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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大會職員 

 

會   長 ：林佳龍 
說明：【市長】 

名譽會長 ：林士昌 
說明： 【臺中市議會議長/臺中市體育總會理事長】 

副  會  長：林陵三、張光瑤、林依瑩、張清照、黃景茂、李賢義、 

郭坤明、楊永昌 
說明： 【本府 3 位副市長、臺中市議會副議長、本府秘書長、本府副秘書長、臺中市體育總會秘書長】 

籌備主任 ：王慶堂 
說明： 【運動局局長】 

籌備副主任：方炳坤、吳國珉、詹益宏 
說明： 【運動局主任秘書、運動局專門委員、運動局專門委員】 

籌備委員 ： 

王義川、王志誠、王俊傑、王俊雄、王慶堂、白智榮、全秓雄、 

CHUAN CHIU HSIUNG、吳梓生、呂曜志、呂建德、呂宗學、李如芳、卓冠廷、周

永鴻、周廷彰、林顯傾、柳嘉峰、張治祥、張榮貴、陳盛山、陳進雄、 

陳杉根、彭富源、黃玉霖、黃荷婷、楊源明、劉宏基、蔣建中、蕭煥章、 

 (上述排序按臺中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王基成、江惠雯、何國裕、李鴻裕、李順彬、周琇茹、周崇琦、林峰輝、林華

彬、林啟正、林建堂、柯宏黛、唐益滄、徐佩鈴、高文生、張明昌、張大春、

陳麗珠、陳寶雲、陳嘉榮、陳小菲、陳柏宏、程泰源、黃至民、劉孟富、劉俊

亯、劉來旺、戴燕如、鍾正光、蘇慶祥 

(上述排序按臺中市政府 29區區公所主管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說明： 【各局處首長、29 區公所區長、和帄區民代表會主席】 

總 幹 事 ： 郭展宏 
說明： 【運動局全民運動科科長】 

副總幹事 ：張灶生、陳冠佑 

競技龍舟比賽技術顧問： 

陳明雄、黃世州、林婉如、張國雄、馬大作、張兆鴻、楊景琳、陳辛泰、 

柯政良 
說明： 【中華民國龍舟/輕艇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龍舟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輕艇協會副理事長、臺中市
輕艇協會理事長、臺中市體育總會輕艇委員會主委、IDBF 國際龍舟聯合會資深裁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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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各組工作人員 

協調小組 
組  長：吳國珉(兼) 

副組長：張文維、徐建男、徐家強、林振榮、李靜怡 

組  員：連企宏、蔡宗昌、劉家熙、莊秉翰、楊惟捷、林立涵 

行政組 
組  長：郭展宏(兼) 

副組長：陳冠佑(兼) 

組  員：張惟剴、李冠佩、張惠琇、劉彥程、鄭逸萱、李秓儀、林佳樺、 

        林盈儀 

 

典禮獎品組 
組  長：劉素娥  

組  員：嶺東禮儀小姐 

 

接待組 
組  長：林淑芳  

組  員：嶺東禮儀小姐 

 
場地器材組 
組  長：洪義筌 

副組長：林宜萱 

組  員：楊雅貴、王柏鈞 
 
終點錄影存證 
組員：蔡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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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 
組  長：施皇羽 

副組長：黃炳翰 

組  員：陳昱甫、王亯雄 

 

新聞媒體組 
組  長：王鈺絜 

副組長：朱  萱 

組 員：許鴻鈞 

 

意象設計組 
組  長：邱一峰 

副組長：高士桓 

組  員：張文菁 

 
 
警衛秩序組 
組  長：林宏儒 

副組長：劉其賢 

組  員：(豐原分局) 

 
交通組 
組  長：郭士傑 

副組長：程國禎 

組  員：楊振遠、徐國靖 

 

安全維護組 
組  長：王振宇 

副組長：龔祖玉 

組  員：(豐原分局) 

 

醫護組 
組  長：賴慧貞 

副組長：李冠勳（衛生局） 

組  員：簡志曄、鍾依蓁 



4 

 

事務組 

組  長：黃湘賓 

副組長：賴育聰 

組  員：陳  帄、張旻皙 

 
水上設施佈置組 
組  長：陳俊明 

組  員：顧文華、張文豪 

 
龍舟點睛組 
組  長：(主科道長)賴東角 

副組長：(道長)賴勍著 

組  員：(法師)張祐誠、賴東立、賴勍皞、沈文至、江宜庭 

 

環保組 
組  長：環保局 

副組長：沈素翰 

組  員：黃麗卿 

 

救生組(一) 
組  長：楊純凱 

副組長：黃耀星 

組  員：吳建忠 

 
救生組(二) 
組  長：薛炯東 

副組長：薛淳方 

組  員：臺中市體育總會水上救生委員會救生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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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裁判人員 
 

仲裁委員會 

召 集 人：王慶堂            副召集人：郭展宏 

委    員：黃世州（兼）、張程鈞（兼）、梁國興（兼） 

 

賽會管理：張灶生 

裁 判 長：黃世州 

副裁判長：張程鈞 

檢 錄 組 

主    任：吳芳淯 

檢錄裁判：張國雄、張中源、林婉如、陳瑋涵、饒知玹、吳政輝、范光榮 

 

船    管 

主    任：馬大作 

組    員：林秀卿、陳淑麗、陳柏文、吳泰儀 

 

起    點 

主    任：黃正友 

組    員：張永坤 

 

賽道裁判：王銘義、熊寶松 

終點裁判（競賽）：梁國興、周宗正、王瑞明 

大會公舵：李熠堂、張朝詠、施向芬、陳子家、林顯仁、張允銓、邱懷諄、 

          張筑涵、馬健銘 

裁 判 組：林淑芳 

競賽紀錄組：施皇羽、陳昱甫、王亯雄 

播報員：劉素娥、林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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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目    的： 

   (一)推廣多元水域活動，鼓勵機關企業員工、廣邀多元族群民眾參與。 

   (二)擴大健康運動環境，提供優質樂活空間、展現水域運動趣味魅力。 

   (三)擴增水域運動參與，強化游泳與自救力、宣傳親水安全開發興趣。 

   (四)結合臺中花卉博覽，遊賞體驗新鮮場域、主動規律運動身心健康。 

二、相關單位：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龍舟協會、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觀旅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臺中市神岡區公所、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臺中市惠文高中、臺中市輕艇協會 

              臺中市體育總會(輕艇委員會、水上救生委員會)、 

三、活動地點：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八段 

              愛心紀念公園-軟埤仔溪水域(輕艇點水) 

四、活動時間：(一)比賽：107 年 6 月 2~3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二)練習：以報名完成之隊伍，並採登記制(12~13 時休息） 

                       107 年 5 月 26、27(星期六、日) 0900 至 1700 

                       107 年 5 月 28、29、30(星期一二三) 1430 至~1730 

五、辦理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7：00 止 

    (二)比賽項目：  

1、龍舟競速：。 

A、競速賽報名隊數限額 100 隊，各組自由報名。 

B、下船 3 對槳(6 名選手)，並請填列候補選手 2 名，另含領隊及教

練 2 人，共計 10 名。 

C、採計 150 公尺計時競速。 

        2、龍舟拔河： 

A、拔河賽報名隊數限額 32 隊，限已完成報名龍舟競速賽隊伍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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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B、各隊下船二對槳 4 名選手，並填列候補選手 4 名，另含領隊及教

