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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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09158B 號函辦理。 

(二) 宗旨：培養圍棋人口，發揚圍棋精神。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國棋協會。 

(四)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 

(五) 協辦單位：中華奧會教育委員會、臺北市大安國中、台灣光彩國際旅行

社。 

(六) 比賽日期與組別： 

1.分齡賽：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1) 幼兒園中班組：2013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2) 幼兒園大班組：2012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3) 小學低年級組：2010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4) 小學中年級組：2008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5) 小學高年級組：2006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6) 中學組：國、高中在學學生 

(7) 大學組：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2.分級段賽：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1)六七段組、(2)五段組、(3)四段組、(4)三段組、(5)二段組、(6)初段組、

(7)晉段組、(8)級位丙組、(9)級位丁組、(10)級位戊組、(11)十三路棋盤組、

(12)九路棋盤組 

(七) 參賽選手資格：海內外圍棋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十三路棋盤組限國小

（含）以下兒童參加；九路棋盤組限幼兒園（含）以下幼童參加。 

(八) 比賽日期： 

1.分齡賽：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11 點 20~50 報到 

2.分級段賽：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8 點 20~50 報到  

(九) 比賽地點：臺北市大安國中體育館 

(十) 賽程編排方式： 

1.本次比賽採瑞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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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場編排方式:1 號對 2 號,3 號對 4 號,依此類推,若遇奇數則安排最

後一號為輪空,並在成績欄內登入”○” ， 而其對手欄內請填入”

空”。第二場以後之各場比賽請依下列原則編排： 

(1)先排最多勝者,以戰績相同者依序由最前面的號碼往後配對。 

(2)已對過的對手不得再配對。 

(3)若遇相同戰績中出現最後一位無法有相同戰績者可配對，則須

由自最前面號碼中戰績多一敗者挑出配對。 

(4)輪空者及不同戰績配對者以一次為限。 

(5)輪空者以號碼最大,最多敗為原則。 

3.若遇無法解決之狀況,請向此次大會之裁判長或副裁判長反應。 

(十一) 獎勵措施： 

1.各組前 4 名頒發獎盃、獎狀、獎金，5-8 名頒發獎牌、獎狀。 

2.幼兒園組、小學組、十三路與九路棋盤組人人有獎，全勝頒發冠軍

獎盃、一敗頒發亞軍獎盃、二敗頒發季軍獎盃、其餘皆頒發優勝獎

牌。 

3.各組獎金如下：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分齡中學組 6,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分齡大學組 6,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六七段組 

20,000 元 8,000 元 4,000 元 2,000 元 

第五~第八名 第九~第十六名 

1,000 元 500 元 

五段組 6,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四段組 3,000 元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三段組 3,000 元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二段組 3,000 元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初段組 3,000 元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晉段組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級位丙丁戊組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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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報名費用：兩日之賽事可重複或擇一報名 

1.分齡賽：各組報名費新台幣 400 元。 

2.分級段賽：段位組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級位組報名費新台幣 400

元。 

(十三)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報名網頁為「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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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止。 

(十五) 保險：參賽職隊員由大會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事宜。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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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 附則：報名截止並建立資料完成後，本賽會將賽務相關訊息一律公佈

於比賽網頁。 

(十八) 注意事項： 

1.選手報到時領取選手證；大會每日均提供午餐、紀念品一份。 

2.選手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與規範，違者得取消參賽資格。 

3.本會設比賽仲裁委員，接受申訴。 

4.大會得視參加者之實際棋力更改其組別，參加者不得異議。 

5.提供選手午餐(素食者報名時請注明)，並請協助廚餘分類回收。 

6.比賽當天請選手及家長們配合大會服務人員，共同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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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因場地維護不易，在比賽當天請選手們著軟底皮鞋或球鞋。 

8.未盡事宜依當日情況，參照中華棋協規則修正之並由大會宣佈。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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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3-987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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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人數 

8月 10 日:分齡賽 

個人組 

幼稚園中班組 11人 

幼稚園大班組 36人 

小學低年級組 70人 

小學中年級組 41人 

小學高年級組 31人 

中學組 24人 

大學組 18人 

總計 231 

 

8月 11 日﹕分級段賽 

九路棋盤組 20人 初段組 57人 

十三路棋盤組 113人 二段組 35人 

級位戊組 63人 三段組 33人 

級位丁組 55人 四段組 76人 

級位丙組 37人 五段組 85人 

晉段組 56人 六七段組 185人 

總計 815人 

2019 臺灣圍棋公開賽總參賽人次 10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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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成果 

