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6 年下半年度青少年精英排名賽競賽規程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6年 5月 22日臺教體署秘(二)字第 1060015396號) 

 

一、主    旨：為提升我國柔道運動技術，儲備國家優秀選手，遴選優秀青少年柔 

              道選手代表國家參加 2017年各項國際賽會，促進國際體育交 

              流，為國爭光。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立正德國中、新北市立三民高中、中國文化大學 

五、比賽日期：106年 6月 14日(星期三) 

六、比賽地點：新北市板橋體育館(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8號)。 

七、報名資格：  

1.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18 歲以下(15-16-17 歲)，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月 31日出生之青少年男子與青少年女子均可報名參加。 

2. 曾因服用禁藥或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禁賽者，不得參加選拔。 

八、報名手續：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6年 5月 30日(星期二)止。 

      2.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線上報名。 
a.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iCCRMzqs6w03rZ5B3。 

b.請詳實輸入個人資料後，按 提交 即可完成報名。 

c.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 
3.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伍佰元整，請於比賽當日報到處繳納。 

九、選拔級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第七級 第八級 

男子組 -50Kg -55Kg -60Kg -66Kg -73Kg -81Kg -90Kg +90Kg 

女子組 -40Kg -44Kg -48Kg -52Kg -57Kg -63Kg -70Kg +70Kg 

    ※第八級無體重上限 

十、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柔道總會審定公布之最新國際柔道比賽規則。 

十一、比賽制度: 

1. 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選拔採用國際比賽使用之 Double Repechage方式，取

獲得決賽權選手兩位（凡敗給進入前四名者可進入復活賽）；第二階段由復活

賽獲得冠軍者與勝部獲決賽權之兩名選手，進行三人循環賽。 

2. 該量級報名人數未達五人（含）以下則採用循環賽制。 

※106上半年度青少年精英排賽前四名選手為種子。 

※採用循環賽制時，為避免有放水之疑慮，同單位選手先比；名次的決定，依序

先比勝場、再比積分、最後比相關，若無法比出勝負時加賽一場。 

十二、2017年各項賽會代表隊選手錄取方式： 

https://goo.gl/forms/iCCRMzqs6w03rZ5B3


1. 各級前 6名選手為 2017年青少年精英選手；應依規定參加比賽、集訓，未

獲准請假或無故缺席者，視同放棄其獲入選國家代表隊資格。 

2. 前 3 名之男、女各級選手得以優先申請參加 106 年度國際邀請賽。倘若無

人提出申請時，則依序 4-6 名開放申請；如再從缺時，則開放曾於本會舉

辦之全國性柔道錦標賽青少年組中，獲得名次較前者依序提出申請。 

3. 視各賽會競賽規程、年齡、量級及經費狀況，由本會辦理代表隊選拔賽或

由選訓委員召開選訓委員會議，遴派單位或選手代表出國參加比賽。 

十三、2017年各項賽會代表隊教練產生辦法： 

1. 具國際正式錦標賽得牌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依序為第一優先，第一名選手

入選代表隊人數最多之教練為次。如第一名選手數相同時則比較第二名人

數(不分男女各級)。 

2.代表隊教練須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3.代表隊教練須為本會個人會員。 

4.入選之代表隊教練應參加 2017年舉辦之國家級最新柔道規則研習會。 

十四、入選選手擬遴派參加之賽會： 

      2017年東亞青年暨青少年柔道公開賽(9月 23-24日/台北體育館)。 

十五、參賽選手注意事項： 

1.請攜帶足以證明身份之文件：國民身分證或學生證(需有照片)。 

2.凡未報到、過磅之選手或對手上場後計時 30秒內未上場比賽者以棄權論。 

  3.每人限參加一級比賽。 

  4.請務必準備清潔且符合規定之藍、白色柔道服裝、拖鞋及毛（浴）巾。 

  ※最新柔道服規則: 

(1)雙邊袖子都完全覆蓋整隻手臂(包括手腕）的柔道服。 

(2)胸骨頂端至柔道衣雙襟交叉點的垂直距離必須小於 10公分。 

(3)柔道衣兩邊衣襟重疊的水平距離最少需要有 20公分    

  5.入選各量級前六名選手請於比賽結束後至競賽組填妥選手登記表，並繳交身

分證影本及二吋照片一張。 

      6.選拔賽有關活動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06年 

6月 13日 

(星期二) 

