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1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技術手冊………………………12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裁判名單………………………14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賽程表及須知…………………15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項目職隊員號碼對照表………16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項目場地配置圖………………19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鋸木項目交通指引圖………………20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 

教育部 109 年 3 月 20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9841 號書函核定 

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4890 號函修正 

教育部 109 年 8 月 14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7044 號函修正 

第 一 條  宗       旨：發展原住民體育，提升原住民體能，鼓勵原住民積極參與運動，提供原

住民切磋、觀摩學習與傳承原住民文化。 

第 二 條  主 辦 機 關：教育部。 

第 三 條  承 辦 機 關：宜蘭縣政府。 

第 四 條  協 辦 單 位：宜蘭縣議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奧林匹克

委員會、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

華民國射箭協會、中華民國摔角協會、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中華民

國角力協會、中華民國槌球協會、宜蘭縣體育會。 

第 五 條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簡稱原民運)，訂於中華民國110

年3月20日(星期六)至3月22日(星期一)計3日，在宜蘭縣舉行(另視各縣

市實際報名狀況、本賽事賽程及活動規劃情形，得延長舉辦會期1日)(各

競賽種類視報名參賽隊數，賽程得提前比賽)。 

第 六 條  參賽單位：直轄市、臺灣省各縣（市）、福建省金門縣及連江縣。 

第 七 條  參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且以原住民身分在其代表縣市設籍連續滿6個

月以上者（即民國109年9月20日前設籍），均可代表該單位參賽。 

（二）凡設籍未達6個月者，仍可代表原設籍單位參賽。 

（三）報名時應繳交新式戶口名簿或由報名單位開立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備註欄不可

空白，新式戶口名簿應於註冊截止日前一個月，即為109年11月15日以後申請才

有效。 

二、年齡規定： 

（一）參加公開組選手：限民國94年8月31日前出生者。 

（二）參加青少年組選手：限民國94年9月1日至97年8月31日出生者。 

（三）參加少年組選手：限民國97年9月1日至99年8月31日出生者。 

（四）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三、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由參賽單位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 

四、參賽選手應由參賽單位遴選，取得參賽資格，未滿20歲（90年3月20日以後出生者）之

選手，報名時須由家長（監護人）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

（如附件一），但未滿20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 

五、參賽選手如具學生身分時，應由參賽單位行文通知各參賽選手之就讀學校。 

第 八 條  競賽種類與分組： 

一、原住民族擅長之競賽種類： 

（一）田徑：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二）柔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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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跆拳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子組、公開

女子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四）籃球：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五）棒球：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六）角力：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七）慢速壘球：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八）槌球：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二、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體育活動： 

（一）傳統射箭：少年男女混合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二）傳統樂舞：少年男女混合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三）傳統路跑：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

組、公開女子組。 

（四）傳統負重：公開男女混合組。 

（五）傳統摔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六）傳統鋸木：公開男女混合組。 

（七）傳統狩獵：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八）傳統擲矛：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九）傳統拔河：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子組、公

開女子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第 九 條  各組競賽種類及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各組競賽種類及項目報名須達3隊（人）（含）以上，且分屬不同單位，未達3隊（人）

時不舉行比賽（不辦理表演賽）。 

各競賽種類及項目各參賽單位報名人數及規定訂於各單項技術手冊。 

第 十 條  競賽秩序： 

一、各競賽種類競賽賽程，由籌備處競賽群競賽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規定

編排之。 

二、各競賽種類競賽賽程，一經排定公布，非經籌備處競賽群競賽組及裁判長同意，不得

變更或調整。 

三、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經註冊務須出場，不得任意棄權。 

四、參加比賽時應攜帶籌備處競賽群資訊組製發之職隊員證，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第 十一 條  單位組成規定： 

一、各參賽單位應組織代表團與會，其組織成員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單位代表團隊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理、

