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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企劃書 

壹、活動緣起 

【武術運動簡介】 

    武術是以踢、打、摔、拿等技擊動作為主要內容，以套路和散手為運動形式，注重內外

兼修的中國傳統體育專案。中國功夫—是東方國家憑著特有的文化背景所孕育出來的，不但

可以強身健體，更具有戰鬥技巧的運動。而中國功夫之所以博大精深，其中包括了以養生的

功法為基礎、健身的拳術、兵器為運動型式，以傳統醫學、經絡氣血學說為旁參，以兵學為

運用準則，以中國智慧哲學為其領導，不僅符合心理、生理、力學．．等現代科學，也因此

絕對能達到增強體質、培養戰鬥意志、提高防身能力，並且注重內外兼修、剛柔並濟，誠為

老祖先的智慧結晶、珍貴的文化資產，而且是足以提供各年齡層最適合內修外鍊的最佳運動

項目。武術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理論基礎，以徒手和器械的攻防動作為主要鍛煉內容，兼有

功法運動、套路運動、格鬥運動三種運動形式的體育項目。 

1900年亞洲運動會增設武術競賽項目，把眾多傳統武術加以歸納簡化成長拳、南拳、太

極拳、三種類型。依據主要個別技術，進行整理編排成競賽套路，以利於比賽及推管，使武

術正式走向世界體壇。國際奧委會也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武術項目增列為比賽項目。台

灣武術運動推廣至今已100餘年，近幾年還曾經承辦2009年世界運動會(高雄世運)、2016年亞

洲武術錦標賽、2017年臺北世大運等，我國選手都曾在武術項目奪得佳績，未來2019年臺中

市也將承辦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台灣的武術運動發展可望因此而更上一層樓。 

舉辦國際賽事，非一人或是一個單位所能及，必須仰賴眾人之力。而賽事完成的成就、

榮譽及國際交流，皆為眾人功勞。共同為武術運動員建置一個可以長久發揮的舞台，是我們

共同努力的目標。 

【武術運動比賽內容】 

＊傳統國術項目包含：南拳、北拳、內家拳、太極拳、其他拳術、單器械、雙器械、長器械、 

                      雜器械、徒手對練、器械對練、徒手與器械對練、集體項目。 

＊競技武術項目包含：長拳、太極拳、南拳、劍術、刀術、槍術、棍術、太極劍、南刀、 

                  南棍、對練（徒手對練、器械對練、徒手與器械對練）、集體項目。 

＊武術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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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目的 

一、推廣臺中市「運動城市、健康之都」之願景及增加觀光效益 

二、增加臺灣主辦國際性武術賽事之經驗 

三、精進臺灣武術運動之發展 

四、提升臺灣武術選手之技能與素質 

五、為培養亞、奧運臺灣武術選手之選拔 

六、提升臺灣武術運動之國際地位，提升本國選手之競爭力 

七、為辦理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之國際性賽事相關工作之學習 

八、擴大武術運動之參與人口 

 

【說明】 

國際間武術愛好者眾多，本協會以弘揚武德，發展武術事業，積極推動中華武術走向世

界並與世界武術搏擊運動界接軌，以武術健身概念實踐全民運動的目標。進而希望透過主辦

這次國際武術交流賽，邀集國內外武術菁英以武會友，讓參與的國內外觀眾一窺中華武術的

精髓。除此之外，更將舉辦地點選擇在臺中海線地區，廣邀地區民眾一起共襄盛舉，以更平

易近人的方式讓現場與會民眾與武術愛好者能更深入了解武術運動，進而使武術運動於國內

能更廣為人知，並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運動選擇之一。 

在歐美先進國家中，武術是充滿力與美及智慧的運動項目，更是一個值得觀賞、學習與

推動的單項運動。2018年 3月 9日～11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歐洲少林武術錦標賽，共

有來自 16個國家的數百名武術運動員參加；2018年 3月 22日～26日在巴基斯坦舉行南亞武

術錦標賽，共吸引了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蘭卡等國 500多名運動員參加。2018年 3

月 31日～4月 1日在日本尼崎市綜合體育館舉行的青少年奧林匹克盃武術比賽，更吸引了

3728名參賽者和觀眾參加，其中運動員達到 728人。這項比賽過過選拔的青少年武術運動員

將進入日本國家武術隊，代表日本出征 2018年巴西利亞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為了不落人後，主辦的中華武術交流協會(以下稱本會)排除萬難，力爭舉辦機會，力

邀相關隊伍，為的就是讓國人欣賞到精彩的國際性武術賽事。2017年 12月與臺中市政府共

同在臺中后里福容大飯店辦理了首屆國際經典賽，透過武術運動做交流，不僅提升我國的武

術技術，無形中增加了我國與他國的互動機會，同時也提增了我國名聲及國際視野，是一次

絕佳的運動外交典範。 

藉由臺中市即將舉辦 2019年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的寶貴機會，規模及效益也許非臺

中 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可比擬；然而，對國家的熱誠與心意是一樣的，皆希望臺中／台灣能

夠走出窠臼，讓世界看見我們對運動的熱誠與堅持，肯定賽事及舉辦能力，創造出屬於我國

武術運動的光榮紀錄！ 



2018第二屆臺中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5 

參、預計活動時間/地點 

 

