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體育署 104 學年度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跳繩錦標賽章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08.28 臺教體署學（三）字
第 1040024307 號函辦理。

二、宗旨：為落實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推展校園民俗體育活動，提
供多元化學習管道，培養學生終身運動之習慣，特
辦理此項活動。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

五、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臺灣龍獅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中華舞龍舞獅運動總會
中華民國扯鈴協會

六、比賽期程：
（一）比賽時間:
1、104 年 11 月 21 日（星期六）
：扯鈴個人賽、雙人賽及競速賽。
2、104 年 11 月 22 日（星期日）:其餘競賽項目及扯鈴團體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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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日期：自 104 年 09 月 21 日起至 104 年 10 月 21 日止，
逾期不受理。
1、參賽資格：全國各公私立大專、高中職、國中、國小均以單一
學校為單位，由在籍學生組隊報名參加。
2、報名方式：完成師資及團隊資料庫登錄【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
Æ師資團隊資料庫Æ師資登錄及團登錄】。本賽事僅
採用網路報名，需回傳已蓋「學校官防」及「承辦
人員職章」之報名表到報名系統中。
（1）報名：請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 完成欲參賽所有項
目報名後，並送出網站報名資料（※請參考報名
注意事項）。
（2）回傳：網路報名完成後，於報名網頁列印紙本，紙本報
名表請蓋「學校官防」及「承辦人員職章」
，將紙
本以『彩色掃描』並回傳至報名系統（請於
104 年 10 月 23 日回傳紙本報名表至報名系統中，
以上傳時間為憑，逾期不受理）
。
（三）賽程公告日期:104 年 10 月 28 日
1、公告於「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請各參賽學校務必上網下載各
單項賽程。
※因參賽隊伍眾多，不開放調整賽程，煩請各參賽隊伍於報名備
註填寫賽程需求及原因，大會會依據需求作為安排賽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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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便當申請日期：10 月 29 日起至 11 月 4 日下午五點止。
1、本賽會於 104 年 11 月 22 日(星期日)比賽當日提供便當(11 月
21 日星期六，無提供便當)，為避免便當浪費，請有需午餐的
各參賽學校上網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競賽報名系統，供
餐資料確認處登記用餐人數，若無於期限內登記恕不提供便
當。
2、午餐請於比賽當日 11:00 後，請攜帶餐卷至本校思源樓一樓領
取該校便當，餐卷將放於每校參賽項目的資料袋中，餐卷以
「校」為單位發放。
※報名二項競賽以上之學校，其該校餐卷會放置於其中一項參賽
資料袋中（另行標註於袋上）。
（五）開幕典禮 11 月 22 日上午 10：30 於國立臺南大學中山館舉
行；當日各項賽程於 10：00 暫停比賽，各參賽單位請於 10：10
至中山館集合（參加舞龍項目競賽團隊請攜帶龍進場）。
104 學年度全國賽重要期程
104/09/21-104/10/21

報名時間

104/10/28

賽程公告

104/10/29-104/11/4

便當申請

104/11/21-104/11/22

比賽時間

104/11/22

10:30 開幕典禮

七、比賽地點：
1.踢毽競賽:國立臺南大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朝陽樓
（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 2 段 31 號）
2.其餘競賽:國立臺南大學（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二段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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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賽內容：

(一)項目
(二)學制

跳繩
國

小

國

中

高

(三)賽制

(四) 組 別

團體賽

混合組

雙人賽

男子組/女子組

個人賽

男子組/女子組

團體競速

男子組/女子組

個人競速

男子組/女子組

個人計次

男子組/女子組

中

大

專

九、比賽方式：

(一)團體賽
團體賽實施方式



參賽限制：可男女混合不分組，各學校限報名一隊。
比賽人數：依各隊表演效果所需，國小、國中組總人數為 10~12 人，高中、
大專組總人數為 6~10 人，但同時上場人數不限，以充份展現整
體舞臺效果。
 團體賽至少應有下列形式：交叉型迴旋配合跳、複合型迴旋配合跳、波浪
型迴旋配合跳、相繞型迴旋配合跳動作等自編動作。
比賽時間：7~8 分鐘﹝第一信號 7 分，第二信號 8 分﹞。
1.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5秒內者不扣分。
2.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扣5分。
3.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5秒內者扣10分。
4.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 分鐘以上者，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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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依據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100 年修定版規則
技術總分

藝術總分

實作總分

整體繩之技巧變化難度價值10分
整體身體動作難度要求10分
組合難度 10 分
結構編排20分：整體美、動作流暢、技巧變化
特別藝術特點加分10分：姿勢、動作優美最多加3分
創意性最多加3分 團隊合作默契動作最多加4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律、精神、態度及其
實作規定分別扣分，實作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
分，團體賽小失誤（其中單人動作失誤）每次扣0.5
分，中失誤（中繩失誤，外繩能繼續迴旋）每次扣1
分，大失誤（外繩失誤）每次扣2分。

