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全國 E 世代青少年游泳錦標賽 

 

一、比    賽：為響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推行運動人口倍增計劃，倡導 E世代青少年

正當休閒運動風氣，培養青少年游泳運動及提昇游泳技術水準，讓孩子有競技的舞臺

至此特別舉辦此活動。  
二、依    據：臺南市體育處 110 年   月   日南市體處競字第         號辦理。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體育總會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協辦單位：無限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四、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7、28 日 
五、比賽地點：台南市新營區體育場游泳池(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號) 
六、比賽分組：共分十組       

（一）國小低年級女生組   （二）國小低年級男生組 
（三）國小中年級女生組     （四）國小中年級男生組 
（五）國小高年級女生組     （六）國小高年級男生組 
（七）國中女生組              (八）國中男生組 
（九）高中職女生組          （十）高中職男生組 

        ※※各組比賽項目如下：【長水道比賽】 
（一） 國小低年級組： 

自由式：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仰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蛙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蝶  式：50 公尺、100 公尺 
混合式：200 公尺 
接  力：200 公尺自由式、200 公尺混合式 

（二） 國小中年級組： 
自由式：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仰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蛙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蝶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蹼  泳：雙蹼 50 公尺、雙蹼 100 公尺 

混合式：200 公尺 
接  力：200 公尺自由式、200 公尺混合式 

（三） 國小高年級、國中組、高中職及大專以上組： 
自由式：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自由式 
仰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蛙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蝶  式：50 公尺、100 公尺 

蹼  泳：雙蹼 50 公尺、雙蹼 100 公尺 

混合式：200 公尺 



接  力：200 公尺自由式、200 公尺混合式 
今年增設蹼泳項目，本屬推廣項目，不列入團體積分成績，純屬推廣競賽，仍會頒 

發獎牌及獎狀，雙蹼器材設備(蛙鞋、前置式呼吸管)需自備。 

 

七、選手資格：符合上述分組資格均可以學校、社會團體、俱樂部或個人名義報名參

加。 
八、競賽辦法： 

1.每人參加項目限報 3 項(接力不在此限)，個人項目不足四人則取消比賽 
2.個人項目最多可增報至五項，個人項目超過三項者，每增加一項多加 50

元報名費。 
3.有參加個人賽之選手，才可參加接力賽，不得單純只參加接力賽。 
4.接力比賽每單位在各組別限報一隊。 
5.凡經報名後，不得無故棄權。（報名完成後不予退費） 
6.本比賽採用電動計時板計時決賽制，接力時請帶證件 
7.團體錦標成績計取名次為前三名，計分方式為 4、2、1。積分相同者則，

以金、銀，銅同方式採計團體成績。 

8.團體總錦標：本比賽團體總錦標採積分累積計算，各個組別都給予團體

獎杯，各組總人數未達 20人不頒團體獎項。 

全國性比賽參賽單位教練人數對照表 

選手數 教練數 選手數 教練數 

1 ～ 5 1 43 ～ 50 8～9 

6 ～ 10 2 51 ～ 58 9～10 

11 ～ 16 3 59 ～ 66 10～11 

17 ～ 22 4 67 ～ 74 11～12 

23 ～ 28 5 75 ～ 82 12～13 

29 ～ 35 6～7 83 ～ 90 13～14 

36 ～ 42 7～8 91 ～ 100 14～15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0 年 3 月 20 日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http://tainanswim.com.tw/ 

（搜尋：臺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本次報名即贈送美津濃矽膠泳帽一頂 

十、報名費：每位參賽選手報名費 500 元（不含午餐）每增加一項多加 50 元，最多可

增報二項。 

報名費繳款：每單位報名完成後，按出確認報名則產生一組虛擬帳號，前往繳款即可

完成報名，於報名截止日如未完成繳款，系統將自動刪除該單位所有報名項目。 
（一）大會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報名，已完成報名程序後恕不接受退費。 
（二）收據於報到時一併領取。 
十一、獎勵 ： 

http://tainanswim.com.tw/


1. 每項取前八名，一至三名頒發獎狀及獎牌、四至八名頒發獎狀，團體

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杯一座 ( 接力項目沒有獎牌 )。 

2. 破大會紀錄之選手頒贈破紀錄獎。 

3. 凡參加五項之選手，五項皆冠軍頒發獎勵金(1000 元) 
     ( PS：一至三名獎牌當場領取，賽後不再補發 ) 

十二、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十三、申訴 ：有關競賽上所發生的問題，應遵守大會審判委員會裁判的判決。如有爭 

議可由領隊、教練填寫申訴書並繳交保證金 5000 元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提出，

否則不予受理，並以大會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 

 

十四、附則： 
1.如有資格不符合事實者，立即取消比賽資格，已賽完不予計算，獎狀一律繳回。 
2.選手檢錄時請攜帶選手證，如爭議時檢驗：健保卡及身分證件以便查核身分，否則

不予參賽。 
3.本次比賽單項如未達三人報名此單項取消比賽，選手可以改比其他單項。 
4.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後宣佈之。 
5.比賽當天大會沒有搭設遮陽棚，請自行攜帶遮陽帆布及捆綁器具。 
6.競賽場區只允許參賽選手及工作人員進入，家長及教練必須於賽場外觀看。 
7.賽前練習時間為賽事當日早上 06:00-07:50為開放熱身及佈置休息區，謝謝大家的

配合。 
8.大會有權合併組別共同競賽，比賽當天如遇天災大會有權取消比賽，不予退費。 

9.本賽事為市政核備有案之賽事活動。 

10.為防範武漢疫情，本次賽事須自我評估有無身體不適或確診之選手將不得參賽，報

名後，因身體狀況無法參賽，大會將不再退費。且於報到時每位選手必須繳交健康聲

明書，以防造成憾事。 

11.大會設有防疫站，備有酒精消毒及隨時替選手量測體溫，如有發燒情事會立即通報

前往就醫檢疫是否確診。 



 

110 年全國 E 世代青少年游泳錦標賽程序表 

  3 月 27 日( 六 )    檢錄時間－早上 8：00   比賽時間－早上 8：20 

     1、各級 400 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2、各級 200 公尺混合式計時決賽 

     3、各級 50 公尺仰式計時決賽 

     4、各級 100 公尺蝶式計時決賽 

     5、各級 50 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6、各級 100 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7、各級 50 公尺蝶式計時決賽 

    8、各級 200 公尺混合式接力計時決賽 
  

  3 月 28 日( 日 )    檢錄時間－早上 8：15   比賽時間－早上 8：30 

     9、各級 200 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10、各級 100 公尺仰式計時決賽 

    11、各級 50 公尺蹼泳計時決賽 

   12、各級 50 公尺蛙式計時決賽 

    13、各級 100 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 

   14、各級 100 公尺蹼泳計時決賽 

    15、各級 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計時決賽 

   ＊ 各級項目皆由低年級女子組開始比賽 

   ＊ 當日中午休憩時間依大會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