副總管理、總教練、副總教練、醫護人員及幹事等。 

（二）各單位代表團隊本部職員人數規定如下： 

1.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50人（含）以下時，至多得設職員6人。 

2.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51人至100人之間時，至多得設職員8人。 

3. 註冊選手總人數在101人（含）以上時，每增加選手滿50人，得增設職員1人。 

（三）各單位註冊參加各單項競賽種類之選手人數，在20人（含）以上，得設領隊1人、

教練2人、管理1人；選手人數在12人至19人時，得設領隊、教練、管理各1人；

選手人數在6人至11人時，得設領隊1人、教練兼管理1人；選手人數在5人（含）

2



 

以下時，得設領隊兼教練1人。 

二、參賽種類規定： 

（一）參賽種類規定：參賽選手每人無跨競賽種類限制（不得以此要求調整或變更賽

程），各競賽種類每位選手限參加1組，參賽項目以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為

限。 

（二）線上註冊說明會：訂於109年8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時假宜蘭縣教育網路資源

中心（260宜蘭縣宜蘭市樹人路37號）宜蘭國民中學校區內。 

（三）參 賽 單 位 應 於 規 定 時 間 內 辦 理 註 冊 ， 採 網 際 網 路 方 式 ， 網 址 ：

http://110sport.ilc.edu.tw，網路註冊日期：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至109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註冊資料於註冊日截止後不得增刪或替

換。 

（四）網路線上註冊帳號及密碼，於說明會時統一發給，請務必妥善保存，該帳號及密

碼僅適用登入及修改該單位之職員與選手註冊資料。 

（五）各單位完成網路註冊後，須將註冊表件列印，經核對無誤後（表件上手改資料無

效）由參賽單位於表件上用印核章，連同「縣市隊本部暨組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

書」(附件二)、「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依網路格式填寫，由

選手親自簽名）及新式戶口名簿或由報名單位開立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備註欄

不可空白，新式戶口名簿應於註冊截止日前一個月，即為109年11月15日以後申

請才有效，於109年12月18日（星期五）前寄送(以郵戳為憑)或親送至宜蘭縣五

結鄉學進國民小學（268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三段151號）「中華民國110年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競賽群競賽組」收，始完成註冊手續，大會依此註冊表件

資料為最終依據。 

（六）各參賽單位隊職員註冊時，應依網路報名系統規定辦理，並上傳二吋彩色半身照

片電子檔，俾供大會製發職員證及選手證。未繳檔案者不得報名。 

三、資格審查及會議： 

（一）資格審查：109年12月21日（星期一）至109年12月28日（星期一）。各單位註冊

資料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大會競賽群競賽組將公告於大會網站上供參閱。 

（二）資格審查會議：110年1月4日（星期一）上午10時假宜蘭縣立體育館大廳（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755號）舉行。各單位資料經審查資格不符者，應於上

午10時會議前補齊，逾期者大會得主動刪除，並通知註冊參賽單位，各單位不得

異議。 

四、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賽程抽籤：訂於110年1月4日（星期一）下午2時起在宜蘭縣立體育館大廳（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755號）舉行。請各單位派員出席抽籤，未到場者由大

會競賽組代抽，各單位不得異議。 

（二）單位報到：訂於110年3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時至12時於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

民小學（265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00號）辦理報到，並領取有關資料。 

（三）總領隊會議：訂於110年3月19日（星期五）下午1時在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

學（265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00號）舉行。 

（四）各競賽種類裁判長報到及會議：訂於110年3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時在宜蘭縣

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265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00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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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依各競賽種類單項技術手冊訂定時間、地點舉行。 

（六）各競賽種類裁判報到及裁判會議：依各競賽種類單項技術手冊訂定時間、地點舉

行。 

（七）有關會議如各競賽種類單項技術手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八）各競賽種類賽程倘有提前進行比賽時，有關報到日期、地點、秩序冊、職隊員證、

號碼布等資訊及物品領取，將另案通知或請參閱大會網站。 

（九）開幕典禮訂於110年3月19日(星期五)晚上在宜蘭縣「羅東文化二館」（265宜蘭

縣羅東鎮純精路一段96號）舉行；閉幕典禮訂於110年3月22日(星期一)下午舉

行，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布。 

（十）各縣市隊本部設於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265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00