16:00~16:30 報到及試磅 
地點: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繳交報名費，領取過磅證 

16:30~17:00 選手正式過磅 

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男子-50kg, -55kg,-60kg,-66kg,-73kg, 

    -81kg,-90kg,+90kg(依序過磅) 

女子-40kg,-44kg,-48kg,-52kg,-57kg, 

    -63kg,-70kg,+70kg(依序過磅) 

17:00~ 選手抽籤 抽籤順序視報名人數決定 

106年 

6月 14日 

(星期三) 

8:00-8:30 裁判報到&會議 請穿著當季裁判服 

08:20 選手檢錄 參賽選手請勿任意離開會場 

08:30 正式比賽  

      7.本賽會已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第 8條及第 29條規定投保 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 



        付)。 

十六、申  訴： 

   (一)有關選手資格、賽程安排等非技術性或競賽規則問題事項，應於比賽前 

提出，開賽後概不受理。 

(二)比賽中對裁判之判決有疑議時，應由在場教練席之領隊或教練於該場雙 

    方選手及執法裁判尚未離場前向審判委員提出抗議。 

   (三)凡提出書面申訴者，須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      

       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本辦法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6 年下半年度青年精英排名賽競賽規程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6年 5月 22日臺教體署秘(二)字第 1060015396號) 

一、主    旨：為提升柔道運動技術，促進國際體育交流，並選拔優秀青年柔道運 

動選手代表國家參加 2017年各項國際賽會，為國爭光。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立正德國中、新北市立三民高中、中國文化大學 

五、比賽日期：106年 6月 15日(星期四) 

六、比賽地點：新北市板橋體育館(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8號)。 

七、報名資格： 

1.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21 歲以下(15-20 歲)(1997 年 1 月 1 日~2002 年 12 月

31日)青年男子與青年女子，均可報名參加。 

    ※曾因服用禁藥或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禁賽者，不得參加選拔。 

八、報名手續：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6年 5月 30日(星期二)止。 

      2.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線上報名。 
a.報名連結:https://goo.gl/forms/IxPFQHdUD8NLCV8h1。 

b.請詳實輸入個人資料後，按 提交 即可完成報名。 

c.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 
3.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伍佰元整，請於比賽當日報到處繳納。 

九、選拔級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第七級 第八級 

男子組 -55Kg -60Kg -66Kg -73Kg -81Kg -90Kg -100Kg +100Kg 

女子組 -44Kg -48Kg -52Kg -57Kg -63Kg -70Kg -78Kg +78Kg 

十、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柔道總會審定公布實施之最新國際柔道比賽規則。 

十一、比賽制度: 

1. 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選拔採用國際比賽使用之 Double Repechage方式，取

