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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臺北市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審核積分賽事標準表 

前言 

為統一各運動種類積分採計之賽事，自 111年起之基站申請案件，賽事積分僅以表列賽事為限，本局將依本標準表審核

賽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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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田徑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國際少年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國際少年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田徑錦標賽 

⚫世界青年田徑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世界中學運動會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亞洲青年奧運會 

⚫亞洲運動會 

⚫亞洲青年奧運會 

⚫亞洲盃田徑錦標賽 

⚫亞洲青年田徑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各國田徑公開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公

開組) 

⚫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公

開組) 

⚫全國田徑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全國田徑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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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臺中盃全國中等學校田徑賽 

⚫新竹市風城盃全國競走錦標 

⚫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新北市青年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臺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臺中盃全國中等學校田徑賽 

⚫新竹市風城盃全國競走錦標 

⚫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新北市青年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臺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小學運動會 

⚫臺北市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春季田徑公開賽(北市組) 

⚫臺北市秋季田徑公開賽(北市組) 

⚫臺北市中運 

⚫臺北市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中運 

⚫臺北市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田徑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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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游泳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游泳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國際少年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游泳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總統盃游泳分齡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跳水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原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小學游泳錦標賽 

⚫全國冬季短水道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游泳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原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冬季短水道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游泳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原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冬季短水道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或區域性賽事) 

⚫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北區分齡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北區分齡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游泳錦標賽 

⚫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北區分齡游泳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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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3.體操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體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國際少年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體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國際少年運動會 

亞洲級 ⚫亞洲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競技體操錦標賽 

⚫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全國競技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中正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體操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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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4.韻律

體操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韻律體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韻律體操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韻律體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韻律體操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韻律體操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韻律體操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韻律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韻律體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韻律體操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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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5.射箭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青年錦標賽 

（含青少年 16歲以下） 

⚫奧林匹克運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含青少年 16歲以下） 

⚫世界大獎賽 

亞洲級 無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大獎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主

辦盃賽 
⚫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區域性對抗賽(臺北站) 

⚫臺北市教育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箭錦標賽 

⚫全國區域性對抗賽(臺北站) 

⚫臺北市教育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箭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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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6.桌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中學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男子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女子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桌球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中學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男子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女子桌球錦標賽 

⚫世界盃桌球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桌球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亞洲桌球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自由盃桌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總統盃桌球錦標賽 

⚫全國桌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球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桌球錦標賽 

⚫全國桌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球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中正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桌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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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7.羽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錦標賽 

⚫湯姆斯盃 

⚫優霸盃 

⚫蘇迪曼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世界羽球超級盃 12 站 

(取得國際排名之世界羽聯所承認之賽事)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錦標賽 

⚫湯姆斯盃 

⚫優霸盃 

⚫蘇迪曼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世界羽球超級盃 12 站 

(取得國際排名之世界羽聯所承認之賽事) 

亞洲級 無 
⚫亞洲盃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國小盃羽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團體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羽球排名賽 

⚫全國國中盃羽球錦標賽 

⚫全國團體錦標賽 

⚫全國羽球排名賽 

⚫全國青少年羽球排名賽 

⚫全國高中盃羽球錦標賽 

⚫全國羽球排名賽 

⚫全國團體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羽球排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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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運動會 

⚫臺北市中正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運動會 

⚫臺北市中正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運動會 

⚫臺北市中正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羽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羽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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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8.網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澳洲公開賽 

⚫法國公開賽 

⚫溫布頓公開賽 

⚫美國公開賽 

⚫世界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台維斯盃、聯邦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澳洲公開賽 

⚫法國公開賽 

⚫溫布頓公開賽 

⚫美國公開賽 

⚫世界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台維斯盃、聯邦盃 

亞洲級 ⚫ITF 亞洲團體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 

⚫亞洲青少年公開賽 

⚫ITF 亞洲團體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 

⚫亞洲青少年公開賽 

⚫ITF 亞洲團體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學童四維盃學童網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青少年排名賽(AB級) 

⚫全國網球排名賽 

⚫全國青少年排名賽(AB級) 

⚫華國三太子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屏東縣縣長盃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 

⚫全國網球排名賽 

⚫全國青少年排名賽(AB級) 

⚫華國三太子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屏東縣縣長盃全國網球積分錦標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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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中正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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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9.舉重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舉重錦標賽 

⚫世界青年舉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舉重錦標賽 

⚫世界青年舉重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舉重錦標賽 

⚫亞洲青年舉重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舉重錦標賽 

⚫亞洲青年舉重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無 

⚫臺北市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舉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區域性對抗賽(臺北站) 