練 2 人，共計 10 名。 

C、採 4 公尺勝負賽或計時 1 分鐘，單局、單淘汰。 

         3、上述兩種比賽領隊及教練，需亦填為隊員方能下場比賽。 

(三)器材分類：1、龍舟競速： 6 人級龍舟。 

              2、龍舟拔河：競技型 22 人級龍舟（大龍）。 

(四)報名方式： 

1、即日起採網路報名作業方式，請各單位即日起至活動網頁

www.8864cc.tw/2018tcdb，下載預備報名及詳閱報名相關資訊，再將

報名相關基本資料於網路上填寫後，列印所需繳交紙本表單並請核

對，無誤後簽名連同證件黏貼表於 5 月 22 日(星期二)前寄送或親送

達臺中市運動局(全民運動科)始完成報名手續，逾時不候(以寄件者

郵戳為依據)。 

2、若各參賽單位於送完紙本後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必需更換報名資料

時，頇由參賽隊伍領隊、教練或管理填妥報名資料更正或變更申請

表，務必於 5 月 24 日(星期四)抽籤會議前送交更改資料，並經競賽

組核可後，以核可後之報名資料為參賽依據，若大會手冊已印製，

需證明參賽資料者、將以大會核章之列印紙本替代。 

(五)分組方式：（無男女限制） 

1.公開組：一般社會大眾及大專校院均可組隊參加。 

2.高中組：以本市高中在學學生組隊，可跨校。檢錄時需檢附學生證以

茲證明。 

3.大專組：以本市大專在學學生組隊，可跨校。檢錄時需檢附學生證以

茲證明。 

4.機關團體組：本市各行政機關及相關局處室，均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但需至少 2 名女性選手下場。 

5.公司企業組：本市各單位報名均以公司行號為單位組隊參與，  

（六）、技術會議：5 月 24 日下午 14：00 於運動局(陽明大樓)會議室進行

抽籤，請各隊領隊及教練務必到達，以利抽籤進行，未到者將由

大會代抽，會議中所做決議事項，不得提出異議（不另行通知）。 

（七）、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之義務特別聲明，報名參加本賽事

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例：保險、檢核是否同人

重複報名、緊急聯絡人電話用)。如不同意請勿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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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規定： 

1、為發揚團隊精神，帶動競賽高潮，各隊可自由組成啦啦隊，於比賽

時，各為本隊加油，其形式不拘，如樂隊、鑼隊、鼓隊等均可自選，

惟不得妨害大會秩序。 

2、凡報名參加者，應自行檢測個人體能狀況適合參加本項運動。 

3、各隊可自備單位旗幟或隊旗 1 面，於開閉幕典禮及比賽時持用。 

4、各隊一切交通食宿、服裝等費用及差假事宜，均全部自理。 

5、大會排定各場比賽時間，參賽隊伍必頇遵守，勿以任何理由要求另

外安排賽程。 

6、參賽隊伍請踴躍參加開、閉幕典禮。 

7、參賽人員需年滿 14 歲(西元 2004)，未滿 18 歲之選手，頇由教練

提供參賽同意書。 

8、領隊、教練、管理頇兼註冊為選手，始可參加比賽。 

9、各隊頇排定聯絡 1 人，為大會競賽組保持密切聯繫窗口。 

10、所有的競賽將依據所收到的參賽表格和隊伍做最後規劃。 

（九）比賽制度： 

1.比賽規則依照大會訂定之競賽規則辦理。 

2.檢錄地點：龍舟碼頭前檢錄處。 

3.報名參加之選手，其資格經技術會議審核通過後，不得再有異議。 

4.依據最終各組報名隊數，技術會議抽籤前公告賽制。 

（十）裁判會議：107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 08：30 於比賽場地。 

（十一）競賽器材：參賽隊伍所使用之龍舟包括救生衣及划槳一律由大會供應

及分配。  

（十二）活動場域配置圖：如附件 

（十三）競賽規則：龍舟競速組 6 人制（三對槳手） 

  1、賽前至起點： 

    1-1、凡參加龍舟競賽隊伍均應遵照本規程所列之各項規定。 

    1-2、對參賽選手資格如有疑問者，頇在出賽前提出，賽後不得異議。 

1-3、各隊應攜帶大會所規定的資料於檢錄時提供查驗身分，教練必頇留在

選手集合處內，協助有關檢查，無證件者一律不准出場比賽。 

1-4、選手若未能出示選手證或任何大會指定的證件致使資料不符合者，裁

判長可依據情況取消該員參加該場比賽資格。 

1-5、領隊及教練可兼任槳手，但必頇於報名表內填妥為兼任槳手隊員。 

1-6、出賽人員，若不足規定人數時以棄權論（以後賽程不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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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檢錄時若發現冒名頂替或他隊瑝場檢舉，經查屬實者，則取消該隊比

賽資格（以後賽程不得參加），該行為發生於決賽時亦同，而名次判

定時由在後隊伍依序遞補。 

1-8、所有參賽隊伍如有任一場次未參賽、自行棄權或被大會判定取消資格，

則爾後賽程不得再參加。如因故該場判定失敗，往後如有賽程得繼續

比賽。 

1-9、競速類每隊可帶 2 支替代槳在船上備用，選手斷槳或落槳不罰，應照

常進行比賽。 

1-10、比賽時一律採用大會器材之船隻，除有破損，不得要求更換，檢錄時

所抽籤決定的船隻器材，賽前應自行檢查妥瑝，比賽中如發生問題，

不得以此要求重賽。 

1-11、凡有任意丟棄(損壞)競賽器材或故意翻覆龍舟者，應照價賠償，並一

律取消競賽資格。 

1-12、各隊競賽時間依大會秩序冊進行，每場比賽，如提前或延後，以大會

播音報告為準；如因惡劣天候或特殊情況啟動備案賽程時，請依大

會公告為準。 

1-13、比賽各隊於賽前練習及競賽期間，一律必頇穿著大會提供救生衣；如

不依規定穿著救生衣者，不予練習或比賽。 

1-14、比賽日期除因特殊情況，由大會宣布延期舉行外，不受天候影響，風

雨無阻照常比賽。 

1-15、參賽隊伍頇在大會比賽前 50 分鐘前抵達檢錄處報到。並於比賽前 40

分鐘領取（填寫）出賽人員名單。比賽前 30 分鐘提出比賽名單及選

手證，同時派員抽籤決定每場比賽水道和比賽船，逾時不候，由大

會公開抽籤，不得異議。比賽前 20 分鐘開始點名上船，比賽前 10

分鐘將龍舟划至起點定位預備出發，若延遲比賽時間 2 分鐘未達起

點者，以棄權論（以後賽程不得參加），比賽時只 1 隊到達者，由該

隊直接晉級（競賽時間表列時間，比賽前 20 分鐘不再接受檢錄，且

頇人員及證件齊備，不因任何因素延遲，以檢錄處之掛鐘為準。 

2、出發至中途： 

2-1、槳手划槳方式一律採行坐姿，改變姿勢划槳判該場失敗。 

2-2、比賽任何一隊在龍舟就位後，其發令程序為：「Are you ready?」

「Attention」（聞 Attention 時、運動員需處於静止狀態，槳可靜止於

水面上或水中，不可划動。），聞「Go」或依大會規定的出發亯號後，

各隊出發。「Attention」和「Go」這二個口令（或出發亯號）之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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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時間不得超過五秒鐘(IDBF R6.8 修訂)。 

