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籃得好天天 

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心路基金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諮詢專線：07-3219911 分機 235 劉專員 

                                       分機 238 謝專員 

 活動網頁： 

  https://isyinluad.wixsite.com/niceday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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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日期與時間 

 日期：111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8 點 30 分 到 下午 5 點 30 分。 

※ 本活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標準辦理或調整替代方案。 

 

貳、活動地點 

 高雄市青少年運動園區籃球場（高雄市苓雅區明德街 2 號）。 

  ★【交通方式】 

公車 
 248、五福幹線號至中正技擊館站下車。 

 52、70 號至中正體育場站下車。 

高雄捷運 
 搭乘高雄捷運橘線至 O9 技擊館站→於 3 號出口，步

行約 10 分鐘。 

公共自行車   可停放於技擊館站之捷運沿線租賃站  

開車前往 
 國道 1 號中正交流道下。 

 國道 3 號→國道 10 號→國道 1 號中正交流道下。 

 

參、參賽資格 

 年滿15歲，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自閉症、唐氏症、腦性麻痺或其

它伴隨有智能障礙之多重障礙者（以下簡稱智青） 

★ 每一位智青，最多報名 2 項活動競賽喔 （須攜帶身心障礙證明，以備查驗）。 

 年滿15歲，願意支持智能障礙者參與之社會大眾（以下簡稱社青）。 

★ 每一位社青，限報名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籃球機投籃賽團體組、

技術挑戰賽；每人最多報名２項活動競賽。 

★ 凡曾為或現役籃球職業球隊球員、籃球校隊球員、國家代表隊者不得參賽。 

★ 個人報名之社青如需主辦單位媒合智青隊友組隊，皆視同備取，待通知媒合

成功後再完成繳費。 

 報名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者須無心臟病、高血壓、癲癇、氣喘之病

史。 

 報名三對三鬥牛賽、五對五全場賽、籃球機投籃賽團體組、技術挑戰賽之參

賽選手可自行組隊 或 由主辦單位協助媒合組隊。 

 智青及未滿 18 歲之社青選手，應取得監護人之同意。 

 參賽選手均需已施打 COVID-19 第二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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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項目報名人數及組數 

項次 項目 報名資格 

1 五對五全場賽  智青４人與社青３人組隊參加，最多８隊。 

２ 三對三鬥牛賽  智青 2 人與社青 2 人組隊參加，最多 16 隊。 

３ 定點投籃賽  限智青參加，最多 60 人。 

４ 

籃球機投籃賽 
(個人組/團體組 

僅能擇一報名) 

 個人組：限智青參加，最多 100 人。 

 團體組：智青 1 人與社青 1 人組隊參加，最多 15

隊。 

５ 
技術挑戰賽~ 

技術組  智青 1 人與社青 1 人組隊參加，每場次最多 25 隊。 

6 
技術挑戰賽~ 

限時投籃組  智青 1 人與社青 1 人組隊參加，每場次最多 25 隊。 

7 
技術挑戰賽~ 

挑戰組  智青 1 人與社青 1 人組隊參加，每場次最多 25 隊。 

伍、活動內容 

 報名及繳費期間：5 月 15 日 到 6 月 30 日止（額滿為止）。 

 各項目賽制每年依場地、時間進行些微調整，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主辦

單位將依實際情況更動細部規則，內容將公布於活動當天之秩序冊。 

項

次 
項目 活動內容（完整競賽規則請詳閱附件一） 

1 五對五全場賽 

1.比賽範圍為籃球全場區域。 

2.每場比賽進行二節，每節 5 分鐘，節間休息 2 分鐘。 

3.三分球投進為三分，兩分球投進為兩分。 

4.社青有得分上限之限制，智青則無。 

5.積分第一與第二之隊伍晉級複賽。 

6.預賽每場比賽勝隊積分為 2 分，兩隊平手各得 1 分， 

  負隊積分為 0 分。 

7.決賽取前三名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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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活動內容（完整競賽規則請詳閱附件一） 

