

 



(三) 初賽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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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準決賽成績表 

 

準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五) 半決賽成績表 

半決賽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六) 決賽成績表 

冠亞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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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殿 

隊號 KO 1 KO 2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七) 副杯成績表 

隊號 
R1 R2 R3 R4 R5 R6 

加扣分 總分 名次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對手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國際序分(IMP)與勝分(VP)轉換表 

  牌數 

IMP 
6 7 8 10 

牌數 

IMP 
6 7 8 10 

0 10.00 10.00 10.00 10.00 25 18.19 17.82 17.50 16.97 

1 10.50 10.47 10.44 10.39 26 18.38 18.01 17.69 17.16 

2 10.99 10.92 10.86 10.77 27 18.56 18.19 17.87 17.34 

3 11.46 11.35 11.27 11.14 28 18.73 18.36 18.04 17.51 

4 11.90 11.77 11.67 11.50 29 18.90 18.53 18.21 17.68 

5 12.33 12.18 12.05 11.85 30 19.06 18.69 18.37 17.84 

6 12.75 12.57 12.42 12.18 31 19.22 18.85 18.53 18.00 

7 13.15 12.94 12.77 12.51 32 19.37 19.00 18.68 18.15 

8 13.53 13.31 13.12 12.83 33 19.51 19.15 18.83 18.30 

9 13.90 13.65 13.45 13.14 34 19.65 19.29 18.97 18.44 

10 14.25 13.99 13.78 13.43 35 19.78 19.43 19.11 18.58 

11 14.59 14.32 14.09 13.72 36 19.91 19.56 19.24 18.71 

12 14.92 14.63 14.39 14.00 37 20.00 19.68 19.37 18.84 

13 15.24 14.93 14.68 14.28 38 

 

19.80 19.50 18.97 

14 15.54 15.22 14.96 14.54 39 19.92 19.62 19.10 

15 15.83 15.50 15.23 14.80 40 20.00 19.74 19.22 

16 16.11 15.78 15.50 15.05 41 

 

19.85 19.33 

17 16.38 16.04 15.75 15.29 42 19.95 19.44 

18 16.64 16.29 16.00 15.52 43 20.00 19.55 

19 16.89 16.53 16.23 15.75 44 

 

19.66 

20 17.12 16.77 16.46 15.97 45 19.76 

21 17.35 16.99 16.68 16.18 46 19.86 

22 17.58 17.21 16.90 16.39 47 19.96 

23 17.79 17.42 17.11 16.59 48 20.00 

24 17.99 17.62 17.31 16.78 49  

 

  



會場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