⚫臺北市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舉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區域性對抗賽(臺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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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0.跆拳

道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世界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國際少年運動會(2016年選辦項目)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世界中學生技擊類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世界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國際少年運動會(2016年選辦項目)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世界中學生技擊類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洲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黑帶組)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全國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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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盃賽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黑帶組)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黑帶組)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全民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全民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全民盃跆拳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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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1.柔道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錦標賽 

⚫世界青年柔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錦標賽 

⚫世界青年柔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太柔道錦標賽 

⚫亞太青年暨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東亞柔道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太柔道錦標賽 

⚫亞太青年暨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東亞柔道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柔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全國柔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全國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柔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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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2.空手

道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世界空手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東亞青少年運動會 

⚫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東亞空手道錦標賽 

⚫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啟仲盃空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全國啟仲盃空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全國啟仲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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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3.擊劍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擊劍錦標賽 

⚫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擊劍錦標賽 

⚫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亞洲盃擊劍錦標賽 

⚫亞洲分齡擊劍錦標賽 

⚫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亞洲盃擊劍錦標賽 

⚫亞洲分齡擊劍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國小盃擊劍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擊劍錦標賽 

⚫全國排名賽 

⚫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排名賽 

⚫臺北市中正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 

⚫溪崑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擊劍錦標賽 

⚫全國排名賽 

⚫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排名賽 

⚫臺北市中正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 

⚫溪崑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擊劍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擊劍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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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4.高爾

夫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卡拉威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豐田盃世界青少年隊際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國際少年運動會(2014年、2015年選辦

項目) 

⚫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 

⚫世界青年奧運 

⚫世界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卡拉威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豐田盃世界青少年隊際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國際少年運動會(2014年、2015年選辦

項目) 

⚫世界業餘隊際錦標賽 

⚫世界青年奧運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高爾夫巡迴賽澳洲錦標賽  

⚫IJGT亞洲青少年高爾夫巡迴賽 

⚫亞太業餘錦標賽 

⚫年亞太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太女子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亞太高爾夫隊際錦標賽-野村盃 

⚫亞洲青少年高爾夫巡迴賽澳洲錦標賽  

⚫泰后盃亞太女子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IJGT亞洲青少年高爾夫巡迴賽 

⚫亞太業餘錦標賽 

⚫亞太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太女子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亞太高爾夫隊際錦標賽-野村盃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全中運未舉辦則採計)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全中運未舉辦則採計) 

特定賽事 ⚫全國小學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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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全國業餘排名賽 

⚫全國業餘錦標賽 

⚫全國業餘高爾夫分區月賽 

⚫全國中等學校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全國業餘排名賽 

⚫全國業餘錦標賽 

⚫全國業餘高爾夫分區月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青年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高爾夫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高爾夫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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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5.拳擊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拳擊錦標賽 

⚫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世界少年拳擊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拳擊錦標賽 

⚫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世界少年拳擊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拳擊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亞洲少年拳擊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拳擊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亞洲少年拳擊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無 

⚫臺北市中正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拳擊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拳擊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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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6.自由

車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客運動會 

⚫世界自由車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客運動會 

⚫世界自由車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自由車錦標賽 

⚫亞洲青年自由車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自由車錦標賽 

⚫亞洲青年自由車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自由車少年公路錦標賽 

⚫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全國登山車錦標賽 

⚫全國自由車少年公路錦標賽 

⚫ 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 全國登山車錦標賽 

⚫ 全國自由車少年公路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青年盃自由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自由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自由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自由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自由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自由車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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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7.武術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武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世界武術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暨大專院校武術錦標賽 

⚫全國武術聯賽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暨大專院校武術錦標

賽 

⚫全國武術聯賽 

特定賽事 

⚫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全國武術聯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聯賽 ⚫全國聯賽 ⚫全國聯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亞運項目) 

⚫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亞運項目) 

⚫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亞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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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8.軟式

網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軟式網球錦標賽 

⚫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軟式網球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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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19.射擊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世界盃總決賽 

⚫青少年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世界盃總決賽 

⚫青少年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亞洲級 無 

⚫東南亞射擊錦標賽 

⚫亞洲空氣槍射擊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東南亞射擊錦標賽 

⚫亞洲空氣槍射擊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年度總排名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年度總排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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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射擊錦標賽 



27 
 

 

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0.角力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青少年角力錦標賽 

⚫世界盃少年角力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成人角力錦標賽 

⚫世界盃青年角力錦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亞洲級 無 
⚫亞洲盃青少年角力錦標賽 

