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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內容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9000788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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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國中、凌網科技。 

(六)比賽日期： 

1.團體賽：109年 12月 12 日（星期六）。 

2.個人賽：109年 12月 13 日（星期日）。 

(七)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12月 01日（星期二）止。 

(八)比賽地點：臺北市大安國中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63號）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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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賽方式（詳細內容請見附件）：主要比賽分為團體賽及個人賽。 

1.團體賽：團體組、女子團體組 

2.個人賽： 

            (1)段位 A組：六段、七段，含職業棋士。 

            (2)段位 B組：四段至五段選手。 

            (3)段位 C組：初段至三段選手。 

            (4)晉段組 

            (5)級位組 

            (6)13路棋盤組 

(十一)報名辦法： 

1.報名方式：請至報名網頁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網頁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 

2.報名費用（含午餐）。 

  (1)個人賽每人 100 元。 

  (2)團體賽每隊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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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比賽獎勵（得獎比例參照以下標準）： 

1.個人賽：擇優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一份。 

2.團體賽：擇優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一份。 

3.女子團體賽：擇優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一份。 

4.名次錄取標準： 

(1)二隊（人）或三隊（人），各錄取一名。 

(2)四隊（人），錄取二名。 

(3)五隊（人），錄取三名。 

(4)六隊（人），錄取四名。 

(5)七隊（人），錄取五名。 

(6)八隊（人），錄取六名。 

(7)九隊（人），錄取七名。 

(8)十隊（人）以上，錄取八名。 

5.團體總錦標：至少三名（含）以上選手參加且必須參與兩個組別（含）以上之學校方可列

入總錦標成績，擇優頒發錦旗、獎狀一份。 

(十三)注意事項： 

1.參賽者報到請出示學生證，並隨身攜帶備查。 

2.以不實棋力參賽者，若經查屬實得取消所有獎勵並通知學校。 

3.聯絡方式：佛光大學圍棋發展中心 潘小姐。 

電話:03-9871000#12631 

E-mail：zax56177@gmail.com。 

(十四)附則：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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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規則及成績計算說明 

(一)團體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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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比賽遲到 10分鐘以上者，該選手裁定敗。 

(3) 基本用時以 20分鐘讀秒 10秒 2次為原則，視實際場次調整。 

（二）比賽制度： 

(1) 每校不限報名隊數(超過一隊以上以 A、B、C…隊排序)，每人僅限報名一隊，每隊至多可

報名 4人(1名候補)，上場 3人，最少可以 2人組隊報名參加（第三臺不戰敗）。棋力不

限。每一輪比賽兩勝以上之隊伍為勝方。 

(2) 每一臺須按照棋力高低排序，每一場比賽皆不可重新排陣。 

(3) 女子團體組須所有選手皆為女性，所有團體組混合比賽，惟排名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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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輔分為交戰成績，第四輔分為本隊所有之勝局總和，第五輔分為主將總勝

局數。 

二、個人賽： 

(一) 個人賽組別：段位 A組、段位 B組、段位 C組、晉段組、級位組及 13 路棋盤組三組。 

(二) 比賽規則： 

(1) 依中華棋協比賽規則，晉段組、級位組一律分先，黑 184.5子勝。13 路棋盤組黑 87子

勝。 

(2) 基本用時為雙方 20 分鐘讀秒 10秒 2次，但裁判得依現場狀況調整。加賽 5分鐘 10秒 2

次。 

(3) 賽程採用國際瑞士制。各場比賽遲到 10分鐘以上者，該選手裁定敗。 

三、比賽規則及成績計算如有調整，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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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人數 

12月 12日: 大學團體賽 

大學團體賽 

大學團體組 125人 

女子團體組 14人 

總計 139人 

 

大學生團體賽-隊伍數 

大學團體組 39 

女子團體組 5 

總計 44隊 

 

 

12月 13日﹕個人賽 

段位 A組 41 人 

段位 B組 18 人 

段位 C組 21 人 

晉段組 7 人 

級位組 17 人 

13路棋盤組 25 人 

總計 129 人 

109年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總參賽人次 2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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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成果 

12月 12日-團體賽 

大學團體組 

名次 隊名 主將 二將 三將 

第一名 國立體育大學 A 簡靖庭 楊博崴 卓韋帆 

第二名 佛光大學 A- 曾品傑 李弘璽 王宣方 

第三名 佛光大學 B 劉承祐 陳彥臣 趙崧宏 

第四名 佛光大學 C 林修德 溫翊凱 程正信 

第五名 國立臺灣大學 A 張廣 林子元 白尚平 

第六名 佛光大學 D 郭晉維 許登棖 林煜翔 

第七名 國立中央大學 A 詹昕哲 陳侑杰 羅正昕 

第八名 國立成功大學 B 鍾孟岳 鄭立友 陳品穎 

團體女子組 

名次 隊名 主將 二將 三將 

第一名 佛光大學 F 林明 朱薇庭 吳亮儀 

第二名 國立體育大學 B 蔡儀萱 黃心瑀 - 

第三名 臺北醫學大學 B 賴彥臻 郭芃翎 黃郁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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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個人賽 

段位 A組獲獎名單 段位 B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曾品傑 第一名 林家衛 

第二名 王宣方 第二名 張哲榕 

第三名 張廣 第三名 廖昊品 

第四名 林明 第四名 沈佑軒 

第五名 李弘璽 第五名 林彥融 

第六名 趙崧宏 第六名 周霈綸 

第七名 鄭立友 第七名 蔚霖 

第八名 鄒秉諺 第八名 邱冠維 

 

