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創自我  迎接挑戰 

第 10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暨 第 29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參賽說明會 
 

 
 

指導(補助)：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聯絡電話：（02）2303-7629    2305-5423 

E-mail：rocsrvheart@seed.net.tw 

說明會時間：109年 9月 9 日  下午二時 

說明會地點： 

中南區-維他露基金會館 2 樓簡報室 

      (台中市雙十路一段 123號) 

  台北場-台北光圈 301A 教室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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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資訊，可隨時

關 注 本 會 粉 絲 專 頁

哦！ 

～啟智界的服務好夥伴～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及「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沒有在大眾中有響亮的知名度，卻有著亮眼、紮實不虛的執行力 

沒有政府充足的資源做為後盾，卻有著不怕困境、屹立不搖的堅持力 

沒有企業財團的固定支持，卻有著克勤克儉、誠懇謹慎的活動力 

一份單純對社會的關愛、付出、責任 的 志工團隊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及「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以紮實不虛的執行力、屹立不搖的堅持力、克儉謹慎的活動力 

民國 81年~我們開創了啟智界盛大的賽事—亞特盃運動會 

民國 82年~我們推動了弱智兒的自信舞台—貝樂蒂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及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是民間團體  是義務性的服務團隊 

所屬的志工群，以單純 付出的服務心、對社會盡一份責任的關懷 

沒有政府充足的資源協助、沒有固定財團豐富財源的支持 

但志工群仍然堅守一份對啟智界服務的熱忱 

我們一起並肩，克服各種服務活動在推動上的難關 

只願能讓心智障礙朋友們，可以在社會上有更多的平等機會 

謝謝志工夥伴們持續給予民間組成的服務團體～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及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所付出的堅持努力，有正面的肯定、鼓勵、支持 

讓我們的『服務心』，能傳達出更深、更遠的持續能量……! 

歡迎加入 

粉絲專頁     線上捐款        發票捐贈 

 

 

 
 

 

 

 

 

愛心碼 2099 愛你九九 

(結帳前可先告知店員

捐發票愛心碼~2099) 

 

完成捐款後，您會收到

捐款收據，可抵扣所得

稅，敬請妥善保存！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電話:(02)2303-7629      電話:(02)2305-5423 

劃撥帳號:19210031      劃撥帳號:15259153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第2頁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簡介～ 

一、宗旨：本會以推廣服務身心障礙者為宗旨 

民國 76 年春天成立全國第一支「智障服務隊」，我們是由一群滿

腔熱情，執著於智障服務工作，且肯犧牲奉獻的青年學子所組成的隊

伍，是支可隨時協助啟智服務推展工作的生力軍，也是義務服務智障

人士的先驅！ 
為擴大服務層面，落實照顧更多的心智障礙朋友，於民國 80 年正

式成立協會，隨即展開各項服務的工作。 

協會每年均為心智障礙朋友提供各種類型的服務。我們深信參與

各項戶外活動不但可使心智障礙人士有良好的身心發展，增加其自信

及價值觀，更為融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進而消弭大眾之歧見。 

本會為一志工團體組成之社團法人，在沒有任何固定財團支持

下，志工夥伴們一秉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宗旨，籌募經費、規劃活動，

並克服種種困難、阻礙，期使落實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公益活動如期推

出，嘉惠更多朋友！(目前以服務心智障礙為主，其餘障別為諮詢轉介) 
 

二、服務項目： 
1.假日基層服務:利用星期假日以定點的方式進行服務，目前共分三小隊~ 

(1).陽明小隊：星期日 09:30-11:30(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209 巷 18 號)  76 年服務 

(2).育仁義務班：星期日 14:00-16:00 (北市西藏路華江高中)        76 年服務 

(3).啟能小隊：星期六或日之 10:00-14:00 或 14:00-16:00           81 年服務  

2.專案活動：舉辦有關身心障礙者各項活動，如:「亞特盃」運動會、心智

障礙啦啦隊比賽、夏令營、育樂營、才藝營等融合智育、體育、

群育、美育的活動。 

3.戲劇表演：本會附設向日葵劇團，負責宣導啟智服務之理念，藉由輕鬆

的舞台劇方式讓社會大眾了解並重視身心障礙福利等問題。演

出地點多選擇於學校、社區活動中心巡迴公演，落實基層宣導工

作。 

4.協助友會之服務:機動性協助其他社團服務工作，已服務單位如:心路基

金會、華光智能發展中心、智障者家長總會、台北(新

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台北市自閉症協會......等單

位。 

5.代辦急難救助等:承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之肯定委託本會代辦「泓陞獎

助學金暨罕見急難救助金」、「均達身心障礙獎助學金」

等。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會址:10873 台北市萬大路 437 號 3 樓  電話:(02)2305-5423      