⚫亞洲盃少年角力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青年角力錦標賽 

⚫亞洲盃青少年角力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角力錦標賽 

⚫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全國角力錦標賽 

⚫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全國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青年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角力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角力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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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1.輕艇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輕艇競速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輕艇競速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輕艇競速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輕艇競速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特定賽事 ⚫全國小學輕艇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輕艇錦標賽 

⚫全國競速錦標賽 

⚫全國輕艇激流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輕艇錦標賽 

⚫全國競速錦標賽 

⚫全國輕艇激流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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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2.划船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青少年划船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划船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划船錦標賽 

亞洲級 ⚫亞洲室內划船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划船錦標賽 

⚫亞洲室內划船錦標賽 

⚫亞洲划船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划船錦標賽 

⚫亞洲室內划船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 

⚫全國室內划船錦標賽 

⚫全國理事長盃衝刺划船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 

⚫全國室內划船錦標賽 

⚫全國理事長盃衝刺划船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無 無 ⚫臺北市划船錦標賽 

 



30 
 

 

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3.溜冰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盃溜冰錦標賽 ⚫世界盃溜冰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盃溜冰錦標賽 ⚫亞洲盃溜冰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無 無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特定賽事 ⚫全國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總統盃溜冰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溜冰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溜冰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溜冰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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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4.保齡

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盃保齡球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世界運動會 

⚫世界盃保齡球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世界運動會 

亞洲級 無 

⚫亞洲運動會 

⚫亞洲保齡球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亞洲學校保齡球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保齡球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亞洲學校保齡球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青少年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全中運未舉辦則採計)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青少年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全中運未舉辦則採計) 

特定賽事 無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無 

⚫全國青少年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學生聯賽 

⚫全國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潛力運動選手排名賽 

⚫全國青少年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學生聯賽 

⚫全國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潛力運動選手排名賽 

臺北市賽會 無 
⚫臺北市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保齡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保齡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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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5.排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排球錦標賽 

⚫世界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分齡排球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分齡排球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國中甲級排球聯賽 ⚫全國高中甲級排球聯賽 

特定賽事 ⚫中華盃國小排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華中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媽祖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和家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中華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華中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媽祖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和家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華中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媽祖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和家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教育盃排球賽 

⚫臺北市青年盃排球賽 

⚫臺北市中正盃排球賽 

⚫臺北市暨全國青年盃排球賽 

⚫臺北市教育盃排球賽 

⚫臺北市青年盃排球賽 

⚫臺北市中正盃排球賽 

⚫臺北市暨全國青年盃排球賽 

⚫臺北市教育盃排球賽 

⚫臺北市青年盃排球賽 

⚫臺北市中正盃排球賽 

⚫臺北市暨全國青年盃排球賽 



33 
 

⚫臺北市國小排球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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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6.棒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少棒： 

⚫世界少棒聯盟世界少棒錦標賽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世界少棒錦標賽 

⚫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經典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少棒(U12)： 

⚫世界少棒聯盟世界少棒錦標賽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世界少棒錦標賽 

⚫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青少棒(U14)： 

⚫美國小馬聯盟小馬級世界青少棒錦標賽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 

⚫經典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棒(U18)： 

⚫世界盃青棒錦標賽 

⚫世界少棒聯盟世界青棒錦標賽 

⚫世界青棒錦標賽 

亞洲級 

少棒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亞太區少棒錦標賽 

⚫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少棒錦標賽 

⚫亞洲棒球錦標賽 

少棒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亞太區少棒錦標賽 

⚫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少棒錦標賽 

青少棒 

⚫亞洲青少棒錦標賽 

⚫美國小馬聯盟小馬級亞太區青少棒錦標賽 

⚫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次青少棒錦標賽 

⚫亞洲棒球錦標賽 

青棒 

⚫亞洲青棒錦標賽 

⚫世界少棒聯盟亞太區 

⚫青棒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全國國小棒球聯賽 

⚫全國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國中棒球聯賽 ⚫全國高中棒球聯賽 

http://www.ctba.org.tw/news.php?cate=gamei&type=6&game_id=208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IBAF%E4%B8%96%E7%95%8C%E9%9D%92%E5%B0%91%E6%A3%92%E9%8C%A6%E6%A8%99%E8%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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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賽事 ⚫全國國小棒球聯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謝國城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TOYO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賀寶芙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謝國城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布瑞特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華南金控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王貞治盃全國青棒錦標賽 