２ 三對三鬥牛賽 

1.比賽範圍為籃球半場區域。 

2.每場比賽進行三節，每節 4 分鐘，節間休息 1 分鐘。 

3.社青得分每球為 1 分，智青得分每球為 2 分。 

4.社青有得分上限之限制，智青則無。 

5.比賽分預賽及複賽，所有隊伍皆會晉級複賽。 

6.預賽每場比賽勝隊積分為 2 分，兩隊平手各得 1 分，

負隊積分為 0 分。積分最高隊伍晉級複賽 M1，次高

積分晉級複賽 M2，最低積分晉級複賽 M3。 

7. M1、M2 及 M3 決賽分別取前三名獲獎。 

３ 定點投籃賽 

1.參賽者於籃下邊界至兩分線上共 5 個定點投籃。 

每個定點投 3 球，按規則計分。 

2.依總得分取前五名獲獎。 

４ 籃球機投籃賽 

1.個人組參賽者於籃球機投籃，達關卡指定分數門檻後，

方可進行下一關，依分數最高者獲勝。 

2.團體組參賽者一同進行投籃，達關卡指定分數門檻後，

方可進行下一關，依分數最高之隊伍獲勝。 

3.個人及團體均依總得分，各取前五名獲獎。 

５ 
技術挑戰賽～ 

技術組 

1.智青與社青共 2 人挑戰合作完成 5 個籃球動作進行闖

關，計時完成之時間。 

2.依完成時間計算，取前五名獲獎。 

6 
技術挑戰賽～ 

限時投籃組 

1.智青與社青共 2 人於 1 分 30 秒內輪流進行投籃， 

  參賽者可自行選擇投籃遠近。 

2.依總得分取前五名獲獎。 

7 
技術挑戰賽～ 

挑戰組 

1.重度以上智青或輪椅使用者和社青共 2 人組隊在 

  一定距離及時間內將球投入指定之位置。 

2.依總得分取前五名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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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辦法 

 報名及繳費期間：5 月 15 日 到 6 月 30 日止（額滿截止）。 

 報名費用：新台幣 250 元/人（含午餐、保險、紀念 T、紀念品）。 

 報名填寫資料： 

（一）附件二：個人報名表（個人報名使用）-----------------------（第 13 頁～第 15 頁） 

（二）附件三：團體報名表（學校、機構團體報名使用）---------------（第 16 頁～第 19 頁） 

（三）附件四-2：鑑測記錄表（報名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需檢附）--（第 22 頁） 

（四）附件五：活動告知同意書---------------------------------（第 23 頁） 

 報名方式：任選下列一種報名方式完成報名 

項次 報名方式 內容 

1 郵寄報名 

 將書面報名資料，掛號郵寄至以下地址： 

   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72 號 11 樓 

   收件人：心路基金會 籃得好天天 收 

2 
E-MAIL

報名 

 將報名資料掃描檔或照片檔（照片檔請務必拍攝清楚），寄

至電子信箱：niceball@ms.syinlu.org.tw。 

3 

LINE 官

方帳號 

報名 

 加入 LINE 官方帳號「111 年心路籃得好天天」，上

傳報名資料掃描檔或照片檔（照片檔請務必拍攝清楚） 

 

 

https://lin.ee/uzYtCTl  

 

 

 

4 現場報名 

 請將報名資料，親送至以下地址： 

   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72 號 11 樓 

   收件人：心路基金會 籃得好天天 收 

 

 

 

https://lin.ee/uzYt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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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 內容 

親自繳費 
1.至本會說明繳交「111 年籃得好天天」報名費用。 

2.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72 號 11 樓。 

銀行/ATM/

手機轉帳 

 

戶名︰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 

銀行︰國泰世華 高雄分行（銀行代碼 013） 

帳號︰005035007832 

 

柒、資格鑑測（報名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之智青須提供） 

 請依【附件四-1：資格鑑測辦法】（第 20 頁），自行填寫鑑測記錄表格（第 22

頁）並隨報名表繳交給主辦單位。 

 鑑測項目：12 公尺直線運球、12 公尺迂迴運球、運球上籃、中距離投籃、 

          傳球接球共五項。  

 

捌、交通補助資訊 

 本活動提供交通費補助屬補貼性質，針對遠距縣市（不含台南屏東）訂定補助

金額，超過本活動補助上限之金額請參賽者自理。 

 交通費補助對象：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之參賽者。(各縣市補助額度請

見下表) 

 交通費補助核發：活動當日報到後，依大會報告時間，進行個人及團體簽領。 

 交通費定額補助表： 

縣市 補助費用上限/人 

雲林縣市、台東縣市、嘉義縣市 200 元 

台中市、彰化縣市、南投縣市 400 元 

新竹縣市、苗栗縣市 550 元 

桃園市、花蓮縣市 700 元 

台北市、新北市、宜蘭市、基隆縣市 800 元 

離島地區 1,000 元 

        ※離島地區請提供憑證申請交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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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保險資訊 

