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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署長：林騰蛟 (代理)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理事長：邱義仁 

副理事長：蕭永福、謝俊煌、呂桂花 

共同主辦單位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臺東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 

協辦單位 

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理事 

陳貴人、強木在、李博洪、陳雙全、李永山、陳文治、王湘惠 

監事 

主席：陳政雄 

委員：劉福財、彭臺臨 

申訴委員會 

主席：洪偉勝 副主席：謝富凱 

委員：葉德峯、張生平、連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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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委員會  

主席：林佳和 副主席：詹淳琪 

委員：石明謹、徐崧博、陳文發 

 

競賽籌備委員會 

主席：陳貴人   副主席：莊慶坊 

委員：吳明憲、蔡鴻義、林正倫、謝正宗、陳亮辰、劉祥興 

  

裁判委員會 

主席：李博洪 副主席：劉松和 

委員：蔡正雄、楊木生、劉秀美、高才虎、李承霖、李麒祿 

 

協會 

秘書長：方靖仁 

副秘書長：蔡鴻義、焦佳弘 

技術總監：顏士凱 

秘書處：林珮雯、李正德、林彤涓 

技術部：徐美華、鄭理元、李名宥、馬楷鈞、侯昀彤、胡智堯、林哲宇 

競賽部：林正倫、鄭惠云、吳俐瑩、楊子嫻、卞其磊、高豪傑、葉潤澤、林志嘉、 

        邱冠瑋 

行銷媒體組：林宗憲、陳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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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林詠晨、陳德碩 

國際組：廖婉汝 

裁判組：劉松和、莊恩懿 

財務部：林修義、陳美貞、張文娟 

 

臨場競賽委員名單 

李博洪、洪志誠、謝正宗、林正倫、吳俐瑩、楊子嫻、卞其磊、高豪傑、葉潤澤 

 

裁判名單   

裁判長 

劉松和 

 

裁判考核員 

楊木生、蔡正雄、李承霖、高才虎、劉秀美、李麒祿、楊勝苑、呂邦德、許進耀、

劉松和(兼) 

 

裁判 

莊恩懿、陳昱憲、蔡憲杰、邱凱文、溫文龍、蔡承文、朱柚盈、黃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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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 【宗    旨】：為普及基層足球運動人口，倡導青少年足球運動，提高足球技術水準，培養

選手積極進取之運動精神，堅實國民中學足球運動發展。 

貳、 【奉准文號】：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10023330號。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伍、 【共同主辦單位】：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臺東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 

陸、 【協辦單位】：臺東縣臺東市豐里國民小學。

柒、 【比賽日期】：

一、 公開組：2022年 8月 15日(星期一)起至 8月 29日(星期一)止。 

二、 學校組、女子組：2022年 9 月 12日(星期一)起至 9 月 25日(星期日)止。 

三、 本會得依實際報名情況調整賽程日期，且於賽事安排時，依據領隊會議結論擬定，

而俟賽程訂定後，除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賽程不允以更動。 

＊ 若有賽程因場地、時間、天候等狀況衍生須作調整，本會保有最終異動之權利，

且若遇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原定之賽程無法進行，補賽事宜則由本會另訂，

且參賽單位務必配合本會訂定之日期出賽。 

捌、 【比賽地點】：

一.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田徑場

二. 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人工草皮球場

三. 臺東體育場

玖、 【比賽分組】：

一、 學校組：西元 2007年(民國 96 年)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 公開組：西元 2007年(民國 96 年)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 女子組：西元 2007年(民國 96 年)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 各組報名未滿 3隊則取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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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報名規定】：

一、 參賽球隊於報名前，請球隊負責人務必向所有參賽球員及家長(監護人)說明，使其

了解足球是一項競爭激烈之運動，賽事期間，球員恐因比賽之強度造成身體損傷。

球員可先行前往健檢，審視自身狀況，若患有心臟病等相關疾病或不適合劇烈運動

者，應審慎評估且理解參加本賽事的潛在風險，以確保自身安全。 

二、 凡經判處停止比賽權之球員及相關隊職員，在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報名參賽。 