劃撥帳號:15259153  E-mail：srvheart@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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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一、宗    旨：結合全國志工資源，推展身心障礙者之社會福利為宗旨。 

二、立案字號：內政部台(87)內社字第 8714501 號 

三、沿    革： 

76年 成立「智障服務隊」 
由一群社青、學子所組成，犧牲假日，服務奉獻，

透過親身的服務參與，致力心智障礙福利推動！ 

80年 
成立「台北市身心障礙服

務推展協會」 

擴展服務專案，推動「亞特盃」心智障礙者運動會、

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親子育樂營等。 

87年 
另成立「中華身心障礙運

動休閒服務協會」 

展開全國性質的社會服務，89年將深受肯定之心智

障礙啦啦隊比賽、「亞特盃」心智障礙者運動會……

等推展至中區！ 

*原: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因應整體服務推動，業於 104 年 7月正式完成更名
為「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四、服務項目 

NO 項           目 說                 明 服務人數 

01 假日基層服務 
每月最少安排二個星期假日至啟智教養機構

(或定點服務)陪同身心障礙者進行休閒輔導

教學等社會適應活動。 

90人次/月 

02 

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95 年起接受全國縣市

各單位報名，95 年之前

以北東區縣市為主） 

2020年將舉辦第29屆，運動會結合學校德、

體、群、美、智五育教學，針對學生個人特性

報名參與，提供更多機會與心智障礙者並增強

其體能及自信心。 

*100 年另擴增台灣中南區縣市比賽點，

以服務更多學生，今年進行第 10屆比賽。 

6,600人/年 

(每年11月) 

03 

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 

（95 年起北區增加東區

縣市、中區增加南區縣

市） 

2019年於台北辦理第27年，結合學校德、體、

群、美、智五育教學，訓練學生團隊合作及服

從之精神，提供更多社會適應融合機會與心智

障礙者並增強其體能及自信心。 

**89 年增加台灣中南區縣市比賽，於台中市

舉辦，邁入第19屆。 

**109年因疫情關係停辦一次 

3,500人/年

(每年5月) 

04 
身心障礙親子營(夏令

營) 

透過輕鬆、寓教於樂的戶外休閒活動，增進家

庭成員間的情誼，並舒緩家長長期的撫育壓

力，緩和身心靈情緒。 

100人/年 

05 志工培訓養成 
培訓志工參與社會服務，帶予身心障礙者更多

的人際關係刺激及成長。 
20-30人/年 

06 接受政府、公益團體及企業委託辦理各項關懷身心障礙活動。 

 

社團法人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地    址：10873台北市萬大路 437號 3樓   電話：（02）2303-7629 

捐款劃撥：19210031     E-mail：rocsrvheart@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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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自我 迎接挑戰」 

第 10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暨 

第 29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活動簡章暨競賽規程 

一、宗    旨： 落實「全民」運動，讓心智障礙者於廣大的社會裏，一展運動潛能及參與

體育運動之機會，並透過訓練學習，增強其體能及自信心，進而更能融入

社群之中。 

二、主辦單位：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原：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三、活動時間：中南區－109年 11月 01日（星期日） 上午 9:30-下午 4:00 

台北場－109年 11 月 22日（星期日） 上午 9:30-下午 4:30 

四、活動地點：中南區-明道中學(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 1段 497號) 

台北場-國立台灣師大附中運動場(台北市信義路 3段 143號) 