獲得決賽權選手兩位（凡敗給進入前四名者可進入復活賽）；第二階段由復活

賽獲得冠軍者與勝部獲決賽權之兩名選手，進行三人循環賽。 

2. 該量級報名人數未達五人（含）以下則採用循環賽制。 

※106上半年度青年精英排名賽前四名為種子。 

※採用循環賽制時，為避免有放水之疑慮，同單位選手先比；名次的決定，依序

先比勝場、再比積分、最後比相關，若無法比出勝負時加賽一場。 

十二、2017年各項賽會代表隊選手錄取方式： 

1. 各級前 6名選手為 2017年青年精英選手；應依規定參加比賽、集訓，未獲

准請假或無故缺席者，視同放棄其獲入選國家代表隊資格。 

https://goo.gl/forms/IxPFQHdUD8NLCV8h1


2. 前 3 名之男、女各級選手得以優先申請參加 106 年度國際邀請賽。倘若無

人提出申請時，則依序 4-6 名開放申請；如再從缺時，則開放曾於本會舉

辦之全國性柔道錦標賽青年組中，獲得名次較前者依序提出申請。 

3. 視各賽會競賽規程、年齡、量級及經費狀況，由本會辦理代表隊選拔賽或

由選訓委員召開選訓委員會議，遴派單位或選手代表出國參加比賽。 

十三、2017年各項賽會代表隊教練產生辦法： 

1. 具國際正式錦標賽得牌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依序為第一優先，第一名選手

入選代表隊人數最多之教練為次。如第一名選手數相同時則比較第二名人

數(不分男女各級)。 

2.代表隊教練須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3.代表隊教練須為本會個人會員。 

4.入選之代表隊教練應參加 2017年舉辦之國家級最新柔道規則研習會。 

十四、入選選手擬遴派參加之賽會： 

      1.2017年東亞青年暨青少年柔道公開賽(9月 23-24日/台北體育館)。 

十五、參賽選手注意事項： 

1.請攜帶足以證明身份之文件：國民身分證或學生證(需有照片)。 

2.凡未報到、過磅之選手或對手上場後計時 30秒內未上場比賽者以棄權論。 

  3.每人限參加一級比賽。 

  4.請務必準備清潔且符合規定之藍、白色柔道服裝、拖鞋及毛（浴）巾。 

  ※最新柔道服規則: 

(1)雙邊袖子都完全覆蓋整隻手臂(包括手腕）的柔道服。 

(2)胸骨頂端至柔道衣雙襟交叉點的垂直距離必須小於 10公分。 

(3)柔道衣兩邊衣襟重疊的水平距離最少需要有 20公分    

  5.入選各量級前六名選手請於比賽結束後至競賽組填妥選手登記表，並繳交身

分證影本及二吋照片一張。 

  6.選拔賽有關活動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06年 

6月 14日 

(星期三) 

16:00~16:30 報到及試磅 
地點: 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繳交報名費，領取過磅證 

16:30~17:00 選手正式過磅 

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男子-55kg,-60kg,-66kg,-73kg,81kg, 

-90kg,-100kg,+100kg(依序過磅) 

女子-44kg,-48kg,-52kg,-57kg,-63kg, 

    -70kg,-78kg,+78kg(依序過磅) 

17:00~ 選手抽籤 抽籤順序視報名人數決定 

106年 

6月 15日 

(星期四) 

8:00-8:30 裁判報到&會議 請穿著當季裁判服 

08:20 選手檢錄 參賽選手請勿任意離開會場 

08:30 正式比賽  

      7.本賽會已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第 8條及第 29條規定投保 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 

        付)。 



十六、申  訴： 

   (一)有關選手資格、賽程安排等非技術性或競賽規則問題事項，應於比賽前 

提出，開賽後概不受理。 

(二)比賽中對裁判之判決有疑義時，應由在場教練席之領隊或教練於該場雙 

    方選手及執法裁判尚未離場前向審判委員提出抗議。 

   (三)凡提出書面申訴者，須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      

       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本辦法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106 年下半年度成年精英排名賽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6年 5月 22日臺教體署秘(二)字第 1060015396號) 

 

一、主    旨：為提升柔道運動技術，促進國際體育交流，並選拔優秀成年柔道運 

動選手代表國家參加 2017年各項國際賽會，為國爭光。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立正德國中、新北市立三民高中、中國文化大學 

五、比賽日期：106年 6月 16日(星期五) 

六、比賽地點：新北市板橋體育館(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8號)。 

七、報名資格： 

1.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21歲以上(1996年(含)12月 31日以前出生)男、女性，

均可報名參加。 

    2.105年下半年度青年精英排名賽男、女各級前六名。 

    ※曾因服用禁藥或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禁賽者，不得參加選拔。 

八、報名手續：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6年 5月 30日(星期二)止。 

      2.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線上報名。 
                  a.報名連結:https://goo.gl/forms/fZxq5H2RpK78yzbE3 

b.請詳實輸入個人資料後，按 提交 即可完成報名。 
c.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 

3.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伍佰元整，請於比賽當日報到處繳納。 
九、精英排名賽比賽量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第七級 

男子組 -60Kg -66Kg -73Kg -81Kg -90Kg -100Kg +100Kg 

女子組 -48Kg -52Kg -57Kg -63Kg -70Kg -78Kg +78Kg 

十、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柔道總會審定公布實施之最新國際柔道比賽規則。 

十一、比賽制度: 

