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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內容 

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50017151G 號辦理。 

二、宗旨：培養大專院校圍棋人口，提供大學生圍棋交流之平台。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五、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中華兒童棋院、碁人

教育、圍棋比賽網。 

六、比賽日期：105 年 10 月 15 日～10 月 16 日 (星期六、日)。 

七、比賽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01 號)。 

八、比賽對象：全國各大專校院在學學生，選手於比賽日請攜帶學生證備查。 

九、比賽方式： 

    (一) 主要比賽分為個人賽及團體賽，擇一參加 (詳細內容請見附件)。 

    (二) 特別賽可自由參加 (不列入正式成績)。 

十、報名辦法： 

(一) 報名方式：請至圍棋比賽網（http://www.besai.net/games/16057）進行報

名。報名期限自 2016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7 日止，各校可統一網路

登記報名。 

(二) 取消報名時間：2016 年 10 月 8 日前。 

(三) 免報名費。 

十一、比賽獎勵 

(一) 各組優勝符合升段者報請升段。 

(二) 個人組：1-4 名頒發獎盃、獎狀及獎品一份，5-8 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

品一份。 

(三) 團體組：1-8 名與優勝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一份。 

(四) 團體總錦標：團體總錦標取前 8 名，每校至少三名(含)以上選手參加方

可列入，1-8 名頒發錦旗、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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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團體默契獎：每校穿著一致(相同色系或社服等)，在比賽場地的任一地

點拍照上傳 FB，並打上#2016 大專盃圍棋錦標賽，由大會選出最具默

契的學校，頒發大專盃紀念 T 恤。 

   十二、附則： 

(一)參賽者報到請出示學生證，比賽時亦請務必隨身攜帶備查。 

(二)第一天 10:00 開賽未報到者，遲到 10 分鐘裁定敗；無故棄賽者，扣總

體積分 10 分。 

(三)以不實棋力參賽者，若經查屬實得取消獎勵並通知學校。 

(四)歷屆曾報名「13 路棋盤組」並得名者，不得重複報名該組。 

(五)符合升段資格者可報請升段，證書費依中華民國圍棋協會規定辦理。 

(六)活動相關訊息請至 Facebook 加入“2016大專盃圍棋錦標賽” 

(七)各校需要大專盃海報者，請至 Facebook 留訊息索取，請註明學校名稱、

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 

(八)如需住宿，Facebook 粉絲專頁將提供民宿資訊，歡迎參考。 

(九)聯絡人：陳庸恩  Tel：0912-976112  E-mail：jimmy860622@gmail.com 

※註：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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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比賽組別 

一、個人賽： 

(一) 個人賽組別：共分成六組 

1.【段位 A 組】(6 段以上，含職業棋士)、2.【段位 B 組】(4～5 段)、 

3.【段位 C 組】(1～3 段)、4.【晉段組】、5.【級位組】、6.【13 路棋盤組】。  

(二) 比賽規則: 

1. 依照中華棋協比賽規則，段位 A 組、晉段組、級位組、13 路棋盤組

一律分先，黑 184.5 子勝。段位 B 組、段位 C 組段差有手合，差一段

讓一子，黑 181 勝。  

2. 基本用時為雙方各 20 分鐘讀秒 20 秒 2 次(級位不使用計時鐘，但裁

判得依現場狀況調整)。 

3. 採用國際瑞士制。各場比賽遲到 10 分鐘以上者，該選手裁定敗。 

二、團體賽： 

(一) 比賽規則: 

1. 依照中華棋協比賽規則，一律分先，黑 184.5 子勝。 

2. 採用國際瑞士制比賽四輪。各場比賽遲到 10 分鐘以上者，該選手裁定

敗。 

3. 基本用時為雙方各 30 分鐘讀秒 20 秒 3 次(裁判得依現場狀況調整)。 

(二) 比賽制度: 

1. 每校限報一隊。 

2. 每一輪比賽三勝以上之隊伍為獲勝方。 

3. 每隊主要選手五人，可有一名領隊、一名教練及外加一人替補。如無

領隊則主將身兼領隊，每隊 1-5 台無限制。總段數不設限。 

4. 每一台須按棋力高低排序，每一場比賽皆不可更換順序或重新排陣。 

5. 替補選手每一台皆可替換，但排陣順序不變。例如：5 位選手分別是 

A、B、C、D、E，替補選手為 F，F 代替 B 上場，則五台的順序為

A、F、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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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績計算 