號）。 

五、參加競賽所需經費，由參賽單位自理。 

第 十二 條  獎勵： 

一、單位團體獎： 

（一）競賽總錦標：取前6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二）各競賽種類各組錦標：取前3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二、選手個人獎：按報名參賽隊（人）數之錄取名次規定，依下列方式頒發選手個人獎。

前3名頒發獎牌乙面、獎狀乙紙；4至6名頒給獎狀乙紙。 

三、錄取名次與積分： 

（一）錄取名次：實際參賽達8隊（人）以上時取6名；實際參賽達7隊（人）時取5名；

實際參賽達6隊（人）時取4名；實際參賽達5隊（人）時取3名；實際參賽達4隊

（人）時取2名；實際參賽達3隊（人）時取1名；實際參賽未達3隊（人）時取消

比賽。以上實際達參賽隊（人）數之計算，以實際下場出賽隊（人）數為準。 

（二）積分： 

1. 取6名時：第1名得7分；第2名得5分；第3名得4分；第4名得3分；第5名得2分；

第6名得1分。 

2. 取5名時：第1名得6分；第2名得4分；第3名得3分；第4名得2分；第5名得1分。 

3. 取4名時：第1名得5分；第2名得3分；第3名得2分；第4名得1分。 

4. 取3名時：第1名得4分；第2名得2分；第3名得1分。 

5. 取2名時：第1名得3分；第2名得1分。 

6. 取1名時：第1名得2分。 

註：遇名次並列時，以該名次及所佔名額之名次應得之分數均分之。 

 (三)競賽總錦標： 

1. 依參賽單位參加各競賽種類各組所獲得之錦標名次換算積分數（第1名得4分；

第2名得2分；第3名得1分），加總各競賽種類各組之總積分，其中原住民族擅

長之競賽種類－田徑、柔道、跆拳道、籃球、棒球、角力、慢速壘球、槌球等

8種積分，以2倍計算，頒發總積分最佳之前6單位獎盃乙座。 

2. 總積分相同時，以獲各競賽種類各組積分第1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至第3

名止；如積分仍相同時，以獲項目第1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至第6名止；

如積分仍相同時，其名次並列。 

          (四)各競賽種類各組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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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參賽單位於該競賽種類中所獲得之各項目名次換算之積分數，頒發前3名之單

位獎盃乙座。 

2. 積分相同時，以獲項目第1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至第6名止；如積分仍相

同時，其名次並列。 

(五)競賽錦標（各競賽種類各組取3名）： 

1. 田徑：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2. 柔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3. 跆拳道：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子組、公

開女子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4. 籃球：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5. 棒球：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6. 角力：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7. 慢速壘球：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8. 槌球：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9. 傳統射箭：少年男女混合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10. 傳統樂舞：少年男女混合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11. 傳統路跑：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公開

男子組、公開女子組。 

12. 傳統負重：公開男女混合組。 

13. 傳統摔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14. 傳統鋸木：公開男女混合組。 

15. 傳統狩獵：青少年男子組、公開男子組。 

16. 傳統擲矛：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17. 傳統拔河：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女混合組、公開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公開男女混合組。 

第 十三 條  申訴： 

一、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

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如

附件二）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

練簽名，向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 

二、 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於賽前提出書面(如附件三)申訴，未依規

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向該競賽種類裁

判長正式提出。 

三、 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

保證金。 

第 十四 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該競賽種類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第 十五 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

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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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之參賽

資格，但判決之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代表團暨代表隊職員於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對裁判員有不正當行為致

延誤或妨礙比賽等)時，除各有關審判(仲裁)委員會當場給予職隊員停賽處分外，按下

列罰則處分之： 

（一）選手毆打裁判員： 

1. 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且由當屆承辦機關報請主辦機關核准取

消該縣市參加下屆該競賽種類之比賽權利。同時，該隊之選手及其教練亦按個

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2. 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選手參加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任何競賽種類之比賽。 

3. 除以上罰則外，提請當屆競賽委員會決議後，將該選手及教練違規之情事，轉

請相關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縣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 

1. 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職員擔任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任何競賽種類之職員或選手。 

