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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松運 MIZUNO 盃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 活動賽會目的：為推展游泳競技運動，提升游泳技能水準，發掘優秀游泳選

手，增進賽會切磋經驗。

二、 活動日期：2022 年 06 月11、12日 

三、 活動地點：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50M 游泳池（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號） 

四、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 主辦單位：松山區體育會、中華民國運動基礎訓練發展協會

六、 協辦單位：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臺北市網球中心

七、 贊助單位：台灣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

八、 競賽組別：

(一) 個人賽 

1. 國小一、二年級組(低年級組)

2. 國小三、四年級組(中年級組)

3. 國小五、六年級組(高年級組)

4. 國中組

5. 高中組

6. 菁英組(各大專院校校隊，不限年齡)

7. 25-34 歲級：民國77年1月1日至86年12月31日出生者

8. 35-44 歲級：民國67年1月1日至76年12月31日出生者

9. 45-54 歲級：民國57年1月1日至66年12月31日出生者

10. 55歲以上組：民國5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二) 接力賽

1. 社會組部份(菁英組以上)分以下六組報名：

(1) A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 72歲(含) 至 99歲(含)以下

(2) B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100歲(含)至119歲(含)以下

(3) C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120歲(含)至159歲(含)以下

(4) D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160歲(含)至199歲(含)以下

(5) E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200歲(含)至239歲(含)以下

(6) F 組-參賽年齡總合為240歲(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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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組部份 (高中組以下)分以下五組報
名：

(1) 第五級 (高中組)

(2) 第四級 (國中組)

(3) 第三級 (國小五、六年級)

(4) 第二級 (國小三、四年級)

(5) 第一級 (國小一、二年級)

九、 競賽項目：

(一) 個人賽：每位選手最多報名參加 2 項 

1. 自由式：50/100公尺

2. 仰式：50/100公尺

3. 蛙式：50/100公尺

4. 蝶式：50/100公尺

5. 個人混合式：200公尺（限國小五六年級組（含）以上報名）

(二)接力賽：每單位限報名二隊

1. 自由式接力：200公尺接力（同一歲級才可報於同一組，不可跨組報名）

2. 男女混合接力：200公尺不限式接力50*4 （至少一位是女生，同一歲級才

可報於同一組）

十、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1年5月31日，前800名報名者可獲得 MIZUNO 參加獎乙

份。

(二) 報名方式：請至松山運動中心官方網站(http://sssc.com.tw/)下載報名表格，填

寫完成後寄至 taipei.sssc@gmail.com信箱，並將報名費完整匯至指定戶頭，即

完成報名手續。

(三) 報名費用：

1. 已有選手證者：每人新台幣200元(內含保險費)

2. 初次參賽選手：每人新台幣300元(內含選手證100元、保險費)

(四) 報到方式：111年6年11日上午6：30至7：30於松山運動中心一樓大廳進行報

到，報到時須攜帶參賽選手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五) 須詳填報名表上之單位選手聯絡地址、姓名、電話、出生日期、組別，選手如

於競賽時發生爭議，無法提出證明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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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選手證請妥善保管，來年報名時可折抵報名費，如遺失需補100元重新申辦。

(七) 報名後如因故未參與賽事，所繳款項將於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

(八)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參與者所填具之相關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活動賽事使

用。

(九) 本次賽事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如「參與賽事之人員依個人需求，可自行

投保旅遊平安險」。

十一、 競賽辦法

(一) 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訂之最新游泳規則。 

(二)  賽程公告：賽程由大會編訂完成後，訂於111年6月6日發布於臺北市松山運動

官網及粉絲專頁，響應環保將不發放秩序冊，可自行下載或印出。

(三)  練習時間：比賽當日上午06:30至07:30開放比賽用池進行練習，第1水道及第8

水道為跳水衝刺用水道，請各單位務必遵守並注意安全。

(四)  檢錄時參賽選手應攜帶選手證進行查驗，如未能提供查驗者，即取消資格。

(五)  參賽選手應自行注意比賽場次並準時檢錄，未完成檢錄者即視同棄賽。

(六)  參賽選手不得越級或降級報名，如有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違規事項，取消

參賽資格。

(七)  本比賽各競賽項目一律採計時決賽，並採用電動計時方式。

(八)  為維護泳池整體環境與衛生，所有參賽選手及人員進入游泳池時務必脫鞋，

如未下水前請配戴口罩

(九)  比賽期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時，大會有權視狀況調整或取消賽程，賽

程取消恕不退費。

(十) 2022年將開放觀眾席，開放民眾入觀賽

(十一) 為提倡環保，請自行攜帶水壺，中心有設置飲水機

十二、 獎勵辦法

競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個人賽 獎品、獎狀 獎品、獎狀 獎品、獎狀 獎狀 獎狀 獎狀

接力賽 獎品、獎狀 獎品、獎狀 獎品、獎狀 獎狀 獎狀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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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報名未達三人，不頒發獎品，只頒發獎狀。

2. 報名三人，只頒發第一名獎品，其餘頒發獎狀。

3. 報名前800名，可獲得美津濃泳帽乙頂(定價280元)，顏色不拘

 本賽會不另行舉行頒獎典禮，請得獎者/單位自行至獎典組領取。

 獎品由 MIZUNO 贊助提供，恕不挑選。

十三、 申訴辦法

(一) 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或有關同樣意義之註明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

出抗議。

(二) 申訴應在該項比賽後三十分鐘內由單位領隊或教練以申訴書（附件二）敘明事

由，簽名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向裁判長正式提出，交由審判委員會

處理，並以審判委員會議之判決為終決，若申訴不成立，保證金不予規還，並

作為競賽活動之用。

(三) 競賽過程中如發生爭議時，參賽選手、隊職員及家長不得當場質詢裁判或故意

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如經由大會工作人員、裁判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

無效，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並驅離競賽場地。

十四、 聯絡資訊

(一) 電話：(02)6617-6789 

(二) 信箱：taipei.sssc@gmail.com

(三)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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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流程

2022/06/11 第一天 2022/06/12第二天 

時間 活動/競賽內容 時間 活動/競賽內容 

06:30-07:30 選手報到及練習 06:30-07:30 選手報到及練習

7:40 選手檢錄 7:40 選手檢錄

8:00 

(1) 女100公尺仰式

(2) 男100公尺仰式

(3) 女50公尺蛙式

(4) 男50公尺蛙式

8:00 

(13) 女50公尺蝶式

(14) 男50公尺蝶式

(15) 女100公尺蛙式

(16) 男100公尺蛙式

(17) 女200公尺混合式

(18) 男200公尺混合式

(19) 女50公尺自由式

(20) 男50公尺自由式

(21) 混合50＊4混合式接力

10:00-10:20 開幕典禮

10:30 

(5) 女100公尺蝶式

(6) 男100公尺蝶式

(7) 女50公尺仰式

(8) 男50公尺仰式

(9) 女100公尺自由式

(10) 男100公尺自由式

(11) 女50＊4自由式接力

(12) 男50＊4自由式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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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年松運 MIZUNO 盃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 申訴書 

競賽項目 申訴日期

競賽組別 申訴場次

選手姓名/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申訴內容

申訴者簽名

申訴選手/隊伍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申訴不成立時不予退還。 

＊以下由大會填寫

受理時間 受理人

保證金 申訴結果

審判委員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