1. 以團體勝場為主分，每一場得主分一分，依主分成績決定名次。 

2. 若主分相同則比輔分；第一輔分為所有遭遇隊主分之總和，第二輔

分為所負遭遇隊主分之總和，第三輔分為女子棋手總勝局數，第四

輔分為所有之勝局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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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團體總錦標積分 

一、個人組積分(列入各校團體總錦標) 

個人組積分 

各組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段位 A 組(6D-P) 80 60 40 30 20 15 10 5 

段位 B 組(4-5D) 60 40 30 20 15 10 5 5 

段位 C 組(1-3D) 40 30 20 15 10 5 5 3 

晉段組 30 20 15 10 5 5 3 3 

級位組 20 15 10 5 5 3 3 3 

 13 路棋盤組 15 10 5 5 3 3 2 2 

註 1 未參賽全程每人-10 分  

註 2 名次並列平分積分 

註 3 鼓勵女子棋手參與，給予特別獎勵積分，不與各組名次衝突，得雙重計分 

女子特別鼓勵積分 

各組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段位 A 組(6D-P) 20 15 10 

段位 B 組(4-5D) 15 10 8 

段位 C 組(1-3D) 10 8 6 

晉段組 8 6 5 

級位組 6 5 4 

13 路棋盤組 3 2 1 

二、團體組積分(列入各校團體總錦標)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團體組 150 120 100 80 60 50 40 30 

註 1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狀況調整錄取名次。 

註 2 未參賽全程每人-10 分。 

註 3 名次並列平分積分。 

※註：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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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比賽流程 

10 月 15 日(六) 

時間 項目 

9:00~9:30 報到 

9:30~10:00 開幕 

10:00~11:20 個人賽第一場 10:00~11:30 團體賽第一場 

11:20~12:40 個人賽第二場 11:30~13:00 團體賽第二場 

12:40~14:00 午休 

14:00~17:30 特別賽 

 

 

10 月 16 日(日) 

時間 項目 

9:00~9:30 報到 

9:30~10:50 個人賽第三場 09:30~11:00 團體賽第三場 

10:50~12:10 個人賽第四場 11:00~12:30 團體賽第四場 

12:10~13:30 個人賽第五場 

12:30~14:10 午休 

14:10~17:00 特別賽 

17:00~18:00 閉幕+頒獎 

 

※註：段位組依實際報名人數決定是否加賽第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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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特別賽 

一、比賽組別 

(一)命運的邂逅(男女各限 26 人)  

(二)片刻即永恆(絕對不是慢棋) 

(三)圍棋遊戲王(輸贏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業障) 

(四)第六感生死練(忍耐的計算力) 

二、特別賽報名方式 

(一) 參加 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與 2016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者皆

可參加特別賽。一次僅可報名一組，兩日賽程可選擇不同組別參加。 

(二) 台灣職業棋士(不限大專生)可參加特別賽，請欲參加者事先與主辦單

位聯繫。 

(三) 請於每日 12:00 前向報到處報名參加組別，額滿為止。 

三、獎勵：特別賽所獲之積分可依照積分總數換取大會紀念品。 

※註：特別賽非正式比賽，且不列入團體總錦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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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GU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50017151G 號辦理。 

二、宗旨： 

（一）培養圍棋人口，發揚圍棋文化精神。 

（二）提供亞洲地區大學棋手交流之平臺，促進國際圍棋校際合作。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佛光大學。 

五、協辦單位：中華棋協、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碁人教育。 

六、比賽日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10 月 16 日（星期六～日）。 

七、比賽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01 號）。 

八、比賽方式：採團體賽制，以校為單位，每隊 3~4 人。 

九、比賽獎勵：前六名頒發獎盃、個人獎牌、獎狀、獎品；優勝頒發錦旗、

個人獎牌、獎狀。 

十一、比賽隊伍：本賽事參賽學校由主辦單位邀請，參賽之大學分別為：泰

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澳門大學、韓國明知大學、東義大

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臺灣

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淡江大學、勤益科技大

學、輔仁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佛光大學。 

十二、注意事項： 

（一）本賽事與臺灣大專盃圍棋賽同時間、同場地進行；本賽事選手可參與

臺灣大專盃圍棋錦標賽之附加特別賽與相關活動。 

（二）各校選手比賽期間（15 、16 兩日）皆須穿著同款式上衣，請勿穿著

短褲、拖鞋、或涼鞋。 

（三）參賽隊職員由大會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事宜。 

（四）若有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之公告為準。 

十三、聯絡人 

佛光大學趙雅琪 

電話:03-9871000 分機 12631   手機:0917-626088 

信箱:ycchao@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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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隨隊人員 