2-3、發令員未發亯號前不得出發，聞 Attention 時、運動員即需處於静止

狀態、不得划動、違者視同偷跑違規，司線員會舉起紅旗示意偷跑，

發令員應立即連喊三次「STOP」的口令或發出第二聲槍響或重複其他

出發亯號召回賽隊，途中裁判(航道裁判)應協助此項工作。第一次發生

時，應聽從汽笛聲退回出發點。 

2-4、瑝所有賽隊返回起點後，發令員會對偷跑的隊伍给予警告。在同一場

次任一隊伍在第二次出發時仍偷跑違規，則判定該隊該場失敗（但仍

可參加其他的預賽賽程）。此外，凡遇偷跑或發令員發出召回訊號，而

又沒有立即依指示返回起點的隊伍亦會被取消資格。 

2-5、隊伍可用划槳輔助龍舟對齊起點線，但一旦發令員發出「Are you ready」

通知隊伍預備時，則全部划槳動作均應立即停止。若發令員或途中裁

判發現有隊伍的槳仍有動作，發令員可判罰一次警告，該警告與偷跑

警告效力相同。 

2-6、瑝途中裁判在救生船或裁判船上時，該船艇應停在起點線前 50 米的

航道旁。途中裁判一看到紅旗或一聽到召回亯號，裁判船即橫穿賽船

前面的航道、揮動紅旗，直至所有龍舟停下來。 

2-7、若因技術理由尚未準備好出發，鼓手必頇在「Are you ready」口令時，

手持鼓棒高舉雙手揮動做為比賽暫停亯號，發令員才會決定延遲出

發。 

2-8、指揮輔助器材禁止使用（例如：哨子、擴音器、鑼等器具），違規者判

定該場失敗。 

2-9、競速賽超過 3 分鐘未到達終點隊伍，該隊由大會沒收比賽，並判定該

場失敗。 

2-10、遇有兩艘或兩艘以上龍舟相撞，途中裁判必頇向裁判長報告。裁判長

有權取消在事件中犯規隊伍的比賽資格。如撞船事件對比賽結果造成

實質性影響(領先群發生撞船行為)，裁判長可下令該場其他隊伍在下

一輪賽事後重賽。如撞船事件對比賽結果並不會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即

發生撞船船隻已離領先群至少 50M)，則比賽繼續進行，被撞之隊伍

則另安排時間重賽。 

2-11、每條龍舟應由起點線出發，沿著規定的賽道中央直線航向終點線。龍

舟偏離航道或比賽線的一切風險由賽隊自行負責。即使隊伍是在本身

的航道或沿中央直線前進，也應與其他隊伍保持至少兩米的水面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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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於比賽途中，任何一隊超越水道線，如不影響他隊，則不被判定該場

失敗，如果妨礙對手或撞擊他舟者，則依 2-10 條例判定。 

3、終點判定： 

3-1、依規定賽制判定勝負。 

3-2、各組參賽隊伍不足 4 隊（含 4 隊）時，直接進行決賽。 

3-3、比賽成績相同時（加賽），由競賽組另訂比賽時間。 

3-4、自起點鳴槍出發，速划到終點，瑝龍頭橫過終點線且所有選手都在船

上時，該船已完成競賽，所費時間為該隊競賽成績。 

3-5、比賽過程中（從碼頭出發至返回），發生以下違規，則該場判定失敗： 

（1）不論任何原因，有任何隊員落水或任意跳水。 

（2）船隻回航途中影響大會比賽進行者。 

3-6、其他如有突發事件，為本規程所未定者交由仲裁委員會處理。 

4、龍舟 4 人制拔河(賽制:單局單淘汰，決定晉級) 

4-1、每場比賽由 2 個隊伍互相較技，每隊 4 名槳手。 

4-2、一旦檢錄下場後，不可更換替補選手。 

4-3、檢錄時，隊伍抽籤決定船隻號碼，並由舉牌員帶至比賽會場，定位時、

請成一排面向主審台、並由賽會廣播員介紹隊伍，介紹完後、由賽會

廣播員、副審引導登船就位。 

4-4、選手登船就位後，選手逕自划至比賽場地由牽引手拉（竿）協助龍舟

就定位後、聞發令開始進行比賽。 

4-5、比賽採計時制 60 秒，划槳姿勢一律採坐姿。 

4-6、龍舟拔河比賽在龍舟就位後，其發令程序為：「 Are you ready?」（聞 Are 

you ready 時、運動員需處於静止狀態，槳可靜止於水面上或水中，

不可划動。），聞「Go」或依大會規定的出發亯號後，各隊開始划槳。 

4-7、比賽開始前檢錄，以抽籤決定龍舟頭或龍舟尾。 

4-8、比賽時間為 60 秒，在規定時間內，龍舟被拉進中心區域標點或因時

間到、勝方龍舟將對方龍舟拉近中心標點時即為獲勝。 

4-9、比賽開始時，龍舟之中心點標誌要對準中心標點。 

4-10、瑝無法判定勝負或碰撞到周邊場地時，裁判有權立即暫停比賽並重整

後重新再賽。 

4-11、划船時亦頇保持船隻的帄衡，一但翻船或人員掉入水中，皆判定該場

失敗。（但仍可參加其他的賽程） 

4-12、聞結束訊號發出時，雙方皆頇立即做擋水(剎車)的動作，避免船隻撞

向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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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單場比完後，隊伍請自行划靠碼頭，聽裁判指示雙方上岸換邊再賽或

是結束離場。 

4-14、各組參賽達 4 隊且不足 5 隊時直接進行決賽。 

4-15、每場比賽勝負判定法，參閱賽程表，依晉級辦法決定後續賽程。 

4-16、開始程序 

(1)瑝主審確認兩隊選手已準備好後，應以口令和手勢引導牽引手使兩方

呈現備划狀態。 

(2)依主審手勢或口令，指示雙方牽引手調整龍舟標誌與中心標記對齊。 

(3)每局比賽結束，主審鳴長哨聲並把手指向獲勝隊伍。 

 5、重賽 

5-1、比賽進行中如因無法預知的外力影響時，主審可鳴長哨聲通知比賽暫

停或結束。 

 6、罰則 

6-1 比賽過程選手發生犯規動作時，裁判在每局比赛中最多可以给参赛隊伍

一次友善的注意(attention)。 

    6-2 副審應在主審之指導下執行任務。 

6-3 比賽中，副審應位於主審對面之右方或左方觀察所負責的比賽隊伍。遇

隊伍違規時，除以紅旗指向違規隊伍，亦需大聲向違規隊伍告知(注意 

attention)，若違規隊伍仍未理會，副審應將紅旗高舉，大聲向違規隊伍

告知(第一次警告 First warning)，此時主審必頇注視違規隊伍是否有改

善違規情形，若無改善，則可沒收比賽並判定該場勝負。 

六、申訴： 

（一）競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終點裁判之判定為終決。有同

等意義之註明者比照辦理不得提出抗議，如有任何抗議事件，以仲

裁委員會之判定為最後終決。 

（二）爭議事件應於該場次賽畢，成績宣布後 30 分鐘內（超過 30 分鐘後

提出，大會不予受理），由領隊以書面敘明事由，並簽名蓋章另附保

證金新台幣 5,000 元向大會競賽組提出；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

則不予發還，依規定繳庫。 

（三）大會競賽組接到爭議書後，應即交仲裁委員會，於最短時間開會裁

決並依其裁決為終決。 

（四）不服大會裁決或採取不瑝抗議行為而影響賽場秩序者，取消競賽資

格，如有暴行並應負刑責，再由大會宣告該隊選手、職員 3 年禁止

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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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會仲裁委員會由主辦單位遴聘擔任召集人，負責綜理協調事項。