本活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障額度為 300 萬/人。參加者若有其他個別保險需

求，請另外自行投保。 

壹拾、活動及聯絡資訊 

有關本活動相關資訊，如隊伍名單、賽事規則、周邊活動…等，請至下列網站查詢，

或以電話、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 

 

 籃得好天天活動網頁： 

   https://isyinluad.wixsite.com/nicedaybasketball 

 

 

 

 FB《自在好天天-高雄社區生活支持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nicedaykh 

 

 

 心路社區支持服務處 TEL：07-3219911 轉 235 

 

 電子郵件：niceball@ms.syinlu.org.tw 

 

 

 

            

 

 

  

籃得好天天活動網頁 

自在好天天 FB 

其它重要說明 

★ 因疫情關係，活動當日將控管進出人數，且採實名制，現場亦需配合量

額溫、戴口罩、並做酒精消毒等相關防疫措施。 

★ 當天需填寫 本活動簡章之【附件六：健康聲明書】（第 24 頁）於活動當日

繳交。 

★ 本活動若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標準致需暫停活動辧理時，主辦

單位將另行公告及電話通知替代方案。 

https://isyinluad.wixsite.com/nicedaybasketball
https://www.facebook.com/nicedaykh
mailto:niceball@ms.syinl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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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競賽規則】 

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五對五全場賽 

【賽制】 

1.採計時計分制，每節比賽時間 5 分鐘，每節賽後休息 2 分鐘。 

2.比賽中，罰球、出界、交換球權等皆不停錶，惟裁判考量特

殊狀況，可指示紀錄台停錶。 

【隊伍成員與人員替換】 

1.每隊成員為 4 名智青及 3 名社青組隊。 

2.採二節比賽制，每節比賽每隊上場成員如下： 

 第一節比賽︰3 名智青及 2 名社青。 

 第二節比賽︰3 名智青及 2 名社青。 

3. 4 名智青均需輪替上場比賽。 

4.社青因故無法繼續比賽時，可向主辦單位申請，由主辦單位

安排備用社青球員參與比賽。 

【得分計算與得分限制】 

1.三分球投進為三分；兩分球投進為兩分。 

2.社青於比賽中，每節最多得分為 6 分；智青每節比賽得分無

限制。  

3.罰球進球皆為 1 分；智青罰 2 球，社青罰 1 球。                                                                                                                                                

4.每次投籃得分後進攻球權轉換。 

【犯規】 

1.球員在比賽中犯規時，記個人犯規 1 次，該隊記團體犯規 1

次。 

2.投籃時遭他人犯規，如球進，得分算並另加罰 1 球；如球未

進，則依球員身份判定進行罰球 1 或 2 次。 

3.個人犯規第 4 次時，該球員取消該場次比賽資格。 

4.每節比賽每隊團隊犯規達 3 次時，第 4 次開始智青罰球二

次；社青罰球一次。第 2 球球進則球權轉換，不進則於搶籃

板後比賽繼續進行。 

5.個人犯規滿者不得作為替補選手再次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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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晉級－預賽】 

1.採循環賽積分制，勝隊積分為 2 分，兩隊平手各得 1 分，負

隊積分為 0 分，以積分多寡計算名次。積分最高與次高積分

晉級複賽。 

2.若積分相同，則以循環中總得分較高的隊伍勝出；若總得分

相同，則以罰球決勝，由全員依序進行罰球線投籃，每人罰

1 球，分數較高之隊伍勝出，若平手則持續直到分出勝負為

止。 

【晉級－決賽】 

1. 採單淘汰賽制，比賽中得分較高隊伍勝出，較低分淘汰。 

2. 若得分相同採罰球決勝，由全員依序進行罰球線投籃，每人

罰 1 球，分數較高之隊伍勝出，若平手則持續直到分出勝

負為止。 

 

