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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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36209B 號函辦理。 

(二) 宗旨 

1. 擴增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學生人口 

2. 提昇學生圍棋運動競技水準 

3. 提供優秀圍棋運動選手升學機會 

4. 本賽事為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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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安國民中學 

(六) 比賽對象與組別： 

1. 比賽對象包括全國公私立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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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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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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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賽各校選手敬請穿著統一服裝，如校服、隊服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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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賽事認可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核發之段位證書，其他圍棋協會、機構、

圍棋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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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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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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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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22 日～1 月 24 日（星期日～二） 

(九) 比賽地點：佛光大學懷恩館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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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團體賽台次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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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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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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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下列方式獎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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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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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人）數為三個以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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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項比賽為本會指定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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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為比賽種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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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賽事僅國中組及高中組具備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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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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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以網路報名與繳費，經報名後恕不辦退費事宜。 

個人組：報名費新台幣 300 元 

團體組：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 

報名網頁為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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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止。 

(十四) 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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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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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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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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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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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 附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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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會視實際比賽日期及時間提供個人組參賽者餐點 1 份；而團體組則依報

名人數及 1 位領隊之人數，提供每次最多 6 份之餐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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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網頁 http://tpego.hyplaygo.com/TPEGo/。 

4. 欲搭乘大會接駁專車者，請務必先網路填表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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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姐 

電話：03-9871000 分機 12631 

傳真：03-987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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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 參與人數 

 

105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頒發教育部獎狀) 

個人組 團體組 

國小男子組 51人 國小團體組 23隊 81人 

國小女子組 15人 國中團體組 8隊 33人 

國中男子組 111人 高中團體組 12隊 44人 

國中女子組 23人 總計 43隊 158人 

高中男子組 58人    

高中女子組 11人    

總計 269人    

個人組和團體組總計報名人次 427人 

 

奧林匹克教育盃全國學生圍棋賽(未頒發教育部獎狀) 

晉段組 28人 男子 265人 

初段組 27人 女子 51人 

二段組 32人 總計 316人 

三段組 21人   

四段組 39人   

五段組 63人   

六七段組 106人   

總計 316人   

中等以下圍棋賽和奧林匹克教育盃圍棋賽總計報名人次 743人 

 

  



6 

 

三、 辦理成果 

國小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國立政大實小 錢宣米 

第二名 基隆市市立長興國小 黃宥騰 

第三名 嘉義市市立蘭潭國小 李亮非 

第四名 新北市市立興穀國小 李漢驎 

第五名 臺北市市立力行國小 梁書喬 

第六名 彰化縣縣立員林國小 范思緯 

第七名 苗栗縣縣立客庄國小 林佾緯 

第八名 新北市市立清水國小 王柏勛 

 

國小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市立志清國小 舒敬雯 

第二名 新北市市立埔墘國小 林律安 

第三名 臺南市市立文元國小 彭筱媗 

第四名 臺中市市立永春國小 曾育晨 

第五名 新北市市立新市國小 王怡人 

第六名 桃園市市立文山國小 林鈺娗 

第七名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陳昱錡 

第八名 新北市市立興穀國小 李嘉馨 

 

國中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林彥丞 

第二名 臺北市市立螢橋國中 余炳葟 

第三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賴均輔 

第四名 臺北市市立麗山國中 林柏宇 

第五名 嘉義市市立民生國中 王宣方 

第六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張庭維 

第七名 臺南市市立新化國中 陳首廉 

第八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張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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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楊子萱 

第二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謝宜薰 

第三名 高雄市市立壽山國中 李婉婷 

第四名 基隆市市立安樂高中附設國中 翁翊雲 

第五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許品妍 

第六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王言 

第七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簡佑蓁 

第八名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王譽臻 

 

 

 

高中男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市立萬芳高中 林士勛 

第二名 臺北市市立萬芳高中 許皓鈜 

第三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徐永煜 

第四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黃世元 

第五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潘亭宇 

第六名 高雄市市立三民高中 林新為 

第七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莊承濬 

第八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楊孚德 

 