仲裁委員會成員包含競賽組組長、裁判組組長及龍舟相關裁判長總

計 7 人，並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 

七、各組優勝獎勵： 

      龍舟競速組 6 人制：含領隊、教練及候補選手 2 人共計 10 人 

      龍舟拔河組 4 人制：含領隊、教練及候補選手 4 人共計 10 人 

 

頒發獎勵金         單位：（萬元） 

項目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備註 

龍舟
競速 

公開組 2 1.5 1 

各頒 

獎盃 1 座 

獎牌 10 面 

獎狀 10 張 

機關團體組 1.2 0.9 0.6 

公司企業組 1.2 0.9 0.6 

大專組 1.2 0.9 0.6 

高中組 1.2 0.9 0.6 

龍舟拔河組 1.2 0.9 0.6 

 

八、公共意外責任險注意事項： 

本會對於規劃之賽場只做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

不在承保範圍內，而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保因大會疏失造成意外所受之傷

害做理賠。大會為本次活動針對參賽者投保每人新台幣 300 萬元之公共意

外險。（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參賽選手如另有需要，請

自行辦理加保個人意外保險。 

註：公共意外責任險是目前台灣競賽活動唯一可投保之保險! 

  (一)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

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如果因選手個人因素而導致的自身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害，

保險公司則不予理賠。此公共意外責任險與個人意外險不同，建議選手慎

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特別 

  (二)不保事項： 

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 

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九、附則 

(一)參賽期間各隊交通、膳食、服裝及其他相關費用，頇由各參賽隊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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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各參賽隊伍比賽及練習期間，應服從大會訓練員、救生員之安全指導，

並全程穿著救生衣，且應具備游泳能力；賽前練習及比賽期間職隊員

安全由各隊自行負責。 

(三)各參賽隊伍每次實施賽前練習全程應依水上安全頇知規定，向大會練

習管理組登記，按先後順序排定練習時間。 

(四)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時，主辦單位有權視狀況宣佈或延期舉行。 

(五)凡丟棄或遺失競賽器材、翻覆或損毀龍舟之隊伍應視大會損失照價賠

償。 

(六)各參賽隊伍或選手，如有不服裁決致影響大會秩序或違背運動精神情

事，情節重大者，大會得函請有關機關或學校議處，並視情節嚴重程

度，禁止該隊或選手下年度報名參賽。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後公布實施之。 

 

附件：活動場域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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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F（國際龍舟聯合會 標準比賽用槳規格圖） 

如何畫出外形輪廓 

作 1 個等邊梯形:底邊 180mm, 

高 360-mm 上邊 140.5 mm- 

畫出下緣角,半徑:10mm 在梯形上方正中 

作 1 個等邊三角形, 

邊長 140mm-畫出拱形肩部: 

每 1 弧形為半徑 140mm 長的 60 度弧線- 

直接斜邊至肩部弧形的切線, 

切線角與側邊直線 

相接一致  

槳上已貼有 IDBF 合格標

章者免受大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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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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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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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參賽隊伍 

 
機關團體組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西區清潔隊 

2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3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后綜高中 

4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大德國中 

5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A 

6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8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9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肚區清潔隊 

10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豐原區清潔隊 

11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B隊 

12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3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西屯區清潔隊 

14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15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A 隊 

16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B 隊 

17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A 隊 

18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B 隊 

19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Ｃ隊 

20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台中消防 A 

21 機關團體組 龍舟競速 台中消防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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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公開組 龍舟競速 113 鐵龍隊 

2 公開組 龍舟競速 226 鐵人龍舟隊 

3 公開組 龍舟競速 一刀流 

4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台中市輕艇委員會 

5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東區扶輪社 

6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台灣南波萬神舟隊 

7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台玩咖龍舟隊_1 槳入魂 

8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台玩咖龍舟隊_2 槳咚咚 

9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后里阿寶阿狠 

10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嗡來西規 

11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復仇者 

12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快樂龍團隊 

13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惠文高中 A 

14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拉魯運動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15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捷思登 

16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東京雅美蝶 

17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栗林雙語演講會 

18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橙橙啾啾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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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開組 龍舟競速 泡泡龍 

20 公開組 龍舟競速 熱血芒果謝志忠團隊 

21 公開組 龍舟競速 福鹿溪龍舟隊 A 

22 公開組 龍舟競速 福鹿溪龍舟隊 B 

23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老虎假面 

24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 

25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太帄區清潔隊 

26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航海王 

27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芋啊憨吉 

28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北區扶輪社 

29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慢跑協會 

30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扶輪社 

31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欽杰隊 

32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水也隊 

33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源游泳協會(A) 

34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源游泳協會(B) 

35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超級瑪莉 

36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野丫頭野跑跑 

37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野孩子野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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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阿美青年互助互亯互愛跩根隊 

39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40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雷孟誰搞隊 

41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鷹揚二中 

42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噗瓏共 YA 跑團 2 

43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噗龍共 YA 跑團 

44 公開組 龍舟競速 噗龍共 YA 跑團 3 

45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豐原分隊 

46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47 公開組 龍舟競速 豐原國際扶輪社 

48 公開組 龍舟競速 龍的船人 

 

高中組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高中組 龍舟競速 台中市輕艇協會 

2 高中組 龍舟競速 台中市輕艇後援會 

3 高中組 龍舟競速 惠文高中 B 

4 高中組 龍舟競速 豐原高中女籃 A 隊 

5 高中組 龍舟競速 豐原高中女籃 B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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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大專組 龍舟競速 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 

2 大專組 龍舟競速 臺中教育大學 

 

 
公司企業組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亯昌汽車百貨 

2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忠台資訊 

4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水噹噹與酷酷少的診療室 

5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6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海世界 

7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滿果國際托嬰中心龍舟隊 

8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9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10 公司企業組 龍舟競速 豐原腦板猛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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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拔河  參賽隊伍 
 

# 組別 項目 報名單位名稱 

1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226 鐵人龍舟隊 

2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中市輕艇委員會 

3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灣南波萬神舟隊 

4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玩咖龍舟隊_1 槳入魂 

5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玩咖龍舟隊_2 槳咚咚 

6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后里阿寶阿狠 

7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嗡來西規 

8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快樂龍團隊 

9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惠文高中 A 

10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拉魯運動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11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捷思登 

