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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高雄市茂林區第七屆主席盃 111年度槌球比賽計畫暨競賽規則 

一、依據：本所 111度議事業務-業務管理工作計畫辦理。 

二、宗旨：為增進民眾對槌球的認識、技巧和興趣，藉由本此活動邀請

本區區民共同參與，以培養運動良習、增強體力及放鬆心情，

通過活動的開展，達到全民健康、球技進步及休閒運動推廣

之宗旨。 

三、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茂林區公所、茂林里辦公處、萬山里辦公處、多

納里辦公處、茂林社區發展協會、萬山社區發展協會、

茂林區婦幼協會、納美協會、茂林社區營造協會 

六、比賽日期： 111年 08月 19 日(星期 五) 上午 8 時至 18時。 

七、比賽地點： 萬山運動場 

八、參賽資格：  

(一)凡在本區設有戶籍或經代表會認定為本區居民者，及服務於本區

各機關學校者。 

(二)各里、各協會及各機關學校等單位，不得跨隊報名參賽，如有冒

名頂替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九、參與對象: 

  (一)條件:不分年齡、不分組、男女混合。  

  (二)隊伍: 每一球隊設教練一名，隊員五至六名，教練不得兼任球員；

若球隊無教練亦可，球員中選一名為隊長。 

十、報名及抽籤辦法： 

  (一)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8月 10日( 三 )下午 17:00整止。 

  (二)請將報名表(附件二)詳細填寫後，傳真至「07-6801092」、上傳

至本賽 line群組、或寄 mail「tufui398@gmail.com」 。 

(三)抽籤日期於 111年 8月 16日(二) 上午 10 時整，於本會辦公室

一樓辦理，未派員參加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mailto:tufui39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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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賽辦法: 

(一) 採用中華民國最新現行槌球比賽規則。 

(二) 比賽場地使用 15M*20M標準比賽草坪球場。 

(三) 比賽制度採小組循環賽制，賽程設種子，分散於預賽各小組，各

小組取前二名進八強;八強賽程，各小組第一名分散於四組，各

小組第二名則抽韱分組。 

(四) 每一場次比賽時間為 30分鐘(惟大會可考量氣候或賽程而縮短

比賽時間為 25分鐘)。 

(五) 比賽用具: 

1、 球隊自備: 槌球桿。 

2、 大會準備:槌球、球門、雨具、隊長臂章及號碼衣等場地設

備。 

十二、獎勵辦法:依比賽結果錄取前一、二、三、四名優勝隊，每隊各

頒發獎金及獎牌，第一名獎金壹萬元及獎牌乙座、第二名獎金柒

仟元及獎牌乙座、第三名獎金伍仟元及獎牌乙座、第四名獎金叁

仟元、第五、六、七及八名各隊獎金壹仟元。 

。 

十三、比賽重要日程及流程(詳見附件一): 

  (一)抽籤日期於 111 年 8月 16 日( 二 ) 上午 10:00整。 

(二)領隊會議:111年 8月 16 日( 二 ) 上午 10:30分。 

 (三)比賽報到時間: 111年 8 月 19日( 五 ) 上午 8:00整。 

 (四) 比賽開始: 111年 8 月 19 日(五) 上午 8:30分。 

 (五) 開幕典禮: 111年 8 月 19日( 五) 上午 09:30 分。 

  (六)頒獎暨閉幕典禮: 111年 8 月 19日(五 ) 下午 16:00整 

十四、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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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有參賽隊務必參加開幕典禮，以發揮團隊精神。 

(二) 參賽隊伍，出場比賽時，全體球員務必穿著號碼衣，服裝應端裝

不得穿著拖鞋。開幕時請隊長舉牌並帶隊進場。 

(三) 各參加單位交通自理，便當及茶水由大會提供。 

(四) 球隊隊長應於比賽 15分鐘前，向競賽組提參賽球員名單，並於

比賽 5分鐘前帶領球隊到比賽場地，以備裁判人員之檢錄與賽前

準備。 

(五) 不得跨隊報名參加比賽，經檢舉屬實，取消比賽資格。 

(六) 比賽時間，因故必須提早或遲延時，應以大會之宣佈為準。 

(七) 球員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及身體不適者，請勿入場參加比賽，

否則發生意外，自行負責。 

(八) 本會有投場地意外保險，有關個人其他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

保。 

(九) 雨天照常比賽，請備隨身禦寒衣物。 

十五、本實施競賽規程如未盡事宜，由大會修訂後，賽前公佈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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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高雄市茂林區第七屆主席盃 111年度槌球比賽 

活動流程表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場 地 

8/ 19 

(五)  

   

08:00-08:30 報到 

 萬山運動場 

08:30-09:30 槌球比賽開始 

09:30-10:00 
開幕典禮            

(比賽第一場結束就開幕) 

10:00-16:00 槌球比賽 

16:00-17:00 頒獎暨閉幕典禮 

17:00-18:00 環境整理 

18:00 賦 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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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高雄市茂林區第七屆主席盃 111年度槌球比賽」報 名 表  

隊 名  
教練  

電話  

地 址  

職 稱 姓 名 性別 衣服尺寸 備註(隨隊裁判員) 

1.隊長    隊長兼選手 

2.隊員    選手 

3.隊員    選手 

4.隊員    選手 

5.隊員    選手 

6.隊員    替補選手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 17 時整截止。 

2. 報名方式: 

(1) 報名資訊請至本會全球資訊網站下載(網址: https://mdrc.gov.tw)。 

(2) 報名傳真電話:07-6801092、或上傳本賽 LINE群組。 

(3) 收件地址:85141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 12號、高雄市茂林區民代

表會收(請註明槌球賽報名表)。 

(4) 聯絡電話/承辦人:07-6801628/杜馥亦。 

(5) 抽籤日期於 111年 8 月 16日(二) 上午 10:00整，於本會辦公室一

樓辦理，未派員參加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6) 領隊會議於 111年 8月 16 日(二) 上午 10:30分，於本會辦公室一樓

辦理。 

3. 葷食      人，素食      人。 

4. 請自備球桿、號碼衣、隊長臂章、教練臂章及雨具。 

5. 比賽時間:111年 8月 19 日星期五 ，比賽報到時間: 上午 8 時至 8 時 30 分。 

6. 比賽地點: 萬山運動場 

 

附件二 

https://mdrc.gov.tw/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