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選拔採用國際比賽使用之 Double Repechage方式，取 

獲得決賽權選手兩位（凡敗給進入前四名者可進入復活賽）；第二階段由復活 

賽獲得冠軍者與勝部獲決賽權之兩名選手，進行三人循環賽；五人（含）以 

下則採用循環賽制。 

※106上半年度成年精英排名賽前四名為種子。 

※採用循環賽制時，為避免有放水之疑慮，同單位選手先比；名次的決定，依序

先比勝場、再比積分、最後比相關，若無法比出勝負時加賽一場。 

十二、2017年上半年各項賽會代表隊選手錄取方式： 

1. 各級前 6名選手為 2017年成年精英選手；應依規定參加比賽、集訓，未獲

准請假或無故缺席者，視同放棄其獲入選國家代表隊資格。 

2. 男、女各級前 3名選手取得 2018年亞運會第二階段培訓隊選手儲訓資格。 

3. 男、女各級前 3 名選手得以優先申請參加 106 年度國際邀請賽。倘若無人

提出申請時，則依序 4-6 名開放申請。如再從缺時，則開放曾於本會舉辦

之全國性柔道錦標賽中獲得名次較前者依序提出申請。 



4. 視各賽會競賽規程、年齡、量級及經費狀況，由本會辦理代表隊選拔賽或

由選訓委員召開選訓委員會議，遴派單位或選手代表出國參加比賽。 

十三、2017年上半年各項賽會代表隊教練產生辦法： 

1. 具國際正式錦標賽得牌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依序為第一優先，第一名選手

入選代表隊人數最多之教練為次。如第一名選手數相同時則比較第二名人

數(不分男女各級)。 

2.代表隊教練須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3.代表隊教練須為本會個人會員。 

4.入選之代表隊教練應參加 2017年舉辦之國家級最新柔道規則研習會。 

十四、入選選手擬遴派參加之賽會： 

1.2017年亞洲柔道公開賽-臺北(7月 8-9日新竹縣體育館)。 

2.2017年國際各洲舉辦之邀請賽.公開賽.大獎賽等奧運積分賽事。 

十五、參賽選手注意事項： 

1.請攜帶足以證明身份之文件：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學生證或護照正

本，備妥其中一種即可(需有照片)。 

2.凡未報到、過磅之選手或對手上場後計時 30秒內未上場比賽者以棄權論。 

  3.每人限參加一級比賽。 

  4.請務必準備清潔且符合規定之藍、白色柔道服裝、拖鞋及毛（浴）巾。 

  ※最新柔道服規則: 

(1)雙邊袖子都完全覆蓋整隻手臂(包括手腕）的柔道服。 

(2)胸骨頂端至柔道衣雙襟交叉點的垂直距離必須小於 10公分。 

(3)柔道衣兩邊衣襟重疊的水平距離最少需要有 20公分    

  5.入選各量級前六名選手請於比賽結束後至競賽組填妥選手登記表，並繳交身 

分證影本及二吋照片一張。6.選拔賽有關活動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06年 

6月 15日 

(星期四) 

16:00-16:30 報到及試磅 
地點: 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繳交報名費，領取過磅證 

16:30-17:00 正式過磅 

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男子-60kg,-66kg,-73kg,-81kg,-90kg, 

-100kg,+100kg (依序過磅) 

女子-48kg,-52kg,-57kg,-63kg,-70kg, 

-78kg,+78kg (依序過磅)  

17:00~ 選手抽籤 抽籤順序視報名人數決定 

106年 

6月 16日 

(星期五) 

8:00-8:30 裁判報到&會議 請穿著當季裁判服 

08:20 選手檢錄 參賽選手請勿任意離開會場 

08:30 正式比賽  

7.本賽會已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第 8條及第 29條規定投保 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 

        付)。 



十六、申  訴： 

   (一)有關選手資格、賽程安排等非技術性或競賽規則問題事項，應於比賽前 

提出，開賽後概不受理。 

(二)比賽中對裁判之判決有疑義時，應由在場教練席之領隊或教練該場雙方 

    選手及執法裁判尚未離場前向審判委員提出抗議。 

   (三)凡提出書面申訴者，須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      

       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本辦法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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