三對三鬥牛賽 

【賽制】 

1.採計時計分制，每節比賽時間４分鐘，每節賽後休息 1 分鐘。 

2.比賽中，罰球、出界、交換球權等皆不停錶，惟裁判考量特

殊狀況，可指示紀錄台停錶。 

【隊伍成員與人員替換】 

  1.每隊成員為 2 名智青及 2 名社青組隊。 

  2.採三節比賽制，每節比賽每隊上場成員如下： 

 第一節比賽︰2 名智青及 1 名社青。 

 第二節比賽︰2 名社青。 

 第三節比賽︰2 名智青及 1 名社青。 

  3.第一節比賽與第三節比賽之社青須為不同人，且不得替補 

   （依裁判判定傷停換人不在此限）。 

  4.社青因故無法繼續比賽時，可向主辦單位申請，由主辦單 

           位安排備用球員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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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得分計算與得分限制】 

1.智青任何點得分每球皆為 2 分；社青任何點得分每球皆為 1

分；不計算三分球。 

2.社青於第一節及第三節比賽中，每節最多得分為 4 分，於第

二節比賽中得分無限制；智青每節比賽得分無限制。 

3.罰球進球皆為 1 分；智青罰 2 球，社青罰 1 球。                                                                                                       

4.每次投籃得分後進攻球權轉換。 

【犯規】 

1.球員在比賽中犯規時，記個人犯規 1 次，該隊記團體犯規 1

次。 

2.投籃時遭他人犯規，如球進，得分算並另加罰 1 球；如球    

未進，則依球員身份判定進行罰球 1 或 2 次。 

3.個人犯規第 4 次時，該球員取消該場次比賽資格。 

4.每節比賽每隊團隊犯規達 3 次時，第 4 次開始智青罰球二

次；社青罰球一次。第 2 球球進則球權轉換，不進則於搶    

籃板後比賽繼續進行。 

5.個人犯規滿者不得作為替補選手再次上場。 

【晉級－預賽】 

1.採循環賽積分制，勝隊積分為 2 分，兩隊平手各得 1 分，負

隊積分為 0 分，以積分多寡計算名次。積分最高者晉級複賽

M1，次高積分晉級複賽 M2，最低積分晉級複賽 M3。 

2.若積分相同，則以循環中總得分較高的隊伍勝出；若總得分

相同，則以罰球決勝，由全員依序進行罰球線投籃，每人罰

1 球，分數較高之隊伍勝出，若平手則持續直到分出勝負為

止。 

【晉級－決賽】 

1. 採單淘汰賽制，比賽中得分較高隊伍勝出，較低分淘汰。 

2. 若得分相同採罰球決勝，由全員依序進行罰球線投籃，每人

罰 1 球，分數較高之隊伍勝出，若平手則持續直到分出勝

負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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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定點投籃 

1. 賽程分男女個人賽；參賽者於5

個定點投籃（各點積分如右方

圖示），每定點投 3 球，最高總

積分數 27 分。 

2. 參賽選手將球投出後開始計

時，最後一球投出後停錶。 

3. 總分數最高者獲勝，分數相同者，以完成時間快者獲勝。 

4. 女子組 3 分距離將調整至罰球線前兩步。 

5. 男子組取前 1-5 名；女子組取前 1-5 名，可獲得獎牌及獎品；

獲獎名額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籃球機 

投籃賽 

1. 個人賽（男子組、女子組）-參賽選手於籃球機進行投籃，依

分數最高者獲勝。 

2. 團體組-共三關，社、智青一同進行投籃，達關卡指定分數門

檻後，方可進行下一關，依分數最高之隊伍獲勝。 

3. 比賽進行方式為每一關 60 秒，總計三關 180 秒，前 45 秒每

球 2 分，最後 15 秒每球 3 分。第一關最低分須達 30 分，第

二關最低分須達 100 分，若分數未達到者，則無法晉級下一

關，比賽分數則以該關卡最高分計算。 

4. 分數相同者，將分別再次進行比賽，決定名次前後。 

5. 男子組取前 1-5 名；女子組取前 1-5 名；團體組取前 1-5 名，

可獲得獎牌及獎品；獲獎名額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技術挑戰賽～ 

限時投籃組 

1. 每隊由１名智青及１名社青組隊

參賽；限時 1 分 30 秒內輪流進

行投籃，依進球分數最高之隊伍

獲勝；參賽者可自行選擇投籃遠

近，其分數配置如右圖所示。 



 11 

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2. 取最高分前 1-5 名之隊伍，獲得獎牌及獎品；獲獎名額將依

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技術挑戰賽～ 

挑戰組 

1. 重度以上智青或輪椅使用者和社青共 2 人組隊，在籃下指定

位置將指定用球(3 號籃球共 20 顆)