8 月 10 日-分齡賽 

幼稚園中班組 幼稚園大班組 小學低年級組 A 

第一名 葉蔚泱 第一名 黃冠澂 第一名 謝昕澄 

第二名 張孟安 第二名 陳尚均 第一名 王紫涵 

第三名 丁柔絜 第三名 徐沛揚 第三名 陳國尹 

第四名 謝心婕 第四名 黃承宇 第三名 王亮勛 

第五名 黃品瑄 第五名 林弘智 第五名 陳昊謙 

第六名 林紀謙 第六名 蔡君緹 第六名 梁祐愷 

第七名 楊依蓁 第七名 蕭凱仁 第七名 劉安芸 

第八名 呂懿庭 第八名 郭宇軒 第八名 詹前辰 

小學低年級組 B 小學中年級組 小學高年級組 

第一名 吳沁璇 第一名 李嘉馨 第一名 梁惟中 

第二名 陳彥希 第二名 徐子剛 第二名 許喆 

第三名 鐘蕓伸 第三名 腾春德 第二名 林鈺博 

第四名 陳晏楚 第四名 杜凱薰 第四名 李宥颉 

第五名 梁普恩 第五名 柯沛辰 第五名 黃宥勝 

第五名 陳靖螢 第六名 楊鈞宇 第六名 湯富翔 

第七名 金子喬 第七名 趙承誼 第六名 謝秉澄 

第八名 吳宇辰 第八名 常思宥 第六名 郭宥欣 

中學組 大學組  

第一名 王翎宇 第一名 鍾承恩   

第二名 錢宣米 第二名 曾平心   

第三名 張庭維 第三名 郭再恩   

第四名 李漢驎 第四名 佟鈺麒   

第五名 王惇楷 第五名 鄭宇軒   

第五名 王文佑 第五名 陳立穎   

第七名 羅習謹 第七名 張廣   

第八名 張東邑 第八名 李思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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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分級段賽 

六七段 A組獲獎名單 六七段 B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姚恩雋 第一名 曾平心 

第二名 郭再恩 第二名 陳彥儒 

第三名 鍾承恩 第三名 胡偉傑 

第四名 徐睿言 第四名 李宗翰 

第五名 李亮非 第五名 佟鈺麒 

第六名 羅習謹 第六名 胡紘愿 

第七名 陳立穎 第七名 徐永煜 

第八名 孫偉勛 第八名 鄭宇軒 

第九名 謝育庭 第九名 李弘璽 

第十名 莊皓宇 第十名 曾品傑 

第十一名 張廣 第十一名 劉一芳 

第十二名 楊孚德 第十二名 尤浩宇 

第十三名 沈逸恩 第十三名 趙崧宏 

第十四名 張庭維 第十四名 吳明禦 

第十五名 湯立豪 第十五名 胡凱威 

第十六名 溫翊凱 第十六名 李嘉馨 

 

五段組獲獎名單 四段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田至恩 第一名 涂崴程 

第二名 常思宥 第二名 謝亞延 

第三名 曾唯綸 第三名 許定豪 

第四名 陳冠翰 第四名 蔡昕璇 

第五名 陳柏宇 第五名 符永璿 

第六名 洪琥朋 第六名 莊賢安 

第七名 黃奕森 第七名 許祐誠 

第八名 趙宇辰 第八名 忻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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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組獲獎名單 二段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吳衍憲 第一名 林子淳 

第二名 張晴 第二名 杜宥廣 

第三名 洪睿安 第三名 鄭棋元 

第四名 劉裕妍 第四名 周子森 

第五名 孫禾峰 第五名 劉裕謙 

第六名 蘇愛格 第六名 黃哲軒 

第七名 蔡牧樵 第七名 吳崴定 

第八名 晨宥安 第八名 楊秉勳 

 

初段組獲獎名單 晉段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林博元 第一名 蘇上哲 

第二名 周常泓 第二名 鄭穆言 

第三名 盧宇柏 第三名 鄭凱文 

第四名 趙東洋 第四名 陳毅展 

第五名 許仟聖 第五名 呂濬羽 

第六名 楊苡寧 第六名 趙佑晟 

第七名 鄭淽勻 第七名 季准宗 

第八名 楊予寬 第八名 林祐兆 

 

級位丙組獲獎名單 級位丁 A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呂坤育 第一名 王宥淵 

第二名 林彥翔 第二名 楊子睿 

第三名 許宸睿 第三名 張易恩 

第四名 謝宛芷 第四名 陳尚均 

第五名 許富程 第五名 李明陽 

第六名 曾子修 第六名 詹前辰 

第七名 陳楷盛 第七名 黃柏蒝 

第八名 鄒瓔 第八名 許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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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位丁 B組獲獎名單 級位戊 A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陳秉均 第一名 盧楷文 