一、活動名稱：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二、活動時間：2018年8月18日～ 19日共二天 

三、活動地點：臺中市梧棲國中體育館(台中市梧棲區民生街12號) 

四、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8/17(五) 全日 國外隊伍報到 飯店 

8/18(六) 

上午 

國內隊伍報到 

梧棲國中 

體育館 

裁判暨領隊會議 

武術散打過磅 

開幕式 

賽程開始 

下午 賽程開始 

8/19(日) 

上午 賽程開始 

下午 

賽程開始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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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估參與對象及人數 

一、參與對象 

(一)國內部分 

1、全國各社區、公私立大專院校、國高中小武術社團、跆拳社團及各級國武術團體、

道館隊伍 

2、相關媒體、武術愛好者、贊助及協辦單位、一般民眾、觀光客、網路轉播之閱覽

網友等 

(二)國際部分 

1、參與之武術隊伍 

2、隨行媒體、相關單位、國內外武術運動愛好者 

 

二、人數預估 

(一)現場兩天賽事預估約5000人次以上 

(二)網路觀眾瀏覽，人次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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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內容規劃 

一、活動規劃 

     本次活動主要規劃兩項：賽事交流、城市參訪 

二、活動說明 

     賽事交流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係以武術運動，與國外武術團體交流，不只能  

     精進武術運動之實力，還能增加城市觀光，以及增進我國際武術運動之地位。 

三、活動規劃 

賽事交流──《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地點：臺中市梧棲國中體育館(台中市梧棲區民生街12號) 

時間：於2018年08月18日至08月19日（賽事兩天），時間預計為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 

四、交通資訊： 

(一)公車 

請於臺灣大道港埠路口(3250)下車，往西(梧棲國小)方向，步行約100公尺即可抵達。 

●臺中客運：128  ●豐原客運：238  ●巨業客運：306  ●臺中客運：307 

●統聯客運：308  ●東南客運：616  ●中鹿客運：617 

請於梧棲農會站(4393)下車後往民生街方向，至中和街口後左轉中和街，步行民生街

往東(梧棲國中)方向，約步行450公尺。 

●臺中客運：307  ●東南客運：616  ●中鹿客運：617 

請在梧棲朝元宮站(4841)下車後往民生街方向，步行走民生街往東(梧棲國中)方向，

約步行750公尺。 

●豐原客運：170、239 

(二)自行開車 

1.臺灣大道：沿臺灣大道往沙鹿/梧棲方向，過西濱快速道路後靠右走慢車道至臺灣大

道九段116巷(紅綠燈)右轉直走到底即可到達。 

2.西濱快速道路：南下方向請於梧棲匝道下快速道路，右轉中興路於忠港醫院前左轉民

生路前進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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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上方向請於梧棲匝道下快速道路，左轉臺灣大道後行駛慢車道，往前約100公尺，

臺灣大道九段116巷(紅綠燈)右轉直走到底，即可到達。 

4.國道3號：北上或南下請至沙鹿交流道出口下交流道，往沙鹿/清水方向走中清路(原

明德路(台10線)，轉接三民路往沙鹿方向，至臺灣大道(原中棲路)處靠右走，繼續沿

著臺灣大道(台12線)往梧棲方向前進，過西濱快速道路後靠右走慢車道至臺灣大道九

段116巷(紅綠燈)右轉直走到底即可到達梧棲國中。 

5.國道4號：往西走朝清水方向前進，於臺中環線(台中港)-清水端出口下交流道走臨海

路(台17線)往台中港方向前進，至西濱快速道路(台61線 )橋下於港埠路四段左轉，

往南走朝清水、梧棲方向前進，並至港埠路二段與中興路口右轉後隨即於忠港醫院前

左轉民生路即可抵達。 

(三)停車資訊 

1.汽車：設有管制柵欄免費停車場，校外亦可停圍牆邊停車格。 

2.機、腳踏車：設有免費停車場。 

 

五、活動流程 

(一)活動記者會 

預定時間：2018年8月10日上午10:00 

預定地點：臺中市政府一樓 

執行流程：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1 9:30~10:00 媒體報到  

2 10:00 武術表演  

3 10:10 活動簡介  

4 10:20 貴賓致詞  

5 10:25 宣告儀式  

6 10:30 跆拳表演  

7 10:40 媒體聯合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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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手之夜 

預定時間：2018年8月17日晚上7:00 

預定地點：住宿飯店 

執行流程：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1 18:30~19:00 報到  

2 19:00~ 介紹隊伍  

3 19:10~ 貴賓致詞、交換禮物及贈禮  

4 19:20~ 節目表演  

 
(三)賽事舉行 

預定時間：2018年8月18~19日二日 

預定地點：市立梧棲國中 

執行流程：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8月18日) 

1 8:00~8:30 第一天賽事報到  

2 8:00~8:30 散打過磅、抽籤  

3 8:00~8:30 領隊、裁判會議  

4 9:00~ 賽事開始  

5 11:30~ 開幕式  

6 12:00~ 中午休息暨午餐  

7 13:30~ 賽事開始  

8 16:30~ 成績公佈、頒獎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8月19日) 