1. 中國人民大學&澳門大學: 黃薏軒 0988-918096 c1101cc@gmail.com 

2. 韓國明知大學&東義大學: 王  卓 0962-052933  joy_zhuo@naver.com 

3.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 任揚龢 0983-245-313  renyoungher@gmail.com 

4.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學院: 曾秀美 0975-150291 xiumei1512@yahoo.com 

5. 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王善航 0955-613169 

jerry711203021703180119@gmail.com 

6. 日本立命館大學: 扶停雲 0966-721790 

 

二、 參與人數 

**大專盃圍棋錦標賽共 358 人 

段位 A 組 段位 B 組 段位 C 組 晉段組 級位組 13 路棋盤組 團體組 

40 59 60 45 27 21 106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 

共邀請 18 所國內外學校，合計 58 人。 

1.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 

2. 中國人民大學 

3. 澳門大學 

4. 韓國明知大學 

5. 韓國東義大學 

6.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7.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8. 新加坡國立大學 

9. 佛光大學-A 

10. 臺灣大學 

11. 臺灣科技大學 

12. 政治大學 

13. 清華大學 

14. 淡江大學 

15. 勤益科技大學 

16. 輔仁大學 

17. 臺灣師範大學 

18. 佛光大學-B 

mailto:c1101cc@gmail.com
mailto:joy_zhuo@naver.com
mailto:renyoungher@gmail.com
mailto:xiumei1512@yahoo.com
mailto:jerry7112030217031801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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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成果 

段位 A 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國立中興大學 詹宜典 

第二名 長庚大學 黃道隆 

第三名 國立體育大學 黃群倫 

第四名 國立聯合大學 鹿耘漢 

第五名 臺灣首府大學 陳禹安 

第六名 國立體育大學 謝宗諺 

第七名 逢甲大學 許又崴 

第八名 佛光大學 莊皓宇 

 

段位 B 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國立中興大學 李奕青 

第二名 東吳大學 林定陽 

第三名 國立中山大學 胡立德 

第四名 國立中央大學 李明勳 

第五名 中國文化大學 鄭怡仁 

第六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李祁峻 

第七名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邱政銘 

第八名 東海大學 陸柏翰 

 

段位 C 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銘傳大學 林俊佑 

第二名 國立成功大學 石智承 

第三名 佛光大學 藍振輝 

第四名 逢甲大學 林則男 

第五名 國立中央大學 賴冠維 

第六名 國立中央大學 狄尚宏 

第七名 國立臺灣大學 郭俊廷 

第八名 國立清華大學 林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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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段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國立中山大學 劉中宇 

第二名 崑山科技大學 楊能翔 

第三名 佛光大學 閻秉宏 

第四名 國立東華大學 黃閔晟 

第五名 長庚大學 江沐政 

第六名 國立臺灣大學 龔汶佑 

第七名 元智大學 彭羿鈞 

第八名 國立臺灣大學 吳承光 

 

級位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學 許昭宇 

第二名 高雄大學 林家輝 

第三名 勤益科技大學 李睿揚 

第四名 臺北市立大學 李姿學 

第五名 佛光大學 何宥霆 

第六名 國立中正大學 陳己珮 

第七名 崑山科技大學 林杰慶 

第八名 國立臺灣大學 林紋沛 

 

十三路棋盤組 

名次 校名 姓名 

第一名 元智大學 黃詩峻 

第二名 國立政治大學 蕭翊廷 

第三名 國立中山大學 張天寶 

第四名 國立成功大學 王筱雯 

第五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郭則毅 

第六名 靜宜大學 吳宛縉 

第七名 逢甲大學 李纹議 

第八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敏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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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 

名次 校名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選手 5 選手 6 

第一名 國立體育大學 林世民 黃彥誠 曾平心 吳文婷 潘韋均  

第二名 國立政治大學 覃大中 鮑明毅 程大耕 呂意晴 鄧宇皓  

第三名 國立臺灣大學 黃盛群 張禾 江彥融 王力弘 賴冠宏  

第四名 國立清華大學 林子元 吳冠勳 康宏瑜 蕭博元 翁偉辰 李竑廣 

第五名 國立中正大學 王啟霖 周書敬 陳友謙 羅煒傑 康智凱 賴昀澤 

第六名 國立交通大學 吳致緯 陳偉文 蕭惟中 陳政圯 劉鈞庭 謝智翔 

第七名 國立成功大學 陳世禎 賴星宇 王彥鈞 江明樺 郭燁廷  

第八名 國立東華大學 鄭明晃 林昱呈 王珩 蔡宜志 郭繼謙 張嘉祐 

 