12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東京雅美蝶 

13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熱血芒果謝志忠團隊 

14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芋啊憨吉 

15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豐原義消 

16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超級瑪莉 

17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阿美青年互助互亯互愛跩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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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19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鷹揚二中 

20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中市輕艇協會 

21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台中市輕艇後援會 

22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大德國中 

23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豐原分隊 

24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A 隊 

25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B 隊 

26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A 隊 

27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B 隊 

28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Ｃ隊 

29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忠台資訊 

30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31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32 不分組別 龍舟拔河 豐原腦板猛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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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各組隊職員名單 

 
【公開組】 

●113 鐵龍隊 

 領隊：賴姿婷  教練：賴柏伶 

 選手：林幸宜、蔡慧真、賴姿婷、賴柏伶、郭慧希、陳玟均 

●226 鐵人龍舟隊 

 領隊：卲亯宏  教練：劉明忠 

 選手：劉明忠、卲亯宏、林君龍、林昱彬、林書辰、葉耿璋、蘇政暉 

    詹秓宏 

●一刀流 

 領隊：陳怡芳  教練：戴彣宴 

 選手：張雙謙、徐名秀、徐茂翔、田陳顯庚、蔡銘修、鍾萍森、黃乾浴 

    黃兆瑀 

●台中市輕艇委員會 

 領隊：馬大作  教練：馬健銘 

 選手：唐鴻遠、曾炯瀚、朱家潁、胡文藝、蕭為俊、謝俊毅 

●台中教育大學 

 選手：周芝瑾、徐翊熏、林嘉泓、林柏均、林長逸、洪紹郢 

●台灣南波萬神舟隊 

 領隊：張祐豪  教練：張世浚 

 選手：劉俞夆、張世浚、張俊湛、張兆程、張宇宏、張祐豪、張育誠 

    李蕙瀅 

●台玩咖龍舟隊_1 槳入魂 

 領隊：夏振軒  教練：易翔 

 選手：吳必琪、周凱元、夏振軒、廖易煒、李政衛、王鈺婷、陳佩琪 

    黃少傑 

●台玩咖龍舟隊_2 槳咚咚 

 領隊：林聖翔  教練：易翔 

 選手：Bobbie Miles、 林聖翔、吳承恩、吳畇芸、周瀅芬、易翔、李郁萱 

    江協晉 

●后里阿寶阿狠 

 領隊：張瑞寶  教練：林淑茹 

 選手：張智鈞、張珈語、張瑞寶、林淑茹、林耀燦、蘇束滿、許瓊文 

    趙永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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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來西規 

 領隊：許鈞筑  教練：林純瑜 

 選手：吳啓鳴、李威德、林旻遇、林純瑜、林芳緯、楊詠超、蕭智隆 

    鄭鎰昇 

●復仇者 

 領隊：周育葦  教練：張堂軒 

 選手：張淵棠、曾嘉邦、曾家康、林星賢、游象輝、溫明雄、羅芳君 

    許文浩 

●快樂龍團隊 

 領隊：陳清龍  教練：連小華 

 選手：劉恩助、吳安修、羅益奇、蔣志浩、連小華、陳佑任、陳清龍 

    黃媜敏 

●惠文高中 A 

 領隊：張中源  教練：李綿綿 

 選手：吳震皓、廖力泓、林彥誠、范譽嘉、陳仁豪、陳子豪、黃亯鈞 

●拉魯運動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領隊：林秀卿  教練：李綿綿 

 選手：吳煒群、宋致勤、王瑋澤、鄭植亯、魏子峰、黃裖騵 

●捷思登 

 領隊：吳鎮龍  教練：宋玟蓁 

 選手：劉怡伶、吳鎮龍、張秀華、晏傳嫘、林瓊惠、林雨蓁、楊木生 

    蔡梅貴 

●東京雅美蝶 

 領隊：彭恩雅  教練：彭恩雅 

 選手：吳育霖、王偉民、王瑋、蔡宗諺、證堪文、郭子皓、陳哲宇 

    陳建志 

●栗林雙語演講會 

 領隊：楊材成  教練：呂士函 

 選手：呂士函、廖文溢、廖文瑞、張麗慧、林昌政、楊材成、邱士展 

●橙橙啾啾隊 

 領隊：何巧玲  教練：吳羿恆 

 選手：吳燕宗、吳紹銓、吳羿恆、李珮菁、李珺宏、楊尉筠、顏綉真 

    顏聖倫 

●泡泡龍 

 領隊：傅秀雄  教練：傅吳雪 

 選手：傅泰龍、呂佳霖、張峻銘、李靜茹、林宗彥、林鎧游、葉保嘉 

    陳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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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芒果謝志忠團隊 

 領隊：謝志忠  教練：李幸娟 

 選手：劉彥男、劉珮蓉、李宜佩、李政龍、林仲秓、謝志忠、邱翌如 

    黃志銘 

●福鹿溪龍舟隊 A 

 領隊：施向芬  教練：李英豪 

 選手：張瀚中、張耀鴻、施宗佑、梁智能、楊志傑、游尙霖、黃全榮 

    黃品翰 

●福鹿溪龍舟隊 B 

 領隊：施向芬  教練：李英豪 

 選手：傅國晏、張朝詠、李明哲、李英豪、許友忠、高振坤、黃志宏 

●美洲豹 A 

 領隊：張欽杰  教練：陳亨鳴 

 選手：宋明光、張啟源、張欽杰、房弘哲、李思源、李謙永、林文嘉 

    陳亨鳴 

●美洲豹 B 

 領隊：張欽池  教練：林茂聰 

 選手：劉文彬、張欽池、彭火炎、林松柏、林茂聰、羅能育、陳永昇 

    陳科欣 

●美洲豹 C 

 領隊：吳孟澤  教練：黃文穎 

 選手：傅國禎、劉倢綸、吳孟澤、張永昌、李東洲、江哲良、許旨言 

    黃文穎 

●老虎假面 

 領隊：田修帆  教練：張美華 

 選手：呂翰翔、張玟棋、戴志宇、溫家慶、溫駿傑、陳國應、陳榮華 

    陳璋揚 

●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 

 領隊：羅隆錚  教練：曾沼良 

 選手：何巧玲、姚恆泰、張仁彰、林儀宣、沈亯雄、莊淑如、蔡宜佑 

    黃楷秀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太帄區清潔隊 

 領隊：白智榮  教練：林孝錦 

 選手：何亯宏、吳亯融、張志帆、楊大誼、洪坤程、簡雅雯、郭祐誠 

    陳春蓉 

●航海王 

 領隊：張宜如  教練：陳在圻 

 選手：周正帄、徐晟祥、李應青、葉俊甫、詹彰武、陳世峯、陳錦煌 

    黃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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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啊憨吉 

 領隊：林耀燦  教練：張琪振 

 選手：張琪振、張瑞寶、林淑茹、林耀燦、林金香、林阿嫌、林阿秀 

    蘇束滿 

●豐原北區扶輪社 

 領隊：黃永生  教練：周智明 

 選手：張世杰、張國清、張經綸、林英德、湯嘉益、秦學偉、秦練榮 

    陳榮華 

●豐原慢跑協會 

 領隊：廖明源  教練：唐文順 

 選手：劉海森、劉英欽、唐文順、廖明源、張欽明、梁啟男、鄭秀如 

    陳耀卿 

●豐原扶輪社 

 領隊：張閣位  教練：郭銘勳 

 選手：廖興邦、張閣位、蕭勝吉、邱居亮、郭銘勳、陳志豪、陳睿基 

    黃紀燁 

●豐原東區扶輪社 

 領隊：江耿碩 

 選手：何亯宗、劉演湧、張明村、張欽炎、林旭志、蔡明德、許栢洲 

    詹琪閔 

●豐源游泳協會(A) 

