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全民運動會臺南市柔術項目徵召辦法
一、 依據 109 年 4 月 20 日南市體處全字第 1090452242 號函辦理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體育總會
三、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柔術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處
五、 組別：1.男子組、2.女子組。
六、 徵召項目：依據國際柔術聯盟競賽規則、109 年全民運動會柔術所舉辦項目：共分對
打、寢技、男子雙人演武及格鬥柔術等四項，各項分級如下：
(一)對打(Fighting)男子組：
1. -56 公斤級：56.00 公斤以下
2. -62 公斤級：56.00
3. -69 公斤級：62.00
4. -77 公斤級：69.00
5. -85 公斤級：77.00
6. -94 公斤級：85.00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62.00 公斤
-69.00 公斤
-77.00 公斤
-85.00 公斤
-94.00 公斤

7. +94 公斤級：94.00 公斤以上
(二)對打(Fighting)女子組：
1. -45 公斤級：45.00 公斤以下
2. -48 公斤級：45.00 公斤 -48.00 公斤
3. -52 公斤級：48.00 公斤 -52.00 公斤
4. -57 公斤級：52.00 公斤 -57.00 公斤
5. -63 公斤級：57.00 公斤 -63.00 公斤
6. -70 公斤級：63.00 公斤 -70.00 公斤
7. +70 公斤級：70.00 公斤以上
(三)寢技(Ne-Waza)男子組：
1. -56 公斤級：56.00 公斤以下
2. -62 公斤級：56.00 公斤 -62.00 公斤
3. -69 公斤級：62.00 公斤 -69.00 公斤
4. -77 公斤級：69.00 公斤 -77.00 公斤
5. -85 公斤級：77.00 公斤 -85.00 公斤
6. -94 公斤級：85.00 公斤 -94.00 公斤
7. +94 公斤級：94.00 公斤以上
(四)寢技(Ne-Waza)女子組：
1. -45 公斤級：45.00 公斤以下
2. -48 公斤級：45.00 公斤 -48.00 公斤
3. -52 公斤級：48.00 公斤 -52.00 公斤
4. -57 公斤級：52.00 公斤 -57.00 公斤
5. -63 公斤級：57.00 公斤 -63.00 公斤
6. -70 公斤級：63.00 公斤 -70.00 公斤
7. +70 公斤級：70.00 公斤以上

(五)雙人男子演武(Duo)組
(六)格鬥柔術((Contact)男子組：
1. -56 公斤級：56.00 公斤以下
2. -62 公斤級：56.00 公斤 -62.00 公斤
3. -69 公斤級：62.00 公斤 -69.00 公斤
4. -77 公斤級：69.00 公斤 -77.00 公斤
5. -85 公斤級：77.00 公斤 -85.00 公斤
6. -94 公斤級：85.00 公斤 -94.00 公斤
7. +94 公斤級：94.00 公斤以上
(七)格鬥柔術((Contact)女子組：
1. -45 公斤級：45.00 公斤以下
2. -48 公斤級：45.00
3. -52 公斤級：48.00
4. -57 公斤級：52.00
5. -63 公斤級：57.00
6. -70 公斤級：63.00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48.00 公斤
-52.00 公斤
-57.00 公斤
-63.00 公斤
-70.00 公斤

7. +70 公斤級：70.00 公斤以上
七、 參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於臺南市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者，且無遷出紀錄。其設籍期間計算以
全民會註冊截止日為準 （即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3 日以前設籍者）。
(二)年齡規定：
1.對打：需年滿 16 歲(民國 93 年 10 月 17 日【含】以前出生者)。
2.雙人演武：需年滿 17 歲(民國 94 年 10 月 17 日【含】以前出生者)。
3.寢技：需年滿 16 歲(民國 93 年 10 月 17 日【含】以前出生者)。
4.格鬥柔術：需年滿 16 歲(民國 93 年 10 月 17 日【含】以前出生者)。
5. 未滿 20 歲之選 手，報名時須請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同意參賽。
八、 選手人數：(依成績排名為選手)
1. 對打：每單位每級報名人數以 2 人為限，每人限參加 1 個量級。
2. 男子雙人演武：每單位每組報名人數以 2 人為限。
3. 寢技：每單位每級報名人數以 2 人為限，每人限參加 1 個量級。
4. 格鬥柔術：每單位每級報名人數以 2 人為限，每人限參加 1 個量級。
九、 代表教練：
1. 總教練由選訓委員會推薦曾經得過前三名者教練擔任。(107 年全民運動會男子組
柔術競賽教練，108 年 今源盃柔術錦標賽，108 年台灣巴西柔術錦標賽)
2. 助理教練由總教練推薦教練人選籌組教練團，但需經選訓委員會通過。
3.教練人員具備 C 級以上證照、.實際指導 6 個月以上。
代表隊領隊一職得由本會主任委員擔任，本會得代為代表隊申請臺南市政府之培訓
費、差旅費。報請臺南市體育處准允核備並申請補助經費，比賽期間差額、不足經
費本會自籌。

十、 徵召標準：優先徵召前兩年取得柔術比賽取得獎牌之選手參加代表隊。
林駿楓(108 年 今源盃-85kg 對打組 冠軍)、張余合(台灣巴西柔術錦標賽 2019 年 藍
帶道袍 Medium Heavy 級 金牌)、尤信貿(107 全民運動會男子組柔術寢技第一級榮獲
第五名)或由培訓委員會推荐優秀選手參加培訓，最終無須測驗經由培訓委員及教練
選出代表隊人選名單，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核彙整通過。
十一、 選手名單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彙整通過，並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方可成為代表隊
選手。
十二、

本徵召案經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