1 8:00~8:30 第二天裁判會議  

2 9:00~ 賽事開始  

3 12:00~ 中午休息暨午餐  

4 13:30~ 賽事開始  

5 16:30~ 成績公佈、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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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組織架構表 

 

職稱 人力 

大會籌備主席 1名 

大會籌備秘書 1名 

執行總幹事 1名 

執行秘書 1名 

大會總指揮 1名 

大會副總指揮 1名 

督導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3名 

總務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3名 

行政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3名 

新聞組(宣傳)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3名 

場地組(機動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8名 

秩序組(交通)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12名 

接待組（報到）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6名 

獎典組(典禮)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6名 

競賽組(檢錄、裁判)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12名 

攝影組(直播)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10名 

醫護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2名 

志工組 組長1名、副組長1名、組員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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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宣傳策略說明 

   一、平面媒體：如報章雜誌 

           方式：舉行記者會、夾報、刊登訊息 

 

   二、電子媒體：如網路新聞、部落格、社群 

           方式：異業合作、連結、舉辦研習活動 

 

   三、電視媒體：如電視新聞、網路電台等 

           方式：轉播、媒體合作 

 

   四、宣傳合作：如國際媒體、網路行銷、贊助商合作等 

           方式：視實際需求及合作模式作適當曝光與宣傳 

 

   五、其他宣傳：如車體廣告、路旗、布條、手機簡訊及戶外廣告等 

           方式：透過戶外廣宣工具，提升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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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效益 

 

1- 提升我國主辦國際性武術賽事之經驗。 

2- 為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之大型國際賽事做預習。 

3- 提升我國武術之國際視野與經驗。 

4- 提升武術運動員之練習環境。 

5- 培育武術運動員取得亞、奧運資格。 

6- 向全國民眾推廣武術運動。 

7- 推廣運動同時增加觀光及曝光機會。 

8- 學習運動家精神，及不服輸、不退縮的真勇敢。 

9- 推廣台灣武術運動精神！ 

10- 增加並推廣武術愛好者！ 

    在台灣極力推動全民運動的浪潮上，如此盛大的國際體育舞台絕對不容忽視。結合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及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將帶動整個大台中市觀光、旅遊，

讓國內外的旅客重新認識一次台中，發現台中的力與美，白天觀賞比賽、下午欣賞花卉，

晚上還可在台中住上一晚，體驗台中夜市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藉由此，能吸引國內運動人

口來到台中參與此次盛會，也連帶有極高的機會為花博宣傳，讓參與人次衝上國內觀光活

動的歷史新高，結合運動、觀光、交流等軟實力成為官方與民間合作活動的最佳典範並讓

國內外看見真正的台中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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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比賽經費概算表 

2018第二屆臺中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活動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金額 備註 

1 套路裁判費 位 16 3,000 48,000 一日1500，兩日工作天 

2 散打裁判費 位 9 3,000 27,000 一日1500，兩日工作天 

3 跆拳裁判費 位 10 3,000 30,000 一日1500，兩日工作天 

4 裁判膳食費 位 35 320 11,200 兩日午晚餐，一餐80 

5 裁判住宿費 位 35 2,000 70,000 一日1000，兩日工作天 

6 獎盃獎牌製作費 式 1 
300,00

0 
300,000 

總錦標獎盃、團體獎盃、金
銀銅牌製作 

7 舞台音響租用費 天 2 12,000 24,000  

8 工作人員津貼 位 60 2,000 120,000 一日1000，兩日工作天 

9 工作人員住宿費 位 60 2,000 120,000 一日1000，兩日工作天 

10 
工作人員（含志工） 

膳食費 
位 120 320 38,400 兩日午晚餐，一餐80 

11 裁判工作人員服裝費 件 155 500 77,500  

12 器材運送或運費 趟 2 12,500 25,000 來回各一趟 

13 散打獎金    1,000,000 每量級各10萬共10量 

14 保險經費    30,000 
公共意外責任險、特定活動

綜合保險 

15 場地布置宣傳費 式 1 500,000 500,000 
主席台布置、帳篷租借、紅
布條、桌椅租借、文宣、旗
子、地方廣告、場地費 

16 攝錄影、照相費 天 2 50,000 100,000 全程網路直播 

17 大會證件製作費 個 800 50 40,000 
裁判證、工作人員證、選手
證、教練證、領隊證、VIP

貴賓證 

18 秩序冊製作費 本 400 100 40,000  

19 礦泉水 箱 200 80 16,000  

20 影印機租借費 天 2 5,000 10,000 影印機租借包含紙張耗材 

21 醫療救護人員費 位 2 4,000 8,000 一日2000，兩日工作天 

22 雜支    50,000 
文具用品、胸花、耗材、郵

資、交通費 

總   計 2,685,100  

說明：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其餘經費得勻支之。 

 



2018第二屆臺中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14 

拾、效益評估 

2017臺中第一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活動成果報告 

1- 前言 

武術運動是亞、奧運項目之一，同時也是先進國家大力推廣的運動項目之一；加上臺

中市成功申請到《2019年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因此，中華武術交流協

會排除萬難，不僅要為武術發聲，更要為武術推廣而全力以赴，進而造就台灣推廣武

術運動的機會。 

 