段位 C組獲獎名單 晉段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陳泓霖 第一名 張博丞 

第二名 楊士聖 第二名 Trung Nguyen 

Hoang 

第三名 陳彥守 第三名 郭家銘 

第四名 向禮勤 第四名 尤銓譽 

第五名 葉育誠 第五名 莊健裕 

第六名 王翔  

第七名 陳駿逸 

第八名 曾奕慈 

 

13路棋盤組獲獎名單 團體總錦標 

第一名 林裕章 第一名 佛光大學 

第二名 蕭慕寒 第二名 國立體育大學 

第三名 邱哲謙 第三名 國立臺灣大學 

第四名 楊凱丞 第四名 國立成功大學 

第五名 李偉生 第五名 臺北醫學大學 

第六名 施惟騰 第六名 元智大學 

第七名 洪秉毅 第七名 國立中央大學 

第八名 簡嘉佑 第八名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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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績效 

(一) 本賽會共計有選手 268 人參賽，與去年 238 人相比，參賽人數有些許的成長。由於疫情的關

係，海外貴賓與選手無法與往年一樣參與本賽事，於九月已先行告知，亞洲各國表示相當遺

憾。今年 109 年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配合棋協政策，加上疫情的關係，本次比賽人數適

中，且僅限定選手進場，因此環境安靜，且所有裁判都通過棋協裁判講習持有丙級以上證照，

仍是國內最具品質的大學生指標性賽事。 

 

(二) 本賽會持續將團體組(團體女子組、團體組)同場競技、分別排名，對此參與本次參與本賽事之

選手都感到十分有意義，除了可以感受到大場同時競技的震撼感，在瑞士制輔分計算下，能夠

順利讓選手競賽後能夠完成所有排名。段位選手各校不限制參加隊伍數，其中多校都派出複數

隊伍，例如國立臺灣大學派出十隊，增加各校組織隊伍的彈性。 

 

(三) 本次賽會辦理個人段位 A、B、C 組，利用段位相近的個人賽，除了為學校及團隊爭取榮譽之

外，也能為自己爭取佳績，所有成績都列入團體總錦標，也讓團體總錦標更具意義。 

 

(四) 本次賽會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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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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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報導情形 

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中央通訊社 
20201214 

14:16:44 
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群英聚集以棋會友 

HINET生活誌 
20201214 

14:16:44 
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群英聚集以棋會友 

臺灣新浪網 
20201214 

14:16:44 
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群英聚集以棋會友 

全國大學生圍棋賽 群英聚集以棋會友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201214 14:16:44) 由佛光大學與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主辦的「109學年度全國大

學生圍棋賽」，昨(13)日圓滿落幕。開幕典禮時，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通識教育委員會江淑華執行

長，以及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劉儷琳及楊泰雄兩位副理事長、會同中華奧會教育委員會彭臺臨主委及

大森圍棋文化藝術基金會張昭焚董事長聯袂出席盛會。 今年賽事浩大，參與學校包含佛光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等圍棋強權同場競技，聚集 44支團體賽

及 6組個人賽團隊的菁英，吸引近三百人與會，場面相當壯觀。 開幕典禮時，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

特別出席，除了勉勵同學們圍棋競賽外，也別忘了圍棋教育的真諦，｢用圍棋結交世界友人｣，體會

下棋過程的友誼。而共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劉儷琳副理事長表示，感謝佛大在圍棋的耕

耘，大學生圍棋賽今年團體賽仍然聚集各路好手參賽，個人賽的舉辦也是今年的一大特色。大森圍

棋文化藝術基金會張昭焚董事長也以自己過去參賽的例子，悟出了圍棋是挫折教育的最好典範，期

勉學子不要害怕失敗，在對局之間獲得成長，讓勝負超越勝負。 佛光大學圍棋發展中心林安廸主任

表示，找回過去中小學下棋的樂趣，是大學生圍棋賽的初衷，本次賽事雖然沒有獎金，也沒有國外

隊伍的與會，仍吸引不輸過去的隊伍數前來參加，可見是真心喜愛圍棋運動。也希望透過這樣比賽

的辦理，能夠帶動大專校院之圍棋風氣，來年有更多人參與！ 【各組優勝戰績如下】 團體總錦

標：佛光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元智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輔仁大學。 

 

團體組：國立體育大學、佛光大學 A、佛光大學 B、佛光大學 C、國立臺灣大學、佛光大學 D、國立

中央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 

團體女子組：佛光大學、國立體育大學 B、臺北醫學大學 B。 

段位 A組：曾品傑、王宣方、張廣、林明、李弘璽、趙崧宏、鄭立友、鄒秉諺 

段位 B組：林家衛、張哲榕、廖昊品、沈佑軒、林彥融、周霈綸、沈蔚霖、邱冠維。 

段位 C組：陳泓霖、楊士聖、陳彥守、向禮勤、葉育誠、王翔、陳駿逸、曾奕慈 

晉段組：張博丞、Trung Nguyen Hoang、郭家銘、尤銓譽、莊健裕 

級位組：林佩蓉、葉軒瑋、周均諺、謝秉儒、鍾葦蒨、李柱銘、蔡宜軒、陳無忌 

13路棋盤組：簡暘、余翊祺、劉宜蓁、許依婷、劉采潔、葉芮伶、陳柏翰、林芷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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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宣資料 

海報 

 

選手證 

 

獎狀 

 

主視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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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組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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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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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蒞臨致詞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劉儷琳副理事長致詞 

  

貴賓-張昭焚董事長致詞 貴賓合影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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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舞台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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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圍棋隊 團體組選手就位 

 
 

獎牌、錦旗 棋具消毒 

 
 

配合防疫全程配戴口罩 舞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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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團體組頒獎 團體女子組頒獎 

  
段位 A組頒獎 段位 B組頒獎 

  

段位 C組頒獎 晉段組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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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位組頒獎 13路組頒獎 

 

團體總錦標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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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支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