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新北市菁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競賽章程
一、目的：
（一）推展跆拳道運動，增進身心健康，奠定跆拳道運動向下紮根基礎。
（二）推廣跆拳道對打競技運動及品勢運動培育優秀運動選手為國爭光。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
四、承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新北市跆拳道協會、三民高中跆拳道隊、頭前國中跆拳道隊。。
六、比賽時間：2019 年 8 月 8 日～8 月 11 號(星期四～日)。
七、比賽地點：新北市板樹體育館(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 90 號)。
八、對練比賽項目：
（一）對練組別區分黑帶組及色帶組：(應屆畢業生可以打原來組別,國中組不分色帶)
(1)國小低年級(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小學童 1.2.3 年級
(2)國小高年級(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小學童 4.5.6 年級
(3)國中(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中之學生(黑帶組電子護具，色帶組傳統護具)
(4)高中社會(男、女子)組：滿 15 歲以上(黑帶色帶不分組採用電子護具比賽)
(二)對練量級體重區分如下表：(包含黑帶組、色帶組)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1.-20kg 級（20kg 以下）

1.-20kg 級（20kg 以下）

2. 22kg 級（20-22kg）

2. 22kg 級（20-22kg）

3. 24kg 級（22-24kg）

3. 24kg 級（22-24kg）

4. 26kg 級（24-26kg）

4. 26kg 級（24-26kg）

5. 29kg 級（26-29kg）

5. 29kg 級（26-29kg）

6. 32kg 級（29-32kg）

6. 32kg 級（29-32kg）

7. 35kg 級（32-35kg）

7. 35kg 級（32-35kg）

8. 39kg 級（35-39kg）

8. 39kg 級（35-39kg）

9.43kg 級（39-43kg）

9.43kg 級（39-43kg 以上）

10.+43kg（43kg 以上級）

10.+43kg（43kg 以上級）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29kg 級（29kg 以下）

1.-27kg 級（27kg 以下）

2.31kg 級（29-31kg）

2.30kg 級（27-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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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kg 級（31-33kg）

3.33kg 級（30-33kg）

4.37kg 級（33-37kg）

4.37kg 級（33-37kg）

5.41kg 級（37-41kg）

5.41kg 級（37-41kg）

6.45kg 級（41-45kg）

6.44kg 級（41-44kg）

7.49kg 級（45-49kg）

7.47kg 級（44-47kg）

8.53kg 級（49-53kg）

8.51kg 級（47-51kg）

9.57kg 級（53-57kg）

9.55kg 級（51-55kg）

10.61kg 級（57-61kg）

10.59kg 級（55-59kg）

11.65kg 級（61-65kg）

11.63kg 級（59-63kg）

12.+65kg 級（65kg 以上）

12.+63kg 級（63kg 以上）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45 公斤級

45.00 公斤以下

42 公斤級

42.00 公斤以下

48 公斤級

45.01~48.00 公斤

44 公斤級

42.01~44.00 公斤

51 公斤級

48.01~51.00 公斤

46 公斤級

44.01~46.00 公斤

55 公斤級

51.01~55.00 公斤

49 公斤級

46.01~49.00 公斤

59 公斤級

55.01~59.00 公斤

52 公斤級

49.01~52.00 公斤

63 公斤級

59.01~63.00 公斤

55 公斤級

52.01~55.00 公斤

68 公斤級

63.01~68.00 公斤

59 公斤級

55.01~59.00 公斤

73 公斤級

68.01~73.00 公斤

63 公斤級

59.01~63.00 公斤

78 公斤級

73.01~78.00 公斤

68 公斤級

63.01~68.00 公斤

78 公斤以上級

78.01 公斤以上

68 公斤以上級

68.01 公斤以上

高中社會男子組

高中社會女子組

54 公斤級

54.00 公斤以下

46 公斤級

46.00 公斤以下

58 公斤級

54.01~58.00 公斤

49 公斤級

46.01~49.00 公斤

63 公斤級

58.01~63.00 公斤

53 公斤級

49.01~53.00 公斤

68 公斤級

63.01~68.00 公斤

57 公斤級

53.01~57.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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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公斤級

68.01~74.00 公斤

62 公斤級

57.01~62.00 公斤

80 公斤級

74.01~80.00 公斤

67 公斤級

62.01~67.00 公斤

87 公斤級

80.01~87.00 公斤

73 公斤級

67.01~73.00 公斤

87 公斤以上級

87.01 公斤以上

73 公斤以上級

73.01 公斤以上

九、品勢競賽項目組級別區分如下：(應屆畢業生可以打原來組別)
（一）個人品勢組：(各組最多以 8 人為一組,超過 8 人則區分 A、B 組進行)
(1)幼兒園(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幼兒園學童。
(2)國小低年級(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小 1.2.3 年級)。
(3)國小高年級(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小 4.5.6 年級)。
(4)國中(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中 7.8.9 年級)。
(6)高中(男、女子)組(現就讀於高中之學生)。
(7)大專社會(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各大專院校或社會人士)。
個人各級別比賽品勢如下：
級別