2- 活動執行情形 

活動依據：中市運競字第1060018226號 

活動時間：2017年12月8日至12月9日 

活動名稱：2017臺中第一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 

活動地點： 

選手人次：武術套路200人、武術散打100人、跆拳品勢200人 

      參賽內容：1. 武術套路 (一)國際武術套路[自選套路] 

                   (二)國際武術套路[指定套路] 

                   (三) 傳統國術套路 

       2. 武術散打【男子組】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70公斤級、75公斤級、80公斤級 

                 【女子組】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3. 跆拳品勢 【黃帶組】【藍帶組】【紅帶組】【紅黑帶組】【黑帶組】 

觀賞人次：超過5,000名。 

 

3- 計畫執行效益、特色及影響 

1. 計畫執行效益： 

A. 對內： 

a. 藉由市府宣傳管道(廣播、跑馬燈、公車海報及市府刊物等)，讓市民藉此觀賞 

  一場絕無僅有的精采武術賽事。 

b. 為武術運動推廣做良性示範及正確認知。 

c. 提供國內武術界絕佳的觀摩環境。 

d. 建立起運動產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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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外： 

a. 提升我國武術運動之地位。 

b. 建立起主辦國際武術賽事之能力。 

c. 為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做準備。 

d. 以運動方式做國民外交新典範。 

    2. 特色及影響： 

A. 武術為國際性活動，有助於我國武術運動員增加國際視野。 

B. 藉由運動員互動，有助提升我國武術環境之技術精進。 

C. 舉辦國際賽事，有助國民外交及增加觀光機會。 

D. 武術是一項力、美及智慧的運動，觀摩國際賽實屬難得經驗。 

 

4- 自我優劣評鑑 

1. 優點 

A. 累積賽事經驗 

基於武術相關工作人員都具備國際武術之經驗，因而舉辦此賽事不僅比照國際， 

更符合競技規範，頗受參賽國及選手之信任。 

B. 活動執行能力 

基於所有活動皆須有慎密且精細的計畫，才能按部就班，加以落實；本團隊因活 

動時程安排得宜，因而執行率高。 

C. 資源運用 

基於本會首次舉辦之國際賽事，加上市府相關單位之支持，讓相關資源彈性且運用

得宜，讓活動前、中、後皆能平順舉行。 

D. 懷抱熱誠 

武術與任何運動一樣，須具備熱情與誠信，雖然此次並非正規賽事，依然有偌多選

手前來共襄盛舉，武術熱誠可見一斑。 

 

2. 缺點 

A. 經費不足：經費預算為主辦活動成功與否的最關鍵，此次舉辦國際賽事，自籌部分 

            占七成以上，除了礙於相關規定，對武術運動不了解也是其中一項原因。 

B. 宣傳期短：因場地廠商人員因素，活動前一個月才完成確認，因而讓賽事宣傳時間 

             過短，以致錯失讓更多民眾或相關人士前來觀摩或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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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適逢學生考試期間：由於舉辦賽事期間剛好遇到大陸方面的學校評量考，原本已 

                     經安排參加賽事的學生無法前來。 

一、討論與建議 

1. 與原定計畫部分落差 

A. 賽事地點 

a. 選擇飯店舉辦國際賽事也經常發生在國際間的比賽，此次於福容飯店舉行， 

   規模適中，設備剛好支應國際賽事之需求，唯獨場地費用過高，很難負擔。 

改善：下一屆將另外於臺中市尋求具規模及設施多元之場地。 

 

2. 宣傳改善 

A. 時間 

a. 基於場地人員因素，因而宣傳時間受限。 

b. 媒體盡早互動，讓相關資訊得以順利宣廣、曝光。 

改善：及早規劃宣傳計畫及媒體互動。 

 

3. 建議事項 

A. 賽事之開幕儀式，更需做彩排、演練之排程。 

B. 賽事舉辦會場之秩序維護人員需加強教育訓練，除了講解會遇到的狀況外，最 

   好事先進行實際演練或是安排熟悉工作內容的人員帶領。 

D. 會見政府首長須提前知會參賽國家，除了預先準備議題外，亦可準備禮物做交 

   換，增進交流。 

 

期望武術運動能夠在臺中市向下扎根，吸引更多人一同參與及學習武術運動，讓臺

中市的武術運動更能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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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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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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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8第二屆臺中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競賽規程(草案) 

壹、主    旨： 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推行中華武術發揚傳統文化，培養 

              優良武德及積極進取的精神，促進兩岸武術文化交流，提升武術運動技術。  

貳、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中華武術交流協會 

參、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梧棲區公所、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臺中市沙 

              鹿區體育會、臺中市龍井區體育會、東栯有限公司、哈妮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顏寬恆立委服務處、顏莉敏議員服務處、蔡其昌立委服務處、沙鹿高 

              工、梧棲國中、竹林國小、嘉陽高中 

肆、比賽時間：2018年8月18日(六)至2018年8月19日(日) 共計兩天。 

伍、比賽地點：臺中市梧棲國中體育館(台中市梧棲區民生街12號) 

陸、賽事工作相關時程：  

 

 

 

 

 

 

 

 

 