三、 所有參賽球員僅限參加一個組別內的一支隊伍，並須註冊於所屬之俱樂部/球隊之

下，且符合比賽分組（詳第玖條比賽分組）之年齡，如有發現重覆報名，經本會查

證屬實，將取消該選手參賽資格。 

＊ 如有職員或球員同時出賽同組不同隊伍，若於報名審查時發現該事項，本會將

依下列條例辦理： 

(一) 報名階段時被發現重覆之情節發生：本會將依報名信件之時間作排序，並

通知排序較後之單位刪除該員，不得異議，且請該隊協助修正報名資料，未

能配合之單位，本會將視同報名手續不完全，取消該隊報名之資格。

(二) 出賽時被發現重覆之情節發生：經查證屬實，本會則取消該選手參賽資格，

倘若該選手出賽兩個組別或兩個隊伍（含）以上，本會則以冒名頂替處理

並取消兩隊繼續參賽之資格（該隊已賽成績及積分不予計算），且將該員

及兩隊之職員，移送本會進行事件之審定，且以移送本會相關委員會之判

決為終決。(詳比賽須知第十項)。

四、 女子球員得報名於學校組、公開組及女子組，惟男子球員不得報名於女子組。 

五、 參賽球隊之職隊員，不得兼任不同球隊(同組別)之任何職務。 

＊ 除領隊不受此條件限制外，其餘職員皆須符合此條規定。 

六、 隊內職員除助理教練外，不得由職員或球員兼任。 

七、 學校組須以學校為報名單位，不得跨校組隊，且毎校限報一隊，檢錄時須提出有效

之在學證明，如未能提出則不得出賽。 

＊ 在學證明文件內容須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照片（應貼有近兩年內

之照片，切勿使用嬰兒照）及學校之關防。 

八、 女子組可跨校自由組隊，若有申請國際賽推薦之需求，請於報名時註明欲推薦之單

位全銜(僅限一個單位)，賽後恕不受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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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開組，凡符合該賽事訂定之年齡級別，球員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比賽。 

＊ 公開組之參賽球隊，不得以學校名稱參賽，如報名表出現學校字樣，本會有權直

接更改名字(例如:中華高中更改中華 FC)。 

＊ 若一俱樂部球員報名本會辦理之 2021台灣青年足球聯賽，則該員須於本賽事隸

屬相同俱樂部參賽。 

十、 各隊於報名時請注意球員之隊籍或學籍隸屬，如有糾紛產生時本會將移送相關單位

調查。 

十一、 報名日期： 

(一)公開組：即日起至 2022年 7月 13日(星期三)中午 12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二)學校組、女子組：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止，逾時

不予受理。

十二、 競賽活動費：新臺幣（以下同）2,500元整。 

＊於報名系統按下『送出報名表』後，將會收到繳費郵件，請於 72 小時內完成繳費，

以免報名資料失效；如 7月 12 日送出報名表，最終繳費期限將依報名截止時間為主。 

十三、 聯絡方式： 

（一） 地  址：中華民國足球協會（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730號 2樓） 

（二） 聯絡人：

1. 註冊及報名系統：林詠晨#207/陳德碩#206（ctfa.id@gmail.com）

2. 賽務：吳俐瑩 Lily#232（junior.fa.cup@gmail.com）

（三） 電  話：【02】2596-1185

（四） 傳  真：【02】2595-1592

（五） 官  網：http://www.ctfa.com.tw

十四、 報名手續：（系統聯絡人：【02】2596-1185林詠晨#207/陳德碩#206） 

（一） 參賽隊伍須於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註冊系統(以下簡稱 CTFA 註冊系統)完成○1

2022 年俱樂部/學校註冊身份及每位隊職員○2 2022 年的個人註冊加上登錄

至報名隊伍 

1. 系統網址：https://ctfaid.ctfa.com.tw/

2. 系統註冊教學：https://youtu.be/PiPMNuHCoVY

3. 若未完成 2022年俱樂部／學校註冊，則整隊無法參賽。

4. 若未完成 2022 年個人註冊及未登錄至報名隊伍，則該隊職員將無法出

賽並無法獲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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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領隊可不需註冊，每隊僅限一名；請直接於報名系統聯絡人欄位中填寫

