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參加 2019 年國際賽代表隊選手選拔賽競賽規程
核備文號：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70043258 號

第 18 屆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馬來西亞/108.4.26-4.28)
第 8 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香港/108.5.11-5.12)
第 9 屆東亞空手道錦標賽。(香港/108.5.11-5.12)
第 16 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越南/108.7.19-7.21)
所有國際比賽相關事宜，俟收到主辦單位公報後，將另行通知。
第 11 屆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智利/108.10.23-27)。暫定於 5 月另
行舉辦選拔賽。
一、 宗旨：為培訓及選拔優秀空手道選手、代表國家參加各項國際賽會，以
期為國爭光。
二、 說明：辦理如下：
（一） 108 年 1 月 12 日：第 8 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第 18 屆亞洲
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二） 108 年 1 月 13 日：第 9 屆東亞空手道錦標賽及第 16 屆亞洲空手道
錦標賽選拔賽。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 動總
會。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五、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六、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七、 比賽日期：108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星期六、日)。
八、 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4 樓。
九、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27 日止線上報名完成，12 月 29 日前資
料寄達本會，逾期不受理。
十、 報名地點：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地
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 41 巷 13 號。
電
話：(02) 2502-1422
十一、 報名手續：
（一） 進入報名網站 https://kfcho.neosj.why3s.tw 學校組報名使用學校代
碼，社會組報名使用道館帳號密碼。
（二） 進入【基本資料】輸入單位基本資料及選手基本資料，此步驟要完
成才能做後續報名動作，資料輸入完畢點選新增(修改)。該單位全
部選手名單會在下方出現。
（三） 進入【參賽登錄】選擇比賽項目，依照網頁下方說明，先點選參加
賽會名稱，再點選參加性別，系統會產生符合資格的選手，勾選要
報名的選手，點選新增。選手會依照基本資料分組及體重分級，請
注意所報名的賽會、組別及量級是否正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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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列印報名表】產生報名表單，請先確認所用電腦可開啟 PDF
檔，確認報名資料無誤後列印報名表，社會組由道館簽章，學校組
送各學校簽章(體育組或學務處核章即可)。
（五） 自行列印切結書，每位選手親自簽名後，連同單位報名表，報名費
匯款資料證明，寄送至協會。(地址：10491 臺北市合江街 41 巷 13
號)
（六） 報名費每人每項新臺幣 800 元，團體形每組新臺幣 1,200 元，於報
名時同時繳納。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比賽，若已超過報名截止日，
報名費用業已用於保險及其他行政相關作業等必要支出，所繳費用
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還餘款。
（七） 本會將為參加選手辦理保險，保險範圍僅限於比賽期間在比賽場地
內因賽所造成之傷害（以醫生診斷證明書為憑），其餘非賽事進行
中之意外傷害皆不在保險範圍。
（八） 報名費匯款資訊：
匯款帳號戶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蘇尚志
銀行：012 臺北富邦銀行-文德分行
帳號：442102-158787
十二、 比賽資格：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依參賽組別必須取得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初段以上資格（含青少年
初段）
。
（三） 參賽年齡依下列各賽事各組別之相關規定。
（四） 報名參加選拔賽之選手，不得無故棄權，否則將處以禁賽一年之處
分（若有特殊情況者，須向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提出書面說明並經
選訓委員會半數以上同意之）。
十三、 分組項目：
（一） 第 8 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青少年組『16-17 足歲』
【108 年 5 月 11 日滿 16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5kg 個人對打
（1）-48kg 個人對打
（2）-61kg 個人對打
（2）-53kg 個人對打
（3）-68kg 個人對打
（3）-59kg 個人對打
（4）-76kg 個人對打
（4）+59kg 個人對打
（5）+76kg 個人對打
（5）個人形
（6）個人形
（6）團體形『14-17 足歲』
（7）團體形『14-17 足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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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組『14-15 足歲』
【108 年 5 月 11 日滿 14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2kg 個人對打
（1）-47kg 個人對打
（2）-57kg 個人對打
（2）-54kg 個人對打
（3）-63kg 個人對打
（3）+54kg 個人對打
（4）-70kg 個人對打
（4）個人形
（5）+70kg 個人對打
（6） （6）個人形
（二） 第 9 屆東亞空手道錦標賽：
『18 足歲以上』
【108 年 5 月 11 日滿 18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5kg 個人對打*
（1）-50kg 個人對打
（2）-60kg 個人對打
（2）-55kg 個人對打
（3）-67kg 個人對打
（3）-61kg 個人對打
（4）-75kg 個人對打
