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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屆中正盃全國運動舞蹈街舞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 主    旨 

2024巴黎奧運及 2022 杭州亞運，街舞舞項之一霹靂舞已列為比賽項目，全

球各地街舞運動興盛。本會與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共同主辦 110 學

年度第一屆全國中正盃運動舞蹈街舞錦標賽獲得各界好評。除甄試升學外

另有青年高中、黎明技術學院、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等學校支持，國、高中得

獎選手於 111 學年度入學就讀，提供獎助學金作為鼓勵，帶動街舞進入升

學體系重要里程碑之一。 

本協會為推廣街舞運動舞蹈文化至全台各地，提升街舞技術水準及文化精

神(愛與和平)，持續辦理第二屆全國中正盃運動舞蹈街舞錦標賽，作為中等

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之依據。除甄試比賽外，另舉辦公開賽

組別，涵蓋全年齡參與推廣街舞運動賽事。 

宣傳期以全台公車廣告及網路廣告投放下，吸引全台熱愛街舞民眾前

往朝聖，更能帶動花蓮旅遊人潮，多元豐富的花蓮景點加上熱情洋溢街舞賽

事引爆全台。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文化部、花蓮縣政府、中華奧會、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花蓮縣體育總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 

中華民國街舞運動協會 

（三） 協辦單位：花蓮縣體育總會街舞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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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傳方式:北中南公車廣告、台鐵車站燈箱、網路投放廣告賽事資訊等吸引

全台民眾前往。 

競賽場地：花蓮東大門夜市 (970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20號) 

四、  

五、 競賽日期：111年 10月 1、2日(週六、日) 

六、 參與對象：全國在學學生及喜愛街舞、嘻哈、藝術、流行文化之社會人士。

以學校、機關、舞蹈教室…或個人名義皆可報名。但同一選手不

得代表不同單位。 

七、 競賽組別： 

(一) 甄試指定盃賽(不限定報名人數)  

「實際參賽人數僅一個者，不辦理該項組比賽」 

1. 國中組 Breaking 一對一 Battle (男、女分組) 

2. 高中組 Breaking 一對一 Battle (男、女分組) 

3.學生申請甄試，以招生簡章所列各校之運動種類及名額為限。歷年

各運動種類開缺情形，請參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網

址：https://lulu.ntus.edu.tw/)。 

(二)公開賽 

1. BREAKING 霹靂舞 1on1（邀請賽） 

2. KPOP 學生組 排舞賽 （18歲以下）限 15隊 

3. KPOP 公開組 排舞賽（18歲以上）限 15隊 

4. 團體排舞賽（無年齡限制）限 20隊 

5. ALL STYLE 2ON2（無年齡限制） 

八、 競賽賽制：  

https://lulu.nt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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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甄試指定盃賽所有組別採 Battle 賽制（每招限 50秒）: 

1. 海選：採海選計分制，每人一招。 

2. 十六強：單淘汰 battle，每人兩招，勝者晉級。 

3. 八強：單淘汰 battle，每人兩招，落敗者依海選得分，排列第五～八名。 

4. 四強：單淘汰 battle，每人三招。落敗者依海選得分，排列第三～四名。 

5. 決賽：battle 爭第一名，每人三招。 

6. 比賽規則符合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所屬霹靂舞委員會之賽事規定。 

(二) BREAKING 霹靂舞邀請賽一對一組別採 Battle 賽制。 

1. 八強：單淘汰 battle，每人三招（每招限 50秒），落敗者依海選得分，

排列第五～八名。 

2. 四強：單淘汰 battle，每人三招（每招限 50秒），落敗者依海選得分，

排列第三～四名。 

3. 決賽：battle 爭第一名，每人兩招（每招限 60秒）。 

(三) K-POP 排舞賽、團體舞秀賽制： 

1. 每隊人數：2-10人。 

2. 表演時間：每隊限定為 2 分半至 3 分半鐘，未達或超過者，以 30 秒為

扣分單位，每單位扣『每位』評審總成績 5分。 

3. 音樂：由各隊自行準備合法 MP3 格式音樂或其他格式，並於比賽報到抽

籤時繳交大會，另須事先 email 到客服信箱 。 

4. 當日報到後會安排各隊彩排時間（先報到者先選時段），逾時報到者，將

失去彩排權利 

5. 評分標準：評分方式採取 100分為滿分，3位評審成績加總後排序。 

6. 評分項目：動作標準 25%整齊度 20%舞台魅力 20％創意編排 15%音樂 10%

服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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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場順序：11-12 點報到抽籤比賽順序及領取彩排順序號碼牌，彩排每