資料，並將職稱填寫為領隊。

（二） 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

1. 報名系統流程教學：https://reurl.cc/zMbQM0

十五、 報名表可登錄人數及規範： 

(一) 職員至多 8 名（限領隊、管理、總教練、教練、防護員等職稱）。

(二) 球員至多 23 名（含隊長）且球員報名人數不得少於 18名。

(三) 每隊報名至少須報 2位守門員(GK)。

(四) 每支隊伍必須含有總教練。

(五) 賽事過程必須有登錄之任一職員在場。

(六) 總教練必須擁有 CTFA D教練證（含）以上之教練證證照，並需於 CTFA註冊系

統完成教練註冊。 

＊ 如註冊身分不符教練資格者，協會將視同無此身份之級別，並將直接更換職

務為管理。 

壹拾壹、 【競賽抽籤暨領隊會議】：

一、 時間： 

(一) 公開組：2022年 7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00分。 

(二) 學校組、女子組：2022年 8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15時 00分。

二、 地點：本會會議室（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730號 2樓）。 

三、 賽程將於會議後，一週內公告於本會網站 http://www.ctfa.com.tw 

四、 本賽事抽籤以去年度賽事成績第一名及第二名安排為種子，將優先分開小組抽籤。

其餘隊伍以報名資料完成程序，排序抽籤。 

五、 各參賽球隊務必派代表準時出席，如未派代表參加，將由本會代為抽籤並排定賽程，

不得異議。 

壹拾貳、 【競賽制度】：原則採先分組循環後單淘汰賽制。

＊本會將依實際報名情形作調整且保有改變賽制運行模式之異動權利。 

壹拾參、 【比賽用球】：採用 FIFA Quality Pro 5號標準皮質足球。

壹拾肆、 【名次判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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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兩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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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球隊勝負關係。

2. 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 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多者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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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紅牌較少者佔先。

7. 抽籤決定。

二、 淘汰賽： 

(一)一般場次(非準決賽)： 

1. 若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時，則不延長加時賽，並立即比踢罰球點球 5 球決勝

負，若平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二)特定場次(準決賽、決賽暨 3-4名之排名賽)：

1. 若遇和局時，則進行加時比賽(上、下半場各 15分鐘)，

2. 若仍平手立即比踢罰球點球 5 球決勝負，若仍平手則再各派一名球員比踢罰

球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三)本會可視實際情況，保有最終決定權利。

壹拾伍、 【比賽須知】：

一、 本賽事為 11人制足球比賽，並採用國際足球總會頒布最新足球規則。 

二、 每場比賽為 90分鐘（上下半場各 45分鐘），中場休息 15分鐘。 

＊ 若天氣炎熱，裁判可視情節允許比賽中增加「補充水分時間」（不得超過 1分鐘）

及「冷卻時間」（90秒至 3分鐘不等）。 

三、 球隊球衣、球褲、長襪、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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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衣，且須與原號

碼相同，另普通球員轉為守門員時，則須穿著與守門球員相同之球衣、球褲、

球襪。

＊ 遇有場內球員互換身分時，則須更換球衣即可。

1. 倘若球隊服裝顏色不符上述規定，本會將依下列條例辦理：

（1） 報名階段時被發現球隊服裝顏色不符上述規定之情節發生：本會將於

審視後通知球隊且請該隊協助修正報名資料，不得異議，未能配合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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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會將視同報名手續不完全，取消該隊報名之資格。 

（2） 出賽時被發現服裝顏色不符上述規定之情節發生：經查證屬實，本會將

視不符規定之人數裁罰，須當場繳交每人新臺幣 300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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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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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當場協調兩隊更換為得以辨別之球隊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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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賽時被發現服裝不符上述規定之情節發生：經查證屬實，本會將視不符規

定之人數裁罰，須當場繳交每人新臺幣 300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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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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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倘若臂章標記以膠布黏貼取代或未配帶則須當場提交新臺幣 300 元整後，

該員使得出賽。 

(五)球衣號碼不得以膠布黏貼或手寫填上，否則該球員不得出賽。

＊ 出賽時被發現服裝不符上述規定之情節發生：經查證屬實，本會將視不符

規定之人數裁罰，須當場繳交每人新臺幣 300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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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賽事現場因競賽官或裁判或球隊提出兩隊球隊服裝顏色太過相似，提出現場

調整服裝顏色時，需徵求競賽官同意後使得更換，且球隊務必得以配合，不得

異議。

(七)比賽時，球員務必配戴護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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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配帶識別證(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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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現場球員身分查驗事宜，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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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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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卡，而後場次之身分查驗則依 AD卡為主（註冊會員卡無法當作證明文件僅為已

註冊之證明）。

(二)球員證件：

1. 學校組：具有近兩年內照片(勿用嬰兒照)之在學證明正本、影印本。

＊ 學校組必須提出在學證明書，惟可搭配健保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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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開組：具有近兩年內照片(勿用嬰兒照)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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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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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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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卡者： 

1.如未攜帶 AD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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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競賽官檢錄完成後，始得上場。

2.如整隊皆未攜帶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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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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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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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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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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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發球員 11名；替補球員至多 12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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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逾比賽規定時間 15分鐘未出場比賽之球隊以棄權論，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將處以罰款 25,000 元(報名費十倍)，並取消其繼續比賽資格(各隊與該隊已賽