第二名 楊品昕 第二名 黃潔妮 

第三名 陳沛晴 第三名 林炫羽 

第四名 吳昱辰 第四名 王維震 

第五名 邢睿軒 第五名 黃哲庭 

第六名 劉稚涵 第六名 楊苡謙 

第七名 蔡喻丞 第七名 吳品寬 

第八名 温柏程 第八名 詹宸睿 

 

級位戊 B組獲獎名單 九路棋盤組獲獎名單 

第一名 林上恩 第一名 吳皇霆 

第二名 詹承祐 第二名 黃品瑄 

第三名 陳晏秦 第二名 陳炫燁 

第四名 謝昊軒 第二名 羅子翔 

第五名 張簡心宜 第二名 李宥霆 

第六名 張恩語 第二名 胡瑀霏 

第七名 李晨灝 第二名 馮楚妘 

第八名 李逸學 第三名 方若嫣 

  第三名 林靖霏 

  第三名 黃琛 

  第三名 龔宥丞 

  第三名 宋蘊安 

  第三名 林沛曈 

  第四名 單紹容 

  第四名 侯宥廷 

  第四名 城翊森 

  第四名 黃以恩 

  第四名 葉苡寧 

  第四名 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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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路棋盤 A組 

獲獎名單 

十三路棋盤 B組 

獲獎名單 

十三路棋盤 C組 

獲獎名單 

第一名 王策玄 第一名 陳品聿 第一名 李珈伃 

第二名 李曜旭 第二名 邢云曦 第二名 黃詠泓 

第二名 蘇柏嘉 第二名 宋睿恩 第二名 宋亮飛 

第二名 陳韋翰 第二名 范騰元 第二名 柯岑羲 

第二名 陳翊愷 第二名 余得綸 第二名 鄧捷鴻 

第二名 柳兆謙 第二名 張家甄 第二名 姜奕安 

第二名 曾詠晴 第二名 蔡昀軒 第二名 季玄緒 

第三名 游芯語 第三名 李予寬 第三名 鄧子毅 

第三名 林中取 第三名 林沛陽 第三名 林三喜 

第三名 周竑羽 第三名 宋星泉 第三名 郭可涵 

第三名 吳旻紘 第三名 李蕎璇 第三名 陳為勳 

第三名 林祐希 第三名 林藍星 第三名 林祁駿 

第三名 郭昱希 第三名 蔡容嘉 第三名 邱昱誠 

第三名 林祐禾 第三名 游凱中 第三名 趙佑馨 

第三名 黃子重 第三名 李眾輔 第三名 李嘉翔 

第三名 李予衡 第三名 郭勁麟 第三名 楊凱勛 

第三名 游承霖 第四名 盧易佐 第三名 鐘云璟 

第三名 李祐維 第四名 鍾淳旭 第四名 陳淮 

第三名 陳逸楠 第四名 詹予涵 第四名 李蕎寯 

第三名 李書懷 第四名 游博硯 第四名 黃晴微 

第四名 蔡丞傑 第四名 方婉嫣 第四名 鍾博聿 

第四名 林均昊 第四名 蔡丞紘 第四名 曾惠志 

第四名 簡承靖 第四名 楊羽辰 第四名 李康嘉 

第四名 方懷逸 第四名 張惇皓 第四名 林昱安 

第四名 盧天俜 第四名 張明哲 第四名 江嘉薰 

第四名 戴彥騰 第四名 林靖容 第四名 高子崴 

第四名 黃歆佟 第四名 王育成 第四名 許閎凱 

第四名 張淮霖 第四名 曾奕澄 第四名 姜品丞 

第四名 洪浩倫 第四名 張又然 第四名 單紹淳 

第四名 蘇宸歆 第四名 曾紫綺 第四名 林沛曦 

第四名 張文心 第四名 楊庭榛 第四名 龔宥心 

第四名 李大旭 第四名 卜睿恩 第四名 林毓蓉 

第四名 李書文 第四名 蘇宸逸 第四名 黃晁政 

第四名 李承燁   第四名 葉瑄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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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績效 