30 分

30 分

40 分

(二) 雙人賽
雙人賽實施方式－依據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100 年修定版規則


參賽限制：男女分組比賽，各學校限報名 1-2 隊；每隊可報名正選 2 名及預
備選手 1 名。
 雙人賽至少應有異次異時異位之縱立、併立、方向變化、移位動作以及 2 人
2 繩等自編動作
 比賽時間：2 分-2 分 30 秒。﹝第一信號 2 分，第二信號 2 分 30 秒﹞。
1.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5秒內者不扣分。
2.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扣5分。
3.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5秒內者扣10分。

評分標準
技術總分

藝術總分

實作總分

整體繩之技巧變化難度價值10分
整體身體動作難度要求10分
組合難度 10 分
結構編排20分：整體美、動作流暢、技巧變化
特別藝術特點加分10分：姿勢、動作優美最多加3分
創意性最多加3分 團隊合作默契動作最多加4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律、精神、態度及其實
作規定分別扣分，實作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分，
雙人賽每次失誤扣1分。

30 分

30 分

40 分

(三)個人賽

個人賽實施方式－依據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100 年修定版規則




參賽限制：男女分組，每組各學校限報名 1-2 隊。
個人賽至少應有前迴旋、後迴旋、空迴旋、軸心迴旋跳、螺旋迴旋跳、一跳
二迴旋、交叉迴旋、開叉一跳二迴旋、移位、方向變化等自編動作。
比賽時間：1 分 30 秒~2 分鐘﹝第一信號 1 分 30 秒，第二信號 2 分﹞。
1.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5秒內者不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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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扣5分。
3.時間不足或超逾規定時間 15 秒內者扣 10 分。

評分標準
整體繩之技巧變化難度價值10分
技術總分 整體身體動作難度要求10分
組合難度 10 分
結構編排20分：整體美、動作流暢、技巧變化
藝術總分 特別藝術特點加分10分：姿勢、動作優美最多加3分
創意性最多加3分 團隊合作默契動作最多加4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律、精神、態度及其
實作總分 實作規定分別扣分，實作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
分，單人賽每次失誤扣1分。

30 分

30 分

40 分

(四-1) 團體競速賽(計次賽)-限時計次
團體「限時計次賽」實施方式




參賽限制：男女分組，女生可參加男生組，男生不可參加女生組，各學校限
報名 1 隊。
比賽人數：上場比賽正式選手為 8 人，預備選手 2 人，共可報名 10 人
比賽時間：1 分鐘。

評分標準










限時 1 分鐘，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令方式，「各就位、預備、開
始」。
使用一條長繩，以定點跳繩由 2 人掌繩，做一字型迴旋，6 人同時在迴旋繩
中跳躍。
以一定時間內連續跳躍累計之次數來判定勝負或名次。
以 6 人同時成功起跳，開始計算第一下。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
每次比賽時須全隊一起喊出跳過之次數，以便計算次數，更能增進團隊默契
（未喊出聲或出聲太小經裁判兩次提醒仍未改善者，成績次數以八折計
算）。
起跳或比賽中踩繩、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該次不予採計。
比賽時間內，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得重新開始起跳，採累加計次方
式。
團體計次成績以特優、優等、甲等成績計算，國小和國中團體次數：特優成
績 135 次或者 135 以上、優等 110 至 134 次之間、甲等 100 至 109 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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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個人競速賽(計次賽)-限時計次
個人開叉跳一迴旋「限時計次賽」實施方式



參賽限制：男女分組，每組各學校限報名 2 隊，（參加全國體委盃或全民運
動會獲得前六名者，不得報名參加）。
比賽人數：上場比賽正式選手為 1 人。

評分標準



限時 1 分鐘計次賽，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令方式，「各就位、預
備、開始。」
個人開叉跳成績以特優、優等、甲等成績計算，國小組：特優 75 次或以
上、優等 51 至 74 次之間、甲等 40 次至 50 次之間。國中組：特優 91 次或
以上、優等 81 至 90 次之間、甲等 65 至 80 次之間。大專、高中組：優等
75 次或以上、優等 56 至 74 次之間、甲等 45 次至 55 次。