第一品勢

白帶組

馬步正拳、前踢、前抬腿

七、八級組

太極一章

五、六級組

太極三章

三、四級組

太極四章

一、二級組

太極五章

一段組

太極六章

二段組

太極八章

三段組

高

麗

第二品勢

太極八章
高

麗

太

白

（二）混合雙人品勢組：
(1)國小低年級組(現就讀於國小 1.2.3 年級)
(2)國小高年級組(現就讀於國小 4.5.6 年級)
(3)國中組(現就讀於國中 7.8.9 年級)
(4)高中組(現就讀於高中之學生)
(5)大專社會組(現就讀於各大專院校或社會人士)
各級別比賽品勢如下：
級別

第一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一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三章

太極五章

黑帶組(一段以上)

太極七章

高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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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品勢

（三）團體三人品勢組：
(1)國小團體(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小之學童)
(2)國中團體(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國中之學生)
(3)高中團體(男、女子)組(現就讀於高中之學生)
(4)大專社會團體(男、女子)組(現就讀於各大專院校或社會人士)
各級別比賽品勢如下：
級別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低色帶組(5~8 級)

太極一章

高色帶組(1~4 級)

太極三章

太極五章

黑帶組(一段以上)

太極七章

高麗

十、競速踢擊賽：(每組 8 人超過 8 人時區分為 A、B 組)
(一)超級旋風腿(計時 20 秒累計踢擊次數)
(1)幼兒男(女)子色帶組
(2)國小低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3)國小中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4)國小高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5)國中男(女)子黑(色)帶組
(二)大力金剛腿(計時 20 秒累計踢擊磅數)依體重分組
(1)幼兒男(女)子色帶組
(2)國小低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3)國小中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4)國小高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5)國中男(女)子黑(色)帶組
各組別體重區分如下：
幼兒男子組

幼兒女子組

18 公斤級

18.00 公斤以下

18 公斤級

18.00 公斤以下

22 公斤級

18.01~22.00 公斤

22 公斤級

18.01~22.00 公斤

26 公斤級

22.01~26.00 公斤

26 公斤級

22.01~26.00 公斤

26 公斤以上級

26.01 公斤以上

26 公斤以上級

26.01 公斤以上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20 公斤級

20.00 公斤以下

20 公斤級

20.00 公斤以下

25 公斤級

20.01~25.00 公斤

25 公斤級

20.01~25.00 公斤

30 公斤級

25.01~30.00 公斤

30 公斤級

25.01~30.00 公斤

30 公斤以上級

30.01 公斤以上

30 公斤以上級

30.01 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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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

