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內湖區公所－109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三對三籃球賽」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的：
依據內政部各機關(單位)推行人口政策措施宣導主題重點，國人晚婚、不婚、
晚育、不育情形普遍，平均初婚年齡攀升至男性 34.5 歲、女性 31.7 歲，近年少子
女化、人口老化等人口結構變遷將帶來之劇烈衝擊。爰應持續加強相關觀念及措施
內容之宣導，鼓勵國人共同努力，並以實際行動支持人口政策賡續進行。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本區人口政策將舉辦三對三籃球賽，目的為提倡各年齡層
運動風氣，培養規律運動的良好習慣，參與戶外正當休閒活動，增進人際關係，激
發勇於挑戰的精神。敬邀大家共襄盛舉，讓人口政策更活潑多元，參與的年齡層更
擴大。
二、活動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公所、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各里辦公處

三、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活動時間：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8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報到時間：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
(二)活動地點：
1.報到地點：麗山國中(內湖路一段 629 巷 42 號)
2.分組活動地點：
(1)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麗山國中(內湖路一段 629 巷 42 號)
(2)國小組：麗山國小(港華街 100 號)
(國小組請先於麗山國中報到，暖身操結束後統一帶到麗山國小開始
進行賽程)
四、報名資格：
(一)學生組：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以報名時在校生為限，報到當日請攜帶
學生證以供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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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組：一般社會大眾皆可報名，報到當日請攜帶身分證以供查驗。
五、競賽規則：三對三籃球賽競賽規則(採用國際籃總 「FIBA」3x3 籃球最新規則)
(一) 開賽規則：
參賽者於比賽當天請於賽前一小時提早進行報到手續，須攜帶身分證、學生證或其
他能證明身分之證件報到檢錄，不接受影印本檢錄。未帶證件或證件不全者或超過
檢錄時間者，不接受報到檢錄。
(二) 各參賽隊伍請於開賽前 10 分鐘至紀錄台做檢錄，於開賽 3 分鐘後未到者，裁
判判令棄權，對隊獲勝。
(三) 每隊須有 3 人始可上場比賽，不足 3 人以棄權論。
(四) 開賽球權以猜拳判定。
(五) 比賽制度：
(1) 賽程安排統一由大會事先排定(賽程於10月初公告於本所網頁最新消息)。
(2) 第一輪為循環賽、晉級第二輪後為單淘汰賽。
(3) 球員必須遵守裁判之判決，如有不服，裁判有權終止比賽。
(4) 球隊隊長為場中唯一發言人。
(六) 時間規則：
(1) 比賽時間 8 分鐘，四強賽 10 分鐘。
(2) 進攻方須於 14 秒內進攻完畢。
(3) 預賽先得分 13 分或是比賽正規時間結束後得分較多隊伍獲勝。
(4) 每隊允許一次 30 秒的暫停。
(5) 比賽進行時皆不停錶。
(6) 任何死球狀況時均得以請求替補。
(七) 得分判定：
(1) 在三分線內進籃得 2 分。
(2) 在三分線外進籃得 3 分。
(3) 罰球每中一球得 1 分。
(八) 犯規/罰球：
(1) 每一隊伍犯規滿 4 次時，敵隊進入加罰狀態。
(2) 每場比賽每人只允許犯規三次，若達四次則畢業離場。
(3) 於兩分線內被犯規，應獲得 1 次罰球。
(4) 於三分線外被犯規，可獲得 2 次罰球。
(5) 若被犯規進攻球員又投中，則得分算，再加罰球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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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該隊進入加罰狀態，被犯規的球員非正在投籃動作中，可獲得 1 次
罰球。
(九) 球權：
(1)每次得分後攻守的進攻球權互換，須由籃框正下方運球或傳球至三分線外，
完成攻守交替，不需進行洗球。
(2)每一次投籃或最後一次罰球球未中籃後，若進攻隊獲得籃板球，可以繼續試
圖得分不需讓球回到三分線外，若防守隊獲得籃板球，必須讓球回到三分線
外(藉由傳球或運球)。
(3)任何在死球狀況後被賦予球權的球隊，應於球場頂端的弧線內以互換球權
(在進攻與防守球員之間)開始比賽。
(4)需雙腳回線，才能獲得球權。
(5)出現跳球狀況，防守隊獲得球權。
(十) 勝負判定：
(1)比賽時間結束前，先獲得 13 分隊伍為勝。
(2)比賽時間結束，兩隊皆未達致勝分時，以分數高隊伍為勝。
(3)比賽時間結束，若兩隊得分相同，則以 2 隊 6 人交叉罰球，總進球數多者為
勝，若仍同分，則 2 隊派代表交互罰球，同 1 輪次先領先 1 球者為勝。
(4)比賽開始前若球員不足 2 人，即判定該方失敗。
(十一)獲勝隊伍榮譽
第一名：每名隊員 1000 元禮券、第一名獎牌各乙只。
第二名：每名隊員 700 元禮券、第二名獎牌各乙只。
第三名：每名隊員 500 元禮券、第三名獎牌各乙只。
(十二)其他：
(1)裁判之判決，球員不得提出異議，若比賽中球員言行不當，裁判有權判該名
球員技術犯規或強制驅逐出場。
(2)若遇判決紛爭，由裁判長召集該場執行裁判共同會商決定，其判決即為最終
判決，不受理申訴。
(3)參賽球員需隨身持有身分證明文件，比賽前若發現對方球員資格有問題時，
可請求裁判進行身分查核，比賽後提出無效，若確實違反規則，則取消參賽
資格，參賽球員或球隊不得異議。︒
(4)主辦單位有權依氣候、場地或其他因素更改比賽時間或終止賽程，若終止賽
程不再補賽，則大會將另行採用其他公平方式遴選獲勝隊伍。
(5)除上述規則外，悉適用最新之國際業餘籃球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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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主辦單位更改之，在當日比賽球場宣
告之。
(7)賽程時間表僅供參考，請依大會賽務組廣播為準，請勿離開比賽場
地，以免影響參賽權益，廣播兩次後仍未到場者，依棄權論，不得異
議。
六、活動流程
07:30-08:30

