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抱石巡迴賽-新竹紅石場 

一、 宗     旨：為推廣全國抱石運動風氣，增加選手參賽經驗及提昇全國攀

登技術水準，特舉辦本抱石賽。 

               (完整簡章下載：)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紅石攀岩館 

四、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動攀登部 

五、 比賽日期：2021 年 6 月 12、13 日(六、日)共兩天 

六、 報名截止：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七、 比賽地點：紅石攀岩館-新竹紅石(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75 號 B1) 

八、 參賽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民與外籍人士均可參加。未滿 18 歲選手必須徵得家長同意

並簽名或蓋章，請自行下載列印同意書(A4)，於報到當日現場繳交紙本。

(同意書下載：https://reurl.cc/NX8qjp) 

九、參賽資格： 

    凡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團體會員、個人會員及非會員均可報名參加。 

十、比賽組別：男子甲組、女子甲組、男子乙組、女子乙組 

註：1.甲組係公開組，要參與選拔國手者，請參加甲組競賽。 

2.甲、乙組賽事路線係以成年組路線設計，青少年選手請評估能力參

賽。 

3.凡 2016-2020 年度之前入選國家代表隊（青少年選手除外）或進入巡

迴甲組  決賽，以及 2016-2020 年度乙組冠軍選手，不得參加乙組賽

事。 

十一、報名辦法： 

(一)報名流程： 

1.個人報名：請使用線上系統：https://reurl.cc/6y6o7r 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17 時前進行報名及繳費。 

2.繳費：會員 1200 元，非會員 1700 元，並於 2021 年 05 月 26 日(星

期三)17 時前請匯款至：匯款至： 

                銀行：富邦銀行 (012) 竹北分行 

                帳號：746102003014  

                戶名：紅石攀岩有限公司  

                逾時視同報名未完成，將無法參賽。  

3.公告：參賽名單將定期於「新竹紅石」比賽活動專頁公告 

(二)如有取消報名，務必在賽前 06 月 04 日以 E-mail 告知承辦人

（redrocktaiwan.hc@gmail.com），以進行取消與退費程序，退費會

扣除行政手續費用 100 元，逾時恕不退費。 

為免作業疏失，恕不接受電話取消報名。 

(三)報名注意事項： 

1.未成年需填寫家長同意並於比賽當天帶來會場。 

2.一律以線上系統方式報名，恕不接受現場或其他方式報名。 

3.選手應自備餐飲、岩鞋、粉袋。 

https://reurl.cc/NX8qjp
https://reurl.cc/6y6o7r


4.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四) 比賽場地由承辦單位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傷亡 300 萬，每

一個意外事故傷亡 1500 萬，每一個意外事故財物損失 200 萬，保

險期間最高賠償責任 3400 萬）。 

(五)凡報名選手之往來交通及個人保險，由所屬團體及個人自行辦理。 

(六)紅石攀岩館另為選手加保「富邦產險精彩人生特定活動綜合保險」 

    30 萬意外傷害實支實付醫療保險及 100 萬元身故失能險。 

十二、競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最新公告之國際攀登比賽規則。 

(二)裁判：大會裁判（含定線員，計時計分，路線）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

動攀登部裁判團依相關規定指派，裁判長由取得 B 級裁判資格

以上者擔任，路線裁判須具 C 級以上裁判資格。 

十三、技術暨領隊會議：  

(一)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依賽程表舉行 

(二)地點：紅石攀岩館-新竹紅石(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75 號 B1)。 

(三)由各俱樂部領隊代表參加會議。在會議中，每隊只限領隊有發言權與表

決權。如非總領隊本人或持有授權代理委託書之分組領隊、教練、管

理，則不得提出各項相關問題之異議。 

(四)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有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大會處理。 

(五)有關選手權益問題，需在技術會議中提出。 

(六)領隊技術會議無權作有違「競賽規則」規定之決議，否則其決議無效 

十四、競賽規定事項： 

(一) 頒獎典禮：民國 2021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賽後(依賽程時間為

準)舉行，各項比賽賽程結束隨即舉行。 

(二)選手應在隔離區關閉前進入隔離區，以大會公告時間為準。逾時 10 分

鐘(含)內給予黃牌警告，逾時 10 分鐘未到者以棄權論。 

(三)選手出場比賽時，應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未攜帶者不准出場比賽。 

(五)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准出場比賽。 

(六)選手均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之判決，否則裁判有停止其比賽之權。 

(七)凡比賽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裁判團委員會決定

之，其裁決為終決。  

(八)選手技術會議時，如選手個人之要求，會影響到其他選手公平性時，選

手個人需在技術會議時由本人或教練提出討論，由該場之選手、裁判

及賽務總監共同決議。 

十五、獎勵： 

(一)個人獎：各組報名人數在 18 人以上時取優勝前 6 名；9 至 17 人時取 4

名；6 至 8 人時取 3 名(敘獎含外國人士)。  

(二)團體獎：依本會團體會員之選手得分累計排序，取前 3 名頒給團體獎狀

或獎盃。 

(三)國手積分：只有參加甲組比賽之選手(需符合國手選拔辦法的選手)且具

有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會員或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所屬俱樂部成員身份，