2. 情節嚴重者，由當屆承辦機關報請主辦機關核准取消該縣市參加下屆該競賽種

類之比賽。 

3. 除以上罰則外，提請當屆競賽委員會決議後，將該職員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

縣市政府及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三）選手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 經裁判員或審判(仲裁)委員當場勸導無效，並經裁定後，除技術手冊另有規定

外，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 情節嚴重者，由當屆承辦機關報請主辦機關核准取消該縣市參加下屆該競賽種

類之比賽權利。 

四、具學生或教職員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當屆承辦機關函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議處。 

五、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裁判員擔

任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之裁判員，並轉請相關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依規定處分之。 

六、已註冊之選手，凡經舉發被判處禁賽，而尚未解除禁賽處分者，不得出場比賽，代表

隊其他職員亦同。 

七、選手證照片與本人不符時，除大會疏失之外，應取消比賽資格。 

八、選手或團隊無故棄權，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由該競賽種類審判(仲裁)委員會議

議決屬實者，由當屆承辦機關報請主辦機關核准取消其參加下屆比賽之權利，並取消

其已獲得之名次。 

九、職員不得兼任本單位以外縣市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其他縣市之職員，否則取消其

所兼職員資格。 

十、審判(仲裁)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等不得兼任各代表隊之

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參賽單位團本部職員，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第 十六 條 各競賽種類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須經各競賽種類裁判長裁定停止比賽，否則仍需照

常進行，如遇空襲應於解除警報半小時內繼續比賽，原時間比賽之成績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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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本競賽規程經運動競賽審查會審議通過，並函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一、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二、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縣市隊本部暨組隊單位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三、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競賽事項申訴書。 

四、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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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認

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之證明已留存備查 

代表單位： 

姓    名： 

性    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種類： 

參賽組別： □少年組  □青少年組  □公開組 

教練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未滿 20 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一、填寫保證書時，敬請先詳閱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

定。 

二、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三、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教練簽名；未滿 20 歲者，必須取得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同意，但未滿 20 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最後由各縣市政府承辦單位校對後核章。 

四、保證書後應附參賽選手新式戶口名簿或報名單位開立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備註欄不可空

白，新式戶口名簿應於註冊截止日前一個月，即為 109 年 11 月 15 日以後申請才有效。 

五、請各縣市依照競賽種類及組別分別裝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 

六、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  

縣市承辦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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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縣市隊本部暨組隊單位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宜蘭縣政府(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會)（以下簡稱110年原民運籌

備會）依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報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 機構名稱：宜蘭縣政府(中華民國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會)。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簡稱110年原民運)提供得標廠商相關證件製作、保險、代金發放等事宜。 

三、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直接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核資料而取得個人資料。 

四、 個人資料之類別： 

110年原民運籌備會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分為：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移民情形之居留證、學校紀錄、資格或紀錄等

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

資訊等。 

五、 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110年原民運成績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至賽會結束一個月

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登記註冊報名人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3.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宜蘭縣政府(110年原民運籌備會)本身外，尚包括110年原民運籌備會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

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建置小組(國立中正大學-體育運動研究發展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宜蘭政府教育網路中心、相關

證件製作之得標廠商、保險之得標廠商、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詳細名單名稱或如有新增，將於110年原民運網站 （http://110sport.ilc.edu.tw）

公告。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110年原民運籌備會提供得標廠商製作相關證件(隊職員證、選手證等)、保險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成績紀錄提供

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建置小組( 國立中正大學-體育運動研究發展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登錄。 

六、 登記註冊報名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 

七、 登記註冊報名人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得以書面、

傳真、電話等方式與110年原民運籌備會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 110年原民運籌備會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登記註冊報名人向110年原民運籌備會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

礙110年原民運籌備會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110年原民運籌備會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110年原民運籌備會得繼續

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十、 登記註冊報名人拒絕110年原民運籌備會蒐集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登記註冊報名，進而無法參加本次賽會。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

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立同意人】 

姓    名：                   （親自簽名） 

代表單位：                      

種    類：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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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仲裁)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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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競賽種類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競賽組判決  

