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地板滾球錦標賽

賽程時間表

場次 時間 場地一 場地二 場地三 場地四 場地五 場地六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國中>OPEN <國中>OPEN

新竹特教 臺東特教 南投特教 木柵高工 明德國中 秀峰國中

和美實校 臺中啟明 臺中特教 秀峰高中 南港國中 南投特教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BC1

新竹特教 和美實校 南投特教 木柵高工 古崇志

臺東特教 臺中啟明 臺北特教 屏東特教 彭祖昇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國中>OPEN <國中>OPEN

新竹特教 和美實校 臺中特教 秀峰高中 明德國中 南港國中

臺中啟明 臺東特教 臺北特教 屏東特教 秀峰國中 南投特教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高中職>OPEN <國中>OPEN <國中>OPEN

明德國中 南港國中

南投特教 秀峰國中

四強賽 四強賽

冠軍賽 季軍賽

17:30-18:00 閉幕暨頒獎典禮

五 16:00-17:30

三 13:00-14:30

四 14:30-16:00

9:10 - 9:30 開幕典禮

一 9:30-11:00

12:30-13:00 中場休息

二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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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BC1

單位名 編號 姓名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101 古崇志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102 彭祖昇

勝場數 積分 排名

2 彭祖昇

1 2

1 古崇志

排名以勝方而定



國中開放組

單位名 編號 姓名

701 陳靖婷

702 董騌育

703 張芮蓁

704 李鎮翔

705 徐沛庭

706 廖奕鈞

707 李重瑋

708 李重璉

709 鄭若伶

710 簡綜頡

711 張郁晨

712 巫岱蓉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台北市立南港高中(國中部)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國中部)

國立南投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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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場數 積分 排名

2 台北市立南港高中(國中部)

3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國中部)

4 國立南投特教

1

1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2 3 4

循環賽成績計分：
(1) 以獲勝場數判定名次，獲勝場數多者名次在前。
(2) 凡棄權或被取消資格者，不予列入名次，其已比賽成績均不予計算。
(3) 若兩隊獲勝場數相同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4) 若三隊或三隊以上獲勝場數相同時，以獲勝場數相同隊之相關比賽結果，
      依下列順序判定名次：
      A. 相關隊比賽得失分差，得失分差較高者名次在前。
      B. 相關隊比賽總勝分，總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C. 相關隊比賽總勝局數，總勝局數較高者名次在前。
      D. 單場比賽最高勝分差，單場最高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E. 單局勝分差，單局最高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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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開放組

勝場數 積分 排名

2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4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4

3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A組 1 2 3

勝場數 積分 排名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B組

3

國立南投特教

2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2

1

31

勝場數 積分 排名

3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2

3

1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C組 1 2

單位 編號 姓名 單位 編號 姓名

601 翁子雅 616 張哲愷

602 林冠宇 617 林俐君

603 詹子逸 618 劉婉萍

604 黃昱銘 619 潘瑀涵

605 鄭妍曦 620 何定恆

606 郭志龍 621 黃浩維

607 齊若富 622 廖宸漢

608 王岑慈 623 梁瑞友

609 曾昱珍 624 藍妤宸

610 李又甄 625 廖文翊

611 葉家宏 626 陳雅雯

612 徐崑傑 627 林子琦

613 胡錦濤 628 吳婉菁

614 陳曉瀞 629 楊如意

615 虎立元 630 林豊勝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南投特教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A1

<1>

積分第一

<3> 1st

B1

<2>

C1

<4> 3rd

各組第一名晉級四強賽，扣除各組第一外，積分最高者晉級四強
積分=（總得分-總失分）/出賽數
四強賽對戰組合：A1 vs. 積分第一、B1 vs. C1，
若積分第一同為A組，四強對戰調整為A1 vs. C1、B1 vs. 積分第一

■小組循環賽成績計分：
  (1) 以獲勝場數判定名次，獲勝場數多者名次在前。
  (2) 凡棄權或被取消資格者，不予列入名次，其已比賽成績均不予計算。
  (3) 若兩隊獲勝場數相同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4) 若三隊或三隊以上獲勝場數相同時，以獲勝場數相同隊之相關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名次：
      A. 相關隊比賽得失分差，得失分差較高者名次在前。
      B. 相關隊比賽總勝分，總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C. 相關隊比賽總勝局數，總勝局數較高者名次在前。
      D. 單場比賽最高勝分差，單場最高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E.  單局勝分差，單局最高勝分較高者名次在前。

■5-6名排名方式：扣除晉級四強之隊伍外，總積分最高及次高者為第5及第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