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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辦理內容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900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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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29 日～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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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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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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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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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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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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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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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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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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人 國小團體組 25 隊 81 人 

國小女子組 25 人 國中團體組 9 隊 35 人 

國中男子組 134 人 高中團體組 13 隊 56 人 

國中女子組 34 人 總計 47 隊 172 人 

高中男子組 67 人    

高中女子組 16 人    

總計 365 人    

個人組和團體組總計報名人次 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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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組 38 人 二段 B 組 42 人 

晉段 B 組 35 人 三段組 76 人 

初段 A 組 48 人 四段組 127 人 

初段 B 組 47 人 五段組 110 人 

二段 A 組 45 人 六段組 117 人 

總計 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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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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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成果 

    國小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蕭睿杉 

第二名 新北市立集美國民小學 謝承翰 

第三名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小學 吳彥諶 

第四名 新北市立集美國民小學 柯沛辰 

第五名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鄭凱元 

第六名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小學 杜凱薰 

第七名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小學 徐子剛 

第八名 桃園市立成功國民小學 林奕安 

 

    國小女子組 

第一名 新北市立興穀國民小學 李嘉馨 

第二名 臺北市立南港國民小學 王紫涵 

第三名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陳道萱 

第四名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小學 忻莉奇 

第五名 臺北市立胡適國民小學 葉芷暄 

第六名 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 李佳恩 

第七名 臺北市立永建國民小學 吳沁璇 

第八名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張舒詒 

 

    國中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靖恩 

第二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林鈺博 

第三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梁惟中 

第四名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李漢驎 

第五名 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黃宥騰 

第六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江逸笙 

第七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張宸宇 

第八名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王柏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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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粟睦蓉 

第二名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林怡廷 

第三名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林鈺娗 

第四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悠慈 

第五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許霓霓 

第六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陳昱錡 

第七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彭心瑜 

第八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簡子芹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張嘉桓 

第二名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中) 沈逸恩 

第三名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李庭宇 

第四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黃袖圃 

第五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吳肇漢 

第六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孫偉勛 

第七名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林柏宇 

第八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陳允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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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舒敬雯 

第三名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律安 

第四名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曾育晨 

第五名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張芷綾 

第六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王譽臻 

第七名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翁翊雲 

第八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江文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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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孫士鈞、蕭睿杉、杜時晴、張宸睿 

第二名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小學 吳彥諶、陳入堂、林尹亭、毛彥翔 

第三名 臺北市立文化國民小學 江韋瀚、杜宥廣、陳毅展 

第三名 臺中市立賴厝國民小學 溫紹淵、簡豪成、呂宥澍、葉翰林 

第四名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民小學 王亮勛、陳道萱、邱佑安 

第五名 臺北市立興隆國民小學 侯睿彬、李宣毅、周治睿 

第六名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陳鵬宇、許睿宸、岳和 

第七名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鄭凱元、鄧捷鴻、鄧子毅 

第八名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孫士鈞、蕭睿杉、杜時晴、張宸睿 

 

 

國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徐靖恩、黃昀宥、王翔、林秉寬、徐銘均 

第二名 桃園市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林鈺娗、鍾世均、江逸笙、蘇寶仁、鄭宇翔 

第三名 雲林縣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張紹祺、李昌曄、王昱棠 

第四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附設國中 蘇詠亮、郭宥欣、蔡宇捷、陳宥叡、陳禹叡 

第五名 臺北市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曾子嘉、陳宥辰、劉祐嘉 

第六名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侯又廷、廖哲宏、林奕丞 

第七名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附設國中 鄧楌龍、林定辰、吳沚靜 

第八名 桃園市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李秉澤、陳韜然、呂亦閔、裴宏致、彭紫彤 

 

 

高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楊子萱、張嘉桓、張庭維、陳允祈、陳紀衡 

第二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孫偉勛、劉昱辰、賴勁廷、黃柏源、吳念恆 

第三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王智弘、黃袖圃、吳肇漢、蘇柏任、呂宜叡 

第四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施景堯、黃鈺棠、童芷葳、陳昱愷 

第五名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羅習謹、黃中璟、蕭揚寰 

第六名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林柏宇、韓裕民、李亮非、張東邑、劉向恆 

第七名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羅浩祐、呂晨揚、邱顯成、陳竑翰、張廷榛 

第八名 台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宋東樺、蔡孟辰、徐銘亨、許品妍、徐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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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理績效 

一、今年報名總人次為 1,222人，由於在台北市大安國中舉辦，相較於 108學年度同賽事總人數 1,063

人，增加了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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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立明湖國中、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

中附設國中、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臺北市市立博愛國小、南投縣前山國小及臺北市市立敦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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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這次也報名國小組賽事，

顯現過去人口扎根計畫至馬祖交流，增加學校參與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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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賽遇上新冠肺炎秋冬專案與部桃醫院疫情升溫，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以及協辦單位大安國