成績及積分不予計算)。

(二)如遇不可抗拒因素，須以正式文件說明，由協會同意後始得更動時間補賽。

十、 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經查屬實則應判全隊棄權，且已賽成績不予計算，併處以罰款 30萬元。

(二)該冒名球員得處以 1 至 3 年之處分，且相關之隊職員及該球員，將由大會競賽

委員會依情節大小議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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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處分結果將函送予學校、教育局、教育部體育署等相關單位。

十一、 凡比賽中，不服判決率隊離場或而被判棄權或沒收比賽及無故棄權之球隊，將取

消其繼續比賽之資格(各隊與該隊已賽成績及積分不予計算)，並處以罰款 30 萬

元，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由大會競賽委員會依情節大小議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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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凡比賽中，被判處紅黃牌者，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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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惟規嚴

重者得由相關委員會加重處罰；若再次被判處黃牌警告時，再停賽 1 場，以此

類推。

(二)於不同場次中，累積 2 張黃牌者，應停賽 1 場，若再次被判處黃牌警告時，再

停賽 1場，以此類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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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凡比賽中，被判處『直接驅逐離場』者，應遵循依下列條例處份辦理： 

(一)選手：

1. 由大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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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1. 由大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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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職員：

11



1. 由大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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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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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所有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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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比賽期間，倘若發生隊職員互毆、辱罵、毆打裁判等違反規章之情事，將依循下

列條例辦理： 

(一)由競賽籌備委員會依情節大小議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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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承上，若隸屬本會之委員會認為該事件情節重大，可將本案移送司法機關議處。

十五、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需中斷比賽，將依下列方式進行中斷程序： 

(一)裁判員宣佈暫時停止比賽 30分鐘（裁判員可以依照當時實際允許情況下隨時恢

復比賽），若是無法及時恢復正常比賽則再度引用。

(二)再度暫停 30 分鐘（裁判員可以依照實際允許情況下隨時恢復比賽），（無論是在

第一階段或是第二階段的暫時停止比賽中，球員們都必須要停留在比賽場內，

倘若是暫停比賽超過時間達 20 分鐘時，球員們可以短暫熱身操 5 分鐘， 暫停

比賽達 30分鐘以上時，球員們可以回到更衣室，並且可以短暫熱身操 10分鐘），

競賽委員有權利依據比賽場地狀況實際情況下而決定熱身操地點區域（罰球區

域內禁止使用快速短跑/衝跑）。

(三)若連續兩次各 30分鐘階段宣佈後，若是無法恢復比賽，則由裁判員宣佈放棄比

賽。若賽事已進行 75 分鐘(含)以上，則以當下結果為此場次結果，視為有效比

賽，不另行補賽；若賽事未達 75分鐘，則此場比賽將依規則另行重賽，所有紀

錄歸零，僅保留因紅牌及黃牌所產生之罰款處分。

(四)不可抗力因素解釋：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競賽委員會是唯一能夠宣布不可抗拒之

外力因素事件的機構，例如：發生任何（人為、天災、地變）影響比賽進行中或

違犯任何 FIFA Laws of the Game/FIFA 比賽規則規章中的事件，源自於或歸因

於超出行為、事件、遺漏或事故是超越裁判員能力的合理控制範圍，包括但不

限於異常惡劣的天氣、洪水、閃電、風暴、火災、爆炸、地震、結構破壞、流行

病或其他自然災害、破壞或電力供應短缺、戰爭、恐怖行動、軍事行動、觀眾

騷亂、人群混亂及亂鬥、罷工、停工、觀眾球場的佔領、觀眾施放煙火、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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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為或騷亂、裁判員受到觀眾恐嚇危及生命安全。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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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比賽中，凡屬裁判職權範圍之判罰，以裁判之判罰為終決，且不得異議。 

十八、 各參賽球隊賽季最後一場出賽場次所產生之紅牌，應累計至下一年度比賽。 

十九、 本會所頒布之所有裁罰，皆依循本會訂定之紀律守則。 

二十、 本會有權依本會官方錄影影像，於賽後複查，並針對影像中球隊球員、職員於賽

事中出現的非運動精神之言語、手勢及其他行為，追加處罰。 

壹拾陸、 【獎勵辦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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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頒發之獎項，依下列辦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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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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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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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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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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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柒、 【申  訴】：

