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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青年盃足球錦標賽
2020彰化銀行

領隊會議暨抽籤會議

We are the champion.Yell for youself！

會議綱要－報告事項

一. 有關本賽事之防疫原則及流程說明。

二. 有關本賽事之賽事相關事項提醒。

1. 名次判別。

2. 競賽規程之重點提醒。

3. 罰則說明。

4. 補賽注意事項說明。

5. 獎勵事項說明。

三. 本賽事之日期、時間、地點說明，並進行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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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 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賽事流程-

小組循環賽後單淘汰賽

小組循環

競賽方式

公開組

女子組

小組循環賽後單淘汰賽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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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彰化銀行全國青年盃足球錦標賽 倒數計時表

時間 活動/工作內容 備註

-2h 賽務及場務人員抵達並檢查場地

-80’ 隊伍最晚抵達時間

-70’ 裁判抵達

-30’ 提交先發名單

-30’ 預備球員及隊職員進入場邊休息區熱身

-10’ 先發球員及競賽官員集合

-9’ 裁判進行球員AD卡、裝備檢查

-5’ 裁判及雙方球員進場

-0’ 開賽

倒數計時表

名次判別

循環賽：勝一場得3分，和一場各得1分，敗一場得0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一)兩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 兩隊間比賽之勝負關係，勝者佔先。
2. 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4. 直接紅牌較少者。
5. 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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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判別
循環賽：勝一場得3分，和一場各得1分，敗一場得0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二)三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 相關球隊間積分多者佔先。
2. 相關球隊間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 相關球隊間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4. 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5.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 直接紅牌較少者。
7. 抽籤決定。

名次判別
淘汰賽：

(一)一般場次(非準決賽)：
若遇平手時，則不進行加時比賽，並立即比踢罰球點球5球。

(二)特定場次(準決賽、決賽暨3-4名之排名賽)：
若遇平手時，則進行加時比賽(上、下半場各15分鐘)，若仍平手
立即比踢罰球點球5球。

(三)本會可視實際情況，保有最終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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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須知重點提醒-1

球隊球衣、球褲、長襪須為明顯可辨別深淺之顏色，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一般球員須備有2套不同顏色之球衣、球褲、球襪，並於出賽時攜帶。
(二)守門球員須備有不同於一般球員2套不同顏色之球衣、球褲、球襪，並於
出賽時攜帶。
(三)球隊須備有2套不同之背心，並於出賽時攜帶。
(四)守門員於比賽中轉為普通球員時，須穿著與比賽球員相同之服裝，且須與
原號碼相同，普通球員轉為守門員時亦同。

＊本賽事開始施行服裝之相關規範，並正式申明本會將於2021年（民國110年）起進行相關之

罰則，故請球隊務必遵守且配合。

比賽須知重點提醒-2

各球隊須穿著於報名表登錄之球衣顏色出賽，且在未註明球衣、褲、襪
顏色時，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四)場內隊長須配戴臂章標記，且不得以膠布黏貼取代，如未配戴則須
當場提交新臺幣(以下同)300元整後，該隊使得出賽。
(五)球衣號碼不得以膠布黏貼或手寫填上，如發生該情節者，則須當場
提交每人300元整後，該員使得出賽，如整隊皆未遵守則須繳交下場人
數費用，如先發11名須繳交3,300元，每替補1名球員，則再繳交300元，
以此類推。
(六)比賽時，球員務必配戴護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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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須知重點提醒-2

各球隊須穿著於報名表登錄之球衣顏色出賽，且在未註明球衣、褲、襪
顏色時，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賽程表之對戰組合排在前之隊伍穿著深色之球隊服裝，排後者之隊
伍穿著淺色之球隊服裝。
(二)如裁判認定為無法辨別時，由賽程表之對戰組合排定在後者更換球
隊服裝。
(三)參賽球員必須穿著配有本球隊代表名稱或標誌之球衣，並嚴禁穿著
印有各國國旗或各國職業隊隊徽之球衣。
＊本賽事開始施行服裝之相關規範，並正式申明本會將於2021年（民國110年）起進行
相關之罰則，故請球隊務必遵守且配合。

比賽須知重點提醒-3

賽程表之對戰組合排在前之球隊，球員席位於面向球場左側，且應遵循下列
條例辦理：

一.依規定登錄比賽之隊職員，須配帶AD卡，使得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
二.須遵守足球規則『Law01 第九條技術區域』之規定。
三.隊職員須尊重裁判的判決及配合第四裁判管理，且球隊教練團應有義務協

助大會共同管控該區域之秩序。
四.技術區域內，除職員外，球員皆穿著背心，且須與場上之球衣顏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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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須知重點提醒-4
現場球員身分查驗事宜，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未領取識別證(AD卡)前之身分查驗，皆以球員證件為主，倘若大會確認無誤後
將發放識別證(AD卡)，而後場次之身分查驗則依識別證(AD卡)為主。
(二)球員證件(學校組、公開組及女子組)：
具有近兩年內照片(勿用嬰兒照)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影印本或報名時繳交之電子檔
證明文件。
＊在學證明書、健保卡、國民身份證、護照、居留證等含有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其一。

(三)如未攜帶識別證件者(職員亦同)，須當場提交每人300元整，並繳交附有照片
之證件作為佐證。
(四)如整隊皆未攜帶則須繳交下場人數費用，如先發11名須繳交3,300元，每替補1
名球員，則再繳交300元，以此類推。