報

到

08:30-08:35

介紹來賓及貴賓致詞

08:35-08:45

大會暖身操

08:45-08:50

競賽規則說明暨分組

08:50-12:20

正式競賽(依公告賽程進行)

12:20-12:30

宣布名次及頒獎典禮

七、受理報名
(一)受理方式：網路報名(連結請上本所網頁)、電子郵件報名、傳真報名或至
本所人文課報名皆可；報名資訊如附件一。
(二)報名時間：自 9 月 8 日起開放報名，9 月 30 日為止，額滿提前截止，受
理人數每組 40 隊，每隊 3 人，候補各 10 隊。
(三)本活動免費，成功報名當日並全程參與者，贈送限量運動毛巾 1 條。
八、雨天備案
因賽式活動性質雨天活動將延期舉辦，最新訊息將公告於本所網頁。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因其他因素而致變動，得隨時解釋、適時修正變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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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109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三對三籃球賽 活動報名表

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別
□高中組

流水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社會組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參賽人員(1)

生日：
地址：
□學生組：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

□社會組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參賽人員(2)

生日：
地址：
□學生組：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

□社會組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參賽人員(3)

生日：
地址：
□學生組：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

總聯絡人

姓名：

電話

(H)

(O)

□社會組
(手機)

總聯絡人電子信箱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日期：自 9 月 8 日起開放報名，9 月 30 日為止，額滿提前截止，受理人數每
組 40 隊，每隊 3 人，候補各 10 隊。
2. 活動當天請務必攜帶申請人身分證或學生證報到，以供確認身分。
3. 本活動免費，成功報名當日並全程參與者，贈送限量運動毛巾 1 條。
4. 本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5. 防疫期間，如有感冒、發燒等相關症狀，請務必在家休息，勿前往活動會場。
6. 本所保有調整變更活動流程、內容及審核報名資格之權利。
7. 因活動參加人數眾多，本活動不提供停車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8. 雨天備案：因賽式活動性質雨天活動將延期舉辦，最新訊息將公告於本所網頁。
9. 活動洽詢專線：(02)2792-5828 分機 605 何先生 傳真：(02)2790-1394
電子郵件：bl-ming@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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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人員身分證或學生證影本黏貼處(請同時黏貼三位)

(1)參賽人員證件影本正面

(1)參賽人員證件影本反面

(2)參賽人員證件影本正面

(2)參賽人員證件影本反面

(3)參賽人員證件影本正面

(3)參賽人員證件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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