五、參加對象： 全國各縣市之各級學校啟智(特教)班（含資源班）及啟智機構之心智障礙

者（不含思覺失調症、學習障礙、情緒障礙）。 

六、參加資格：一律採團體報名並由報名單位出具保證書(含自主健康管理表)，每一參賽

單位僅能擇一區參與。   

報名費用：免費，由於經費籌措不易，請參與之學生、家長、教師、志工，每人最少

捐贈 109年 9-11月份發票 5張（超過亦可，惟已對過未中獎之發票，請

勿繳交，感謝配合！） 

七、競賽項目：因新型冠狀病毐之影響，配合相關防疫措施，109年將取消部份項目，請

務必詳閱下列資料 

（一）田  賽－ 

(1)壘球擲遠 (坐輪椅者亦可參加) 

(2)有氧登階  

（二）徑  賽－ 

(1)25M (限幼童組、兒童組至中年組重度、極重度、腦性麻痺參與) 

(2)60M (限幼童組、兒童組、老年組；少年組至中年組重度、極重度參與) 

(3)100M 

（三）球  賽－ 

(1)籃球原地運球 

(2)籃球籃下投籃 

(3)籃球曲線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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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加組別： 

個人賽部份：單位教師務必確實於先前測試學生個人之最優成績 

本會將會依報名之最優成績，依其能力分為下列四級， 

再依年齡分男、女組，每組基本人數 3-6 人，不足 3 人該組不予成立，

但可越級參與   1)綠       2)藍       3)黃       4)紅 

備註：四個等級分別為上述－紅色為最高級，黃色次之其餘依此類推。 

※各比賽項目由大會分組，視報名選手(隊伍)及成績，得逕行升組、升級比賽，

倘仍無法升組（或級）比賽時得取消該項比賽。 

※老年組不分等級以老師登錄之最優成績排序比賽場次。 

※未確實輸入最佳成績或等級或輸入錯誤，大會將以最佳（優）成績排入賽程，

請見諒！ 

九、年齡分組：分為以下八組：【以最近生日法來計算】 

第 10 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 第 29 屆「亞特盃」 

幼童組：6~7 歲(民國 102/05/01～103/11/01) 幼童組：6~7 歲(民國 102/05/22～103/11/22) 

兒童組：8~12 歲(民國 97/05/01～102/04/30) 兒童組：8~12 歲(民國 97/05/22～102/05/21) 

少年組：13~15 歲(民國 94/05/01～97/04/30) 少年組：13~15 歲(民國 94/05/22～97/05/21) 

青年組：16~20 歲(民國 89/05/01～94/04/30) 青年組：16~20 歲(民國 89/05/22～94/05/21) 

成年組：21~35 歲(民國 74/05/01～89/04/30) 成年組：21~35 歲(民國 74/05/22～89/05/21) 

壯年組：36~45 歲(民國 64/05/01～74/04/30) 壯年組：36~45 歲(民國 64/05/22～74/05/21) 

中年組：46~55 歲(民國 54/05/01～64/04/30) 中年組：46~55 歲(民國 54/05/22～64/05/21) 

老年組：56 歲以上(民國 54/04/30 以前) 老年組：56 歲以上(民國 54/05/21 以前) 

十、獎勵方式：依其成績取金、銀、銅牌及參與獎牌，獎狀乙紙。 

十一、競賽辦法： 

(一)、為考量選手身體狀況及比賽時間進行，故每位運動員只能選擇參加一項比賽。 

(二)、比賽報名資格限制說明如下： 

1.壘球擲遠、有氧登階、籃球單項個人技術賽、25公尺、60公尺、100公尺每

項各單位最多 6名參加，男女不限。 

2.25公尺限幼童組腦性麻痺兒童組至中年組重度、極重度參加。 

*註：除幼童組不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鑑定證明外，其他組別請於 9/24 前

e-mail選手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至本會。(詳備註一) 

3.60公尺限幼童組兒童組老年組少年組至中年組重度、極重度參加。 

*註：除幼童組、兒童組不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鑑定證明外，其他組別請於

9/24前 e-mail選手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至本會。(詳備註一) 

4.請依選手最佳的測試成績參照「各等級成績標準參照表」報名適當之組別。 

5.各項比賽預計於賽前 20分鐘開始廣播檢錄，選手經廣播三次未到達者，取消

其比賽資格。 

6.運動員如有冒名頂替或不服從裁判之判決及違反運動精神，經證實者，即取

消比賽資格、名次、得分。 

7.所有參賽單位必須穿著該單位同一形式之運動服參加。 

8.參賽者不可穿釘鞋、赤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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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競賽規則： 