比賽須知重點提醒-5

每場比賽前30分鐘，每隊得提交至多23名球員（先發球員11名；替補球員至多12名）之名
單予競賽官，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球員之背號必須於登錄時之資料一致，且不得更改，倘若有特殊因素導致須要
要求更改背號之情況發生，本會得依更改背號之人數每人處以罰款300元
(二)未攜帶出賽名單之隊伍，則須現場繳交300元，該隊使得出賽。
(三)毎場比賽，至多可替換7名球員，且最多替換3次。
＊中場換人不含在3次之內，但仍須填寫替補單，下場球員不得再替補上場。
(四)場邊熱身7名球員、教練1名、守門教練1名。
(五)當球賽進入加時比賽時，便可多加1名額外替補球員換人名額(無論球隊是否已
用盡了在正式比賽時的法定替補名額)。
(六)未列入先發或替補名單之選手不得進入球員休息區，且須就坐於觀眾席。
＊先發球員11名；替補球員至多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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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須知重點提醒-6

比賽中，替補球員於場邊熱身時，不得玩球
（守門員除外），且於全部替補名額用盡後
，禁止該隊球員繼續熱身，並須就坐於技術
區域內或回到球員休息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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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下载：www.1ppt.com/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2020/8/24

9

禁賽說明
一.凡比賽中，被判處紅黃牌者，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1.凡被判罰『直接驅逐離場』者或同一場2張黃牌者，應罰停賽1場。
＊於懲畢後重新累計紅黃牌數量。

2.於不同場次中，累積2張黃牌者，應停賽1場。
＊於懲畢後重新累計紅黃牌數量。

3.本賽事所累積之紅黃牌，不因循環賽晉級至淘汰賽而重新累積。

二.凡被判罰停賽球員如遇賽程有更動時，該球員停賽場次依下一場出賽
場次辦理，不依領隊會議排定之場次影響。

三.各參賽球隊賽季最後一場出賽場次所產生之紅牌，應累計至下一賽季
比賽。

禁賽說明

凡比賽中，被判處『驅逐離場』者，應遵循依下列條例處份辦理：

一.選手/教練/職員：
1.由競賽籌備委員會依情節大小議處。
2.另隸屬本會之委員會，可依情節大小另案審議並執行相關之罰則。

二.具有雙重職務者(如：兼任助理教練及球員身分者)，其一身份被禁賽，
則其另一身份亦同。

三.所有罰款皆依本會頒布之公文為主，且依本會訂定之期限內繳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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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賽說明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比賽中斷，且連續暫停累計達60分鐘以上，應遵循下列條
例辦理：

(一)將補足未完賽之時間。
＊補賽說明：賽事陣容、比分、黃、紅牌紀錄將與暫停時之比賽狀況相同。
(二)後續賽程更動將召開臨時領隊會議，並以決議內容執行，本會保有最終
異動之權利。



2020/8/24

11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 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獎勵事項宣達
依實際參賽隊伍取優勝隊伍數：

(一)三隊錄取一名。
(二)四隊錄取二名。
(三)五隊錄取三名。
(四)六隊錄取四名。
(五)七隊錄取五名。
(六)八隊錄取六名。
(七)九隊錄取七名。
(八)十隊（含）以上錄取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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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事項宣達

各頒發之獎項，依下列辦理：

【冠軍隊伍】：頒贈冠軍獎盃乙座，且報名之隊職員每人獎狀乙張。
【亞軍隊伍】：頒贈亞軍獎盃乙座，且報名之隊職員每人獎狀乙張。
【季軍隊伍】：頒贈季軍獎盃乙座，且報名之隊職員每人獎狀乙張。
【殿軍隊伍】：頒贈殿軍獎盃乙座，且報名之隊職員每人獎狀乙張。
【第五名至第八名】併列為第五名，且報名之隊職員毎人獎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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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2020/8/24

13

抽籤流程說明

各頒發之獎項，依下列辦理：

【女子組】：先抽順序籤，再抽號碼籤。
【公開組】：先抽順序籤，再抽號碼籤。
【學校組】：先抽各區順序籤，再抽各區學校之順序後，最後依順序抽出

號碼籤。
例：假使各區抽出之順序為北、中、南、東，則將再抽出各

區學校之順序籤，最後號碼籤之順序則為北1、中1、南1、
東1、北2、中2、南2、東2等依此類推之方式抽出，且本賽
事本組別原則將採取避開抽出同區同組之情形，遇有該情
形時，則該組別將重新抽籤。

抽籤隊伍

隊名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惠文高中)

花蓮體中

中山工商

隊名

北門FC

惠文橘子俱樂部

花農馬拉道隊

【女子組】 【公開組】 【學校組】

隊名 隊名

宜蘭高中
(YSLH)

高苑工商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建功高中)

路竹高中
(路竹高中)

北門高中
花蓮高中
(花中)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Q.S.S.H)

中正高中
(中正高中)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國立花蓮高農 新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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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

隊名 順序籤 號碼籤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惠文高中)

3 1

花蓮體中 1 3

中山工商 2 2

公開組

隊名 順序籤 號碼籤

北門FC 1 3

惠文橘子俱樂部 3 2

花農馬拉道隊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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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抽籤

區
域

隊名
順
序
籤

號
碼
籤

區
域

隊名
順
序
籤

號
碼
籤

區
域

隊名
順
序
籤

號
碼
籤

區
域

隊名
順
序
籤

號
碼
籤

北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建功高中)
4 9 中

臺中市立
惠文高級中學

1 4 東
宜蘭高中
(YSLH)

2 8 南 北門高中 2 6

北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Q.S.S.H)
1 11 東 國立花蓮高農 3 3 南 高苑工商 4 7

北
中正高中

(中正高中)
2 5 東

花蓮高中
(花中)

1 12 南
路竹高中

(路竹高中)
3 10

北 新北高中 3 2 南
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
1 1

區域籤 順序籤

北 1

中 2

南 4

東 3

謝謝聆聽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