團體總錦標 

名次 校名 

第一名 國立體育大學 

第二名 國立中興大學 

第三名 國立政治大學 

第四名 國立台灣大學 

第五名 國立清華大學 

第六名 國立成功大學 

第七名 國立中山大學 

第八名 國立中正大學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 

名次 校名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第一名 
Myongji University 

明知大學 

PARK, 

JONG-WOOK 

OH, 

MING-YU 

SHIN, 

JAE-HOON 

 

第二名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 

CHANG, 

KUANG 

PAI, 

SHANG-PING 

HSIUNG, 

PEI-CHENG 

 

第三名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YU, 

TIAN-PENG 

FU, 

CHENG-YU 

CUI, 

HAO-SHENG 

 

第四名 
Tsing 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 

WANG, 

YUAN-CHUN 

KE, 

I-NING 

CHAO, 

 CHUN-TSAI 

CHEN, 

YEN-JU 

第五名 
Fo Guang University 

佛光大學 

CHENG, 

KAI-YANG 

LIN, 

MING 

TUNG, 

WEI-CHEN 

WANG, 

ZHUO 

第六名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臺灣師範大學 

LI, 

CHIH-HUI 

LIU, 

NIEH-YANG 

CHUANG, 

TSUNG-HSIEN 

WANG, 

 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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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績效 

(一) 「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暨亞洲大學圍棋邀請賽」地點首次選在富

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剝皮寮歷史街區，整條街區保存了清代完整的街型、傳

統居屋以及日據時代和光復後改建的面貌，整個建築空間，見證了當年艋

舺的發展，在街區內包含了不少具有紀念意義的歷史古建築以及店家，讓

國內外的選手們在比賽之餘能感受台灣風土民情。 

(二) 本次圍棋賽開幕典禮特安排了由棋友組成的樂團表演，演唱由圍棋名將詹

宜典、張允馨及林源傑作詞作曲的【從星開始】。另外，兩天的正規賽之

餘，還特別規劃了四項特別賽:命運的邂逅、片刻及永恆、圍棋遊戲王、第

六感生死練，大專盃選手透過此四項特別賽也能有機會與亞洲盃的外國選

手作交流，並且還安排了大專盃歷屆冠軍表演賽及多人連棋活動，周邊的

圍棋活動為正規賽事增添不少樂趣，也讓更多民眾能一同參與。 

(三) 透過大專盃圍棋賽，提供了大學生不同棋力階層的棋手，一個追求競技成

就之目標，也提供了切磋棋力的理想舞台，對於訓練優秀具潛力圍棋選手

亦可產生明顯貢獻。另外，許多棋手雖然棋力並非頂尖，但透過大專盃圍

棋賽之參與，可得到思考能力、邏輯能力、判斷力、挫折忍受力等各種面

向之教育效益。 

(四) 此賽事的行銷組找了三項極限運動選手，以圍棋術語為主軸結合三項極限

運動，製作出一系列震撼的圍棋賽宣傳短片，著實增加此賽事的曝光度。

此外，本次賽會也培養了大批學生志工，擔任各項表演活動、行銷宣傳、

場務工作、接待工作等，對未來各項圍棋賽事專業人力的培養目標，貢獻

了許多力量。 

(五) 本次大專盃圍棋賽附加之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參賽學校由主辦單位邀

請，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澳門大學、韓國明知大學、韓國東義大學、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

立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淡江大學、勤

益科技大學、輔仁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佛光大學，國內外共 18 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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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內各大學與亞洲具圍棋特色的大學競技、交流之平台，提升我國圍

棋國際能見度。 

五、 媒體報導情形 

佛光大學 15 及 16 日舉辦大專盃暨國際圍棋競賽及圍棋學術論壇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61014 13:45:55）「2016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與「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本周六、日（10 月 15 及 16 日）兩天，即將在台

北市萬華區剝皮寮歷史街區舉辦。主辦單位佛光大學表示，參加學校除台灣各

大專校院學生之外，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等，皆為國際名校，選手實力堅強，將有一番激烈廝殺。 

這是近三年來，佛光大學成立圍棋發展中心，將圍棋運動列為學校通識教

育課程，並且招收圍棋體育績優生成立選手培訓中心以來，第一次舉辦國際性

2016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參與學校有，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