 

 

競賽紀錄組 組長：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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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鋸木 技術手冊  

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4890 號函核定 

壹、協辦運動組織 

宜蘭縣體育會 

理事長：蔡岡志 

總幹事：劉錫鑫 

電  話：03-9254024 

傳  真：03-9251534 

會  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地下室) 

貳、競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 110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 

二、比賽地點：宜蘭縣大同鄉大同綜合運動場（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 38

號）。 

三、比賽分組：公開男女混合組（男女各 6 名）。 

四、戶籍規定：依競賽規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五、年齡規定：公開男女混合組：限 94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 

六、註冊人數：每縣市限註冊 1 隊、每隊限註冊選手 20 名（男、女各 10

名）。 

七、比賽制度：團體計時賽。 

八、比賽規則 

（一）比賽採女男交叉接力賽：單數棒女選手、雙數棒男選手。採計時決

賽方式進行，成績採計至百分秒數，時間少者為勝，秒數相同者名次

並列。 

（二）比賽交棒距離：20 公尺。 

（三）進行方式：由大會提供約直徑 20cm 正方型木塊，每隊 12 人排於

起跑點後方，聞令後第 1 位選手持接力棒向前跑至 10 公尺木材處，

使用大會準備之鋸子，於木材上依據大會劃訂 12 等份，由劃定的第

1 格鋸下一小段，完成後將鋸子放回原處，持接力棒跑回起跑點，再

將接力棒傳給第 2 位選手，依序進行鋸木比賽，至第 12 位選手將木

材鋸成 13 塊為止，跑回起點後始完成比賽。 

（四）每一單位由大會提供鋸子 5 支，鋸木時請愛惜鋸子，做正確使用，

若不甚折斷 1 支鋸子時，則增加比賽時間 60 秒，若 5 支鋸子如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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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斷或因選手受傷無法完成比賽之單位，取消其比賽資格。 

（五）團隊 12 人應全部共同合力將木頭鋸切完成比賽，選手若中途棄賽

將不列入比賽成績。 

（六）比賽用具：正方型木塊、鋸子等用具由大會提供（抽籤決定鋸子編

號以示公平）。 

九、特別規定 

（一）任何情況下，唯有場上裁判員及裁判長有權暫停比賽。 

（二）規則無明文，則以審判委員會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三）若有受傷等狀況發生，由裁判員檢視確定無法繼續比賽時，應立即

將選手送往醫護中心處理，並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 

（四）選手不得無故請求比賽暫停。 

參、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宜蘭

縣體育會及大會競賽組共同負責各項執行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 人(含召集人)，召集人由宜蘭縣體育會遴

派，委員由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與宜蘭縣體育會會商

聘請，其中必須包括舉辦單位至少 1 人。 

（二）裁判人員：裁判長由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與宜蘭縣

體育會會商聘請，裁判員由宜蘭縣體育會就各直轄市（縣市）具有代

表性資格者中推薦，送籌備處審查聘任。 

三、獎勵：依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四、申訴：依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五、爭議處理：依競賽規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六、罰則：依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肆、會議 

一、技術會議：訂於 110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於宜蘭運動公

園體育館大廳（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舉行。 

二、裁判會議：訂於 110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於宜蘭運動公

園體育館大廳（260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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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鋸木 裁判名單 

裁 判 長 王進生     

審判委員 

兼召集人 
方惠明 

    

審判委員 王國華(兼) 李春雄(兼) 葉振文(兼) 嚴德財(兼)  

裁    判 王漢明 王熙培 周清標 洪明文 張明德 

 曹天強 陳光明 陳明哲 陳優民 彭實雄 

 曾錦堂 葉儒亮 鄭新福 蕭明俊 王國華 

 李春雄 葉振文 嚴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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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鋸木 賽程表及須知 

道次抽籤：110年 3月 19日（星期五）技術會議結束後。 

檢錄時間：110年 3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9時 30分 

競賽時間：110年 3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10時 

頒獎時間：110年 3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11時 00分 

 