輪流投入指定高度籃框，依進球

分數最高之隊伍獲勝；參賽者可

自行選擇投籃遠近，其分數配置

如右圖所示。 

2. 依 20 顆球進球分數計分，取最

高分前 1-5 名之隊伍，獲得獎牌及獎品；獲獎名額將依實際

報名人數調整。 

技術挑戰賽～ 

技術組 

1. １名智青及１名社青組隊參賽，挑戰兩人合作完成五個籃球

動作進行闖關活動。 

2. 動作規則說明：（請見 P12 示意圖） 

第一關：左右搖擺：此關角錐為 7 個。一人於起點開始，

另一人在第 4 個角錐準備。聞哨音，第一人運球繞過３個

角錐後，傳球給下一人運球繞至終點。 

第二關：直搗黃龍：一人獨自運球上籃，進球或 3 顆球沒

進，即進入下一關，另一人可先至下一關做準備。 

第三關：球給心路：兩人各自將球傳進至指定洞裡，即可

至下一關。 

第四關：你傳我接：兩人於中線兩側交互傳球至底線。 

第五關：我是神射手：由第二關未上籃者進行罰球線投籃，

進球或３顆球沒進，則停錶比賽結束。 

3. 比賽採計時制，以秒數最快之隊伍獲勝。 

取最快完成前 1-5 名之隊伍，獲得獎牌及獎品；獲獎名額將

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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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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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個人報名表】（第 13 頁～第 15 頁） 

姓名： 身分別：□智青 □社青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餐食：□葷  □素  □自行備餐 

聯絡電話： 手機：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手機：                     

通訊地址（行前通知與紀念品寄達處）： 

紀念 T 恤尺寸（請參考附件七）：□S  □M  □L  □XL  □2XL  □其它（請說明）：       

我需要的協助：                                 （特殊生理狀況、服藥狀況請務必說明）  

報名項目（每人最多報名 2 項） 

□五對五全場賽－隊名：                       

 本人承諾誠實告知以下事項：（請務必勾選） 

    （一）本人 □無心臟病、□無高血壓、□無癲癇、□無氣喘之病史。（每項皆需勾選） 

    （二）本人  □已確實填寫資格鑑測記錄表  □需要協助完成資格鑑測記錄表(擇一勾選) 

 □本人需要協助媒合組隊 

 

□三對三鬥牛賽－隊名：                       

 本人承諾誠實告知以下事項：（請務必勾選） 

    （一）本人 □無心臟病 □無高血壓 □無癲癇 □無氣喘之病史 （每項皆需勾選） 

    （二）本人  □已確實填寫資格鑑測記錄表  □需要協助完成資格鑑測記錄表(擇一勾選) 

 □本人需要協助媒合組隊 

 

□定點投籃賽 

 

□籃球機投籃賽：□個人組  □團體組－隊友：                    

 

□技術挑戰賽：□限時投籃－隊友：                         

                        □挑 戰 組－隊友：                        

                   □技 術 組－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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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報名「三對三鬥牛賽及五對五全場賽」的參賽者， 
如果找不到隊友，請勾選「本人需要協助媒合組隊」選項。 

 報名「籃球機投籃賽」，個人組與團體組只能選一項報名。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浮貼處（社青免附） 
 

身心障礙證明 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 反面 

繳費證明（以下二擇一） 

【到銀行/ATM 轉帳 或 到心路繳費  收據影本浮貼】 【手機轉帳】 

 ◎轉帳日期 

                 

 

 

◎轉帳帳號後五碼 

                 

 

 

◎轉帳金額 

                 



 15 

報名費發票 

※報名費發票開立方式：(請擇一勾選) 

□二聯   

□三聯(統編：                   ; 抬頭：                                ) 

※報名費發票提供方式：(請擇一勾選) 

□捐贈心路   

□10 月 1 日活動當天提供或隨行前通知寄送 

 

※如需退費，最遲需於 8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並需內扣轉帳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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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團體報名表】（僅提供學校、機構等單位報名使用）（第 16 頁～第 19 頁） 

 

