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



目錄 

壹、 辦理內容 .................................................. 1 

貳、 參與人數 .................................................. 4 

參、 辦理成果 .................................................. 5 

肆、 辦理績效 .................................................. 8 

伍、 媒體報導情形 .............................................. 9 

陸、 文宣資料 ................................................. 11 

柒、 活動照片 ................................................. 12 

捌、 經費支用情形 ............................................. 16 

 

 



1 

 

壹、 辦理內容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80037856 號函辦理。 

二、宗旨 

（一）擴增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學生人口 

（二）提昇學生圍棋運動競技水準 

（三）提供優秀圍棋運動選手升學機會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五、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各縣市體育會圍棋委員（協）會、臺北市

立大安國民中學 

六、比賽對象與組別： 

（一）比賽對象包括全國公私立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 

（二）個人賽：分為國小男子組、國小女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

組、高中男子組、高中女子組，6 組均為具四段（含）以上證書

者；報名個人賽者，亦可報名團體賽。 

（三）團體賽：分為國小、國中、高中組，三組均為具初段（含）以上證

書者；團體賽以校為單位，國、高中組每校限一隊，國小組不限隊

數，每隊報名 3-5 人，上場 3 人，替補至多 2 人。獲獎學校之替補

選手若無上場紀錄，則該選手不予以授獎。 

（四）參賽學生請攜帶學生證備查，報名組別不實者，經查證屬實取消比

賽資格，學校並負行政責任。 

七、參賽選手資格： 

（一）本次賽事認可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核發之段位證書，其他單位核發之

圍棋段位證書，由本賽會審查小組共同審議決定其效力，不得提出

異議。 

（二）個人組為各級學校在籍學生；團體組限定由同校在籍學生組隊，若

經查證有冒名頂替之情事，則取消參賽或受獎資格，並將名單交由

本賽會審查小組研議懲處。 

八、比賽日期：於 1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星期五～日）期間舉辦，但各

組比賽日期、場次及報到時間，仍應視實際報名人數，於安排賽程確定

後，再行於網站公告之。 

九、比賽地點：臺北市大安國民中學學生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63

號) 

十、比賽方式：個人賽與團體賽均採「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比賽規則」。團體賽一

場三點同時開賽，獲兩點以上者勝，各校可於每場賽前自行排點或替換選

手，一隊上場三人，出賽單送交大會後則不得再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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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體賽台次規定：團體賽台次須按照 1、2、3、4、5 順序排列，4、

5 號默認為替補選手，出賽單交出後不能再更改。每輪比賽前應上

交出場 3 人名單。出場順序必須與台次表順序一致。 

（二）團體賽瑞士制計分方式： 

第一輔分：為所戰全部對手主分和。 

第二輔分：為所負全部對手之主分和。 

第三輔分：交戰之成績。 

第四輔分：依序比較主將、二將、三將之勝局數。 

十一、獎勵措施：各組決賽錄取前八名，頒發獎狀獎盃；依下列方式獎勵： 

優勝單位（個人）得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第六條第六款「參加本部核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

協會指定之各種運動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參賽隊（人）數為十六個以上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八名； 

（二）參賽隊（人）數為十四個或十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七名； 

（三）參賽隊（人）數為十二個或十三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四）參賽隊（人）數為十個或十一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五名； 

（五）參賽隊（人）數為八個或九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四名； 

（六）參賽隊（人）數為六個或七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 

（七）參賽隊（人）數為四個或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二名； 

（八）參賽隊（人）數為二個或三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申請甄試輔導升學。若實際參賽隊（人）數僅一個者，不辦理該項（組）

比賽。本項比賽為本會指定 108 學年度符合教育部辦理之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

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指定盃賽；惟「圍棋」於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中

等學校運動聯賽等賽會列為比賽種類時，本項比賽不得列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升學輔導之指定盃賽。 

（九）本賽事僅國中組及高中組具備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十）中等學校學生得依各校規定，將參賽成績納為各項入學管道錄取條

件之一或加分條件。 

（十一）有關選手晉升段事宜係依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之規定辦理。 

十二、報名方式：本賽事酌收報名費用，一律以網路報名與繳費方式，且經報

名後，恕不辦理退費事宜。個人組：報名費新台幣 300 元。團體組：報

名費新台幣 1000 元。報名網頁為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除

填妥報名資訊外，另須附件上傳學校承辦業務單位戳章證明與選手棋力

證明影本（段位證書），以完成報名手續。如報名後無法參賽者，請於比

賽前 3 日傳真請假單至大會辦理請假程序。※請註明開立報名費收據抬

頭之名稱（可為個人或學校；如抬頭為學校者，請寫學校全名；如未填

寫者，個人組以學生姓名、團體組則以學校名稱為抬頭開立收據），經開

立後恕不更換，並將於參賽者辦理報到時發給收據（置於識別證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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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涉及跨年度報帳之需要須由本賽會先行寄回收據者，請報名後來電告