【競賽規程補充說明】 

1.參加傳統鋸木之選手服裝，全隊之式樣與顏色必須一致。違犯者，如未能於

最後一次檢錄前改善，不准出場比賽。比賽中違犯，該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

格。跑鞋一律為平底運動鞋、不得有顆粒（拔釘後之釘鞋亦不可穿著），另

亦不可赤足參加比賽。 

2.比賽採女男交叉接力賽：單數棒女選手、雙數棒男選手。採計時決賽方式進 

行，成績採計至百分秒數，時間少者為勝，秒數相同者名次並列。 

3.比賽交棒距離：20 公尺(來回各 10 公尺)。 

4.進行方式：由大會提供每邊約 20cm 正方型木塊(長度約 130 公分)，每隊 12 人

排於起跑點後方，聞令後第 1 位選手持接力棒向前跑至 10 公尺木材處，使用

大會準備之鋸子，於木材上依據大會劃訂 12 等份，由劃定的第 1 格鋸下一小

段，完成後將鋸子放回原處，持接力棒跑回起跑點，再將接力棒傳給第 2 位

選手，需於接力區內完成傳接棒，若超出接力線(含踩線接棒)，每次加 10 秒。

依序進行鋸木比賽，至第 12 位選手將木材鋸成 12 小塊為止，跑回起點後始

完成比賽。 

5.每一單位由大會提供鋸子 5 支，鋸木時請愛惜鋸子，做正確使用，若不甚折斷

鋸子時，則每次增加比賽時間 60 秒，若 5 支鋸子如全數折斷或因選手受傷無

法完成比賽之單位，取消其比賽資格。 

6.團隊 12 人應全部共同依序接力將木頭鋸切完成比賽，選手若中途棄賽將不列

入比賽成績。 

7.不可戴手套進行比賽。每隊派一位選手(不可換人)至鋸木處壓扶木頭。 

8.請依據大會於木材上所畫之間距進行鋸木比賽，若鋸下之木塊過斜，超過至其    

  他間距範圍達 3 公分以上之小木塊則每塊加 20 秒。 

9.比賽用具：正方型木塊、鋸子等用具由大會提供（道次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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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傳統鋸木 項目職隊員號碼對照表 

公開男女混合組 

[1] 新北市 (1001~2008) 

  領隊：林誠福 教練：林慶勝 管理：何祥旺  

  1001 何新忠 1002 林誠忠 1003 張富吉 1004 張進雄 1005 莊昌勳 

  1006 陳政德 1007 黃登祿 1008 楊榮富 2001 林玉芬 2002 林新蘭 

  2003 林霞英 2004 莊美華 2005 陳美香 2006 陳美惠 2007 賴芸竹 

  2008 賴博英     

  

[2] 臺中市 (1009~2018)  

  領隊：林丕助 教練：周恆忠 管理：陳國忠   

  1009 古柏堅 1010 吳竑厲 1011 林正輝 1012 徐建雄 1013 章志帆 

  1014 黃博傑 1015 楊榮一 1016 趙新春 1017 謝建成 1018 羅可中 

  2009 田雅婷 2010 幸凱睿 2011 徐桂英 2012 張靜思 2013 章月珠 

  2014 廖葦寶 2015 賴淑娟 2016 簡雅琪 2017 羅而可 2018 羅香菇 

  

[3] 高雄市 (1019~2027)  

  領隊：謝英雄 教練：王耀英 管理：洪美玲   

  1019 江維明 1020 池海峰 1021 吳光宇 1022 杜駿昌 1023 柯文龍 

  1024 洪孝義 1025 洪孝龍 1026 范茂益 1027 曾志旭 2019 宋玉蓉 

  2020 林瑩欣 2021 金淑蘭 2022 高玉蘭 2023 張惠珍 2024 陳美蘭 

  2025 曾玉月 2026 謝貞妮 2027 顏金珠   

  

[4] 桃園市 (1028~2034)  