中絲毫不敢懈怠，除了進入校園實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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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比賽後也

會用酒精消毒棋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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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去年，今年大多數家長來電

表達，飯店與交通都已訂妥，希望如期辦理，但本活動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指示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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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伍、 媒體報導情形 

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佛光大學校網 2021.02.01 
109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圓滿落幕 

 

由佛光大學主辦「109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於 1月 29日至 31日於台北市大

安國中舉辦為期三天的賽事。本賽事共計有國小男子個人組、國小女子個人組、國小團體組、國中

男子個人組、國中女子個人組、國中團體組、高中男子個人組、高中女子個人組、高中團體組等九

個組別。 

  

1月 29日及 30日為個人組賽事，31日登場為團體組，並於 1月 31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本賽

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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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賽學校都相當

重視。 

  

本次比賽防疫絲毫不敢懈怠，賽事期間主辦單位佛光大學及協辦單位大安國中工作人員除了限

定選手及團體賽領隊進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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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比賽前後也會用酒精消毒棋盤，防疫可說是滴

水不漏。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江淑華執行長代表楊朝祥校長出席開幕典禮，江執行長表示，中等以

下圍棋運動錦標賽的舉辦是許多教育部師長及圍棋界的前輩共同努力下的成果，除了能代表學校參

賽，也是唯一教育部運動績優選手升學指定盃賽，對於選手日後升學有莫大的幫助，中華民國圍棋

協會長期與佛光大學合作，讓圍棋運動能夠蓬勃發展，也叮嚀各位選手在比賽期間注意自己的健

康，全程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對手。 

  

佛光大學為全國唯一設立圍棋發展中心之大學，招收圍棋隊學生，在本次賽會也肩負起工作人

員及裁判工作，今年度運動績優招生也將於二月起跑，三月底進行招生考試，屆時再請有興趣的同

學報名參加。開幕典禮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劉儷琳及楊泰雄副理事長、海峰棋院林敏浩院長及周俊勳

總教練也到場為選手加油打氣。 

  

本次賽會優勝如下高中團體組臺北市東方工商、新北市南山高中、臺北市市立萬芳高中，國中

團體組臺北市大安國中、桃園市大成國中、雲林縣斗六國中，國小團體組臺北市仁愛國小 A、新北

市板橋國小、臺北市文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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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馬祖日報 2021.01.31 
李佳恩獲 109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

賽國小女子組第六名 

 

109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29、30日在台北市大安國中舉行，介壽國小李佳恩參

加國小女子組賽事，以 3勝 1敗獲得該組賽事第六名，為馬祖首次有選手能在此項圍棋賽事上得

名。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分個人賽與團體賽兩大項目，個人賽資格限定為具圍棋四段以上

證書者方能報名參加，賽事分兩天進行，各組抽籤後依人數每人要進行四至五場的比賽，最終比較

積分，決定名次。 

 

李佳恩以四段身分參賽，同組段位比她高者就有 13位，首日面對的 3位對手，就有 2位五段及

1位六段，壓力不可謂不大。但原本居於劣勢的李佳恩，並未膽怯放棄，運用技巧及掌控下棋節

奏，分別擊敗五段及六段對手，取得 2勝 1敗的佳績。次日再戰，面對四段的對手，穩扎穩打，再

取 1勝。 

 

介壽國中小圍棋指導老師林康指出，馬祖的孩子要在這個賽事獲得名次是非常難的，首先要取

得四段的入場券就是一個門檻，跨過門檻後還要面對來自全國的對手，其中不乏許多圍棋專班的學

生，對比馬祖，他們都有豐富的師資和更多的比賽經驗。此外，其他圍棋賽事中高段位選手要讓子

給低段位選手，以示公平，而此項教育部的賽事是不讓子的，因此李佳恩目前雖然只有四段，但她

面對六段時，必須以六段的身分打敗對手，這更是難得。 

 

校長吳健忠表示，介壽國中小這幾年來花了許多時間與心力發展校內圍棋運動，建立圍棋培訓

制度，最近更是從幼兒園就開始扎下基礎，讓孩子們從低年級就可以開始上圍棋課程。今年是學校

第二次參加此項賽事，很高興培訓隊的孩子能夠獲獎，謝謝選手和指導老師的努力及用心，並鼓勵

選手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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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文宣資料 

 
 

主視覺 邀請卡 

  

組別牌 比賽指示牌 

 
 

識別證 參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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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照片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江淑華執行長致詞 佛光大學圍棋發展中心林安廸主任致詞 

  

諸多貴賓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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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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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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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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國小女子個人組得獎選手 

  

高中團體組冠軍- 臺北市東方工商 高中團體組亞軍- 新北市南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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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仁愛國小 國小團體組亞軍-新北市板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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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經費支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