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嘉義市體育會、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承辦單位：嘉義市體育會飛盤委員會 

       協辦單位：嘉義市立體育場、嘉義市立南興國中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1 日、12 日（星期六、日） 

       比賽地點：嘉義市立體育場（嘉義市體育路2號）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競賽規程 
 

壹、計畫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XXXXXXXXXX 號函辦理。 

貳、計畫名稱：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 

參、目    的：增進各縣市飛盤運動人口及實力，宣導全民運動會飛盤項目。 

肆、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嘉義市體育會、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伍、承辦單位：嘉義市體育會飛盤委員會。 

陸、協辦單位：嘉義市立體育場、嘉義市立南興國中。 

柒、比賽項目：飛盤勇氣賽、躲避飛盤賽。 

捌、比賽時間：110 年 6 月 11、12 日（星期六、日）。 

       6 月 11 日（六）公開組：飛盤勇氣賽、躲避飛盤賽。 

                             女子組：飛盤勇氣賽（3 人制）。 

              6 月 12 日（日）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飛盤勇氣賽、躲避飛盤賽。 

玖、比賽地點：嘉義市立體育場（嘉義市體育路 2 號）。 

拾、對    象：我國各縣市飛盤同好。 

拾壹、組    別：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女子組、公開組（不限年齡）。 

           國小低年級組（1~3 年級，限勇氣賽）。                                 

拾貳、報名辦法： 

      一、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逕寄至電子信箱：gutsplayer27@gmail.com，報名完成後 

                       請自行以電話確認報名完成，聯絡人：陳瀅舟（0933361638）。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晚上 12 點止，請填妥所 

                    附之報名表，逾期恕不受理及更改報名表【附件一】。 

       三、報名費用：每人 200元，經選手登錄後即應繳交報名費用。 

       四、其他：費用於比賽當天現場繳費，如非主辦單位因素而未能參加賽事，仍應繳費， 

                 未經補繳完成，該隊所有選手不得參與本會後續主辦之所有賽事。 

       五、未滿 18歲之選手請依規定填寫家長同意書【附件二】，並於比賽當日開賽前繳交； 

           外籍人士請務必在備註欄填寫護照號碼以及國籍。 

       六、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填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拾參、比賽辦法： 

      一、勇氣賽（公開組搶 21 分制、女子組搶 15 分制）： 

              1.閉幕及頒獎典禮敬請所有隊伍配合參加，以鼓勵工作人員辛勞並讓賽事更為完整、圓 

                滿。 

              2.領隊會議：111年6月11日（週六）上午8點00分於比賽場地舉行，賽前可透過通 

                            訊軟體做為各隊代表或教練聯繫窗口。 

 



              3.每場比賽設有記分員1名；如比賽經參賽雙方同意，需要觀察員協助比賽進行時，雙 

                 方隊長得邀請在場人士（經當事人同意後）擔任觀察員一職。 

              4.每隊可登錄最多8名隊員、最少6名，不限年齡、不分男女，上場選手亦無限定；選

手不得跨隊出賽，未列入名單內選手不得出賽。 

              5.所有隊伍比賽時均應需穿著統一色系服裝（例：隊伍穿著深藍色系服裝（該顏色需超 

                過服裝面積之70%）時，不得有黑色、深綠色等.....，其他色系的服裝，當然淺藍色也 

                不行），不包含褲子，上衣需有背號：尺寸不得小於寬7公分、高15公分，無運動裝 

                備者不得出賽；服裝不整經對方提出檢舉且無法立即改善時，以2：0開始比賽（或 

                檢舉隊伍當下比數加2分後繼續進行比賽）且該隊喪失選擇攻、守之權利。本項規定 

                每場比賽以檢舉一次為限，將不會重複、累計懲罰，且於賽後提出抗議將不會影響該 

                場比賽最後結果。 

              6.比賽時一律使用大會提供之飛盤。 

              7.比賽賽制依報名隊伍多寡決定。 

                (1)如因賽制關係而有積分問題時，積分相同時依下列順序決定名次： 

                   I.兩隊積分相同時比較兩隊之勝負關係。 

                   II.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依下列順序比較成績： 

                    （A）比較三隊間比賽之得失分差。 

                    （B）比較三隊之總得分，得分多者勝。 

                    （C）比較三隊之總失分，失分少者勝。 

                   III.若上述辦法仍無法分出勝負時，由相關隊伍各派出三名選手，以比賽用盤進行擲 

                      準比賽，以片數多寡分出勝負，相關規定由大會決定，另行公告。 

              8.各場次開賽時間依大會預定時間開賽，開賽時比賽隊伍未達5人至比賽場地開賽，則 

                該隊喪失攻守選擇權並由對方先得1分。若開賽逾時10分鐘比賽隊伍仍未至比賽場 

                地，則取消該隊該場之出賽資格，並由對方以5：0獲勝。 

              9.其他各項規則依照領隊會議中決議及WFDF規則（中華民國飛盤協會公告之中文版規 

                則）辦理。（本賽事非WFDF規定賽事） 

              10.如比賽時發生抗議事件，抗議隊伍需由教練或隊長以書面及口頭於該場賽事結束30 

                 分鐘內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3,000元；抗議成立時全數退回，若抗議無效則保 

                 證金由大會沒收，作為大會經費。 

         二、躲避飛盤賽: 

