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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臺北市代表隊選拔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7年 9月 19日北市體全字第 1076015110號函。 

二、宗旨：鼓勵本市原住民族積極參與運動，提供原住民族切磋、觀摩學習與傳承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 

三、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六、選拔種類與分組： 

（一） 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體育活動： 

1. 傳統路跑：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2. 傳統射箭：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3. 傳統拔河：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4. 傳統負重：公開男女混合組。 

5. 傳統樂舞：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6. 傳統狩獵：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7. 綜合競賽：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8. 水域活動：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二） 原住民族擅長之競賽種類： 

1. 田徑：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2. 籃球：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3. 棒球：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4. 柔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5. 跆拳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6. 慢速壘球：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7. 角力：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七、選拔時間、地點： 

（一） 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體育活動：依後列時間地點辦理。 

（二） 原住民族擅長之競賽種類：依後列時間地點辦理。 

八、選拔資格：（需符合 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及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之規定） 

（一） 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具原住民身分，且以原住民身分 

1. 設籍於本市連續滿六個月以上者（即107年9月23日前設籍）。 

●其設籍須連續至賽會結束中間不得有遷出遷入之動作 

2. 原設籍在本市，遷離本市未達六個月者。107年9月23日後遷離者均可報名。 

（二） 年齡規定： 

1. 參加公開組選手：限民國92年8月31日以前出生者。 

2. 參加青少年組選手：限民國92年9月1日至95年8月31日出生者。 

3. 參加少年組選手：限民國95年9月1日至97年8月31日出生者。 

4. 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九、參賽規定：參加選拔選手每人無跨競賽種類限制，惟選手同時入選二個以上之競賽種類

時，為避免大會期間發生賽程衝突，只能自擇一種競賽種類代表臺北市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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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入選競賽種類則經選拔委員會通過後遞補或徵召。 

十、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自 107年 9月 25日（星期一）至 10月 4日（星期四）止(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方式：請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以及下列規範之報名資料，郵寄報名。 

1. 個人項目之種類：選手需填具「個人報名表」及「教練確認單」。(報名田徑種類者另

需檢附106年3月25日至107年10月1日前之比賽成績證明資料) 

2. 團體項目之種類：各隊需填具「團體報名表」，教練另需檢具B級以上之教練證。 

（三） 郵寄地址：報名資料請寄至：11153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號。 

（四） 收件人：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系收。 

（五） 問題諮詢：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全民運動科王老師，電話：2570-2330分機 6129。 

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系高小姐，電話：8771-8288分機 6906。 

十一、選拔方式：依 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各項技術手冊之規範進行選拔，詳細辦理內

容請參閱第 3、4頁之表格。 

（一） 選手遴選： 

1. 個人項目之種類：依選拔賽成績擇優並配合各種類技術手冊規定之人數為上限，送選

拔委員會決議。 

2. 團體項目之種類：以選拔賽優勝隊伍為代表隊班底，並得徵召選拔賽第二、三名隊伍

之優秀選手送選拔委員會決議，唯人數不得超過技術手冊之規定。 

（二） 教練遴選： 

1. 個人項目之種類：代表隊教練之產生依教練指導選手（以報名時之「教練確認單」為

依據）入選人數多寡排列順序，送選拔委員會決議。 

2. 團體項目之種類：以選拔賽優勝隊伍之教練為代表隊教練，唯教練人數不得超過技術

手冊之規定。未檢附教練證之教練視為放棄擔任代表隊教練。 

（三） 各競賽種類或競賽項目於報名結束後未達註冊人數時，則由本局自本市原住民族體

育人才資料庫或經個人、團體推薦，經選拔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以徵召方式納入代

表隊。 

十二、申訴：有關爭議申訴，應依據各種國際運動總會之競賽及相關規定辦理，若無明文規

定者，先以口頭提出，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未

依規定時間提出者，不予受理。 

十三、罰則：獲選代表本市參加 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經報名確定後，無故未出賽則取

消下屆參加本市選拔之資格。 

十四、附則：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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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選拔種類預計辦理內容※ 

一、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體育活動： 

選拔種類 選拔日期 選拔地點 選拔方式 報名繳交資料 

傳統路跑 107.10.14(日) 臺北田徑場 
公開組：12公里 

青少年組：8公里 

個人計時擇優錄選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傳統射箭 107.10.14(日) 臺北田徑場 

公開組：18公尺 

青少年組：15公尺 

每人上半場 2局環形

靶、下半場 2局山豬靶。 

每局 2回， 

每回 2分鐘射 6箭。 

弓箭請選手自備。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傳統拔河 107.10.14(日) 臺北田徑場 
每隊 20人。 

混合組出賽： 

男 12人、女 8人。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傳統負重 107.10.14(日) 臺北田徑場 

男生 20公斤沙包、 

女生 12公斤沙包， 

每人持沙包進行 100

公尺計時擇優錄選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傳統樂舞 無 無 請原民會協助組隊  

傳統狩獵 107.10.14(日) 臺北田徑場 

每隊 8人。 

以背桿綁實道具黑豬

（120～150斤）後，

合力背負黑豬至終

點，計時擇優錄選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綜合競賽 

暫定

107.10.14(日) 

比賽日期會依

報名人數做調

整 

另行公布 

每隊 20人 

（男、女各 10名） 

傳統鋸木男女各 6名，

木頭直徑 20cm。 

傳統擲矛男女各 2名，

擲矛距離：15公尺。 

傳統爬竿男女各 6名，

攀爬高度： 

男 7公尺、女 5公尺。 

計時擇優錄選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水域活動 

暫定

107.10.14(日) 

比賽日期會依

報名人數做調

整 

北市大 

詩欣館 

撒網：標靶群距離 6公

尺，以浮球代替假魚。 

每人 2次撒網，需在 3

分鐘內完成收網。 

浮潛競速：自備面鏡

（非游泳水鏡）、浮潛

側邊式呼吸管、雙蹼蛙

鞋，每人 100公尺計時

擇優錄選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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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擅長之競賽種類： 

選拔種類 選拔日期 選拔地點 選拔方式 備註 

田徑 無 無 

依報名檢附之成績

證明，以一年內之成

績優先錄取，如有缺

額再行遞補。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籃球 107.10.21(日) 臺北體育館 
依最新國際籃球比賽

規則並視報名隊伍數

量編排賽程進行選拔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棒球 107.10.15～19 新生棒球場 

依最新國際棒球比賽

規則及中華民國學生

棒球聯盟最新規則 

並視報名隊伍數量編

排賽程進行選拔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柔道 107.10.20(六) 北市大詩欣館 

依最新國際柔道比賽

規則並視報名人數編

排賽程進行選拔， 

並於賽前一日下午進

行過磅、抽籤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跆拳道 107.10.20(六) 北市大詩欣館 

依世界跆拳道最新競

賽規則並視報名人數

編排賽程進行選拔， 

並於賽前一日下午進

行過磅、抽籤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慢速壘球 107.10.15～31 
本局轄管之 

慢壘場地 

依中華民國慢速壘球

協會審定之最新慢速

壘球規則 

並視報名隊伍數量編

排賽程進行選拔 

團體報名表 

、戶籍資料 

角力 107.10.21(日) 大理高中 

依世界角力聯盟最新

比賽規則並視報名人

數編排賽程進行選拔 

並於賽前一日下午進

行過磅、抽籤 

個人報名表、教練

確認單、戶籍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