⚫玉山盃全國青棒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重光盃全國少棒邀請賽 

⚫臺北市四級學生聯賽 

⚫臺北市教育盃學生聯賽 

⚫臺北市三級代表隊選拔賽 

⚫臺北市中正盃棒球錦標賽 

⚫陽明山盃三級棒球賽 

⚫臺北市棒球聯賽 

⚫國際青少棒邀請賽 

⚫重光盃全國少棒邀請賽 

⚫臺北市四級學生聯賽 

⚫臺北市教育盃學生聯賽 

⚫臺北市三級代表隊選拔賽 

⚫臺北市中正盃棒球錦標賽 

⚫陽明山盃三級棒球賽 

⚫臺北市棒球聯賽 

⚫臺北市福爾摩莎盃 

⚫全國青少棒邀請賽 

⚫臺北市四級學生聯賽 

⚫臺北市教育盃學生聯賽 

⚫臺北市三級代表隊選拔賽 

⚫臺北市中正盃棒球錦標賽 

⚫臺北市成棒乙組錦標賽 

⚫陽明山盃三級棒球賽 

⚫臺北市棒球聯賽 

⚫臺北市福爾摩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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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7.壘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 

⚫世界盃青女錦標賽 

⚫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 

⚫世界盃青女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盃女子壘球錦標賽 

⚫亞洲盃青女錦標賽 

⚫亞洲盃女子壘球錦標賽 

⚫亞洲盃青女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國中甲組) 

⚫全國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 

 (高中不分組) 

特定賽事 ⚫全國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甲組)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協會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理事長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協會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理事長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協會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主委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主委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主委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壘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壘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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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8.籃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藍球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世界 U18 三對三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十六歲級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年錦標賽 

⚫亞洲十六歲級錦標賽 

⚫亞洲 U18三對三錦標賽 

⚫亞洲 U18 五對五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國中甲級籃球聯賽 ⚫全國高中甲級籃球聯賽 

特定賽事 ⚫國小籃球聯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全國國民小學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中正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籃球錦標賽 

⚫臺北市師生盃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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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29.足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無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足球錦標賽 

⚫聯合會盃足球賽 

亞洲級 無 

⚫和平盃 

⚫主席盃 

⚫U16亞洲足球錦標賽 

⚫亞洲盃 

⚫和平盃 

⚫主席盃 

⚫東亞運足球錦標賽 

⚫亞洲挑戰者盃足球賽 

⚫亞洲區世界盃會外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體育署盃足球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中等學校足球聯賽 11人制 

  (國男甲組、國女不分組)  

⚫全國中等學校 5 人制足球錦標賽 

⚫中等學校足球聯賽11人制(高中組) 

⚫全國中等學校 5 人制足球錦標賽 

特定賽事 ⚫體育署盃足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學童盃足球錦標賽 

⚫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青少年盃全國足球錦標賽 ⚫青年盃全國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分齡足球賽 

⚫臺北市足球聯賽 

⚫臺北市青年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分齡足球賽 

⚫臺北市足球聯賽 

⚫臺北市青年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分齡足球賽 

⚫臺北市足球聯賽 

⚫臺北市青年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足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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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 U 聯賽 

⚫中華五人制足球俱樂部聯盟盃 

⚫臺北市中正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 U 聯賽 

⚫臺北市中正盃足球錦標賽 

⚫臺北市 U 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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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30.手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世界錦標賽 

⚫世界青年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年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 

⚫亞洲青年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 ⚫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 

特定賽事 ⚫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大甲媽祖盃手球錦標賽 

⚫全國手球錦標賽 

⚫大甲媽祖盃手球錦標賽 

⚫全國手球錦標賽 

⚫全國沙灘手球錦標賽 

⚫全國高中手球菁英賽 

⚫大甲媽祖盃手球錦標賽 

⚫全國手球錦標賽 

⚫全國沙灘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中正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教育盃手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手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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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總類 
賽會等級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公開組 

31.橄欖

球 

國際性或亞洲單項

運動組織舉辦之 

各種運動錦標賽 

(含分齡賽) 

世界級 無 ⚫世界青少年橄欖球錦標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盃橄欖球錦標賽 

(十五人制及七人制) 

⚫世界青年橄欖球錦標賽 

亞洲級 無 

⚫亞洲青少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橄欖球錦標賽 

(十五人制及七人制) 

⚫亞洲運動會 

⚫亞洲盃橄欖球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年橄欖球錦標賽 

(十五人制及七人制) 

全國性正式賽會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綜合運動會 
無 ⚫全國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指定升學

輔導盃賽 
無 ⚫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特定賽事 ⚫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校院錦標賽 

⚫全國大專校院聯賽 

全國單項協會 

主辦盃賽 

⚫全國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全國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賽會 
⚫臺北市青年盃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青年盃橄欖球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橄欖球錦標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