一、 對比賽有爭議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1. 由大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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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承上，若隸屬本會之委員會認為該事件情節重大，可將本案移送司法機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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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三)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下列本會定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1. 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不影響比賽進行。並於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由領隊或總教練簽名以書面（附件一）向競賽官提出申訴，同

時繳交抗議行政費，否則不予受理，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 由大會競賽委員會依情節大小議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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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申訴提供審查資料，不得晚於該場比賽終場後 48小時提出，並隨各

隊以官方文件方式送達本會(以郵戳及 email時間為準)，逾時一概不受

理。

2. 有關球員資格須於比賽結束前提出，比賽結束不得異議，且依據下列本會定

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一)、 如比賽中球員冒名違規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同時『拍照存證』，

並於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由該隊領隊或總教練簽名以書面（附件二），並

檢齊可資證明文件，向競賽官提出申訴，否則不予受理，且應遵循下列條例

辦理： 

(１) 由大會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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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提供審查資料，不得晚於該場比賽後 3個工作日提出，並隨各隊官方

文件方式送達本會。 

＊以郵戳或 email時間為準。 

二、 任何申訴均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並於提出申訴單時一同將保證金繳交予競

賽官，且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 經裁定申訴事宜成立時，退還其保證金。

(二)、 經裁定申訴事宜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三、 本會性騷擾申訴管道：(通報流程詳附件三) 

(一)、 申訴窗口：林珮雯#152、林彤涓#136。

(二)、 電  話：【02】2596-1185

(三)、 傳  真：【02】2592-1592

(四)、 e-mail：ctfa.secretary@gmail.com

壹拾捌、 【罰  則】：

一、 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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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有隊職員禁止參與鬥毆及進入場內聲援。

(二) 進入場地勸阻之隊職員不得被認定為參與鬥毆。但因任何人無裁判允許，不得離

開技術區進入場內，若隊職員任意入場勸阻，將交付大會競賽委員會同裁判商議

確認提出名單，禁賽至少 2場，且情節嚴重者移送紀律委員會。

(三) 鬥毆發生時，發起鬥毆雙方將由大會競賽委員會同裁判商議確認提出名單，禁賽

至少 6場比賽，球隊罰款至少 20萬元，另報請紀律委員會議處，且情節嚴重者，

大會得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四) 比賽期間如發生球隊集體﹝同隊二人(含)以上﹞參與鬥毆，由大會競賽委員會

同裁判確認，除取消該隊繼續出場比賽之權利外，該俱樂部罰款至少 30萬元，

並報請紀律委員會議處，總教練與球員於次年停止參加本會相關比賽之權利。情

節嚴重者，得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二、 比賽進行中，隊職員無任何理由任意進出場地、妨礙比賽進行，則當場驅逐離場，

並以禁賽至少 6 場比賽，球隊罰款至少 20 萬元懲處，另報請紀律委員會議處，且

情節嚴重者，大會得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三、 其餘違紀事件或未盡事項，以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紀律守則為準。 

壹拾玖、 【其他事項】：

一、 請詳閱本賽事所有規章等內容(競賽規程、報名表、球員登錄表、參賽同意書、教

練證電子檔等所有文件)，如有填寫不實等情事發生，後續本會將移送本會相關委員

會議處。 

二、 本會有權決定因天氣、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更換比賽場地及日期。 

三、 為考量參賽球員自身及對方球員之安全性，本會嚴禁球員配戴護目鏡、眼鏡出賽。 

四、 參賽之各球隊參賽相關費用及飲用水皆須自理，本會負責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費用，

另參賽球隊若有其他保險須求，請自行辦理。 

五、 為維護本賽事之行銷相關權益及賽場秩序管理，任何非屬比賽之行為，如拍照、錄

影、直播、或懸掛宣傳旗幟等事項，均須事先與本會行銷媒體組提出申請，並將申

請資料寄至行銷媒體組電子信箱：ctfa.pr@gmail.com 

六、 凡排定之賽程，球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動。如遇特殊情形(如：新型流感等)或

重大事故，須徵得本會競賽組裁定後，始得另行擇期比賽。 

有關新冠肺炎影響本賽事之相關說明請參閱附件四。 

七、 比賽球場嚴禁吸煙、嚼食檳榔、亂丟垃圾等行為。 

八、 為養成球員良好品德，請各球隊離開休息區時，務必恢復場地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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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各參賽隊職員積極宣導運動愛品德活動，勿口出惡言及不必要肢體動作，共創有

