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輪椅籃球錦標賽 

成果報告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比賽日期：109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465 號)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成果報告表 

填表人：李逸驊 

活動名稱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輪椅籃球錦標賽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殘障 

體育運動總會 

協辦單位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體育館 

活動日期 109 年 11 月 1 日，共 1 日 

參加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五足歲，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經

本會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以下簡稱分級中心)分級

師鑑定，持有分級證者均可組隊報名參加。報名時球員

不得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以第一場下場比賽之隊伍為

球隊歸屬。 

活動人數 
男性 107 人；女性 10 人；合計 117 人 

(參賽選手：男 29 人) 

裁判人數 5 人(男 3 人；女 2 人) 

活動 

行程表 

1. 開幕典禮

2. 台北隊 VS 彰化犀牛隊

3. 輪籃體驗營

4. 彰化犀牛隊 VS 高雄巨人隊

5. 北科大 EMBA VS 古亭校友

6. 高雄巨人隊 VS 台北隊

7. 頒獎暨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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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經過 

本次活動主要目標為提昇國內輪椅籃球各隊競技能

力及結合公益團體共同創造社會參與弱勢活動及激勵人

性，進而讓輪椅籃球更能快速更廣泛地推廣，達到三贏

的目標。 

活動內容： 

1. 輪籃比賽*3 場

2. 輪椅籃球體驗營*1 場

3. 表演賽*1 場

活動效益

分析 

本次活動邀請公益團體實際參與籃球輪椅操作及輪椅籃

球運動基本動作體驗，讓他們深深體會輪籃選手的辛

苦；也盼藉由他們的能力及影響力，讓輪籃選手有更好

的環境及福利，鼓勵輪椅籃球選手繼續為國爭光。 

綜合評估

分析 

優勢 

1. 由於本次賽事有許多觀眾蒞臨參與，輪籃選手們各

個使出渾身解數、更加賣力地打球，表現出比平時

更高的水準，也讓選手覺得更受重視。

2. 本次賽事有多位潛力選手參與，不但為比賽增加了

許多精彩性，也有助於挖掘潛力選手，並為國家隊

增添可能的戰力。

劣勢 

1. 本次賽會僅舉辦一天，每隊也只進行兩場比賽，

對於球員比賽經驗的提昇稍嫌不足。

2. 本次選擇在台北市立古亭國中體育館辦理，主要

是考量籃球輪椅存放地點及參賽選手們的交通易

達性。但由於此場館未配置觀眾席，僅能以場館

現有之司令台充做觀眾席，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考量，未能開放更多觀眾入場，略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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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 

建議 

檢討 

1. 國內輪籃隊數較少，平時宜多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

甚至鼓勵一般人參與。

2. 為增加輪籃的曝光度，往後的賽事可評估調整活動辦

理模式，將賽事改為嘉年華會之模式，讓更多身心障

礙者及一般民眾參與。

建議 

1. 本次場地較小，無法容納較多的觀眾進入，建議下次

可以租用更大的場館。

2. 由於輪椅比賽可能會造成地板些許損壞，建議總會或

體育署可以提供經費給予租借場地的單位做為修補

費用。

3. 宜增加比賽場次、天數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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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圖 

賽程表 

時間 項目 比數 勝隊 

09:00-09:30 開幕 

09:30-10:30 台北隊 VS 彰化犀牛隊 28：26 台北隊 

10:30-11:00 輪籃體驗 

11:00-12:00 彰化犀牛隊 VS 高雄巨人隊 47：33 彰化犀牛隊 

12:00-13:00 北科大 EMBA VS 古亭校友 37：48 古亭校友 

13:00-14:00 高雄巨人隊 VS 台北隊 46：28 高雄巨人隊 

14:00-14:3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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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成績 