  領隊：陳榮光 教練：林志賢 管理：陳宗富梅   

  1028 吳哲進 1029 邱永福 1030 胡清光 1031 馬志強 1032 陳俊宏 

  1033 陳靜芳 1034 鍾阿亮 2028 胡雅玲 2029 馬麗娟 2030 張美惠 

  2031 賴聖蘭 2032 鍾秀英 2033 簡春菊 2034 羅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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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竹縣 (1035~2044)  

  領隊：田文卿 教練：林益凡 教練：王景濬 管理：劉俊欣  

  1035 王儀賢 1036 林 森 1037 范嘉昇 1038 風鄭杰 1039 黃瑋凰 

  1040 謝孝賢 1041 謝魁罡 1042 鍾仙龍 1043 羅少漢 1044 温家寶 

  2035 王采萱 2036 白 蘋 2037 吳宜珍 2038 林 琳 2039 風鄭伃絜 

  2040 許怡萍 2041 黃 潔 2042 楊頤彤 2043 蔣 珍 2044 羅可欣 

  

[6] 苗栗縣 (1045~2052)  

  領隊：羅春蓮 教練：葉君麗 管理：胡光蘭   

  1045 豆阿福 1046 風金華 1047 根世傳 1048 章正雄 1049 章振興 

  1050 章順平 1051 絲家倫 1052 潘順安 2045 朱美鳳 2046 阿蓮.嘿代 

  2047 風春華 2048 章潘三妹 2049 絲素香 2050 絲善書 2051 楓淑英 

  2052 潘風六妹     

  

[7] 嘉義縣 (1053~2062)  

  領隊：廖淑吟 教練：陽明堅 教練：杜美鈴 管理：羅雅文  

  1053 石耀祖 1054 汪士偉 1055 高志豪 1056 莊信然 1057 陳家和 

  1058 陳國偉 1059 陽明堅 1060 楊主恩 1061 楊懷恩 2053 安慧芳 

  2054 杜美鈴 2055 汪皓媛 2056 汪瑪麗 2057 武佩珍 2058 陳佩琪 

  2059 楊慧娟 2060 溫 琪 2061 羅雅芸 2062 羅碧玲  

  

[8] 屏東縣 (1062~2072)  

  領隊：周英傑 教練：石英妹 教練：施正順 管理：巴拉令.陸芙桑蔓 

  1062 孔金龍 1063 汪保華 1064 林茂成 1065 施正木 1066 施雅馴 

  1067 高源木 1068 高源春 1069 陳漢吉 1070 蔡光輝 1071 蕭世光 

  2063 尤秀琴 2064 王水珠 2065 施芊卉 2066 施雅婷 2067 高蔡美貴 

  2068 趙菊美 2069 蔡依蓉 2070 蔡林秀琴 2071 蔡美雪 2072 蔡瑞韓 

  

[9] 宜蘭縣 (1072~2078)  

  領隊：呂美花 教練：鄭天華    

  1072 江 帆 1073 江青山 1074 吳家祥 1075 吳夢傑 1076 鍾明通 

  1077 鍾 翔 2073 吳淑惠 2074 呂美花 2075 林念慈 2076 許鳳英 

  2077 潘瑩如 2078 賴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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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東縣 (1078~2088)  

  領隊：黃山平 教練：古金福 教練：陳建程 管理：王雪貞  

  1078 王育誠 1079 王國慶 1080 余光義 1081 余賢聖 1082 邱孝文 

  1083 邱孝誠 1084 邱忠義 1085 邱得恩 1086 馬樂可 1087 黃忠福 

  2079 王 玲 2080 余春香 2081 余桂花 2082 邱怡婷 2083 胡瑞娥 

  2084 馬美鳳 2085 楊安雅 2086 劉亞薰 2087 潘護玉 2088 鄭秀美 

 

[11] 國際隊  

Anita Timothy Nancy Fulu 

Makali'I Kelly 

Kelen 

柯凱莉 

Kina Jordan 
Agnes Nikoraa 

Naare 

Tealofa 

Haulapi 

侯泰帆 

Walter TEIAPA 

TEILAUEA 

Quamen Ezekiel 

Cain 
Terry George Jeita Kaya Peter 

Ilyas Ghifari Janine T. Tewid 
Kenley Kerbai 

Rudimch-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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