單位名稱全銜： 

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               聯絡人： 

報名人數：  智青    人，社青    人，預計隨隊人員    人 

餐食：葷  份，素  份 

（備註：餐食僅提供報名參賽者及團體隨隊人員 2 名，其餘人員敬請自理，主辦單位可提

供代訂服務。 

活動當日隨隊人員姓名： 活動當日隨隊人員手機： 

重要提醒 

1.單位隨隊人員應於活動當日自備隊員緊急聯絡電話。 

2.同一單位報名資料僅需填寫一份即可；表格數量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需要之頁數。 

3.填寫團體報名表之參賽者，仍需簽署活動告知同意書（附件四）。 

報名【三對三鬥牛賽】或【五對五全場賽】之參賽團體，請承諾誠實告知以下事項 

（一）本單位報名之參賽者 □無心臟病 □無高血壓 □無癲癇 □無氣喘之病史 （每項皆需勾選） 

（二）□本單位已確實填寫資格鑑測記錄表。 

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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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名冊（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新增） 

姓名 身分 生日 身分證號碼 紀念 T 恤尺寸
（請參考附件七） 

報名項目（每人最多 2 項） 

 智青

社青 

  □S   □M  

□L   □XL  

□2XL   

□其它（請說

明）：        

□五對五全場賽－隊名：                 □三對三鬥牛賽－隊名：                    

□定點投籃賽 

□籃球機投籃賽-個人組   □籃球機投籃賽-團體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技術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限時投籃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挑戰組（隊友：           ） 

 智青

社青 

  □S   □M  

□L   □XL  

□2XL   

□其它（請說

明）：        

□五對五全場賽－隊名：                 □三對三鬥牛賽－隊名：                    

□定點投籃賽 

□籃球機投籃賽-個人組   □籃球機投籃賽-團體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技術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限時投籃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挑戰組（隊友：           ） 

 智青

社青 

  □S   □M  

□L   □XL  

□2XL   

□其它（請說

明）：        

□五對五全場賽－隊名：                 □三對三鬥牛賽－隊名：                    

□定點投籃賽 

□籃球機投籃賽-個人組   □籃球機投籃賽-團體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技術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限時投籃組（隊友：          ）  

□技術挑戰賽-挑戰組（隊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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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浮貼處（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新增）（社青免附） 

單位名稱全銜： 

身心障礙證明 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 反面 

身心障礙證明 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 反面 

身心障礙證明 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 反面 

身心障礙證明 正面 身心障礙證明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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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證明（以下二擇一） 

【到銀行/ATM 轉帳 或到心路繳費  收據影本浮貼】 【手機轉帳】 

 ◎轉帳日期 

                 

 

◎轉帳帳號後五碼 

                 

 

◎轉帳金額 

                 

報名費發票 

※團體報名者，一律提供 「團體名稱」之發票一張。(請擇一勾選) 

□二聯   

□三聯(統編：                   ; 抬頭：                                ) 

※發票如需分開開立，請說明： 

  □請開立 250 元發票共           張 

※報名費發票提供方式：(請擇一勾選) 

□捐贈心路   

□10 月 1 日活動當天提供或隨行前通知寄送 

 

※如需退費，最遲請於 8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匯款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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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資格鑑測辦法】 

請依據以下鑑測項目與說明，完成鑑測記錄表 

鑑測項目 進行方式 示意圖 

器材 
（碼錶/角錐
可用其它替
代物） 

12 公尺 

直線運球 

記錄： 

計算從起點

運球至終點

的『秒數』。 

 

碼錶*1 

籃球*1 

角錐*2 

12 公尺 

迂迴運球 

記錄： 

計算 1 分

鐘內繞過角

錐 的 『 數

量』。 

七 個 角 錐

以  2 公尺

為間隔。 

 

 

碼錶*1 

籃球*1 

角錐*7 

 

中距離投

籃 

記錄： 

計算 1 分

鐘內中距離

（罰球線外）

投籃得分的

『數量』。 

 

碼錶*1 

籃球數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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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測項目 進行方式 示意圖 

器材 
（碼錶/角錐
可用其它替
代物） 

運球上籃 

記錄： 

計算 1 分

鐘內運球上

籃投進籃框

的『數量』。 

投中後，再

運 球 回 三 

分線任一點

繼續運球投

籃，直到時

間結束。 

未投中，立

即撿球再投

籃投到進籃

框，再回三

分線運球上

籃。 

 

碼錶*1 

籃球*1 

接球傳球 

記錄:  

計算接球與

傳 球 的 數

量。 

選手站在 1

號位置，發

球人傳球給

選手，選手

接球後再回

傳 給 發 球

人。 

選手到 2

號、3 號位

置重複上述

動作。 

 