冠軍—彰化犀牛隊 

亞軍—高雄巨人隊 

季軍—台北隊 

獲獎名單 

MVP—呂駿逸 

最佳五人—呂駿逸、邱創義、陳易成、 

蘇 駿、鄧和成

代表隊獲選名單 

呂駿逸、何秉錡、曾聖漢、劉瑋旂、紀俊男、

高翰祥、張家棟、陳易成、陳俊任、鄧和成、

王章佳、邱創義、劉仕宸、蘇 駿、李仁勇、

張偉俊、王坤庭、蔡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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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影 

體育署林哲宏副署長開場致詞 輪椅籃球前召集人賴淑姬老師致詞 

比賽實況 1 比賽實況 2 

輪椅籃球體驗營 北科大 EMBA VS 古亭校友表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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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影 

閉幕典禮頒獎，北科大籃球 EMBA團隊致贈

MVP獎項給呂駿逸選手 

閉幕典禮頒獎，北科大籃球 EMBA團隊致贈

紀念品給全體輪籃選手 

第 9 頁，共 12 頁



    

2020美國總統⼤選 即時開票看這裡 11:30

北科大資財系友會獻愛 贊助會長盃輪椅籃球賽

由中華⺠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所主辦的109年全國⾝⼼障礙者會⻑盃輪椅籃

球錦標賽⽇前在古亭國中熱情開打，這次有來⾃台北、彰化及⾼雄的三個

輪籃隊伍，合計有30位球員參賽，活動裡還有輪籃體驗與北科⼤EMBA籃

球隊的聯誼賽，在當天所有的與會來賓，都共同度過了美好⼜熱情的⼀天

賽程。

2020-11-05 16:41 經濟日報 吳佳汾、蔡穎青

109年全國⾝⼼障礙者會⻑盃輪椅籃球錦標賽，1⽇在古亭國中熱情開打。 北科⼤資財系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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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中，殘障總會的張昭盛選訓委員給予球員勉勵，北科⼤EMBA執⾏⻑

陳凱瀛也給予球員肯定與⽀持，並開⼼能和⼤家⼀起參與盛事，也特別感

謝古亭國中林泰安校⻑提供場地，因為輪椅籃球的場地租借是很困難的。

其中，投⾝輪椅籃球運動已近30年的「輪籃之⺟」賴淑姬，也在致詞中提

到，謝謝古亭國中的協助，也因為曾在古亭國中任職，有機會可以協調校

⽅提供室內場地，讓球隊能夠穩定練習，也因為有這麼多⼈的熱情相挺，

才能有妥善的硬體與贊助，讓輪籃可以穩定發展。

陳凱瀛以⾝障者的⾓度來親⾝體驗輪籃，他表⽰，從坐輪椅直線加速、S
型、過⼈、運球、運球上籃、雙⼿操控輪椅與煞⾞，真的是專業，佩服這

些輪椅上的勇⼠！

北科⼤EMBA執⾏⻑陳凱瀛（左起）、北科⼤管理學院優秀校友陳明⽣以⾝障者的⾓度親⾝體驗輪籃。北科⼤
資財系友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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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科⼤EMBA資財所⻑陳育威也⼀同⽤⼼參與輪籃體驗，對公益不遺餘⼒的

北科⼤管理學院院⻑邱垂昱於授課結束後，也趕到現場參與，並攜⼿和北

科⼤ EMBA籃球隊參與了與古亭師⻑隊的聯誼賽與閉幕儀式。

為此，北科⼤資財系友會理事⻑⽢治祥，為體恤遠⾃外地,不管是⾼雄及彰

化北上的會⻑盃輪籃球員們，特贊助活動後點⼼及伴⼿，讓球員們感受濃

濃的⼈情味；更有北科⼤管理學院優秀校友陳明⽣學⻑以公司名義，熱情

贊助後續活動所需經費10萬元。

北科⼤管理學院院⻑邱垂昱（左三）、北科⼤資財系友會理事⻑⽢治祥（右三）率領系友會成員獻愛⼼。北科
⼤資財系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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