(六-1)個人二迴旋賽(計次賽)-限時計次
個人「限時計次賽」實施方式



參賽限制：男女分組，每組各學校限報名 2 隊。
比賽人數：上場比賽正式選手為 1 人。

評分標準






限時 30 秒計次賽，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令方式，「各就位、預備、
開始。」
以一定時間內連續跳躍累計之次數來判定勝負或名次。
起跳或比賽中踩繩、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該次不予採計。
比賽時間內，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得重新開始起跳，採累加計次方
式。
個人二迴旋成績以特優、優等、甲等成績計算，國小組：特優 65 次或以
上、優等 56 至 64 次之間、甲等 45 至 55 次之間。
國中、高中、大專組：特優 75 次或以上、優等 60 至 69 次之間、甲等 55 至
59 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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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單項競賽規則、參賽訊息及公告事項請上「民俗體育教學資源
網」（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閱覽，如有疑問請來電
或留言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留言討論區中:
（一）聯絡單位：國立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二）聯絡電話：06-2133111#575
06-2148642(無人接聽時將轉為語音答錄)
（三）留言板討論區
（http://custom.nutn.edu.tw/index.php?inter_url=discuss）

十一、獎勵：
（一）獎勵辦法
1.所有賽制：獲得特優、優等、甲等團隊，每位選手頒予教育部獎狀
乙紙。
2.指導證明：各項各組參照本競賽之敘獎規定頒予指導老師大會
(國立臺南大學)獎狀乙紙。
(二)敘獎規定：
1.個人賽、雙人賽、團體賽制評分 90 分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
名)，85 分以上者為優等(視同第二名)，80 分以上者為甲等(視同第
三名)。
2.團體競速賽等弟判定方式次數 135 次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
名)，110 至 134 次之間者為優等(視同第二名)，100 至 109 次之間者
為甲等(視為第三名)
3.個人競速賽等弟判定方式
(1)個人開叉跳一迴旋
國小組次數 75 次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名)，51 至 74 次之間者為
優等(視同第二名)，50 次者為甲等(視同第三名)；國中組次數 91 次
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名)，81 至 90 之間者為優等(視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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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65 至 80 次之間者為甲等(視同第三名)；高中、大專組次數 75
次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名)，56 至 74 次之間者為優等(視同第二
名)，45 至 55 次之間者為甲等(視同第三名)。
(2)個人二迴旋賽
國小組次數：65 次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名)，56 至 64 次之間者
為優等(視同第二名)，45 至 55 次之間者為甲等(視同第三名)；國
中、高中、大專次數 75 次或以上者為特優(視同第一名)，60 至 69 次
之間者為優等(視同第二名)，55 至 59 次之間者為甲等(視同第三
名)。
※團體賽制：四人以上（含四人）之團體隊伍皆屬之。
※最後實得分數小數點後無條件捨去。
（三）本年度獎狀（教育部、國立臺南大學），將採事後寄發，參賽學
校報名時請填寫正確收件地址（學校地址）及收件人（學校聯
絡人）
，以利獎狀寄發事宜。

十二、申訴：
（一）賽程中若發生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
為終決。
（二）提出申訴時，應由領隊或學校代表簽字蓋章，並以書面向大
會提出，由審判委員會開會討論並做成決議。
（三）若賽程發生爭議，當場以口頭申訴外，仍須依照前項規定，
於該項成績宣布後三十分鐘之內，正式提出書面申訴，否
則不予以受理。
（四）各項比賽進行中，各領隊、指導教師及選手，不得當場質詢
裁判，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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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則：
（一）參賽者請攜帶證明文件（學生請攜帶學生證或相關在學證明
書、證明文件），以備檢查。
（二）大會於各比賽會場提供 CD 播放器以供音樂播放，為免因挑片
問題或突發狀況無法完整播放而引起爭議，各參賽單位可自
行準備播音器材。
（三）本賽會為達推廣之效，開放各單位公開攝錄影；唯所攝錄影像
僅限教育用途；嚴禁商業用途，違者需自負法律責任。
（四）大會攝錄之影像、照片，參賽者需無條件提供大會使用於宣
傳、文宣、供教育訓練等用途；而各隊伍所使用之音樂版權
問題由各參賽選手及單位自行負責。
（五）本項賽事大會依規定投保「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各位參賽
學校單位請自行為參賽隊職員另行投保個人意外險。
（六）參賽隊伍必須另填「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師資團隊資料庫
後，使得參與競賽；以提供各界查詢、下載、分析各地團隊
特色之資料，期維護民俗體育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發揚。
（七）大會賽程期間，如有違背運動精神、不正當之行為（如：冒名
頂替、資格不符…等），或不服從裁判等情形；經查明屬實
者，除立即取消比賽資格，並公佈違規選手姓名及所屬學校
單位，其領隊、指導及管理人員應負相關之行政責任，並報
請其所屬縣市教育局（處）議處。

十四、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於「民俗體育教學
資源網」公告之（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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