組一分鐘。 

(四) 公開賽 ALLSTYLE 二對二 採 Battle賽制。 

1. 海選：採海選計分制，每隊一招，不可 routine。 

2. 十六強：單淘汰 Battle，每隊二招，每場計時 45秒，勝者晉級。 

3. 八強：單淘汰 Battle，每隊二招，每場計時 45秒，勝者晉級。 

4. 四強：單淘汰 Battle，每隊四招，每場計時 45秒，勝者晉級。。 

5. 決賽單淘汰 Battle，每隊四招爭第一名，每場計時 60 秒。 

(五) 升學指定杯賽報名限制： 

1. 國中組 Breaking 一對一 Battle :具有國中學籍 

2. 高中組 Breaking 一對一 Battle :具有高中學籍 

(六) 公開賽 ALLSTYLE 二對二報名限制： 

無年齡限制。 

(七) 公開賽 團體舞秀報名限制： 

無年齡限制，報名限定 20隊。 

(八) 公開賽 K-POP 排舞賽報名限制： 

1. K-POP 排舞賽公開組 : 年滿 18 歲以上，報名限定 15隊。 

2. K-POP 排舞賽學生組 : 18歲以下，報名限定 15隊。 

九、 報名方式：9 月 20 日截止報名，採線上報名。甄試賽連結中華民國街舞運

動協會官方網站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十、報名費用： 

為鼓勵國人參與街舞舞蹈運動，除甄試指定盃賽事報名費 300元，公開賽事

免收報名費。 

十一、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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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甄試指定盃賽 Breaking 一對一每組取前一～八名，各頒發獎狀乙張，

前三名各頒發獎牌乙座;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 

(二) 公開賽 KPOP 學生組取前一～八名，各頒發獎狀乙張，前三名各頒發獎

盃乙座。 

(三) 公開賽 KPOP公開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各乙座。 

(四) 公開賽 BREAKING 1ON1 邀請賽取前二名，頒發獎盃各乙座。 

(五) 公開賽 ALLSTYLE  2ON2取前二名，各頒發獎狀乙張、第一名、第二名

頒發獎盃乙座。 

(六) 公開賽團體舞秀每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各乙座。 

十二、甄試指定盃賽安全及服裝規範： 

（一） 禁止以危險動作由舞臺上著地於舞臺下，違反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 

（二） 所有演出必須於舞台上實施，違反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 

（三） 比賽過程中如有身體不適，應立刻停止演出。 

（四） 選手須自備穿著適合比賽之服裝、配件、護具與鞋子（以下簡稱服裝），不

得打赤膊與赤腳。 

（五） 選手服裝不得有不適宜之文字、圖像與符號呈現，如經裁判長告知仍未改

善將取消比賽資格。 

（六） 裁判長必要時可以檢查選手之服裝護具，選手不得有異議。 

（七） 女性選手比基尼區域不可裸露，若外衣寬鬆建議內著運動型內衣。 

（八） 男性選手三角褲區域不可裸露。 

（九） 嚴禁任何可能造成對方危險或傷害之穿著。 

（十） 選手不宜配戴眼鏡，建議戴隱形眼鏡，且必須自負任何傷害責任。 

十三、注意事項 

(一) 各組團體冠、亞、季軍，由當天獲得積分最高者得之。如得分相同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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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給分對比獲勝票數，獲多數者勝之。 

(二) 國中組、高中組皆不得跨組報名。 

(三) 如發生規則未明定之事件，由裁判團決定之，裁判團亦可送審判委員會

做最後決議，不得異議。 

(四) 報名參賽者，即認為已確實認同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任何異

議。 

(五) 各單位隊職員報名時，應依報名規定填寫報名表，「所填報名參加本活

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六) 本賽事投保「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項目如下：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 NT$3,000,000 元整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 NT$15,000,000元整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 NT$2,000,000 元整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 NT$34,000,000元整 

參賽選手如認為比賽期間恐有高意外風險，主辦單位建議選手應自行投

保個人意外或傷殘醫療保險。 

(七) 報名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肖像權使用，並可運用於不同年度賽事影像

及圖像使用權。 

(八) 報名參賽者，表示已確實閱讀並認同本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

任何異議，違者取消其所有本賽事之參賽成績。 

(九) 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訂公布之。 

十四、裁判資格: 

甄試指定盃賽:具備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運動舞蹈(霹靂舞)裁判

證。 

十五、防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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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賽事舉辦期間依防疫指揮中心宣佈相關規定。 

(二) 全場工作人員及參與活動者全程配戴口罩,現場服務台、醫護站備有額

溫槍、酒精設備,供參與者使用。 

(三) 參賽者必須提早 1 小時報到,完成實名制、額溫,加蓋防疫手章,完成報

到,超過 37.5 度者,該成員禁止參賽,但全隊仍可參賽。 

(四) 全場工作人員如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 14天者，須提供 3日內快

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且每 3-7天定期快篩。 

十六、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1. 選手注意事項 

(一)參與總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二)參與總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

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

免。（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三)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11 年 9月 1 日。 

2.禁用清單  (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3.採樣流程 (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4.其他藥管規定 (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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