(一)田賽 

1.壘球擲遠 

(1)幼童組使用周長 21 公分之硬式網球；兒童組以上(含)使用周長 30公分之

壘球。 

(2)於起點線內賽員可用任何方式擲出。 

(3)每一運動員連續作三次試擲取其最佳成績。 

 2.有氧登階 

(1)時間 60秒 

(2)單腳上、單腳下且兩腳皆需上階梯後腳需下來著地，方為一次完成動作。 

(3)動作未完成者則不予計算。 

(4)兒童組階梯高度為 20 公分；少年組以上組別皆為 35 公分。 

(二)徑賽 

 1.25 公尺電動輪椅與非電動輪椅分別競賽(其跑道為二跑道之距離寬度)起跑前

其前輪在起點線後，起跑後當其前輪越過終點線即完成比賽。 

 2.運動員若有阻礙或妨礙其他賽員比賽，即被取消資格，但若跑越其它指定跑

道，而未有從中得益者，則不會被取消資格。 

(三)球賽 

1.籃球-原地運球 

(1)以單手運球，時間 30秒。 

(2)若球失控，計時器仍將繼續，選手可撿球繼續運球或裁判迅速補球予選手。 

**備註一：25M、60M 參賽需符合資格及繳交資料表 
 

25M 

對象：腦性麻痺、坐輪椅者、

重度、極重度選手 

60M 

對象：重度、極重度選手 

幼童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兒童 ⚫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少年 ⚫  ⚫  

青年 ⚫  ⚫  

成年 ⚫  ⚫  

壯年 ⚫  ⚫  

中年 ⚫  ⚫  

老年 不開放報名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系統填寫報名後，請於 9 月 24 日前將手冊 mail 至本會 

則為需符合條件才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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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籃球-籃下投籃 

(1)採用 3.05公尺高之標準籃架，時間 60 秒  

(2)自由方式投籃，不限定距離方位，每進一球得一分。 

(3)若球失控，計時器仍將繼續，運動員可撿球繼續投籃或裁判迅速補球予選手。 

3.籃球-曲線運球 

(1)時間 30秒。 

(2)球員在每個相距 3 公尺之五個障礙物左右交互運球，至兩端最後一個障礙物

時迴轉，繼續運球。 

(3)每次運球在兩個障礙物之間越過即得一分。 

(4)若球失控，計時器仍將繼續，選手可撿球繼續運球或裁判迅速補球予選手。 

(5)圖例如下: 

 

 

 

 

 

 

 

 

十三、申訴： 

1. 比賽爭議為規則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

出抗議。 

2. 合法之申訴應至資訊組領取申訴單並由單位領隊簽名，在該項比賽完畢後半小

時內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以該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3. 有關競賽時所發生之爭執，應當場口頭至司令台向裁判長提出，並於三十分鐘

內依規定補具正式手續。  

十四、備註： 

1. 若 貴單位無法參加本屆運動會，請務必於 9 月 11 日下午 1:00

前來電告知，以便通知候補學校；未通知者進而影響其他心智障礙者遞

補參與機會之單位，本會將評估其之後參與本會活動之優先順序。 

2. 自 97年度開始為響應環保、節能減碳活動，敬請各單位轉達與會人員：選

手、家屬、老師，自備遮陽帽、環保杯、輕便雨衣備用，大會不再提供，謝

謝合作！ 

3. 因配合防疫措施，若需家屬陪同學生參賽，每位學生最多限一位家屬陪同(如

有特殊情況需加人員，可提出)，請務必提供家屬之保險資料，未於指定期

間內提供者，如活動當日發生意外，本會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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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防疫防護措施說明: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於群聚活動相關防疫規範，各單位需要填報健康自

主管理表，相關個人資料僅用於疫調，並於活動結束後保留 28日後即刪除，

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若抵達現場發現發燒現象(額溫≧37.5°C、耳額≧38°C)