學、四川大學、澳門大學、韓國明知大學、東義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

清華大學、淡江大學、勤益科技大學、輔仁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以及佛光大

學。 

此外，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則為國內正式錦標賽，所有大專學校

圍棋好手齊聚一堂，驗收棋藝實力的競技場。國內大學 60 所，選手人數約 400

名。配合上述兩項圍棋比賽，佛光大學另在 10 月 14 日於校本部（宜蘭縣礁溪

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德香樓 B104）舉辦圍棋學術論壇，歡迎對圍棋學術有興

趣的大眾可以到場參加。 

佛光大學表示，這兩場圍棋競賽首度選在台北市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也

是首次將圍棋賽結合歷史與文化元素。佛光大學學生除了參賽以外，也擔任各

種賽會籌備工作，例如國際接待、場地布置、宣傳影片製作、行銷宣傳、周邊

活動等，可望透過承辦活動，培養佛大圍棋學生的多元能力。 

「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賽」網址：http://www.besai.net/games/16057 

活動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2016NUGC/ （20161014） 

 

大專盃暨亞洲大學生圍棋賽落幕  獲星雲大師支持  

2016-10-17 23:31 聯合報 記者黃顯祐╱即時報導 

    佛光大學與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共同主辦的「105 學年度大專盃圍棋錦標

賽」與「2016 亞洲大學生圍棋邀請賽」，讓台北市萬華區剝皮寮歷史街區熱鬧

非凡，15、16 日兩天共有近 500 位國內外圍棋好手在這古色古香的歷史遺產中

以圍棋這項文化競技一爭高下。泰國 7-11 董事長、圍棋協會會長蔡緒鋒更親自

帶領集團所屬的正大管理學院前來參賽。 

https://www.facebook.com/2016NU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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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盃圍棋錦標賽最終由擁有多位職業棋士的國立體育大學獲得團體冠

軍；曾獲得世界業餘大賽冠軍的詹宜典 7 段則獲得段位 A 組（6 段以上）冠

軍。 

同場舉辦的國際邀請賽，共有來自南韓、日本、新加坡、大陸、澳門、馬來西

亞、泰國、台灣等 18 所大學參與，最後一至六名依序為南韓明知大學、台灣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佛光大學、台灣師大。 

    除了競賽外，本次賽會結合剝皮寮歷史街區的特色，現場也規劃了一般民

眾可參與的圍棋小遊戲，讓參賽的大學生們與遊客以一人一手的方式共同完成

一盤好棋。另外也舉行大專盃歷屆冠軍表演賽，邀請曾經拿過大專盃冠軍的職

業棋士林至涵、劉耀文與王元均等目前大專圍棋界的高手進行對抗，吸引了爆

滿的棋友前往參觀。 

    蔡緒鋒夫妻今天還到佛光山拜會星雲大師，星雲大師期待多合作交流，以

棋會友，增進智慧，促進世界和平。 

 

 

六、 文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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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圍棋賽開幕典禮貴賓合影 圍棋賽開幕典禮表演 

  

圍棋賽開幕典禮眾多貴賓到場支持 泰國圍棋協會蔡會長與選手們合影 

  

亞洲盃圍棋賽比賽進行中 亞洲盃圍棋賽比賽進行中 

  

亞洲盃圍棋賽比賽進行中 亞洲盃圍棋賽比賽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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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盃圍棋賽冠亞軍加賽 亞洲盃圍棋賽台灣大學選手合影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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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專心致志於比賽中 

  

參賽選手合影於服務臺前 泰國圍棋協會蔡會長蒞臨比賽會場 



20 

 

  

特別賽進行中 特別賽進行中 

  

特別賽進行中 特別賽進行中 

  

眾多民眾選手一同參與特別賽 圍棋賽附加抽獎活動 

  

圍棋賽附加抽獎活動 圍棋賽附加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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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賽附加舉辦之國際圍棋學術論壇 圍棋賽附加舉辦之國際圍棋學術論壇 

  

明知大學學生參加按讚抽獎品活動 東義大學領隊參觀智慧手臂攤位 

  

亞洲盃選手同遊龍山寺 人大學生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學生於晚宴合影 

  

亞洲盃圍棋賽歡迎晚宴國樂表演 亞洲盃圍棋賽閉幕晚宴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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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盃圍棋賽第一名頒獎 亞洲盃圍棋賽第二名頒獎 

  

亞洲盃圍棋賽第三名頒獎 亞洲盃圍棋賽優勝頒獎 

  

大專盃團體總錦標第一名頒獎 大專盃團體總錦標第二名頒獎 

  

大專盃團體總錦標第三名頒獎 大專盃團體總錦標前八名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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