知。 

十三、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17 日（星期五）止。 

十四、參賽職隊員由大會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事宜。 

十五、申訴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

得提出異議。 

（二）比賽發生爭議時，須立即向該場比賽裁判長提出口頭申訴，且比賽

仍繼續進行，不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三）前項口頭申訴申請，在該場比賽結束 15 分鐘內，團體組由領隊或教

練、個人組則由選手本身填寫申訴書（如附件一）向裁判長提出，

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參仟元整，否則不予受理，申訴成立時保證金

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附則： 

（一）因比賽採瑞士制，有關賽程編排、輔分計算方式及其它比賽相關規

定於報名截止後公布於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 

（二）本次比賽採取現場公開抽籤方式辦理，請各參賽選手依公告之大會

程序表所規定之時間內到達會場辦理報到並立即進行抽籤，未於規

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將視同棄權；大會將於排定賽程後公告並進行

比賽。 

（三）大會視實際比賽日期及時間提供個人組參賽者餐點乙份；而團體組

則依報名者及 1 位領隊之人數，提供每次最多 6 份之餐點。 

（四）報名截止並建立資料完成後，本賽會將各組名單及相關訊息一律公

布於網站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 

（五）各參賽選手於報名後未能參加比賽者，請先行填寫假單（如附件

二），並傳真至本賽會辦理請假程序。 

十七、聯絡方式：  

有關報名相關事宜請洽：佛光大學圍棋發展中心林小姐 

電話：03-9871000 分機 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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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與人數 

 

主賽事:依就學階段與性別分組(頒發教育部體育署獎狀) 

個人組 團體組 

國小男子組 77 人 國小團體組 21 隊 108 人 

國小女子組 15 人 國中團體組 9 隊 38 人 

國中男子組 157 人 高中團體組 10 隊 42 人 

國中女子組 33 人 總計 40 隊 188 人 

高中男子組 52 人    

高中女子組 14 人    

總計 348 人    

個人組和團體組總計報名人次 536人 

 

 

附加賽協會組﹕依棋力分組(未頒發教育部體育署獎狀) 

晉段組 57 人 四段組 99 人 

初段組 56 人 五段組 92 人 

二段組 53 人 六段組 124 人 

三段組 46 人   

總計 527人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錦標賽主賽事與附加賽協會組總計報名人次 10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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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成果 

國小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蕭睿杉 

第二名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李碩恩 

第三名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孫士鈞 

第四名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吳彥諶 

第五名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柯沛辰 

第六名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杜凱薰 

第七名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鄭坪昊 

第八名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鄭寓壬 

 

國小女子組 

第一名 新北市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 李嘉馨 

第二名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林尹亭 

第三名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彭心瑜 

第四名 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 葉芷暄 

第五名 高雄市新甲國民小學 周榆棠 

第六名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忻莉奇 

第七名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 鄭淽勻 

第八名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劉安芸 

 

國中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靖恩 

第二名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李漢驎 

第三名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 黃袖圃 

第四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黃宥騰 

第五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黃宥誠 

第六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林瀚彰 

第七名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王柏勛 

第八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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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舒敬雯 

第二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林鈺娗 

第三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許霓霓 

第四名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民中學 林怡廷 

第五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陳昱錡 

第六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林妤娟 

第七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悠慈 

第八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王品文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楊博崴 

第二名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林茂霖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林彥丞 

第四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張嘉桓 

第五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張庭維 

第六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王智弘 

第七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吳明禦 

第八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施景堯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楊子萱 

第二名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謝宜薰 

第三名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翊雲 

第四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王譽臻 

第五名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莊雅棋 

第六名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張廷榛 

第七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童芷葳 

第八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張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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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團體組 

第一名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林鈺博、柯沛辰、謝承翰 

第二名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蔡兆荃、溫紹淵、簡豪成、廖俞閎、王少陽 

第三名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 鄭坪昊、鐘蕓伸、鄭予皓 

第三名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孫士鈞、杜時晴、陳鵬宇、蕭睿杉、張宸睿 

第四名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吳彥諶、陳入堂、林尹亭 

第五名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宋宜霖、簡赫騰、陳柏諺 

第六名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黃宥勝、黃品赫、廖哲宏 

第七名 桃園市建國國民小學 鄭宇翔、徐永璋、邱宇宏 

 

 

國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靖恩、黃宥騰、黃宥誠、張家齊、王思杰 

第二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林鈺娗、林瀚彰、鍾世均、江逸笙、陳竹安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賴勁廷、張恩齊、郭宥欣、郭秉翰、林暐鈞 

第四名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王晨亦、邱力行、陳玉堂、陳定遠 

第五名 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郭世賢、蔡宜凱、王廷均、孫立言、尤映盛 

第六名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李宗哲、張紹祺、李昌曄 

第七名 新竹縣竹北市仁愛國民中學 林怡廷、謝昆廷、張少懷 

第八名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張嘉原、張恆維、李昀宸 

 

 

高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林彥丞、楊子萱、劉川霆、張嘉桓、李恆震 

第二名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林柏宇、張東邑、劉向恆、韓裕民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楊博崴、吳明禦、黃柏源、魏榮鄗、江文君 