1. 今年報名人數，分齡賽共計 231 人，分級段位賽共計 815 人，總人次為 1046

人次，相較去年賽事報名總人數 851 人次，總共增加了近 200 人次，參與踴

躍，進步幅度明顯，顯示學習圍棋運動之學生已有逐漸活絡之跡象，未來在

辦理上也可思考除了參賽人數之外，如何提升圍棋選手實力，並且兼顧賽事

品質。 

2. 本次賽會依循去年的舉辦方式，以分齡賽與分級段位賽兩個場次舉行，增加

學生參賽的機會。其中分齡賽的舉辦，讓過去只能跟同樣或相仿棋力的選手

競賽之外，也有機會跟同年齡不同棋力的孩子互相學習，激起「他能，我也

能」的良善學習風氣。 

3. 本屆賽事於台北市大安國中舉辦，交通方便，增加選手參賽意願，特別是初

學與級位賽，以人人有獎的競賽方式，增加學生成就感，也增加學習圍棋的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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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報導情形 

報導媒體 報導時間 報導標題 

中央社 
20190813 

17:46:21 
2019臺灣圍棋公開賽 破千人參賽 

2019臺灣圍棋公開賽 破千人參賽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813 17:46:21)由教育部體育署及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指

導，佛光大學主辦，臺北市大安國中、臺灣運動教育學會、中華學生圍棋協會

及臺灣光彩國際旅行社共同協辦的 2019臺灣圍棋公開賽，於 11日假臺北市大

安國中盛大舉行開幕典禮。本次賽會是佛光大學承辦各級圍棋賽事之後，首度

突破千人參賽，現場聚集各級棋力的選手，另外還有關心圍棋運動的貴賓及家

長們，場面浩大，也意味著圍棋運動在中華棋協與佛光大學等單位努力下，再

創另一個高峰。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長江淑華代表佛光大學致詞時表示，佛光大學除

了招收圍棋專長生，並提供每年十萬元的獎學金，今年也到澳洲雪梨大學參加

世界大學生圍棋賽，也有學生獲得世界第三名的佳績，今年也到美國交流，接

下來還有赴泰國及杭州進行國際賽，這麼多機會都是各界對佛光大學在圍棋推

廣教育上的肯定，非常感謝各界給予佛大支持。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劉儷琳副理事長代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致詞，除了肯定這些

年佛光大學在圍棋推廣上的努力，也表示未來仍會持續協助佛光大學推廣圍

棋。而大森圍棋文化藝術基金會張昭焚董事長也在致詞時表示，看到許多小朋

友能夠在這麼小的年紀學習圍棋，實在是相當幸福的一件事，未來這些孩子的

成就一定無可限量。 

 

2019臺灣圍棋公開賽，首日舉行分齡賽，分別有大學到幼稚園的選手進行比

賽。今(11)日則舉行依棋力分組競賽，從段位、級位到九路棋盤組都有相當多

選手參加，站在推廣圍棋的立場上，看到這麼多願意投入圍棋學習的選手，覺

得對台灣圍棋發展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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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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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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佛大江淑華執行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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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長宣布比賽規則 

 
 

貴賓大合照 比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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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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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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口主視覺 舞台主視覺 

  

佛光大學圍棋隊 各組選手就位 

  

場地預備中 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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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選手專心於比賽 裁判協助比賽 

  

幼兒園組頒獎 幼兒園頒獎 

  

小學終年級組頒獎 幼兒園組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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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組頒獎 九路棋盤組頒獎 

  

十三路棋盤組頒獎 三段組頒獎 

 
 

級位丁組頒獎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工作人員及參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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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支用情形 

 

 

活動

名稱 
2019全國圍棋公開賽 

舉辦

日期 
108年  08 月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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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其他機關補助款（備註欄

請一定要填機關名稱及金額） 

  

民間團體贊助款   

自籌款-報名費收入 

自籌款-其他 

194,848 

98,000 

 

合計 692,848  

活 

動 

總 

支 

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體育署補助金額 自籌 

工作費(含勞健保相關

費用) 
150 259.1小時 38,879 38,879 0 

裁判費 400 

5場次 10人 

62,000 62,000 0 

6場次 7人 

10場次 1人 

11場次 3人 

14場次 1人 

膳食費 80 1040個 83,200 83,200 0 

印刷費(含獎狀) 25,848 1批 25,848 25,848  

住宿費 1,318 1批 1,318 1,318 0 

獎盃 74,132 1批 74,132 74,132 0 

場地租借費 30,848 1批 30,848 28,548 2,300 

保險費(必辦)  12,427 12,427 0 

場地佈置費 32,078 32,078 0 

器材租借費 98,000 0 98,000 

雜支 70,118 41,570 28,548 

獎金 164,000 1批 164,000 0 164,000 

合計 692,848 400,000 292,848 

結餘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