禮貌祥和競賽環境。 

十、 如遇有放棄参賽之情形，應遵循下列條例辦理： 

(一)如遇有須放棄参賽之情形，不得晚於領隊會議暨抽籤會議前 48 小時向本會提出

申請文件，本會同意後將扣除相關行政作業費(競賽活動費 15%)後，並退還騰餘

之競賽活動費。

(二)如遇有須放棄参賽之情形，且提出申請之時間為前述時間(前 48 小時)之後(前

48小時之後至領隊會議暨抽籤會議開始前)，向本會提出申請文件，本會同意後

將扣除相關行政作業費(競賽活動費 50%)後，並退還騰餘之競賽活動費。

(三)倘若已於領隊會議暨抽籤會議開始後，向本會提出申請，則不退還費用，且本

會將視同惡意棄賽，並處罰參賽隊伍 25,000元整，另罰款繳納完成前，該單位

不得再參加任何足球事務。

(四)倘若完成抽籤編排賽程後或比賽開始後退出比賽(該項比賽第一場已經開始)或

未到比賽現場參加比賽或拒絕繼續比賽(已經參加該項比賽後)或在比賽結束之

前離開賽場(單一場比賽裁判尚未宣布比賽結束)，則不退還費用，且將視同惡

意棄賽，並處參賽隊伍罰款 10,000元整，另罰款繳納完成前，該單位不得再參

加任何足球事務。

(五)如遇特殊情形(如：新型流感等)或重大事故須放棄參賽時，須向本會提出書面

申請，否則不予受理，且依本會裁定為最後終決。

貳拾、 【保  險】：

一、 由本會辦理比賽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 其他保險須求，參賽球隊請各自辦理。 

貳拾壹、 本規程經競賽籌備委員會審議通過，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更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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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季、殿軍賽

(20)冠、亞軍賽

2022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公開組

A B

C

(6)

(7)

DESAFIO BLUE 高雄閃電飛翔FC

MARS聯隊 航源麒麟U15 福誠足球俱樂部 黎明skechers 

台電鳳西

AC Taipei U15

(1)

(11) (12)

A1 B1 C1 D1D2 C2 A2 B2

(13) (14) (15) (16)

(17) (18)

D

台北展逸天行者U15

DESAFIO RED

台鋼佳里 台中FUTURO

(2)

(3) (4)

(5)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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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豐田 (1) DESAFIO BLUE : MARS聯隊

體中 (2) 高雄閃電飛翔FC : 福誠足球俱樂部

豐田 (3) 台電鳳西 : AC Taipei U15

體中 (4)  DESAFIO RED : 台鋼佳里

豐田 (5) MARS聯隊 : 航源麒麟U15

體中 (6) 福誠足球俱樂部 : 黎明skechers 

豐田 (7) AC Taipei U15 : 台北展逸天行者U15

體中 (8) 台鋼佳里 : 台中FUTURO

豐田 (9) 航源麒麟U15 : DESAFIO BLUE

體中 (10) 黎明skechers : 高雄閃電飛翔FC

豐田 (11) 台北展逸天行者U15 : 台電鳳西

體中 (12) 台中FUTURO :  DESAFIO RED

豐田 (13) A1 : D2

體中 (14) C2 : B1

豐田 (15) C1 : A2

體中 (16) B2 : D1

14:00-16:00 豐田 (17) (13)W : (14)W

16:15-18:15 豐田 (18) (15)W : (16)W

14:00-16:00 豐田 (19) 季、殿軍賽(17)L : 季、殿軍賽(18)L

16:15-18:15 豐田 (20) 冠、亞軍賽(17)W : 冠、亞軍賽(18)W

14:00-16:00

16:15-18:15

14:00-16:00

16:15-18:15

14:00-16:00

2022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公開組

8月20日

14:00-16:00

16:15-18:15

8月21日

8月22日

8月23日

8月25日

8月26日

16:1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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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一銀行全國青少年盃足球 
錦標賽

公開組
 
隊名： 高雄閃電飛翔 FC 
地址：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路 116 之 3 號
電話： 0918701353 
總教練：黃哲明 助理教練：林瓊鶯
管理：余佩雯
球員： 1 黃俊嘉 4 洪士哲 6曾弋𩑹 7鄭宇喆 8 黃紹恩

9 藍睿恩 10 余冠毅 11黃宥鈞 13連于翔 15 吳鈞庭
17 劉仲晏 24 彭凱亞 26唐宇諺 27陳冠宇 30 徐立倫
39 何軒瑋 52 李孫甫 62林士源 99鄺呂軍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紅 黑 紅 青 青 黑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白藍 藍 黑 紅 黑 紅