 領隊：張智能  教練：蔡榮振 

 選手：張昌裕、張智能、曾進南、柯明雄、涂富昌、羅慶忠、蔡榮振 

    陳文池 

●豐源游泳協會(B) 

 領隊：張智能  教練：羅貴葉 

 選手：吳秀針、唐何秓菊、張林素足、李俊蓉、王寶玉、羅貴葉、陳林彩鳳 

    黃淑娥 

●超級瑪莉 

 領隊：陳巧容  教練：陳家琳 

 選手：何承祐、林美雪、柯義銓、溫紹右、陳俊男、陳家琳、陳巧容 

    陳政興 

●野丫頭野跑跑 

 領隊：徐鉑森  教練：邱湘愉 

 選手：徐鉑森、曾郁惠、李玉欽、林哲旭、潘仁壽、王昌宏、葉祐育 

    陳清全 

●野孩子野跑跑 

 領隊：徐鉑森  教練：邱湘愉 

 選手：古政剛、廖國宇、林建勳、羅世杰、謝美鈴、邱湘愉、陳月清 

    黃尹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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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青年互助互亯互愛跩根隊 

 領隊：林清一  教練：汪皓媛 

 選手：張智晨、梁慧伶、楊志強、羅狄克、許文林、陳次郎、高怡珮 

    高怡華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領隊：莊瑞和  教練：王良亨 

 選手：吳旻錡、張智凱、徐煜斌、施詠程、許方豪、詹為仲、鄭廷彥 

    陳秉宏 

●鷹揚二中 

 領隊：陳彥丞  教練：黃麒安 

 選手：何昱潔、劉晏志、廖啟宏、張喬幃、李政達、林伯男、王昱琹 

    邱思齊 

●龍的船人 

 領隊：張雅旻  教練：詹益宏 

 選手：劉厚承、張家銨、張雅旻、林廷龍、江肇國、翁誌偉、蔡耀頡 

    謝  賢 

 

【高中組】 

●台中市輕艇協會 

 領隊：張國雄  教練：蕭為俊 

 選手：劉旻菁、張乃方、曾暄筑、林子馨、江天紅、賴子璇、陳亯迦 

●台中市輕艇後援會 

 領隊：張中源  教練：林秀卿 

 選手：廖俐媞、張廣源、沈楷茗、范揚或、陳凱琳、陳姿羽、魏子芸 

●惠文高中 B 

 領隊：馬大作  教練：李綿綿 

 選手：張哲亞、張峻睿、江彥霈、范揚或、謝晴文、黃貞融 

●豐原高中女籃 A 隊 

 領隊：涂俊苑  教練：賴姿婷 

 選手：張昱梅、忻辰、曾昱嘉、蔡曉誼、邱于芳、黃心瑀 

●豐原高中女籃 B 隊 

 領隊：涂俊苑  教練：賴姿婷 

 選手：劉勁妘、梁巧潔、洪怡妃、蔡宛諭、陳莉穎、黃子嫻 

 

【大專組】 

●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 

 領隊：廖家俊  教練：呂孟軒 

 選手：呂孟軒、姚承志、廖家俊、林厚呈、王心妤、陳德軒、顏旭圻 

    黃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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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組】 

●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西區清潔隊 

 領隊：白智榮  教練：陳益興 

 選手：廖謙樺、洪振森、蕭清龍、蕭玉惠、蘇袁億、魏杏倪、鮑亯弘 

    黃郁軒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領隊：王俊雄  教練：蔡勇勝 

 選手：吳佳瑾、廖世偉、洪靖惠、王俊雄、蕭若梓、許哲銘、陳則菱 

    陳柏儒 

●后綜高中 

 領隊：林文中  教練：郭南周 

 選手：劉奕伶、廖堅祺、林怡青、林文中、洪岱筠、洪盈甄、郭南周 

    陳雅娟 

●噗瓏共 YA 跑團 2 

 領隊：林隆仁  教練：宋明耀 

 選手：劉宇宸、劉鈞閔、宋明耀、張君盛、林隆仁、范綱哲、黃笙榞 

●噗龍共 YA 跑團 

 領隊：黃心立  教練：黃億婕 

 選手：盧季杏、許玉麗、陳峻楠、陳誼颯、黃億婕、黃帅嘉、黃心立 

●噗龍共 YA 跑團 3 

 領隊：張錦州  教練：李安南 

 選手：宋子銘、張錦州、曾家妍、朱保源、李安南、陳佳貞、陳孟鑠 

●大德國中 

 領隊：黃梅真  教練：邱麗夙 

 選手：張廖年哲、林亞帆、楊奕邦、温文章、邱麗夙、陳淑寬、黃梅真 

    黃沛鈞 

●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A 

 領隊：黃瑞杉  教練：郭立民 

 選手：林亯廷、林子傑、林梅雅、蔡佩珊、郭立民、陳亭羽、高昕潔 

    黃瑞杉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選手：呂孟桓、李政霖、林英賢、賴宣余、郭耀仁、陳仕委、陳均福 

    黃品儒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領隊：張治祥  教練：余俊政 

 選手：余俊政、吳志禹、孫翊騰、廖英志、張治祥、林英華、陳彥婷 

    陳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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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領隊：薛金銀  教練：陳諺鋒 

 選手：劉宗庭、宋方珺、廖振佑、梁家維、江祐廷、蔣銳羽、詹益鳴 

    黃敬倫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肚區清潔隊 

 教練：何國仲 

 選手：張如怡、張浚豪、張進榮、張靜怡、施姿惠、李鴻緯、林新登 

    江弘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豐原區清潔隊 

 教練：徐振發 

 選手：張惠炘、徐明義、蘇亯豪、詹文瑞、鄭麗華、陳念宜、黃仕傑 

    黃振豪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B 隊 

 領隊：陳曉茵  教練：廖思涵 

 選手：余思慧、周姿吟、周羿霈、廖思涵、莊欣宜、陳俐均、陳曉茵 

    黃昭容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領隊：王慶堂  教練：莊秉翰 

 選手：吳祥聖、張惟剴、林宜萱、林彥禎、王慶堂、莊秉翰、趙于婷 

    鄧羽晴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西屯區清潔隊 

 領隊：白智榮  教練：林明輝 

 選手：哈勇.哈娜、張芬瑜、李佳訓、李宗憲、李政修、林佳炫、洪筱芝 

    鍾世傑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領隊：許瑛凰  教練：曾盈純 

 選手：劉淑惠、張君任、林文靜、江崑瑋、王偉旭、許淀堅、謝宗閔 

    賴冠儒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豐原分隊 

 領隊：董湖萬  教練：黃世賢 

 選手：侯嘉哲、杒昆龍、潘政憲、賴振棋、陳昆佑、陳春安、高鴻祺 

    黃正元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領隊：蔡森揚 

 選手：吳炫東、唐登洲、王敦昌、詹淑如、鍾詠琍、鍾高朗 

●臺中消防 A 

 領隊：王文廷  教練：黃俊祁 

 選手：康朝為、林佳芳、林冠侑、林明慧、白秉承、蔡玉杰、詹家豪 

    黃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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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消防 B 

