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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章程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主辦單位 

台灣地板滾球運動聯盟 

 

協辦單位 

黎明多元運動行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贊助單位 

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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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場地（註：時間暫定，將視報名狀況，另行公告報到時間） 

台北場 
2022 年 09 月 07 日（三） 

09:00 - 16:00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2 樓綜合球場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55 號） 

台中場 
2022 年 09 月 17 日（六） 

09:00 - 16:00 

台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3 樓籃球場 

（台中市西屯區朝貴路 199 號） 

 

競賽組別  

競賽 

組別 
建議參與對象 說明 

每場次報名

組數上限 

樂齡組 
可自由行動之長輩，如安養型或

居家長輩 

場上 3 人皆需年滿 60 歲

以上 
24 隊 

同樂組 親子、祖孫或工作人員共同參與 
場上 3人中需至少 1位年

滿 60 歲以上，其餘不限 
24 隊 

 

說明： 

1. 本賽事以參與聯盟樂齡地板滾球推廣計畫之長輩為主要對象，賽事屬聯誼性質，持

有地板滾球分級卡者請勿報名此賽事，建議另行報名參與聯盟「2022 台灣地板滾球

運動邀請賽（預計 12 月辦理）」。 

2. 各組別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各單位總數以報名 4 隊為原則，視最後報名

狀況，本會將另行開放報名隊數，同單位請自行編號 A 隊、B 隊、C 隊、D隊，以

此類推。 

3. 每位選手以報名一隊為限，不得重複報名。 

 

參賽辦法  

 報名方式： 

1. 至聯盟網站（http://www.bocciataiwan.org）下載報名表及個人資料使用同

意書（每隊 1 份，凡參賽者皆需本人簽章） 

2. 填妥、簽章後擇一方式回傳聯盟： 

(1) 掃描或拍照後 E-mail 至 bocciataiwan@gmail.com 

(2) 傳真 02-8192727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五）24：00 止，或額滿為止。 

http://www.bocciataiwan.org/
mailto:boccia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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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用：免費 

 

比賽制度 依照報名人數訂之，並於比賽當天公佈。 

 

競賽規則 

 比賽場地： 

 

1. 本次賽事場地規劃如上圖，場地大小：4 公尺 * 10 公尺。 

2. 投擲區將區分為紅隊及藍隊二區，每隊投擲區將有三張椅子，選手可於投擲區

內自行安排投擲的位置。 

 

 比賽規則簡介 

1. 比賽以團體賽方式進行，每隊 3 位隊員。 

2. 每隊有 6 顆紅球或 6 顆藍球（每人有 2 顆紅球或 2 顆藍球）。 

3. 每隊將有一位隊長，負責指示該隊選手投擲。 

4. 單數局 

(1) 由紅隊自行指派 1 人先投擲白球並投擲第一顆紅球。 

(2) 由藍隊投擲第一顆藍球。 

(3) 由距離白球較遠的那一隊繼續投擲。 

5. 雙數局 

(1) 由藍隊自行指派 1 人先投擲白球並投擲第一顆藍球。 

(2) 由紅隊投擲第一顆紅球。 

(3) 由距離白球較遠的那一隊繼續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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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色球投擲完畢則一局結束。 

7. 比賽共計 4 局，每局得分加總，由得分較高的一隊獲勝。 

 

 注意事項： 

1. 椅子 / 輪椅可在投擲區任意移動，但不得壓線或超線。 

2. 選手投擲時必須坐在椅子 / 輪椅上，臀部不得離開椅子。 

以上犯規情形，裁判將判撤球及罰球，其他犯規情形請參考網站公告之最新地板滾

球規則（https://www.bocciataiwan.org/dtc_01.php），並以該場裁判及裁判長

之判決為最終決。 

 

活動流程（時間暫定，將視報名狀況，將於賽前另行公告時間） 

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地板滾球比賽 

10:00-10:30 開幕典禮 

10:30-12:30 地板滾球比賽 

12:30-13:30 午餐 及 休息時間 

13:30-15:30 地板滾球比賽 

15:30-16:00 閉幕典禮暨頒獎典禮 

 

器材設備 

 比賽用球：地板滾球標準用球 （由本會統一提供，得使用個人 / 單位球具，但大

會保留抽檢權利） 

 

獎勵辦法 

 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牌 / 獎狀以茲鼓勵，主辦單位得視情況增減相關鼓勵性質獎項 

 

餐點 

 配合中心用餐規定，中餐請於指定區域用餐，大會提供每位選手、陪同者每人一份

便當或餐盒，當天依實際報到人數至服務台登記。 

 如有特殊需求者，請於報名表備註。 

https://www.bocciataiwan.org/dtc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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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55 號） 

 

地圖：https://goo.gl/maps/nYe5uitvXGAfhrXy9 

交通資訊： 

http://www.scsports.com.tw/?page_id=954 

 

 

 

  

 

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朝貴路 199 號） 

 

地圖：https://goo.gl/maps/19SZN97gEtaDAjq27 

交通資訊：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附則 

 競賽組別本會可視最後報名狀況調整組別及賽程，將於賽前另行通知報名單位 

 本競賽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實施 

 

防疫注意事項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肺炎）疫情，請配合以下注意事項 

 參與者及陪同者皆需於報名表中填寫姓名，未填寫者賽事當天將不予進場，另配合

室內人數限制，陪同者請以最少人數進場。 

 入場時請配合量測體溫並進行手部消毒，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在家休養。 

 除飲水外，請全程配戴口罩，也請盡量保持社交距離。 

https://goo.gl/maps/nYe5uitvXGAfhrXy9
http://www.scsports.com.tw/?page_id=954
https://goo.gl/maps/19SZN97gEtaDAjq27
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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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或因應疫情變化，將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北市、

台中市政府及三重、朝馬運動中心之規定辦理，相關注意事項將於行前通知中說明。 

 

活動聯絡人 

賴志偉、林恬 

02-25239240 / 0919-264261 

https://www.bocciataiwan.org 

bocciataiwan@gmail.com 

https://www.bocciataiwan.org/dtc_01.php
mailto:bocciataiw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