主辦單位有權婉拒其入場。 

(2) 請所有與會人員務必自備口罩並戴上，當日統一由校園正門進入，主辦單位

將於現場量測體温並於定點提供 75%酒精乾洗手液用。 

(3) 請與會人員全程戴口罩，除比賽中(或飲用水)可暫時脫下口罩（請妥善保管）

並於賽後立即戴上口罩，請各單位加強提醒宣導戴口罩、手部清潔、呼吸道

與咳嗽禮儀等。 

(4) 「進出動線」：屆時請依大會指標及相關說明，以便活動順利進行。 

(5) 「飲食衛生」：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現場不提供紙杯），當日午餐提

供簡便西點盒餐。 

(6) 「疫情保留原則」：國內疫情雖緩解，惟國際間疫情仍有起伏，未來仍應依

指揮中心疫情之決策進行調整，屆時請惠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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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級成績標準參照表-田賽 

比賽項目 

性別 

級別 

年齡 

男 女 
備註 

紅 黃 藍 綠 紅 黃 藍 綠 

壘球擲遠 

單位：公尺 

幼童組 15 10 5 4 13 8 3 2 使用硬式網球 

兒童組 30 20 10 9 25 15 5 4 

 

少年組 35 25 15 14 30 20 10 9 

青年組 40 30 20 19 35 25 15 14 

成年組 40 30 20 19 35 25 15 14 

壯年組 35 25 15 14 30 20 10 9 

中年組 30 20 10 9 25 15 5 4 

老年組 不分等級以老師登錄之最優成績排序比賽場次 

有氧登階 

單位：次 

兒童組 38 28 18 17 33 23 13 12 

 

少年組 38 28 18 17 33 23 13 12 

青年組 40 30 20 19 35 25 15 14 

成年組 38 28 18 17 33 23 13 12 

壯年組 38 28 18 17 33 23 13 12 

※請確實填寫※ 

＊「」及「」符號旁所示數字代表「含」此數據，ex:壘球擲遠中年女子組綠級「4」

若成績為「5公尺」則報名藍級，若成績「4公尺」則報名綠級。 

＊若需由他人扶持方能完成賽程，等級一律以「綠」級編組，但需備註說明，未確實填

寫，大會依整體賽程規畫，惟在他人協助下，致成績超越獨立完成賽程之選手，被助

者以最後一名列之；反之無法超越獨立完成者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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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級成績標準參照表-籃球個人單項技術賽 

比賽項目 

性別 

級別 

年齡 

男 女 
備註 

紅 黃 藍 綠 紅 黃 藍 綠 

籃球 

原地運球 

單位：分 

兒童組 50 35 15 14 45 30 10 9 

 

少年組 60 40 20 19 55 35 15 14 

青年組 60 40 20 19 55 35 15 14 

成年組 60 40 20 19 55 35 15 14 

壯年組 60 40 20 19 55 35 15 14 

中年組 50 35 15 14 45 30 10 9 

老年組 不分等級以老師登錄之最優成績排序比賽場次 

籃球 

籃下投籃 

單位：分 

少年組 10 7 4 3 8 5 2 1 

 青年組 10 7 4 3 8 5 2 1 

成年組 10 7 4 3 8 5 2 1 

籃球 

曲線運球 

單位：分 

兒童組 15 10 5 4 13 8 3 2 

 
少年組 20 15 10 9 18 13 8 7 

青年組 20 15 10 9 18 13 8 7 

成年組 20 15 10 9 18 13 8 7 

※請確實填寫※ 

＊「」及「」符號旁所示數字代表「含」此數據，ex:籃球原地運球中年女子組綠

級「9」若成績為「10分」則可報名藍級，若成績「9分」則報名綠級。 

＊若需由他人扶持方能完成賽程，等級一律以「綠」級編組，但需備註說明，未確實填

寫，大會依整體賽程規畫，惟在他人協助下，致成績超越獨立完成賽程之選手，被助

者以最後一名列之；反之無法超越獨立完成者不得有異議。 

＊此頁球賽項目中之「單位」係參賽學生 30 秒內所測之最佳得「分」成績；籃球籃下

投籃為 60秒內所測之最佳得「分」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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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級成績標準參照表-徑賽 

比賽項目 
男 女 

備註 
紅 黃 藍 綠 紅 黃 藍 綠 

25M 

單位：秒 

幼童組 20 30 40 41 22 32 42 43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兒童組 18 28 38 39 20 30 40 41 限腦性麻痺、坐輪椅者 