 

 

高中女子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蘇聖芳 

第二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白昕卉 

第三名 臺北市市立萬芳高中 陳 昕 

第四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 劉一芳 

第五名 國立文華高中 陳芊瑜 

第六名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黎臻 

第七名 國立武陵高中 張羽喬 

第八名 新北市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蔡儀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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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團體組 

第一名 桃園市建國國民小學小 余宥德、徐宇駿、陳竹安 

第二名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A隊 方嘉偉、梁書喬、洪郁為 

第三名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B隊 郭俊基、孫顯揚、廖逸帆、周得一 

第四名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蔡祈冕、嚴丰澧、蔡品倩、曾悅庭 

第五名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陳玉堂、蔡惟衷、陳湘捷 

第六名 新北市忠義國民小學 林承恩、黃信瑋、鄭坪昊 

第七名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 陳昱錡、張嘉原、李致頤 

第八名 桃園市建國國民小學小 E 王新皓、曾興湛、簡亦辰 

 

 

國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張瑋成、張盛傑、陳定和、黃鈺棠、韓裕民 

第二名 新竹市市立培英國民中學 羅翊方、田宇恩、周晉廷、田至恩 

第三名 台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林柏宇、鍾善宇、蔡孟辰 

第四名 屏東信私立美和高中附設國中 廖翊丞、黃相邦、何銘恩 

第五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國中部 吳明禦、王俊凱、吳肇漢、高子平、李恆震 

第六名 高雄市市立壽山國民中學 陳主恩、李婉婷、李柏勳、巫柏緯、廖冠堯 

第七名 台中市市立西苑國民中學 陳俊穎、李昕純、李昆原 

第八名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王璟舜、楊皓雲、莊植博、徐煜翔、黃子峻 

 

 

高中團體組 

第一名 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李維、潘亭宇、簡靖庭、黃世元、卓韋帆 

第二名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黃偉、林士勛、許皓鋐、葉又豪、謝定洋 

第三名 新北市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陳祈睿、蔡丞韋、陳威廷、徐永煜、蔡儀萱 

第四名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羅章元、楊世騰、周敦翔 

第五名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徐晨瑞、劉曉澍、賴韋廷、徐苑寧 

第六名 高雄市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趙禹、林祐熙、吳念潼 

第七名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王景瑜、劉天衢、林騏燊 

第八名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張鶴嚴、廖柏源、張子良、吳翰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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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績效 

(一) 今年報名總人次為 743人，相較去年報名總人數 614人，總共增加了 129人，

學生參與踴躍。由於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參賽門檻較高，本屆賽事

為了讓更多選手能參與這場盛事，特別增加設立了奧林匹克教育組（未列入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正式成績），因此參賽人數有突破性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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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選手報名部分也有顯著成長，從去年共 64 位女子選手報名，今年增加

至 115 人，足足成長了近兩倍以上，顯見近一年本項賽事對於促進女子選手

參加圍棋賽之成效。 

(三) 本屆賽事除了主場賽事之外，在服務台周邊設立了一系列攤位活動，比如粉

絲團打卡按讚贈送小禮品或是佛光大學圍棋隊以及圍棋社學生設立圍棋解

迷活動和智力桌遊比賽，勝者將有機會獲得神秘小禮物，這也大大促進前來

的選手兄弟姊妹和親朋好友對圍棋的興趣與了解。增加未來的圍棋人口。 

(四) 此次圍棋賽為考量選手家長的交通便利性，特別設有台北、礁溪、宜蘭的接

駁服務，並且開放地下一樓作為家長休息區，並且提供影片以及下棋區，令

選手們在比賽之餘還能進行聯琪交誼，切磋長才。因此不論是在競賽賽程相

關服務或賽事周邊相關服務等各方面家長皆有良好的評價，並且未接獲任何

相關抗議或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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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報導情形 

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聯合新聞網 2017/01/26  23:33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大安國中大贏家 