          1.賽程由大會規定。5 分鐘，每隊 10 人男女不拘，以內場人數多者獲勝。 

拾肆、獎勵辦法：各組取前三名，分別頒發獎杯乙座。 

拾伍、本活動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後公布之。 



拾陸、其他： 

      一、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流程，詳【附件四】。 

      二、請各位選手共同維護環境清潔，切勿製造垃圾破壞場地的整齊清潔，大會將設垃圾袋，請 

           選手配合將垃圾分類收置妥當。 

      三、防疫期間，請選手配合實聯制並現場量測體溫，除比賽中及用餐期間均頇全程配戴口罩， 

           體溫高於37.5度者不得參賽並應立即就醫檢查，大會將於登錄表中記錄選手體溫；活動期 

           間請保持室外1公尺之社交距離；大會另提供濃度75%酒精供選手隨時消毒使用。 

      四、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居家自主健康管理及有發燒、喉痛、頭疼、腹瀉、倦怠、流鼻水、 

           嗅味覺異常、呼吸急促、呼吸道異常等症狀者禁止參賽。 

      五、大會提供冰塊（非食用）、桶裝水，請選手自備水壺並酌量使用。 

      六、大會協助代訂便當，如有需要之隊伍請於比賽當日上午9:30前向大會登記並付款完畢。 

      七、大會保險（含比賽選手及大會工作人員、裁判及志工）： 

          1.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500萬元。                                     

          2.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2,500萬元。 

          3.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台幣500萬元。 

          4.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台幣6,000萬元。 

          5.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八、隊伍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 

      九、如因天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如：因閃電、大雨可能導致場地破壞無法繼續使用）而必 

           頇減少或中斷賽事時，以大會決定為主，最後排名方式經臨時領隊會議討論後決定，報名 

           費恕不予退還。 

      十、參賽人員、帶隊老師、裁判及工作人員請准允公假。 

拾柒、活動日程表：如【附件三】。 

拾捌、場地配置圖：嘉義市立體育場（嘉義市體育路2號） 

 

 

 

 

 

 

 

 

 

 

 



【附件一】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報名表 

 

隊名 
 

參加項目  □勇氣賽 □女子組勇氣賽 □躲避盤賽  

組別 □公開組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國小低年級組(1~3 年級)       

領隊 
 

管理 
 

教練 
 

聯絡人                電話：             e-mail: 

隊員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背號 身分證(ID) 備註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13 隊員      

14 隊員      

15 隊員      

16 隊員      

17 隊員      

18 隊員      

19 隊員      

20 隊員      



【附件二】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 

家長同意書 
 

未滿 18 歲之選手頇由家長/監護人或“獲授權人＂在此簽署同意。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

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運動員參賽資格，知悉並同意                  參加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

賽』，並聲明他/她身體並無任何疾病，令他/她不宜在比賽當日參加此項活

動。如果因他/她的個人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受傷，主

辦單位無頇負責。本人亦聲明在比賽當日留意他/她的身體狀況，確保他/她

適宜進行本項比賽。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代表單位： 

 

未滿 18 歲監護人 

同意參賽(簽名蓋章) ： 

 

附註： 
一、填寫同意書時，請先詳閱嘉義市111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111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競賽規程之規定。 

二、同意書各項資料，必頇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詳填並簽名。 

三、本保證書連同各項報名資料表件，請各隊審慎校對無誤後，依照組別及比賽種類分別裝訂成冊；選手 

     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最慢於比賽當日前交付大會，由主辦單位大會收取存查，始完成報名 

     手續，逾時恕不受理且該名選手不得出賽。 

 

 

 

 

 

 



【附件三】 

 

嘉義市 111 年市長盃飛盤錦標賽暨 111 年全國飛盤勇氣賽第二次例行賽日程表 

 
111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比賽時間 場地 

08:00 

∣ 

08:20 

領隊會議（Captain Meeting） 

08:40 

∣ 

12:00 

 

公開組勇氣賽預賽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7:00 

公開組勇氣賽複賽、決賽 

女子組勇氣賽預賽、複賽及決賽 

13:00 

∣ 

17:00 

 

公開組及女子組勇氣賽頒獎 

 

 

 

 

 

 

 

 

 

 

 

 

 



1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比賽時間 場地 

08:00 

∣ 

08:20 

領隊會議（Captain Meeting） 

08:40 

∣ 

12:00 

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組飛盤勇氣賽、躲避飛盤賽預賽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7:00 

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組飛盤勇氣賽、躲避飛盤賽複賽及決賽 

13:00 

∣ 

17:00 

 

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組頒獎及閉幕 

 

 

 

 

 

 

 

 

 

 

 

 

 

 

 

 

 

 

 

 

 



【附件四】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流程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00300 號函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