或重度與極重度選手

參與此項比賽(系統填

寫報名後，請於 9 月 24

日前將手冊影本mail至

本會 

少年組 16 26 36 37 18 28 38 39 

青年組 15 25 35 36 17 27 37 38 

成年組 16 26 36 37 18 28 38 39 

壯年組 17 27 37 38 19 29 39 40 

中年組 18 28 38 39 20 30 40 41 

60M  

單位：秒 

幼童組 14 17 20 21 16 19 22 23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兒童組 12 15 18 19 14 17 20 21 

少年組 10 13 17 18 12 15 18 19 
限重度與極重度參與

此項比賽(系統填寫報

名後，請於 9 月 24 日前

將手冊影本mail至本會 

青年組 9 12 15 16 11 14 17 18 

成年組 10 13 16 17 12 15 18 19 

壯年組 10 13 16 17 12 15 18 19 

中年組 11 14 17 18 13 16 19 20 

老年組 不分等級以老師登錄之最優成績排序比賽場次 不需檢附手冊影本 

100M  

單位：秒 

兒童組 17 20 23 24 19 22 25 26 

 

 

 

  

少年組 15 18 21 22 17 20 23 24 

青年組 14 17 20 21 16 19 22 23 

成年組 15 18 21 22 17 20 23 24 

壯年組 16 19 22 23 18 21 24 25 

中年組 17 20 23 24 19 22 25 26 

※請確實填寫※ 

＊「」及「」符號旁所示數字代表「含」此數據，ex:25M 中年女子組綠級「41」

若成績為 40秒則報名藍級，若成績 40.8秒則報名綠級。 

＊若需由他人扶持方能完成賽程，等級一律以「綠」級編組，但需備註說明，未確實填

寫，大會依整體賽程規畫，惟在他人協助下，致成績超越獨立完成賽程之選手，被助

者以最後一名列之；反之無法超越獨立完成者不得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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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台灣中南區  第 29屆   「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自信成長獎~徵選說明 

一、目的：鼓勵心智障礙選手在準備亞特盃運動會比賽期間，努力認真參與學習的過程中所展

現出來的運動家優異精神，透過分享，藉此將弱勢孩子陽光、樂觀的一面展現予社

會大眾。 

二、說明： 

1.凡參與本次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參賽的選手，均可由老師或家長透過 E-mail將資料

交予本會，再由本會審查徵選。 

2.經錄取的資料，本會依據申請人所填之內容，有權運用於各項公益活動之宣導，不得有

異議。 

三、獎勵： 

1.自信成長獎~錄取 3名，致贈獎狀一張、精美禮物一份。 

*樣式及顏色隨機贈送，不得挑選。 

2.鼓勵獎~錄取 5名，致贈禮物一份(樣式及顏色隨機贈送，不得挑選)。 

3.凡錄取學生的申請人教師，本會也將致贈教師感謝狀乙張，感謝教師願意協助將學生努

力的精神與大家分享，將愛傳送出去。 

四、申請辦法：     

1.凡認同本活動之各單位可就參賽學生在準備亞特盃運動會比賽期間，努力認真參與學習 

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改變、成長或感人之處，值得與大家分享的一面，均可依下列申 

請格式填妥 mail 交予本會，字數 600字以內。 

    2.受理時間：即日起至 10月 14日止。 

 3.mail 之 後 請 務 必 來 電 確 認 本 會 收 到 否 ， 電 話 ：（ 02 ） 2303-7629 ，

E-mail:rocsrvheart@seed.net.tw ，主旨請註明：「亞特盃運動會自信成長獎」。 

【自信成長獎~申請表】 
我們願意參加~自信成長獎，資料如下：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職稱  

連絡電話 （O）              分機            行動：   

參賽學生  參賽項目  輔助器具 □有 □無 

學生照片

可否公開 

□可公開   □公開    

□其他，請說明： 

學生姓名 

可否公開 

□可公開 

□請用化名 

參賽學生

改變、成長

或 

感人之處 

 

   ＊字數請勿超過 500字，填妥請 E-mail至:rocsrvheart@seed.net.tw，主旨請註明：「亞特盃

自信成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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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第 29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保  證  書 
茲保證參與本次運動會選手      人，確實為本單位之學

生，且符合本次簡章所述之參賽資格規定(名單詳報名資料)，

特予參加第 10 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或第

29 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保證單位願遵守保證規約，

並負保證不實之責。 

特此保證 

參賽單位 ：  (請蓋章) 

    