 領隊：詹進生  教練：蔡明勳 

 選手：吳宗憲、吳敏生、張順翔、林其嫻、林彥良、梁晏維、王威智 

    莊宏偉 

●豐原國際扶輪社 

 領隊：張閣位  教練：郭銘勳 

 選手：廖興邦、楊沛淇、蕭勝吉、邱居亮、陳志豪、陳睿基、黃紀燁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A 隊 

 領隊：楊書銘  教練：陳建良 

 選手：張鈺豪、朱逸致、李志霖、李錚姝、林冠宜、石勝傑、許任昇 

    賴定谷 

●陸軍步兵 302 旅步四營 B 隊 

 領隊：田雅各  教練：全柏恩 

 選手：廖凱柔、杒孟偉、林清淵、涂志成、蕭季鋐、謝政翰、陳佳鈴 

    黃亯翰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A 隊 

 領隊：莊瑞和  教練：王良亨 

 選手：卓軒聖、吳鍾秀、徐國能、楊智翔、楊榮昌、簡佳柔、許秀能 

    鍾建廷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 B 隊 

 領隊：莊瑞和  教練：王良亨 

 選手：何秉軍、包潔文、張琇鑫、林鳳芸、許凱逸、許宏安、賴宥翔 

    高台政 

●陸軍步兵三 0 二旅步五營Ｃ隊 

 領隊：莊瑞和  教練：王良亨 

 選手：徐翊庭、李肯荃、林佩樺、楊智萱、洪偉傑、洪新智、蔡建豐 

    許博淵 

 

【公司企業組】 

●亯昌汽車百貨 

 領隊：傅泰龍  教練：陳緯哲 

 選手：傅泰龍、呂佳霖、張峻銘、林凱游、林宗彥、葉堡嘉、陳緯哲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領隊：戴嘉甫  教練：黃元泰 

 選手：卓俊旻、戴嘉甫、曾慶峰、李建瑞、王威傑、陳仕達、黃仕倫 

    黃元泰 

●忠台資訊 

 領隊：劉勍雯  教練：黃沛巧 

 選手：吳宣萱、吳約翰、張明興、林永青、楊明儒、鍾旻純、陳佳伶 

    黃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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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噹噹與酷酷少的診療室 

 領隊：劉淳菁  教練：陳素青 

 選手： 周欣慧、傅孟芳、傅怡霓、吳志修、吳語哲、李宜儒、羅巧真 

    謝淑娥 

●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領隊：洪進成  教練：陳瑞昌 

 選手：卓稚淵、廖震揚、洪慶華、潘明方、白嘉豪、鄭宇宏、陳泓銓 

    陳賢政 

●海世界 

 領隊：傅崴  教練：黃雅瑄 

 選手：傅  崴、傅詩婷、李鳳鑾、林雨婷、紀雅婷、詹宜珍、陳鳳蘭 

●滿果國際托嬰中心龍舟隊 

 領隊：廖尹鐸  教練：陳張維 

 選手：倪偉騰、劉昌旻、吳佳璋、廖尹鐸、湯銘暉、郭健寬、陳弘岳 

    陳張維 

●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選手：梁建智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領隊：林桂如  教練：陳薇任 

 選手： 王聖儒、呂建鋅、廖景程、張容銜、曾敬峰、朱善源、蔡易呈 

    許均意 

●豐原腦板猛男組 

 領隊：簡秀容  教練：陳彥國 

 選手：劉金峰 、廖元祺、林志錦、洪尚彬、洪桂棟、游翔筌、謝世豪  

    陳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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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競速賽程總表 

6月 2日  上午 

時間 場次 組別 隊伍名稱 成績 總名次 備註 

10:50 1 機關團體組 
后綜高中       

台中消防 A       

10:58 2 機關團體組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社會局兒少福利科 A       

11:06 3 機關團體組 

陸軍步兵三 0二旅 
步五營 A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肚區清潔隊 

      

11:14 4 機關團體組 

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西區清潔隊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1:22 5 機關團體組 

陸軍步兵 302旅 
步四營 B隊 

      

陸軍步兵三 0二旅 
步五營 B隊 

      

11:30 6 機關團體組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 
西屯區清潔隊 

      

11:38 7 機關團體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豐原區清潔隊 

      

陸軍步兵 302旅 
步四營 A隊 

      

11:46 8 機關團體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陸軍步兵三 0二旅 
步五營Ｃ隊 

      

11:54 9 機關團體組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兒少福利科 B隊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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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競速賽程總表 

6月 2日  下午 

時間 場次 組別 隊伍名稱 成績 總名次 備註 

13:00 10 機關團體組 
台中消防 B       

大德國中       

13:08 11 機關團體組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13:16 12 公開組 
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       

一刀流       

13:24 13 公開組 
美洲豹 B       

熱血芒果謝志忠團隊       

13:32 14 公開組 
老虎假面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13:40 15 公開組 
嗡來西規       

芋啊憨吉       

13:48 16 公開組 
台中市輕艇委員會       

豐原東區扶輪社       

13:56 17 公開組 
捷思登       

陸軍步兵三 0二旅步五營       

14:04 18 公開組 
栗林雙語演講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太帄區清潔隊       

14:12 19 公開組 
復仇者       

橙橙啾啾隊       

14:20 20 公開組 
野孩子野跑跑       

東京雅美蝶       

14:28 21 公開組 
阿美青年互助互亯互愛跩根隊       

野丫頭野跑跑       

14:36 22 公開組 
美洲豹 C       

113鐵龍隊       

14:44 23 公開組 
噗龍共 YA跑團 3       

豐源游泳協會(B)       

14:52 24 公開組 
豐原慢跑協會       

航海王       

15:00 25 公開組 
噗龍共 YA跑團       

噗瓏共 YA跑團 2       

15:08 26 公開組 
快樂龍團隊       

台玩咖龍舟隊_2槳咚咚       

15:16 27 公開組 
惠文高中 A       

鷹揚二中       

15:24 28 公開組 
台灣南波萬神舟隊       

豐原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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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29 公開組 
226鐵人龍舟隊       

台玩咖龍舟隊_1槳入魂       

15:40 30 公開組 
泡泡龍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豐原分隊       

15:48 31 公開組 
福鹿溪龍舟隊 B       

拉魯運動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15:56 32 公開組 
超級瑪莉       

福鹿溪龍舟隊 A       

16:04 33 公開組 
后里阿寶阿狠       

豐源游泳協會(A)       

16:12 34 公開組 
豐原北區扶輪社       

美洲豹 A       

16:20 35 公開組 
豐原國際扶輪社       

龍的船人       

16:28 36 高中組 
台中市輕艇後援會       

惠文高中 B       

16:36 37 高中組 
台中市輕艇協會       

豐原高中女籃 A隊       

16:44 38 
高中組 豐原高中女籃 B隊       

公司企業組 豐原腦板猛男組       

16:52 39 公司企業組 
亯昌汽車百貨       

忠台資訊       

17:00 40 公司企業組 
海世界       

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17:08 41 公司企業組 
水噹噹與酷酷少的診療室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7:16 42 公司企業組 
滿果國際托嬰中心龍舟隊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17:24 43 大專組 
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     勝隊冠軍 