25 公斤級

25.00 公斤以下

25 公斤級

25.00 公斤以下

30 公斤級

25.01~30.00 公斤

30 公斤級

25.01~30.00 公斤

35 公斤級

30.01~35.00 公斤

35 公斤級

30.01~35.00 公斤

35 公斤以上級

35.01 公斤以上

35 公斤以上級

35.01 公斤以上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30 公斤級

30.00 公斤以下

30 公斤級

30.00 公斤以下

40 公斤級

30.01~40.00 公斤

40 公斤級

30.01~40.00 公斤

50 公斤級

40.01~50.00 公斤

50 公斤級

40.01~50.00 公斤

50 公斤以上級

50.01 公斤以上

50 公斤以上級

50.01 公斤以上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45 公斤級

45.00 公斤以下

45 公斤級

45.00 公斤以下

55 公斤級

45.01~55.00 公斤

55 公斤級

45.01~55.00 公斤

70 公斤級

55.01~70.00 公斤

70 公斤級

55.01~70.00 公斤

70 公斤以上級

70.01 公斤以上

70 公斤以上級

70.01 公斤以上

(三)團體接力賽(每組三人計時 30 秒累計踢擊次數)
(1)幼兒男(女)子色帶組
(2)國小低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3)國小中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4)國小高年級男(女)子黑(色)帶組
(5)國中男(女)子黑(色)帶組
十一、組隊方式：以學校、道館或自組聯隊為報名單位，每一量級報名人數不限
(若同一量級有兩人以上參加，須註明 A、B、C…隊)。
十二、報名手續：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以網路報名為主。
(二)本次比賽採用網路報名，請至下列網址下載競賽章程及網路報名
https://tkdgms.weebly.com/108241802603221271240663372933521304032084022283362942
533136947376702716136093.html
請各單位先上網登錄帳號後始可進行網路報名，報名完成後請務必列印報名資料由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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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或蓋章連同報名資料(選手切結書、郵政匯款收據影本、段級證影本)於 108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 51 號 2 樓，以上資料缺少一項或
未準時完成報名手續者，恕不受理參賽事宜。本次比賽以段(級)証為選手証明文件，比
賽當天請務必攜帶段(級)証以備查驗。
(三)報名費：
(1)對練組：國小組及國中色帶組(傳統護具)每人報名費 500 元整。
國中黑帶組及高中社會組(電子護具)每人報名費 1000 元整。
(2)品勢組：個人品勢組每人報名費 400 元整。
混合雙人組每組報名費 700 元整。
團體三人組每組報名費 900 元整。
(3)競速電子踢擊賽：
報名一項 300 元、二項 500 元、三項 600 元
(四) 繳費方式：以轉帳匯款方式匯入本會聯邦銀行-五股分行(803)帳戶 085-10-0009755。轉
帳時，請於轉帳單背面，註明報名學校、報名項目、人數及學生姓名，以利核
對，轉帳收據正本，請各校留存，影印本將連同報名表及選手切結書，寄送至
本會(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 51 號 2 樓)競賽組收。
(五)本會收到各單位報名資料及銀行匯款金額收據影本核對無誤後，將開立收據在比賽期間交
予報名單位。
(六)本會比賽期間將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有關學生意外傷害保險，敬請各單位或家長自行投
保。
十三、獎勵：
(一)對練組：各組別各量級均錄取成績前三名（第三名並列）各頒贈冠、亞、季軍獎牌一面及
獎狀一紙(冠軍選手並致贈紀念禮品一份)。
(二)品勢組：各組別各級別均錄取成績前三名,各頒贈冠、亞、季軍獎牌一面及獎狀一紙(冠軍
選手並致贈紀念禮品一份)。
(三)競速踢擊組：各組別均錄取成績前三名,各頒贈冠、亞、季軍獎牌一面及獎狀一紙(冠軍選
手並致贈紀念禮品一份)。
十三、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世界跆拳道聯盟 2018 年最新頒訂之競技對練及品勢競賽規則。
（二） 對練採用單敗淘汰制,品勢採用篩選制進行比賽。
（三） 對練國中黑帶組及高中社會組採用 Dae do GEN2 電子護具(含電子頭盔)計分系統競賽
(請自備電子襪 11 顆以下感應磁石),其餘組別均採用傳統護具計分系統競賽。
（四） 本次對練競賽國小組別一律配戴一體成形面罩式頭盔，頭盔將由大會提供。
十四、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2019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假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 51 號 2 樓(電
話:02-29755713)，舉行第 1 次領隊會議及抽籤，未出席者由本會代抽。
（二）第 2 次領隊會議時間依據第 1 次領隊會議決議後另行公告通知，於比賽場地舉行第 2 次
領隊會議，並向競賽組辦理報到手續，領取秩序冊及選手證。
（三）凡大會有關規定及競賽修正事項均於領隊會議時決議公佈，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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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過磅規定：
（一）過磅時間於第一次領隊會議後公佈，由大會提供之指定磅秤供選手自行試磅，並於規定
的時間內過磅如體重不合格准予在規定過磅時間內再次過磅，逾時則以棄權論之。
（二）過磅時男生以赤足及裸身著短褲為基準，女生以輕便服為基準。
（三）過磅時各選手攜帶選手證過磅，無選手證者不得過磅視同自動棄權。
十六、一般規定：
（一）參賽選手一律自備護胸(電子護具除外)、護檔、牙套、手套、護手腳等（護具結環不得
有鐵環），護腳背於比賽中可以穿戴。
（二）參加比賽選手憑【段、級證】進場比賽，報到時交檢錄組檢查服裝，於比賽時交審判長
查驗，如比賽中遺失【段、級證】則比賽前向競賽組申請補發，每次補發費用 300 元。
（三）比賽場內除指定教練一名及當場比賽選手一名外，其他人員不得逗留在指導席上參觀或
助陣加油，違者依競賽規程有關條文規定，主審有權利裁決該選手不合情宜之犯規行為，
警告乙次。
（四）嚴禁選手靜坐場內抗議申訴，以維護比賽秩序進行，如有違背規定，大會將不接受該項
申訴
（五）在比賽進行中如選手一方棄權時，另一方選手不須進入場內。
（六）參加品勢競賽之選手，需依大會指定品勢參與競賽，不需也不可參入自創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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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新北市菁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 選 手 切 結 書 ～
本人自願參加『108 年新北市菁英盃跆拳道錦標賽』
，
所附的報名資料、證件完全屬實正確。大會比賽期間將
投保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其餘學生意外傷害保險部分
由各單位或家長另外投保，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
傷害，一切責任本人願意自行負擔，並放棄向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人員追究責任。

所 屬 單 位：
選手簽名：
監護人簽名：
(須父或母親簽名)

所屬教練簽名：
◎每位選手均須填寫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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