 

 

 

 

 

 

 

 

 

 

 

網路報名： 

107/5/18(五)起至 107/7/20(五)  

晚間10點止 

郵寄資料： 

107/5/18(五)起至 107/7/22(日)止 

＊以郵戳為憑    

＊自選難度表、散打選手保證書、家長同意  

  書期限亦同  

 

取消項目公告： 

107/7/24(二) 上午10點 

＊公告於本會網站公布欄 

＊欲更改項目請在7/27(五) 下 

  午5點前回覆本會 

 

抽籤公告： 

107/8/1(三) 上午10點 

＊公告於本會網站公布欄 

＊如有錯誤，請在8/3(五) 下午 

  5點前回覆本會 

 

領隊會議： 

107/8/18(六) 上午8點 

＊地點：梧棲國中會議室 

 

賽程、秩序冊公告： 

107/8/16(四) 下午6點 

＊公告於本會網站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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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賽單位：各地體育會、武術組織、跆拳組織、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皆可參加。 

 

捌、套路比賽組別： 

    1、社會組(成年組；社會人士含大專生)  

    2、高中組(青年組；16足歲至18足歲；2000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 

    3、國中組(少年組；13足歲至15足歲；2003年1月1日至2005 年12月31日出生) 

    4、國小高年級組(兒童組；11足歲至12足歲；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 

    5、國小中年級組(兒童組；9足歲至10足歲；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  

    6、國小低年級組(兒童組；7足歲至8足歲；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 

 

玖、散打比賽組別： 

    1、社會組(成年組；社會人士含大專生)  

    2、高中組(青年組) 

    3、國中組(少年組) 

 

拾、跆拳道品勢比賽組別： 

    1、國中組(級組、段組) 

    2、國小高年級組(級組、段組) 

    3、國小中年級組(級組、段組) 

    4、國小低年級組(級組、段組) 

 

拾壹、比賽類別及項目 

 (一)國際武術套路[自選套路] 

     1.依據國際武術聯合會2005年國際武術套路競賽規則規定。 

     2.區分男、女子組，限高中組及社會組參賽， 選手須繳交難度申報表。 

     3.長拳、南拳同時報名套路1項、長器械1項、短器械1項，為3項全能；太極拳組同時報名 

       套路1項、短器械1項，為2項全能、按運動員的指定全能項目總成績來獎勵全能名次。 

     4.比賽項目：(共9項) 

      (1) 自選長拳                     (2) 自選南拳   

      (3) 自選太極拳                   (4) 自選太極劍         

      (5) 自選短器械(刀術或劍術)       (6) 自選長器械(棍術或槍術)   

      (7) 自選南刀                     (8) 自選南棍 

      (9) 對練1組，也可多人(依實際年齡男女可混合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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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武術套路[指定套路] 

   [A組] (甲組套路) 

     1.第三套競賽套路比賽時間依據國際武術聯合會2005年國際武術套路競賽規則規定， 

      如套路不符，則不予評分，第三套路運動員必須完成套路内容所規定的動作，按規 

      則中的難度評分方法與標準執行。 

     2.第三套太極拳、太極劍3-4分鐘，配樂請下載國際武術聯會指定音樂辦理。 

     3.區分男、女子組，限高中組參賽。 

     4.長拳、南拳同時報名套路1項、長器械1項、短器械1項，為3項全能；太極拳組同時報名 

       套路1項、短器械1項，為2項全能、按運動員的指定全能項目總成績來獎勵全能名次。 

     5.比賽項目：(共8項) 

      (10) 第三套長拳                    (11) 第三套南拳         

      (12) 第三套太極拳(36式)             (13) 第三套太極劍(39式)         

      (14) 第三套短器械(刀術或劍術)       (15) 第三套長器械(棍術或槍術)            

      (16) 第三套南刀                     (17) 第三套南棍 

 

 [B組] (甲組套路) 

     1.競賽套路比賽時間依據國際武術聯合會2005年國際武術套路競賽規則規定，42式 

      太極拳5-6分鐘、42式太極劍3-4分鐘，如套路不符，則不予評分，運動員必 

      須完成套路内容所規定的動作，按規則中的難度評分方法與標準執行。 

     2.區分男、女子組，限國中組參賽。 

     3.長拳、南拳同時報名套路1項、長器械1項、短器械1項，為3項全能；太極拳組同時報名 

       套路1項、短器械1項，為2項全能、按運動員的指定全能項目總成績來獎勵全能名次。 

     4.比賽項目：(共11項) 

      (18)  第二套長拳                    (19) 第一套長拳   

      (20)  42式太極拳                    (21) 第一套南拳   

      (22)  42式太極劍                    (23) 第二套短器械(刀術或劍術)        

      (24) 第一套短器械(刀術或劍術)       (24) 第二套長器械(棍術或槍術)      

      (25) 第一套長器械(棍術或槍術)       (26) 第一套南刀                     

      (27) 第一套南棍 

 

[C組] 初級套路(乙組套路) 

     1.競賽套路比賽時間依據國際武術聯合會2005年國際武術套路競賽規則規定，24式 

      太極拳4-5分鐘、32式太極劍3-4分鐘，如套路不符，則不予評分，運動員必 

      須完成套路内容所規定的動作，按規則中的難度評分方法與標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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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區分男、女子組，限國小組參賽。 