籃球*1 

角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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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鑑測記錄表】（第 22 頁） 

鑑測日期：                                      

智青姓名 
12 公尺 
直線運球 
（秒） 

12 公尺 
迂迴運球 
（數量） 

運球上籃 
（數量） 

 

中距離投籃 
（數量） 

接球傳球 

接球數量 傳球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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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活動告知同意書】（第 23 頁） 

１.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上述個人資料 

※法定告知事項：本會向您取得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地址、電話、電子郵件

地址等資料。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目的為：提供教育或訓練、促進醫療服務、服

務與資源連結、服務使用者資料管理、本會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對提供或贊助服務經費或物資

之單位的成果呈現、行銷以及會務活動使用。本會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

您的個人資訊。就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會主張如下權利：查詢、閱覽、複

製、補充、更正、刪除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請您親自於上班時

間以電話或傳真與心路基金會聯繫。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將無法及時享有心路基

金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2.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使用本人肖像權及背景資料 

本會僅會在活動之文宣及網站相關內容：如海報、簡介、月刊、單張、教學及宣導錄影帶、網站

及其他媒體中使用；或提供媒體報導、拍攝及轉載：如報紙、電視、雜誌、網站及其他媒體，以

上使用皆做為公益用途。如蒙貴家長同意，本會保證運用貴子弟之肖像及背景資料於公益用途，

若有違反上述聲明之行為，貴家長得隨時終止本會之使用權。 

3.意外事件及醫療緊急處置 

本人於活動期間，若因緊急意外情況，或發生「服務對象疾病及意外處理原則」所述情況須緊急

就醫時，第一順位指定為__________醫院。 

但如急迫，立書人同意本會另擇就近醫療單位，並於必要時授權本會代簽手術、麻醉、特殊檢查

同意書或住院同意書。 

若在處理過程中，不幸發生人力無法抗拒之情事時，同意拋棄對本會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為任

何請求，但因本會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4.參賽相關 

本人在了解「本活動為體育性質活動，具有潛在風險性，且部分賽事為劇烈運動競賽」之情況下，

同意參加「111 年籃得好天天活動」，並遵守比賽一切規定。 

本人已詳讀參賽相關報名資訊、活動內容、活動規範，並確認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且在完

全了解內容後，親自簽立本同意書，以示負責。 

立書人姓名：                   （請務必簽章） 

 
立書人家長姓名：               （智青及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家長務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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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健康聲明書】 

健康聲明書 

    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心路基金會 111 年籃得好天天參與者、觀眾需

配合填寫自主健康聲明書，並於活動當日繳交。 

 14 日(含)內自其他國家或地區入境臺灣者及其同住親屬，請依規定進行居家隔

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14 日(含)內與確診者及其同住親屬有接觸者，請依規定進行居家隔離/檢疫或自

主健康管理。 

 配合運動場館(區)之安全管理，進入本場館其間請自主配戴口罩，若額溫≧37.5

℃者，將被禁止進入運動場館(區)。 

請問您過去 14 天是否有下列症狀(已服藥亦需填「是」) 

□否  

□是 
□發燒     □咳嗽   □喉嚨痛    □肌肉痠痛     

□呼吸急促 □嗅、味覺異常  

14 天內

有無出國 

□無 

□自身曾至國外旅遊(國家：          ) 

□家人曾至國外旅遊(國家：          )  

14 內有

無接觸史 

□無 

□有接觸確診或疑似個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曾去過中央流行指揮中心公布確診個案的足跡地點 

第二劑疫

苗已施打 
□我已施打第二劑疫苗 

請確認您在此提供的資料皆為真實且正確，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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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衣服尺寸參考】 

尺寸 

參考指標 

衣長 
胸圍 

（平量） 

身高 

（僅供參考） 

體重 

（僅供參考） 

S 66 cm 47 cm 140~158 cm 35~50 kg 

M 70 cm 51 cm 150~168 cm 45~60 kg  

L 73.5 cm 53.5 cm 160~178 cm 60~75 kg 

XL 76 cm 57 cm 170~188cm 70~85 kg 

2L 78.5 cm 61 cm 180~198 cm 80~95 kg 

 備註：若需要更大之尺寸，請於報名表上註明，或來電 07-3219911 分機 235， 

       找劉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