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全國教育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推展全民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二、 發展足球運動，提高足球技術水準，培養冒險進取精神。 

三、 結合各項政府及社會資源，永續辦理歷史悠久足球賽事。 

四、 透過教育人員球賽聯誼，推動學校足球專項技術提升。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六美國小 

四、 協辦單位：六腳鄉公所、六腳鄉代表會、六腳鄉農會、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民雄農工、新港國中、大崙國小、中林國小、中華民國

足球協會、嘉義縣足球委員會、六美國小家長會 

參、 比賽日期：107年 10月 27日(星期六)~10月 28日(星期日)。 

肆、 比賽地點： 

     嘉義縣六腳鄉六美國小（嘉義縣六腳鄉六斗村 31 號）  

伍、 參加對象 

(一) 行政首長組：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由轄區內教育局（處）人員

及各公私立大學、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現任校長及退休校長組成，

每縣市以參加 2 隊為限。 

(二) 教職員工組：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為單位，由轄區內各公私

立大學、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在職或退休教職員工組成，每縣市

以參加 2 隊為限。 

參賽資格：  

1. 各組限 16隊參加，以報名先後順序額滿截止。 

2. 每人以參加 1 組比賽為限。重複報名者，以最先出賽者為主。  

3. 退休教職員工資格認定以 107 年 8 月 1 日前退休者為限。 

4. 報名之退休校長、教職員工，應為各縣市轄區內公私立中等學校、國



 

民小學 退休之退休校長、教職員工。並以退休證之服務學校為準。 

5. 報名之參賽人員，應為各單位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含 依「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且符合 下列

規定者，皆得依分組及組隊方式報名參加。 

   （1）約聘僱、實習、代課、代理及服役中之教師（人員）均不得參加。    

   （2）教育局（處）借調人員限代表原服務學校。  

   （3）校長亦得代表所屬縣市或學校參加教職員工組。 

陸、 競賽辦法：詳競賽規程如附件一 

柒、 預期效益 

一、 舉辦運動活動，提供學生教師規律運動機會。 

二、 全面推廣足球運動並享受足球運動樂趣。 

三、 運動樂活自然融入縣民生活，六美國小運動場開放，預估運動使用人

口達 500人次以上。 

捌、 經費概算及來源：  

玖、 獎勵 

一、 依據競賽規程給予優勝隊伍獎盃。 

二、 大會工作人員依據嘉義縣教師獎勵辦法敘獎。 

拾、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07年全國教育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推展學校體育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發展足球運動，提高足球

技術水準，培養運動員冒險進取之精神，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培養

熱愛鄉土情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六美國小 

五、協辦單位：六腳鄉公所、六腳鄉代表會、六腳鄉農會、臺北市立大學、國

立民雄農工、新港國中、大崙國小、中林國小、六美國小家長會、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嘉義縣足球委員會、六美國小家長會 

六、參加對象及組別 

(一) 行政首長組：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由轄區內教育局（處）人員

及各公私立大學、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現任校長及退休校長組成，

每縣市以參加 2 隊為限。 

(二) 教職員工組：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為單位，由轄區內各公私

立大學、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在職或退休教職員工組成，每縣市

以參加 2 隊為限。 

參賽資格：  

1. 各組限 16隊參加，以報名先後順序額滿截止。 

2. 每人以參加 1 組比賽為限。重複報名者，以最先出賽者為主。  

3. 退休教職員工資格認定以 107 年 8 月 1 日前退休者為限。 

4. 報名之退休校長、教職員工，應為各縣市轄區內公私立中等學校、國

民小學 退休之退休校長、教職員工。並以退休證之服務學校為準。 

5. 報名之參賽人員，應為各單位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含 依「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且符合 下列

規定者，皆得依分組及組隊方式報名參加。 

   （1）約聘僱、實習、代課、代理及服役中之教師（人員）均不得參加。    

（2） 教育局（處）借調人員限代表原服務學校。  

      （3）校長亦得代表所屬縣市或學校參加教職員工組。 



 

七、報名須知： 

(一)每隊隊員最多 14 人，最少 5 人，職員 3 人(領隊、管理、教練各一人)。 

(二)每人限報名一組暨一隊，既經註冊，不得任意更改，重覆報名者取消該

球員參賽資格。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28 日止(以電腦報名登錄為準)。 

(四) 報名方法：請上嘉義縣體育競賽資訊系統 http://sport.cyc.edu.tw  

   報名。 

八、比賽日期：107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星期六～日 )共 2 天。 

九、比賽地點：嘉義縣六美國小（嘉義縣六腳鄉六斗村 31 號） 

十、比賽制度：視參加隊數由競賽組決定之。(原則上超過 6隊則先採分組預賽，

各分組再擇優參加決賽) 

十一、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時間及地點：107 年 10 月 3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假六美國小舉行，(時

間不另行通知) 