     3.同時報名套路1項、短器械1項，為2項全能，按運動員的指定全能項目總成績來獎勵全 

       能名次。 

     4.比賽項目：(共9項) 

      (27) 初級長拳(第3路)               (28) 初級長拳(側空翻)   

      (29) 24式太極拳                    (30) 初級南拳     

      (31) 32式太極劍                    (32) 初級刀術       

      (33) 初級劍術                      (34) 初級槍術     

      (35) 初級棍術                      

 

(三) 傳統國術套路： 

     1.時間限制3分鐘內，不得演練亞洲武術聯合會及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之套路，不符 

      者不予計分。 

     2.區分男、女子組。 

     3.比賽項目：(共10項) 

       (35) 南拳(詠春、象形、太祖拳、南羅漢拳...等) 

       (36) 北拳(少林拳、查華砲紅譚及諸家、地躺…等) 

       (37) 內家拳(形意、八卦、太極、木蘭…等)  

       (39) 長兵 

       (40) 短兵 

       (41) 雜兵       

       (42) 對練(不分男女，不分拳術、器械對練) 

       (43) 拳術團練(需4人(含)以上，不分男女組別) 

       (44) 器械團練(需4人(含)以上，不分男女組別)   

 

(四) 散打 

   1.參賽年齡未滿18足歲之運動員，須檢附家長同意書(表三) 

   2.區分男、女子組 

    【男子組】  

               (45) 48公斤級：48公斤以下（45.01公斤至48.00公斤） 

               (46)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52.00公斤） 

               (47)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56.00公斤） 

               (48)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60.00公斤） 

               (49) 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公斤至65.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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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70公斤級：70公斤以下（65.01公斤至70.00公斤）  

               (51) 75公斤級：75公斤以下（70.01公斤至75.00公斤）  

               (52) 80公斤級：80公斤以下（75.01公斤至80.00公斤） 

    【女子組】  

               (53) 48公斤級：48公斤以下（45.01公斤至48.00公斤） 

               (54)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52.00公斤） 

               (55)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56.00公斤） 

               (56)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60.00公斤） 

               (57) 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公斤至65.00公斤） 

 

(五)跆拳道品勢 

   1.選手資格：需具備有壹段以上資格及持有協會核發之（國內段證），（級組）必  

               須要有縣市委員會核發之級證，可參加黑帶個人組。持有1-8級級  

               證者，可參加色帶組。 

   2.區分男、女子組 

   3.個人品勢指定型場為： 

              黃帶組（指定品勢：太極一章） 

              藍帶組（指定品勢：太極三章） 

              紅帶組（指定品勢：太極五章） 

              紅黑帶組（指定品勢：太極六章） 

              黑帶組（指定品勢：太極八章） 

 

拾貳、競賽規則: 

   一、套路 

    (一)武術套路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2005年最新修定認可的國際武術套路競賽規則。 

        傳統武術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審定國際國術規則。 

    (二) 套路各項各組報名人數不足2人時不舉行比賽。 

 

  二、散打 

    (一)本次散打比賽採用單敗淘汰制，各級別參賽，人數3人時採循環賽制。 

    (二)比賽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2015年所修訂國際武術散打競賽規則，如對競賽規 

        則的詮譯有爭議，則以中文版為準。 

    (三)散打各量級報名人數不足2人時不舉行比賽。 

 

   三、跆拳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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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競賽規則實施。 

    (二)個人組各學校、單位不限人數，可自由報名參加。 

    (三)各級報名人數不足2人時不舉行比賽。 

 

   四、裁判組成：由大會遴聘具有合格裁判證之國家級裁判組成裁判隊伍。 

  

拾參、比賽規定:  

   1.選手兵器請自備。  

   2.比賽服裝須繫腰帶，不符規定扣0.05分，內家拳術、兵器及太極拳、太極劍除外。 

   3.武術對練項目僅一人出賽者取消資格。    

   4.武術套路時間：凡個人、對練套路皆不得少於30秒，如有個別規定依據規定處理; 

    (1) 競技自選及國際一、二、三套南拳類長拳類拳兵器皆不得少於 1 分 20 秒。 

    (2) 競技太極拳、劍;國際一、三套太極拳；基本太極拳；32、42式太極劍，以及傳 

        統太極拳類等套路限 3 至 4 分鐘。  

    (3) 傳統八卦拳類1至3分鐘。 

    (4) 24式太極拳4至5分鐘。 

    (5) 42式太極拳5至6分鐘。 

   5.武術傳統拳術，不得演練亞運套路。    

   6.武術自選套路、國際第三套太極拳需要配樂，請依照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辦理，並 

     請於比賽時派人員至音控台協助音控員播放音樂。    

   7.武術自選套路須於規定日期前繳交難度表，未於期限內繳交難度表，難度將不予計

分。 

   8.大會賽程時間因故重疊，選手已知未能及時出賽時，由該教練或領隊向檢錄員申請

賽序調動，得將該選手賽序排至最後一位出賽，如該賽程已結束未能及時出賽者，仍

視為棄權，報名費不退。 

   9.分組及取消賽程之規定： 

    (1)套路比賽併組及取消賽程：報名項目若不足二人(隊)時，主辦單位有權主動將 

       該賽項取消；經公告取消之項目得於期限內改項(詳情請見賽事工作相關時程)。  

    (2)取消之項目，主辦單位將於比賽當天報到時進行退費。 

 