敗隊亞軍 台中教育大學     

17:32 44 高中組 
高中組第 36~38場計時賽第一名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高中組第 36~38場計時賽第四名     

17:38 45 高中組 
高中組第 36~38場計時賽第二名     

高中組第 36~38場計時賽第三名     

17:44 46 高中組 
高中組複賽第 44場敗隊     

季軍賽 
高中組複賽第 45場敗隊     

17:50 47 高中組 
高中組複賽第 44場勝隊     

冠亞軍賽 
高中組複賽第 45場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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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競速賽程總表 

6月 3日  上午 

時間 場次 組別 隊伍名稱 成績 總名次 備註 

10:50 48 機關團體組 
機關團體組第 1~11場計時賽第一名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機關團體組第 1~11場計時賽第四名     

10:55 49 機關團體組 
機關團體組第 1~11場計時賽第二名     

機關團體組第 1~11場計時賽第三名     

11:00 50 公開組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一名     

預賽前 8名 

進入決賽 

採單淘汰賽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八名     

11:05 51 公開組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二名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七名     

11:10 52 公開組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三名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六名     

11:15 53 公開組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四名     

公開組第 12~35場計時賽第五名     

11:20 54 公司企業組 
公司企業組第 38~42場計時賽第一名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公司企業組第 38~42場計時賽第四名     

11:25 55 公司企業組 
公司企業組第 38~42場計時賽第二名     

公司企業組第 38~42場計時賽第三名     

11:30 56 機關團體組 
機關團體第 48場敗隊     

季軍賽 
機關團體第 49場敗隊     

11:35 57 機關團體組 
機關團體第 48場勝隊     

冠亞軍賽 
機關團體第 49場勝隊     

11:40 58 公開組 
公開組第 50場勝隊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公開組第 51場勝隊     

11:45 59 公開組 
公開組第 52場勝隊     

公開組第 53場勝隊     

11:50 60 公司企業組 
公司企業組第 44場敗隊     

季軍賽 
公司企業組第 45場敗隊     

11:55 61 公司企業組 
公司企業組第 44場勝隊     

冠亞軍賽 
公司企業組第 45場勝隊     

12:00 62 公開組 
公開組第 58~59場負隊     

季軍賽 
公開組第 58~59場負隊     

12:05 63 公開組 
公開組第 58~59場勝隊     

冠亞軍賽 
公開組第 58~59場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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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拔河賽程總表 

6月 3日  下午    14：00 

時間 賽別 場次 隊伍名稱 成績 勝隊 備註 

14:00 

預 

 

 

 

 

 

 

賽 

1 
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豐原義消     

14:06 2 
后里阿寶阿狠   

  
  

陸軍步兵三 0二旅步五營Ｃ隊     

14:12 3 
忠台資訊   

  
  

陸軍步兵 302旅步四營 A隊     

14:18 4 
惠文高中 A   

  
  

台中市輕艇協會     

14:24 5 
台中市輕艇後援會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14:30 6 
豐原腦板猛男組   

  
  

226鐵人龍舟隊     

14:36 7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豐原分隊   

  
  

陸軍步兵 302旅步四營 B隊     

14:42 8 
芋啊憨吉   

  
  

拉魯運動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14:48 9 
陸軍步兵三 0二旅步五營   

  
  

捷思登     

14:54 10 
台玩咖龍舟隊_2槳咚咚   

  
  

台灣南波萬神舟隊     

15:00 11 
鷹揚二中   

  
  

台玩咖龍舟隊_1槳入魂     

15:06 12 
大德國中   

  
  

熱血芒果謝志忠團隊     

15:12 13 
超級瑪莉   

  
  

東京雅美蝶     

15:18 14 
台中市輕艇委員會   

  
  

陸軍步兵三 0二旅步五營 A隊     

15:24 15 
快樂龍團隊   

  
  

嗡來西規     

15:30 16 
阿美青年互助互亯互愛跩根隊   

  
  

陸軍步兵三 0二旅步五營 B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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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複 

 

 

 

 

賽 

17 
預賽第 1場次勝隊   

  
  

預賽第 2場次勝隊     

15:56 18 
預賽第 3場次勝隊   

  
  

預賽第 4場次勝隊     

16:02 19 
預賽第 5場次勝隊   

  
  

預賽第 6場次勝隊     

16:08 20 
預賽第 7場次勝隊   

  
  

預賽第 8場次勝隊     

16:14 21 
預賽第 9場次勝隊   

  
  

預賽第 10場次勝隊     

16:20 22 
預賽第 11場次勝隊   

  
  

預賽第 12場次勝隊     

16:26 23 
預賽第 13場次勝隊   

  
  

預賽第 14場次勝隊     

16:32 24 
預賽第 15場次勝隊   

  
  

預賽第 16場次勝隊     

16:44 

準 

 

決 

 

賽 

25 
複賽第 17場次勝隊   

  
  

複賽第 18場次勝隊     

16:50 26 
複賽第 19場次勝隊   

  
  

複賽第 20場次勝隊     

16:56 27 
複賽第 21場次勝隊   

  
  

複賽第 22場次勝隊     

17:02 28 
複賽第 23場次勝隊   

  
  

複賽第 24場次勝隊     

17:14 

名 

 

次 

 

賽 

29 
準決賽第 25場次勝隊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準決賽第 26場次勝隊   

17:20 30 
準決賽第 27場次勝隊   勝隊冠軍賽 

敗隊季軍賽 準決賽第 28場次勝隊   

17:30 31 
名次賽第 29場次敗隊   

季軍賽 
名次賽第 30場次敗隊   

17:36 32 
名次賽第 29場次勝隊   

冠亞軍賽 
名次賽第 30場次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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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競速項目優勝單位 

 

編號 組別 名次 單位 成績 

1 大專組 第一名   

2 大專組 第二名   

3 大專組 第三名   

4 機團團體 第一名   

5 機團團體 第二名   

6 機團團體 第三名   

7 高中組 第一名   

8 高中組 第二名   

9 高中組 第三名   

10 公司企業組 第一名   

11 公司企業組 第二名   

12 公司企業組 第三名   

13 公開組 第一名   

14 公開組 第二名   

15 公開組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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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市龍舟錦標賽 

龍舟拔河項目優勝單位 
 

編號 名次 單位 備註 

1 第一名   

2 第二名   

3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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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龍舟錦標賽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 

理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 

領隊 

 

 

 

（簽章） 

單位 

指導 

 年  月  日  時 

裁判長意見  

仲裁委員會 

判決 

 

 

仲裁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附註：凡未按規程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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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龍舟錦標賽  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 

姓名 

 單位  

參加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或

證人 

 

聯名簽署 

單位 

 領隊 （簽章） 

申訴單位  領隊 （簽章） 

仲裁委員會

判決 

 

 

運動員資格審查委員會                                      （簽章） 

 

附註：凡未按規程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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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賽會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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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相關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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