（4）-68kg 個人對打
（5）-84kg 個人對打
（5）+68 kg 個人對打
（6）+84kg 個人對打
（6）個人形（16 足歲以上）
（7）個人形（16 足歲以上） （7）團體形（16 足歲以上）
（7） （8）團體形（16 足歲以上）
（三）第 18 屆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21 歲以下組【108 年 4 月 26 日滿 18 足歲至不滿 21 足歲】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5kg 個人對打*
（1）-50kg 個人對打
（2）-60kg 個人對打
（2）-55kg 個人對打
（3）-67kg 個人對打
（3）-61kg 個人對打
（4）-75kg 個人對打
（4）-68kg 個人對打
（5）-84kg 個人對打
（5）+68 kg 個人對打
（6）+84kg 個人對打
（6）個人形
（7）個人形
青少年組『16-17 足歲』
【108 年 4 月 26 日滿 16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5kg 個人對打
（1）-48kg 個人對打
（2）-61kg 個人對打
（2）-53kg 個人對打
（3）-68kg 個人對打
（3）-59kg 個人對打
（4）-76kg 個人對打
（4）+59kg 個人對打
（5）+76kg 個人對打
（5）個人形
（6）個人形
（6）團體形『14-17 足歲』
（7）團體形『14-17 足歲』
少年組『14-15 足歲』
【108 年 4 月 26 日滿 14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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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組
2.女子組
（1）-52kg 個人對打
（1）-47kg 個人對打
（2）-57kg 個人對打
（2）-54kg 個人對打
（3）-63kg 個人對打
（3）+54kg 個人對打
（4）-70kg 個人對打
（4）個人形
（5）+70kg 個人對打
（8） （6）個人形
（四）第 16 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18 足歲以上【108 年 7 月 19 日滿 18 足歲者可報名參加】
1.男子組
2.女子組
（1）-55kg 個人對打*
（1）-50kg 個人對打
（2）-60kg 個人對打
（2）-55kg 個人對打
（3）-67kg 個人對打
（3）-61kg 個人對打
（4）-75kg 個人對打
（4）-68kg 個人對打
（5）-84kg 個人對打
（5）+68 kg 個人對打
（6）+84kg 個人對打
（6）個人形（16 足歲以上）
（7）個人形（16 足歲以上） （7）團體形（16 足歲以上）
（9） （8）團體形（16 足歲以上）

*亞青盃 U21 組、東亞盃及亞錦賽男子-55 公斤量級請參閱十九、(三)選拔規定。
十五、比賽規則：採用世界空手道聯盟（WKF）之最新規則及亞洲空手道聯
盟（AKF）或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CTKF）所制定之規則實施之。
十六、比賽辦法：
(一) 採雙敗淘汰制。
(二) 個人形及團體形需準備三套以上，團體形決賽時需演武。
(三) 對打量級若僅一人報名，則向上一量級併組進行。
十七、懲戒：凡教練或選手在競賽中，以不雅暴力之行為或以粗鄙言行對大
會裁判及職員使比賽無法順利進行者，將送紀律委員會可處以
教練最高停權二年，選手禁賽一年以上之處分。
程序：由主審提報副裁判長或直接由副裁判長提報裁判長，並由裁判
長立即召集副裁判長會議討論（要求相關人員前來說明），並
將會議結果呈報本會紀律委員會處理。
十八、申訴：
（一） 技術上之抗議必須於該回合比賽結束後一分鐘內以口頭告知該
場地副裁判長，四分鐘以內提出書面陳述提交大會裁判長，並
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五分鐘內由大會裁判長及副裁判長
或事件非相關之資深裁判會議裁定之。
（二）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 30 分鐘，檢附申訴書提交大
會裁判長，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由大會裁判長會同副
裁判長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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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十九、選拔方式與規定：
（一） 亞青盃、東亞盃及東亞青代表隊選手名單由選訓委員會視各量
級第一名選手審定之，如第一名選手因故出缺由第二名選手遞
補‧
（二） 亞錦賽各量級選手，如在報名參賽前世界排名在前 5 名之選手，
則直接獲得參賽權，選拔賽第一名選手則為候補選手。其餘各
量級由選訓委員會視選拔賽第一名選手為正選選手，第二名為
候補選手。
（三） 亞青盃 U21 組、東亞盃及亞錦賽男子-55 公斤級及-60 公斤級第
一名選手加賽一場，如大會公布未舉辦-55 公斤量級，則-60 公
斤級由選訓委員會視加賽獲勝的選手審定之。
（四） 各國際賽若需有團體對打項目候補選手，由選訓委員遴選各量
級第二名選手表現優良者參加‧
（五） 入選培訓隊之選手若無故不參加賽前培訓或中途退訓，將予以
兩年禁止參加國內外各項賽事。
二十、相關規定
(一) 抽籤時間：107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
抽籤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體育組。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8 號。
電話：(02) 2502-1422
E-mail：tpectkf@gmail.com
(二) 教練、裁判、領隊會議：108 年 1 月 12、13 日上午 8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4 樓。
過磅時間：108 年 1 月 12、13 日當天上午 8 時至 8 時 50 分。
(三) 選手過磅時，男生以赤足及裸身著短褲為基準過磅，女生以短
褲、T 恤輕便服為基準過磅。
二十一、競賽規定：
(一) 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須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
(二) 有以下任一情事者，以棄權論：
1.未報到者。
2.參加對打比賽未過磅者。
3.比賽開始唱名三次未出場者。
(三) 依規定，參加對打比賽選手須配戴拳套、護齒、護身、護胸（女
性）、脛骨護墊、腳部護具（護腳背）。護陰（下襠護具）非強
制使用。所有裝備，必須符合世界空手聯盟（WKF）或亞洲空
手道聯盟（AKF）或本會所核定。選手須自備紅、藍帶。
(四) 為使競賽順利安全進行，競賽場將派駐醫護人員或防護員。
二十二、本辦法由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如
有未盡事宜，得由選訓委員會開會決議修正或補充，並呈報教育部
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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