HiNET新聞 2016/01/26  09:41 佛光大學主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錦標賽圓滿落幕 

中央通訊社 2016/01/26  09:40 佛光大學主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錦標賽圓滿落幕 

PChome 新聞 2016/01/26  09:41 佛光大學主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錦標賽圓滿落幕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大安國中大贏家 

黃顯祐 / 報導    2017/01/26 23:33 

    佛光大學主辦的「105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暨「2017奧林

匹克教育盃全國學生圍棋賽」日前結束，台北市大安國中是大贏家，獲得國中組

團體與男、女個人冠軍。 

這項比事為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共有來自全國 700多位的圍棋段位高手同

場競技。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表示，佛光大學 3年前成立全國唯一的大學圍棋發

展中心，已經是連續第 3年主辦這項賽事，未來也會逐漸舉辦更多國際性的圍棋

活動。 

為了感謝楊朝祥對於台灣圍棋的貢獻，中華圍棋協會特別由副理事長劉儷琳代表

頒發榮譽六段證書，並且期許更多大專校院投入圍棋人才的培育。 

除了大安國中外，桃園市建國國小榮獲國小團體組冠軍，東方工商獲得高中組團

體與女子個人冠軍，萬芳高中獲得高中組團體亞軍與男子個人冠軍。奧林匹克教

育盃最高段組前 4名分別為白承澐、許育豪、鍾承恩、莊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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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主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錦標賽圓滿落幕 

HiNET新聞／報導    2016/01/26  09:41 

 

    佛光大學主辦的「105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暨「2017奧林

匹克教育盃全國學生圍棋賽」，元月 22日至 24日在佛大懷恩館圓滿完成。 

    這兩項賽事為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共有來自全國逾 700位圍棋段位高

手同場競技。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表示，佛光大學三年前成立全國唯一的大學圍

棋發展中心，已經是連續第三年主辦本項賽事，未來也會逐漸舉辦更多國際性的

圍棋活動，同時招收圍棋資優生到佛大繼續深造。 

    為了感謝楊朝祥校長對於台灣圍棋的貢獻，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特別由劉儷琳

副理事長代表頒發榮譽六段證書給楊校長，並且期許更多大專校院投入圍棋人才

的培育。 

    經過三天激烈的競賽後，桃園市建國國小榮獲國小團體組第一名，國中組臺

北市大安國中為最大贏家，囊括國中團體與男女個人的冠軍。高中組東方工商獲

得團體與女子個人冠軍，臺北市萬芳高中獲得團體亞軍與男子個人冠軍。奧林匹

克教育盃最高段組前四名分別為白承澐、許育豪、鍾承恩、莊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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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宣資料 

   
 

邀請卡 

   
 

參賽證明                 選手證 

   

海  報 

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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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佛大楊朝祥校長致詞 頒贈感謝狀 

  

與會來賓合影 徐偉庭老師宣布開賽 

  

劉儷琳小姐致詞 賽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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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工商陳清煌校長致詞 萬芳高中方淑芬校長致詞 

  

國小男子組專心比賽中 團體組選手比賽中 

  

高中男子組專心比賽中 各組選手專心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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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選手比賽中 比賽會場-佛大懷恩堂 

  

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國中女子組專心於比賽中 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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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組選手專心於比賽中 高中組專心於比賽中 

  

國小組專心於比賽中 國小女生賽後進行聯棋交誼 

  

國小個人男子組特寫 國小個人女子組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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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個人女子組特寫 國小個人男子組特寫 

  

國小個人男子組特寫 國中個人女子組特寫 

  

國中個人男子組特寫 國中個人女子組特寫 



18 

 

  

國小男子組前八名 國中男子組前八名 

  

國中團體組第一名-大安國中 國小團體組第一名-建國國小 

  

國小女子個人組前八名 高中女子個人組前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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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團體組第一名-大安國中 國小團體組第一名-建國國小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買一送一優待券 國小團體組成績看板 

 
 

國中及高中團體組成績看板 圍棋賽附加活動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