隊名： AC Taipei U15 
地址： 108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5 號 7 樓
電話： 0923961106 
領隊：吳依玶 總教練：李孟哲
管理：鄭元慈  盧怡如
助理教練：吳東勳 廖茂霖 黃聖傑 陳奕言
球員： 3 張洺榤 7 海澤宇 10高山隼人 33曾湉馨 47 藍楷閎

48 林亞洛 49 陳品佑 50趙佑軒 51央志學 53 許以勒 
54 吳承洋 55 陳書淵 58姜信宇 81郭秩寧 82 紀埶程
83 高渟恩 84 鄭元碩 85羅羽弘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黑 黑 黑 紅 紅 紅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白 白 白 黃 黃 黃 

隊名： 福誠足球俱樂部
地址： 830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 176 號
電話： 0905811512 
總教練：高瑞隆
球員： 1 楊承達 2 高雋嵃 3呂苙鋐 5鄧人豪 6 謝亞辰 

7 吳竑廷 8 郭懿霆 9林科宏 11鍾碩恩 12 宮崎優翔
13 陳鼎綸 15 郭懿豪 16張博程 18李羿辰 19 江定翰 
20 陳以翔 21 吳竑威 23王翊恩 25張裕宏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紅 黑 紅 綠 綠 綠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藍 藍 藍 灰 灰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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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隊名： 航源麒麟 U15 
地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23 號 4 樓
電話： 02-2658-6082 
領隊：林湧成 總教練：劉家銘
管理：林迎欣  張銘宸 助理教練：劉泳陞 徐  翊  洪慶懷
守門員教練：謝文浩 
球員： 1 王璿澔 2 蕭詩軒 5李允策 6王易璿 7 林郁宸 

 8 沈稚荏 10 洪煜承 11廖秉翃 12李承樺 15 吳佳諺 
 20 吳孟澄 24 陳諺禾 26周湧鈞 30蔡牧辰 31 林哲宇 
 33 程柏睿 34 張洛愷 35陳威宇 37林暐宸 38 蔡昀叡 
 40 吳昊謙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紅 黑 紅 黃 黃 黑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藍 藍 白 綠 綠 綠 
 
 
 
隊名： 台鋼佳里
地址： 24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62 號
電話： 0919610414 
領隊：劉福財 總教練：吳谷峰
管理：陳知輿 助理教練：陳威州
球員： 1 黃貫榳 2 戴日昻 3林侑呈 5劉峻齊 6 林丞恩 

 8 鄞麒翔 9 吳秉善 10黃弘毅 12邱品豪 13 郭承洋 
 14 陳奕諴 15 楊博勛 16張家銘 18黃于倫 19 吳杰叡 
 20 林澔昀 22 蔡赫倫 24嚴楷程 25戴鉑潼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藍 黑 藍 橘 橘 橘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螢光黃 藍 螢光黃 藍 藍 藍 
 
 
 
隊名： DESAFIO BLUE 
地址： 10482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 92 號 B408 
電話： 0905192196 
領隊：松下勇亮 總教練：顏光呈
管理：黃文滋 助理教練：劉正和 根岸翔太 
球員： 2 邱惟玉 6 李炘澤 7譚峻洋 9劉佳杰 12 李光廷 

 13 王晏霖 14 余品樂 15王鏡權 17簡慈宏 21 吳東叡 
 22 天滿人 24 游亭緯 29徐澄智 32孫沛強 34 陳志瑠 
 35 許博威 41 賴思橙 45小泉壮矢 46小泉衛矢 47 梁家杰 
 49 丁浩泰 69 宗軒禾 70陳俊輔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紅藍 藍 藍 白 白 白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黃 黃 黃 綠 綠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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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隊名： DESAFIO RED 
地址： 10482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 92 號 B408 
電話： 0905192196 
領隊：松下勇亮 總教練：小畑太一
管理：高木佑太郎 助理教練：簡志豪 陳韋安 
球員： 1 吳叢宇 4 蕭嘉葳 5鄭靖恩 7福本笙太 10 李  睿 

 11 謝承熹 15 鍾笠銘 16李勁霆 18黃偉侖 19 鄭宇鈞 
 20 洪子皓 21 薛閎育 23李國禎 25杜秉閎 26 張軒瑋 
 27 賴立烜 31 張承毓 34 Ghelichkhani Sina 38 鈴木太登
 44 許凱鈞 59 林宇軒 78韓啟鵬 79張力尹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紅藍 藍 藍 白 白 白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黃 黃 黃 綠 綠 綠 
 
 
 