拾肆、服裝、器材及兵器規定: 

  一、武術套路選手服裝規定： 

     1.選手須著符合武術競賽規則之服裝(上身需有斜襟或有盤扣，下身燈籠褲之武術 

       表演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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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長兵器：初級棍不可低於自身眉高；槍術槍尖不得低於直臂上舉之掌指；其它長 

              兵器立地不可低於自身身高。 

     3.短兵器：持握刀、劍之尖處不可低於耳；南刀以左手抱刀，刀尖不低於下顎;其他 

               短兵器不可短於自身肘長，立地不可高於自身肩高。 

     4.雙兵器限長於肘短於身高;    

     5.近身兵器限長於掌短於肘;    

     6.軟兵器限長於腰高(不含把)。    

 

  二、散打規定:  

     1.散打護具請自備，散打採單循環淘汰制。    

     2.教練需在場指導，選手才能上場競賽(依主任裁判宣佈比賽選手進場時，若指導 

       教練無法出場，視同棄權)。    

     3.散打運動員必須繳交選手切結書，請於規定時間前繳交，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 

      名手續。    

     4.每局淨打2分鐘，局間休息1分鐘，三戰兩勝制。  

     5.所有選手統一於賽程第一天上午8：00～8：30進行過磅。 

     6.選手於抽籤會議統一抽籤，當天不得更換量級。 

     7.比賽人數不足取消賽程:  

      (1)組別/量級不足二人時，將取消該項目。 

      (2)取消之項目，主辦單位將於比賽當天報到時進行退費。  

     8.散打運動員須自備並穿戴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拳套、護頭、護胸、護齒  

      及護襠(65㎏級別以下拳套為230克，70㎏級為280克)，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護具 

      未配戴齊全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9.使用無塗料3或5公尺手綁帶，其他貼紮皆需大會醫生同意。 

     10. 選手需準備2套服裝，所有護具須為紅或黑/藍色。運動員須穿著同一色之上衣 

       、短褲及護具。 

 

 三、跆拳道品勢規定: 

     1. 參加比賽之選手一律穿著道服。 

     2. 參加比賽之選手憑跆拳道段/級証及選手證進場比賽。 

     3. 比賽選手檢錄後上場比賽，依各場場次牌指示，準備後上場比賽，大會不予廣播 

        ，若經計時一分鐘未上場則以棄權論。 

     

拾伍、獎勵辦法:  

  一、套路個人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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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項或每隊均取前六名敘獎，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四至六名頒發獎狀。該項人 

      數達15人(隊)(含)以上，名次增列至第八名。 

    2.每項人(隊)數若不足八人(隊)(含)依據七取五、六取四、五取三、四取二、三取一、  

     二取一敘獎。 

    3.依據規則之得分相等時之篩檢辦法處理後，兩人仍然同分時，以出賽先後順序排名，  

     以先賽者列前決定名次。 

  二、散打個人獎項:  

    1.每組每量級取前四名敘獎,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頒發獎狀。 

    2.每組參賽人數若不足六人;敘獎以五取三、四取二、三取一、二取一。 

    3.社會組，實際上場比賽人數九人(含九人)以上，第一名頒發獎金六千元， 

      第二名頒發獎金三千元。高中組，實際上場比賽人數九人(含九人)以上， 

      第一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第二名頒發獎金一千元。國中組，實際上場比賽 

      人數九人(含九人)以上，第一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第二名頒發獎金一千元。 

    4.敘獎者須親臨場地經場上裁判宣判實為有效。  

 

  三、跆拳道品勢個人獎項: 

    1.每組8人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 

    2.若不足八人(隊)(含)依據七取五、六取四、五取三、四取二、三取一、二取一敘獎。 

 

  四、團體獎：團體總錦標頒發採積分制，各項目(傳統國術、競技武術、散打、跆拳 

              品勢)前三名依5、3、1計分(僅二人參加項目則不列入計分) ，取總分最 

              高之前三隊分別頒贈冠、亞、季軍獎盃ㄧ座及獎狀ㄧ幀。 

 

拾陸、成績公告：   

     大會活動結束一週後，公告於中華武術交流協會網站amaawushu.com，並發函大會  

     上級指導單位。  

 

拾柒、申訴:  

   一、審判委員會只受理運動隊對比賽時主任裁判對本隊的扣分有異議的申訴。    

   二、一次申訴僅限一項內容。    

   三、比賽中申訴事件，由該領隊或教練一人為代表，以口頭先向大會裁判長提出， 

       如未獲解決時，再由領隊於30分鐘內補具書面資料簽名蓋章提交審判委員會， 

       否則視同自願放棄申訴權，並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提申訴書時須繳付 

       保證金台幣參仟元，如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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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賽後申訴事件，參賽隊如果對本隊的得分結果有異議，必須在該項比賽結束 