(二)各參賽球隊必須派代表準時出席，如未派代表參加者，由本會代抽籤

次，並對會中決議事項不得異議。 

(三)球員異動請於領隊會議時提出更正，會後不接受更改。 

(四)賽程於 10 月 12 日前公布於嘉義縣體育競賽資訊系統及嘉義縣教育資

訊網。 

十二、比賽細則： 

(一)採用中華足協編印最新五人制足球規則，並不得鏟球。                                                                                                                                                                                                                                                                                                                                                                                                                                                                                                                                                                                                                                                                                                                                                                                                                                                                                                                                                                                                                                                                                                                                                                                                                                                                                                                                                                                                                                                                                                                                                                                                                                                                                                                                                                                                                                                                                                                                                                                                                                                                                                                                                                                                                                                                                                                                                                                                                                                                                                                                                                                                                                                                                                                                                                                                                                                                                                                                                                                                                                                                                                                                                                 

(二)比賽時間：40 分鐘，中場休息 5 分鐘。 

(三)各隊請於比賽前 10 分鐘填妥出場比賽名單(如附件一)送交大會，比賽

時間前 3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預備，逾時 5 分鐘(以大會時鐘為準)未出

賽者即視同棄權，凡棄權球隊，一律取消繼續比賽及受獎資格，已賽

完之成績不予計算，無故棄權者並處以一年停賽處分。 

(四)出賽人員應帶服務證明，各隊於出賽前 10 分鐘將證件送到大會紀

錄台查驗，未能提出者，不得出賽，證件於比賽結束後領回。 

(五)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經查屬實則應判全隊棄權，即停止該球隊繼續

比賽資格，已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 

http://sport.cyc.edu.tw/


 

(六)比賽不得穿著鋁釘、金屬釘、活動釘等有金屬顆粒之類的球鞋出場比

賽；球衣應有背號(1～15 號)，其他有關球員裝備請詳見規則第四章。

為執行規則保護球員安全，各球員必須著長襪、護脛，凡未穿著長襪

及護脛者不得下場比賽。 

(七)參賽球隊必須攜帶兩套不同顏色球衣，賽程排在前者穿著深色球衣，

賽程排在後者穿著淺色球衣。兩隊球衣顏色相似，影響裁判執法時，

賽程排在後者著之球隊應更換球衣。 

(八)加時比賽球隊要求暫停 1分鐘期間不停錶。(列入比賽時間計算) 

(九)凡在比賽中，如累積二次黃牌(不同場)被警告之球員，應自動停賽一

場，又被黃牌警告時，則在次場再自動停賽一場。 

(十)凡在比賽中被裁判判罰出場之球員，在大會未處理前，應自動停賽一

場，又被黃牌警告時，則在次場再自動停賽一場。 

(十一)本比賽以裁判當場之判決為終決，除隊員資格或冒名頂替外，一概

不得提出抗議。球員之資格問題請於比賽前提出，比賽後不予受理。 

十三、名次判別： 

(一)循環賽： 

(1)勝隊得三分，和局各得一分，敗隊得零分，不加時賽。以積分多寡

判定之。 

(2)如兩隊積分相同時以勝隊為優；如兩隊比賽為和局，以罰球點球勝

者為優。 

(3)如兩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依序比較積分相同球隊之間勝負關係、勝

負球差、負球數少、勝球數多判別之，若又相同依序以該循環中

全部球隊勝負球差、勝球數判別之，如再相等則抽籤決定之。棄

權球隊之成績不列入以上判別方式計算 

(二)淘汰制： 

(1)預複賽、低年級男童組、低年級女童組及三、四名比賽如為和局，

不延長比賽，即以在罰球點踢球的方法分出勝負。 

(2)四強交叉準決賽及冠、亞軍比賽如為和局，應休息 5 分鐘後延長

10 分鐘繼續比賽，一半時間互換場地(中間不休息)，如在延長時間

內仍無勝負，則以在罰球點踢球的方法分出勝負。 



 

十四、獎勵： 

(一) 各組錄取名次由競賽組依視參加隊數由競賽組決定之。(原則上超過 6

隊則先採分組預賽，各分組再擇優參加決賽)，並頒發獎盃乙座。 

(二) 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辦

理敘獎，各工作組長嘉獎二次，其餘人員嘉獎一次。 

十五、申訴： 

本比賽除資格問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自行提出檢查外(賽後不受

理)，其他申訴事件，應於該場比賽後 20 分鐘內以書面提出(如附件三)，

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交由大會處理，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保證

金沒收，凡申訴案件以大會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 

十六、附則： 

(一) 比賽中發生球員資格問題時，對於有疑問之球員得透過競賽工作人員

「拍照存證」以備查核，並以不影響球賽進行為原則；凡經審查確定

球員身份資格不符，取消該隊所獲之成績，並送大會審判委員會議處。 

(二) 參賽單位，一切經費自理，並請自行辦妥意外傷害保險事宜。 

(三) 報名 2 隊以上之學校統一以 A、B…隊做區分，並著不同顏色服裝避

免混淆。 

十七、參加本比賽人員，請服務單位給予公(差)假登記。 

十八、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時，得適時修正公布。 



 

附件一-3 

107年全國教育盃暨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 訴 事 由  
糾 紛 發 生 

時間及糾紛 
 

申 訴 事 實  

證件或證人  

單 位 領 隊 (簽章) 
教

練 
(簽章) 107 年 10 月  日  時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

判 決 

 

 

 

※本申訴書未經領隊及教練簽署無效。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月    日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