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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依

據：教育部109年6月24日臺教授體字第1090021191號函及教育部體育署109年6月22日臺教
體署競(二)字第1090020439號及109年8月5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090026091號函
核定辦理。

貳、宗

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推展有氧體操運動，提昇有氧體操技術水準，特舉辦本項運動競賽。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肆、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伍、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會體操委員會
陸、協辦單位：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
全國各縣市體育（總）會體操委員（協）會
柒、比賽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賽前練習，28、29 日（星期六、日）比賽
二、地點：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桃園體操館（桃園市龍潭區武漢路100號）
捌、組別及項目：
一、組別
（一）國小低年級組：個人組（男單、女單）、配對組（可二男或二女）、三人組、五人組。
（二）國小中年級組：個人組（男單、女單）、配對組（可二男或二女）、三人組、五人組。
（三）國小高年級組：個人組（男單、女單）、男女配對組、三人組、五人組。
（四）國

中

組：個人組（男單、女單）、男女配對組、三人組、五人組。

（五）高

中

組：個人組（男單、女單）、男女配對組、三人組、五人組。

（六）大專及社會組：個人組（男單、女單）、男女配對組、三人組。
二、除大專及社會組之外，各組一律不得跨組或跨校。
三、有氧舞蹈組：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及社會組，每組 6 至 8 人，競賽辦法詳見附
錄。
四、有氧階梯試辦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及社會組，每組 6 至 8 人，競賽辦法詳見附錄。
玖、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地點：即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17:00止，於協會官網網路報
名: (ctga.com.tw)。
二、資格：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可依下列條件報名：
（一）代表學校之選手，以各校正式核准學籍之在學學生為限。
（二）參加國中、高中組別實驗教育學生，須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
以證明該選手參賽組別資格。
（三）代表縣、市體育（總會）或委員（協）會，或非以學校單位報名之選手，僅能報名大專及
社會組，組隊不限同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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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選手若為在學學生，報到時須檢附在學證明書（附照片，加註出生年月日），或學生
證正反面影本備查。
（五）各組競賽項目可兼報。
（六）每位選手僅能代表一單位、一組別。
（七）有氧舞蹈競賽及有氧階梯競賽，報名資格依循其競賽辦法。
三、抽籤：民國 109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於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四、參賽人員須辦理保險：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規定，投保
300 萬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本會已辦理保險，仍請各單位務必自行再
保險（不接受學生保險）。報到時，未繳交保險單影本不得參賽。
五、報名費：請於單位報到時繳交，否則視同未報名論。
（一）個人每人新台幣 500 元、配對組每組 800 元、三人組每組 1000 元、五人組每組 1200
元。
（二）成隊報名費：每隊 2500 元（包含個人、配對、三人及五人各一組）。
（三）有氧舞蹈組：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及社會組，每單位每組 1500 元。
（四）有氧階梯試辦組（免報名費）：國中組、高中組、大專及社會組。
（五）報名後未參賽者，仍須繳交行政作業、保險等費用（每人 200 元）。
拾、比賽規則：採用 2017 至 2020 年 FIG 之有氧體操評分規則評分。參加隊伍請派一名具該週期
之合格裁判，若未派裁判之單位，應支付 1600 元裁判費，由本會委派裁判，不得有
異議。各組特殊規則詳見附錄。
拾壹、名次評定與獎勵：
一、本比賽為符合教育部頒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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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參賽隊伍（人）數為 16 個以上，獲得最優前 8 名；
（二）參賽隊伍（人）數為 14 個或 15 個者，獲得最優前 7 名；
（三）參賽隊伍（人）數為 12 個或 13 個者，獲得最優前 6 名；
（四）參賽隊伍（人）數為 10 個或 11 個者，獲得最優前 5 名；
（五）參賽隊伍（人）數為 8 個或 9 個者，獲得最優前 4 名；
（六）參賽隊伍（人）數為 6 個或 7 個者，獲得最優前 3 名；
（七）參賽隊伍（人）數為 4 個或 5 個者，獲得最優前 2 名；
（八）參賽隊伍（人）數為 3 個以下者，獲得最優第 1 名，得依該辦法申請甄試輔導升學。
（九）實際參賽隊（人）數僅 1 個者，不辦理該比賽或不得申請甄試升學。
註：1. 本賽事除國中組、高中組外，其餘組別不具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2. 該比賽於同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將該比賽種類列為競賽種
類時，依規定將不具有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3. 本次有氧舞蹈組及有氧階梯試辦組，競賽成績不列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
學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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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比賽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試資格之學生，將自 109 學年度
兩年內有效。
三、國中組及高中組：為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各項目依參賽隊伍
數量取其名次，各組各單位最多錄取兩名，至多錄取前八名，頒發獎狀，前三名並頒發獎牌。
成隊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
四、國小組及大專及社會組：各組各單位最多錄取兩名，各組選手各項目之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名，
次之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各組錄取前八名，頒發獎狀，前三名並頒發獎牌。如名次未
滿八名，不予遞補。成隊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
五、得分相同時，依次參照以下標準進行排名：
（一）執行最高分
（二）藝術最高分
（三）難度最高分
如果分數依然相同，則名次並列。
六、成隊成績計算：
（一）從有氧體操項目中，擇男子單人或女子單人組、配對組、三人組、五人組，四項最佳成績
計成隊成績。
（二）成隊分數計算：第一名 1 分，第二名 2 分，餘依此類推，分數最少者為冠軍。
例如：單人組第一名，配對組第二名、三人組第二名、五人第一名，成隊總分為 6 分。
拾貳、各單位報到及技術、裁判會議：
一、單位報到時間：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3 至 5 時，於桃園市龍潭區武漢
國民小學－桃園體操館（桃園市龍潭區武漢路 100 號）辦理報到。
二、報到時繳交音樂電子檔（請自行設定檔名為【出場序－參賽組別－單位－姓名－項目】）。
三、技術會議：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假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
－桃園體操館舉行。
四、裁判會議：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假桃園市龍潭區武漢國民小學
－桃園體操館舉行。
五、如對參賽隊伍資格有問題時，得在技術會議（領隊、教練）中提出，交由主辦單位按規定處
理。
六、技術會議後，不得更改選手名單，違反規定則取消該名選手比賽資格。
拾參、比賽規定事項：
一、報名規定：
（一）報名截止後如欲變更名單，須於抽籤之前完成更改手續（以 e-mail 為憑）。
（二）超過報名日期報名參賽：
延遲一天每名選手加收 300 元；
延遲二天每名選手加收 500 元；
延遲三天每名選手加收 500 元，並列為表演賽，不列入參賽成績；
延遲四天（含）以上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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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隊伍之交通、膳宿等費用，由各隊伍自理。
三、燈光擴音設備及現場佈置由承辦單位負責，餘如參賽所需之服裝、道具、器材、音樂 CD 均
由參賽學校自行準備，並於比賽時指派專人在場配合。
四、有關版權問題由使用各單位自行負責。
五、各校負責人，請確實掌握現場學生，如遇空襲或其他緊急事件時，應就原位保持鎮靜，依逃
生路線疏散。
拾肆、申訴：
一、對選手資格及難度裁判判決之申訴，應在判決後 20 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
並繳交保證金 5000 元，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成立確定改判時保證金退還，如維持原判
時，保證金不予以退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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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
四、本會性騷擾申訴管道電話 02-2752-0643，傳真 02-2778-1514，e-mail: info@ctga.net。
拾伍、本規程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