       後15分鐘內提出,程序如前項(三)。  

   五、審判委員對申訴進行審議，如屬裁判組計算錯誤，更正錯誤並退還所交付之申 

       訴費，如裁判組評判正確，提出申訴隊伍必須服從裁決。  

   六、有關非競賽事項之爭論，以裁判長之裁定為終決。    

   七、不按上述程序申訴，擾亂會場秩序者，或因不服申訴審議結果而無理糾纏，根 

       據情節輕重，直至取消比賽資格。    

 

 拾捌、報名辦法：(比賽相關時間詳見第 1 頁)  

  一、報名方式：本次報名為網路報名，請登入本次賽程網路報名作業系統填寫相關資料，   

       若有相關報名問題請洽04-26621795轉332  

       報名網址：http://amaawushu.com   

    二、組隊規定： 

     1. 每單位12人以上，可設領隊一人、教練一人；不足12人僅設領隊一人，負責與大 

       會接洽事宜。    

     2. 選手報名時應填具報名單位，同一人僅隸屬一個單位，不得跨兩個單位報名。每 

       人可報名多種項目，唯每種單項以報名一次為限。  

    三、網路報名完成後須將報名繳交資料下載以電腦輸入資料後列印並加蓋單位印章， 

       連同賽員一吋半身照片一張及報名費匯款單據影本加蓋單位戳章後，於107年7 

       月22日(含)前以郵寄方式報名，報名手續方屬完成。(以郵戳為憑，請於信封註明 

       2018臺中第二屆AMAA國際武術經典賽與單位名稱)。 郵寄地址: 433臺中市沙鹿區  

       臺灣大道7段823號 王詩宏 收。 

    四、報名截止仍未完成手續者，主辦單位將取消該單位報名資格。已完成報名手續後， 

       於報名有效期內(107年7月22日前)仍可變更報名內容，唯仍需列印報名表加蓋單 

       位印章及註記日期更換舊報名表。 

    五、報名費用： 

項目 國武術套路 散打(含技擊險) 跆拳品勢 

個人賽 400 700 500 

對練 600   

團練 800   

    六、繳費方式：請轉帳至國泰世華銀行潭子分行，帳號262-03-500347-3 

               戶名：中華武術交流協會  

    七、報名繳交資料：(請至本會網站下載電子檔格式) 

http://amaawu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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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隊職員基本資料表(須加蓋單位印章) 

       隊職員名單上須浮貼一吋照片一張，背面請寫上單位、姓名、組別(表一) 

     2.報名表 

     3.參賽運動員年齡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健保卡或學生證影本) 

     4.參賽選手切結書(所有選手皆須繳交) 

     5.監護人(家長)同意書(未滿18歲之選手) 

     6.自選套路難度及必選動作申報表 

     7.匯款收據(須加蓋單位印章) 

     ＊以上資料請在107年7月22日之前繳齊以掛號寄至本會 

     ＊以上資料可使用電子檔傳送，請傳送至E-mail: amaa47562282@gmail.com，傳送 

       報名資料至本會後請以電話再次確認。 

     ＊報名資料以電子檔傳送者請將需要加蓋單位印章之文件用印之後再掃描成電子檔 

       ，選手切結書、同意書亦同；隊職員基本資料表、報名表、照片檔及運動員年齡 

       證明文件影本請以word檔編輯傳送；如需單獨傳送選手照片檔請事先將圖檔以選 

       手姓名命名。 

 

拾玖、參賽單位注意事項:  

  一、領隊會議：2018年8月18日(六)上午8點半(地點：梧棲國中體育館) ，不另行通知。 

  二、參加競賽隊伍報到時間、地點： 

(一)、時間：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上午八點前報到。 

(二)、地點：臺中市梧棲國中體育館。 

  三、比賽期間提供選手午餐，請各單位在基本資料表中填寫便當明細。  

  四、本項比賽投保團體公共意外責任險，請各單位選手仍須注意安全。 

  五、請參賽單位共同維護場地清潔及安全，如因故造成場地設施損害，查屬參賽單位過 

      失責任者應負賠償責任。 

  六、檢錄報到時間：依實際公告賽程時間為主。由於比賽場地鄰近遊樂區及賣場，請各 

                    單位依照大會規定時間提前報到入座，以免影響賽程進行。 

  七、賽員應帶選手證，於規定時間報到檢錄，檢錄後於預備區等候出場比賽，出賽前  

      檢錄員唱名三次不到視為棄權。 

  八、參加比賽選手出場時應出示選手證接受檢錄入場，非當場次選手禁止進入比賽場地。 

      觀賽家屬、觀眾請於觀眾席觀賽，勿進入比賽場地。 

  九、各單位應依照大會規定手續辦理參加事宜，個人應以學校或團體單位名稱報名凡以 

      個人名義或比賽臨時向大會報名參加者，概不受理。 

  十、比賽程序及比賽賽程一經大會排定，各選手不得要求更改提前或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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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頒獎時需穿著比賽服並攜帶選手證上台授獎，代領者請攜帶授獎運動員之選手證。 

  十二、參賽運動員健康狀況一切由各代表隊自行審核，依報名表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後 

       ，作為確認依據。 

  

貳拾、本辦法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 

        主辦單位宣佈規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