第四名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張盛傑、張瑋成、李庭宇、吳邵恆、鍾善宇 

第五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王智弘、王宣方、蘇柏任、張軒誠、吳肇漢 

第六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施景堯、黃鈺棠、童芷葳 

第七名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羅浩祐、邱顯成、陳竑翰、陳柏宇、張廷榛 

第八名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蔡孟辰、許品妍、徐銘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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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理績效 

一、今年報名總人次為 1063 人，由於在台北市大安國中舉辦，相較去年於佛光

大學舉辦之 107學年度同賽事總人數 782人，增加了 281人，顯示學生參與

踴躍。由於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正規賽事參賽門檻較高（四段以上），

為了讓更多選手能參與這場年度最大盛事，特別增加設立了協會組（未列入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正式成績），期望此舉可鼓勵更多優秀選手投

入圍棋並鼓勵學校重點發展圍棋項目。 

二、近幾年有越來越多學校投入發展圍棋項目，例如臺中市立東山高中、桃園市

立陽明高中、雲林縣斗六國中、新竹縣仁愛國中、南投縣竹山國小及彰化縣

鹿東國小都是今年首度參賽的新面孔，值得一提的是，離島連江縣介壽國(中)

小這次也組隊報名國小組賽事。相較於過往得獎學校多屬於學長與家長自主

報名的隊伍，近幾年有學校支持的隊伍已逐漸獲得較佳成績，一方面顯示學

校系統支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顯示各級學校在頒發教育部體育署獎狀

的賽事獲獎後，可大幅提升學校端的支持力道，成為圍棋推展的助力。 

三、本次比賽遇上武漢肺炎防疫期間，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以及協辦單位大安國

中絲毫不敢懈怠，除了限定選手進場，並在各入口設置體溫量測站，額溫需

低於 37 度並經酒精雙手消毒後始得入場，另外要求工作人員及選手全程配

戴口罩，每場比賽也會用酒精消毒棋盤，防疫可說是滴水不漏。開幕典禮前

邀請恩主公醫院耳鼻喉科陳正蔚主任解說疫情防治，陳醫師帶來許多衛生教

育知識，並肯定本次賽會防疫措施執行相當徹底，選手們可以安心比賽。 

四、此次圍棋賽為考量中南部選手交通便利性，在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舉辦。

本活動為教育部體育署補助之賽事，且為教育部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

之指定盃賽，涉及層面甚廣，活動舉辦時間內，無依據能停止辦理比賽，本

活動盡可能完成防疫措施，並於活動前呈報體育署，防疫期間部分家長愛護

孩子的心理提出不同看法，本活動已盡可能在無停賽依據及兼顧選手健康及

參賽權益下進行，回覆後家長也能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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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媒體報導情形 

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中央社 2020.02.05 
108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防疫滴

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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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文宣資料 

 

 
主視覺 邀請卡 

 

 

組別牌 Truss帆布 

  

識別證 參賽證明 



12 

 

柒、 活動照片 

  

佛光大學何卓飛副校長致詞 貴賓致詞-中華棋協劉儷琳副理事長 

  

貴賓致詞-海峰棋院周俊勳總教練 裁判長宣布比賽注意事項 

  

與會來賓合影 正式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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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國中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高中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國小女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國中女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高中女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國小男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國中男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14 

 

 
 

高中男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高中男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國中男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國小男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高中女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國中女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國小女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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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團體組冠軍- 臺北市東方工商 高中團體組亞軍- 臺北市成功中學 

  

國中團體組冠軍- 臺北市大安國中 國中團體組亞軍- 大成國中 

  

國小團體組冠軍- 新北市集美國小 國小團體組亞軍- 臺中市賴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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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經費支用情形 

 

活動

名稱 
108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舉辦日期 

109年 01月 31日 

至 02月 02日 

活 

動 

收 

入 

經費來源 金額（單位：元） 備       註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款 

600,000  

自籌款 70,727  

合計 670,727  

活 

動 

總 

支 

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教育部體育署

補助款 
自籌款 

裁判費 400 

18場*1人 

76,000 75,000 1,000 

16場*1人 

12場*1人 

10場*8人 

7場*1人 

6場*9人 

3場*1人 

工作費 150,722 1批 150,722 117,722 33,000 

網路設備使用費 21,450 1批 21,450 21,450  

場地布置費 39,900 1批 39,900 39,900  

場地租借費 35,200 1批 35,200 35,200  

膳食費 125,200 1批 125,200 125,200  

印刷費 80,761 1批 80,761 51,136 29,625 

設計費 10,500 1批 10,500 10,500  

器材租借費 - - - -  

住宿費 5,536 1批 5,536 5,536  

保險費(必辦) 16,136 1批 16,136 16,136  

獎盃 83,328 1批 83,328 83,328  

運費 5,657 1批 5,657 5,657  

雜支 20,337 1批 20,337 13,235 7,102 

 合計 670,727 600,000 70,727 

結餘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