單位負責人 ：  (請蓋章) 

保證規約 
一、 參與本活動所有成員務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若有發燒、咳嗽、喉嚨痛、

全身酸痛、頭痛、寒顫與疲勞等類似 H1N1、COVID-19 或具傳染症狀之疾
病，請自行在家休息。 

二、 參與本活動成員，本身患有重大疾病（症狀者）如：心臟病、糖尿病、
癲癇、高血壓、氣喘、其他或比賽前一日(當日)臨時身體不適、不宜劇
烈運動者……等等，請各參賽單位務必自行斟酌參賽者體能狀況報名(出
賽)並應經家長同意，不適者請勿勉強選手參賽。  

三、 請配合提供單位所有與會者之相關資料，僅作為本次保險用。 
四、 參賽單位成員及被保證人如未遵循第一、二、三條內容或因違紀、虛報

或漏報致發生意外時，除本活動提供醫護外（含醫護人員、車），概不負
責。 

五、 被保證人因違紀或虛報被發現時，本次活動主辦單位有權停止其參賽資
格。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務必於 9 月 24 日前一律郵寄至本會，未回覆者，將當作之後報名本

會各活動錄取與否之依據。 

※地址：10873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437 號 3樓 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收 



中華身心障礙運動休閒服務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 

第14頁 

 

參賽單位資料登錄表 
※書面登錄表僅供參考用，報名請務必進入電腦系統登錄，大會不受理書面

報名。 

一、單位基本資料  ＊符號：表示必填欄位 

單位類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 □機構組 

單位簡稱＊  縣市區域＊  

單位全名＊  

單位住址＊ □□□□□ 

聯絡人姓名＊                       ＊請於聯絡人後方填寫職稱 

聯絡人電話＊         分機  手 機            

單 位 傳 真            請加註區域碼 

E - m a i l  

校長(主任)＊ 請加註職稱 教 練 姓 名  

領隊姓名＊  領 隊 職 稱 ＊  

參 加 人 數 
(為配合政府單位
措施，請協助提供) 

選手     人 教師     人 教練     人 家屬     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5 歲以上:男-    人、女-    人,共計       人 

輪椅生人數 
        人  說明:規劃休息區位置參考用，若無則免填 

便 當 
【含教師、學生及家屬】 

素食   個 葷食   個 

車 輛 調 查 
大(中)型巴士     輛 小客車(含九人座)     輛 

＊＊＊車輛調查僅開放中南區單位＊＊＊ 

參 與 教 師 

姓     名 

 

 
填寫後，請確實再次校對，若需加職稱者請緊接寫於名字後方。 
例如：王大明校長  

單位介紹詞 
( 5 0 字 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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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名單(徑賽)登錄表 

項目 選手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住址 家長姓名 組別 等級 最優成績 輔助器材 備註 

25M 

            

            

            

            

            

            

60M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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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名單(田賽)登錄表  

項目 選手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住址 家長姓名 組別 等級 最優成績 輔助器材 備註 

壘球

擲遠 

            

            

            

            

            

            

有氧

登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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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名單(球賽)登錄表 

項目 選手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住址 家長姓名 組別 等級 最優成績 輔助器材 備註 

籃球

原地

運球 

            

            

            

            

            

            

籃球

籃下

投球 

            

            

            

            

            

            

籃球

籃下

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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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台灣中南區「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第29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     空白投保名冊 

單位名稱：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說明： 1.為確保權益，若未登錄於電腦系統者，請確實填寫此表並務必於 10/14前，將資料 mail 至本會 E-mail：rocsrvheart@seed.net.tw； 

2.非本國籍者請註明英文名字及國籍與省籍、護照號碼 (無台灣身份證者，由工作人員協助登錄）。  

3.表格若不敷使用，依表複製輸入                                            聯絡人：王素娟小姐  電話：(02)2303-7629 

NO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 絡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mailto:srvheart@seed.net.tw
mailto:1.無台灣身份證者%20：請於（中南區9/20、北東區9/26)前提供相關資料e-mail至本會信箱(%20srvheart@seed.net.tw)，由工作人員協助登錄
mailto:1.無台灣身份證者%20：請於（中南區9/20、北東區9/26)前提供相關資料e-mail至本會信箱(%20srvheart@seed.net.tw)，由工作人員協助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