隊名： 台中 FUTURO 
地址： 407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168 號 5 樓之 3
電話： 0921188616 
領隊：藤原誠二  小森由貴 總教練：莊明諺
守門員教練：段  霱 助理教練：吳俊青
球員： 2 陳彥志 3 鄭又齊 4陳  敬 5黄秉羿 6 李宥霆 

 7 陳閎澧 8 胡淯翔 9廖廷栩 11李禹諾 12 梁容誌 
 14 盧楷鈞 15 高秉源 18吳禕恩 20蘇彥綸 21 陳泰宇 
 30 何彥廷 38 何浩慈 39張敏政 61廖宥禹 66 蔡承峰 
 74 蔡字嘉 87 許彧愷 90林士元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藍 藍 藍 紅 紅 紅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黃 黃 黃 綠 綠 綠 
 
 
 
隊名： 台電鳳西
地址：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路 69 號
電話： 0918265032 
總教練：黃偉庭
助理教練：賴冠州  張卉靜 簡鵬晏 高俊鴻
球員： 1 許豐義 2 黃心甫 3古為州 4吳翊安 5 范懷仁 

 6 陳立勛 7 魏成叡 9劉孟德 12陳廷睿 14 劉日勝 
 15 顏東政 17 歐陽諆 19簡佑銓 20邱子恩 21 范嵐夏 
 22 陳泓任 23 王梓安 24洪瑋程 25黃奕豪 38 陳宇軒 
 39 黃冠展 42 李冠賢 43欒承謚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白 黑黃 白 黑紅 黑紅 深藍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黑紅 黑紅 深藍 白 黑黃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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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隊名： MARS 聯隊 
地址： 320 桃園市中壢區弘揚路 71 號
電話： 0902339616 
領隊：李宣萱  李國瑞 總教練：朱顯峯
管理：陳曉萱 助理教練：陳慶烜
球員： 1 紀浩軒 3 林和漢 5吳學樂 7蔡友筌 8 陳柏佑 

 10 蔡友棋 11 王上恆 12蘇亮宇 13蔣宗諺 14 陳予樂 
 15 王上愷 22 劉晉禕 23廖泂皓 25謝子元 26 王以勒 
 28 馮品彰 30 陳伯碩 33丁相宸 33丁相宸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橘 黑 綠 白 黑 黑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藍 黑 黑 綠 黑 黃 
 
 
 
隊名： 台北展逸天行者 U15
地址： 10452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
電話： 0975663358 
總教練：楊志明 助理教練：鄭瑋傑 楊謹蓮 
球員： 1 廖云翔 2 陽浩瑋 3林其恩 4鄭裕辰 6 王靖皓 

 9 劉德福 10 何昊恩 12楊昊宸 13蘇郁凱 16 林永庭 
 17 蔣  振 18 林信杰 19陳宗誼 21顏甫罕 22 吳志佳 
 25 周守渝 26 陳叡恩 29簡俊霖 30簡呈恩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藍 白 藍 黃 黃 黃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橘 黑 黑 紅 紅 紅 
 
 
 
隊名： 黎明 skechers 
地址： 408 臺中市南屯區三義里一鄰干城街 88 號
電話： 0913979182 
領隊：黃貴連 總教練：王柏旻
管理：朱孟營 助理教練：唐駿榮 涂紹捷  林廷勳
球員： 19 歐柏賢 20 高御竹 21王廷睿 22蔡侑軒 23 林耘滄 

 24 李偉誠 25 陳昱維 26全士軒 27蕭景瑋 28 吳福文 
 29 詹晨軍 30 廖家熹 31廖玟睿 32陳弘錕 33 蔡尚宇 
 34 郭澄中 35 張博聞 36廖品睿    

球衣顏色 1 球褲顏色 1 球襪顏色 1 GK球衣顏色1 GK球褲顏色1 GK球襪顏色1

藍 藍 藍 綠 綠 黑 

球衣顏色 2 球褲顏色 2 球襪顏色 2 GK球衣顏色2 GK球褲顏色2 GK球襪顏色2

粉紅 黑 白 橘 橘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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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理由 

糾紛發生時間 
糾紛發生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申訴單位 

領隊或（總）教練            

（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考核員意見 簽名： 

保證金 □已繳交五千元 競賽官簽名： 

競賽委員會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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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球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 

所屬單位 

被申訴者 

競賽組別 

被申訴者 

姓名 

申訴事由 

證件或證人 

申訴單位 

領隊或（總）教練(簽名） 

年  月  日  時  分 

競賽官意見 簽名： 

競賽委員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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