才得以根據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動攀登部之巡迴賽積分辦法計算國手

積分與排名。 



(四)該組報名人數未達決賽人數者(<6 人)則取消該組賽事並退還報名費。 

 

團體會員（俱樂部）每項比賽名次得分如下表： 

甲組團體積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第一名 20 第二名 15 第三名 10 第四名 5 

第五名 4 第六名 3 第七名 2 第八名 1 

乙組團體積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第一名 10 第二名 7 第三名 5 第四名 4 

第五名 3 第六名 2 第七名 1 第八名 1 

 

十六、罰則： 

(一)各隊及選手如有不符規定之選手出場比賽時，一經察覺即停止該選手繼

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取消該單位所得之成績（名次）

並繳回所頒發之獎品，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 

(二)比賽期間如有發生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事情發生時，除按規定停止

該選手出賽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三)選手如違反攀登比賽規則有關紀律紅牌處分成立時，則立即取消該場之

參賽權。如有進一步之違規，根據國際攀登比賽規則辦理。 

十七、申訴： 

(一)凡所有申訴案件，需根據 2021 國際攀登比賽規則及大會競賽手冊辦

理。 

(二)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

出異議。 

(三)凡規則未明文規定時，則以大會裁判團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代表作成之

決議為最後決議。 

(四)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其領隊、教練或管理向大會提出

申訴。 

(五)申訴書由領隊、教練或管理簽名蓋章後，向大會裁判委員會提出，並繳

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佰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六)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八、附則： 

(一)參加單位選手一切費用自理。 

(二)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修正，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可後實

施。 

十九、預訂賽程： 

   (一)主辦單位將視實際報名人數，調整賽程時間。 



    (二)正式比賽時間與隔離區關閉時間，以現場大會公告為準，選手不得手

冊時間作為延遲進入隔離區之理由。 

二十、防疫相關注意事項： 

(一)本會辦理相關賽事配合教育部體育署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大型體育運動賽事及活動之防護措施處理原則」辦理，請所有與會工作人

員、選手配合。 

(二)為避免人數過多，本次比賽將不開放觀眾入場，承辦單位將另外準備賽事

實況轉播。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作業流程圖 



2021 抱石巡迴賽-新竹紅石場  

選手參賽同意書 

選手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    本報名資料僅供本次賽會身份識別、活動聯繫及保險使用，絕不外洩！ 

  

參賽同意書：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願參加 

「2021 抱石巡迴賽-新竹紅石場」 ,同時並已詳細閱讀且充分瞭解以下事項： 

1. 攀登比賽具有潛在之危險性，若發生意外會導致受傷或死亡。 

2. 參賽選手應遵守比賽規則，聽從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導，隨時注意自身與他人

的安全。倘因個人疏失導致意外事件發生，願由選手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

位及大會工作人員無涉。 

3.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4. 選手須自行安排交通、食宿。 

5. 其它凡報名選手之往來交通保險由所屬團體及個人自行辦理保險。「請各參

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6. 比賽場地由承辦單位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範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

險金額 300 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 1500 萬元,每一意外事

故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 200 萬元。 

7. 紅石攀岩館另為選手加保「富邦產險精彩人生特定活動綜合保險」,保險範

圍:30 萬意外傷害實支實付醫療保險及 100 萬元身故失能險。 

8. 本人同意活動照片拍攝版權屬活動雙方及當事人共同所有，雙方同意可在合

法原則下各自運用。 

9. 本人同意本次競賽報名資料皆為屬實，若有填寫登記不實者，將自動喪失參

賽資格及得獎名次，所獲獎項一律繳回，同時本人及法定代理人願自負全

責！ 

 本人選手簽章﹕ 家長簽章﹕ 

未成年者必須徵得家長同意並簽名或蓋章 家長身份証字號﹕ 

 

日 期 ﹕  ２ ０ ２ １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本會知悉

參與活動

之人員遭

性侵害、

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

件，(於

24 小 時

內進行通

報 )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通報順序： 
一、法定通報：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位或

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
線上求助平台
(https://ecare.mohw.gov.tw/).  

二、本會： 
(一)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通報或報

警處理，並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
人。 

(二)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第 2條
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協助通知疑似
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
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順序： 

一. 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21條、性騷擾防法法第 13條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等規定辦理，本會視
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二.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
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協助通知疑似行
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
或協助報警處理。 

 
 

備註： 

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及配合機制 

醫院 

(驗傷、醫療照顧 

警察局 

(協助驗傷與採證、

詢問與調查) 

由本會啟動

危機處理機

制，指定專

人對外發言

及聯繫，並

提供被害人

相關專業協

助 

 

家庭暴力暨(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醫療服

務、保護扶助、法律

諮詢、暴力防治) 

呈報教育部體育署 

https://ecare.mohw.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