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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694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

聯絡人：陳奕威

聯絡電話：(02)23491500#8326

傳真：(02)27738792

電子信箱：ywchen@tbro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觀技字第10640008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賽事簡章1份），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下載。網址http://admin.ta

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61，網頁左方公文附件下載區， 識別碼

：GY11EE6O

主旨：檢送第一屆「觀光盃」全國桌球邀請賽簡章1份，敬請踴

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凝聚觀光從業人員向心力，本局籌辦「觀光盃」全國桌

球錦標賽，期邀請觀光行政部門及觀光組織團體，透過運

動賽事進行交流，並提升運動休閒風氣、促進觀光從業人

員健康。今(106)年第一屆賽事訂於澎湖辦理，並結合澎

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推出年度各項旅遊淡季行銷活動，

讓賽事結合不同的旅遊體驗，感受澎湖不一樣的季節魅力

。

(一)活動地點：澎湖縣立體育館

(二)活動時間：106年9月21-23日(星期四、五、六)

(三)報名日期：106年8月1日至8月31 日，方式請詳簡章。

二、本活動於賽事空檔安排精彩之觀光導覽行程，屆時亦可參

加「搖滾音樂節」、「夏至235嗨嗨菊島愛上我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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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17挑戰漁翁島燈塔101K自行車活動」等，敬請鼓勵

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三、+2O0{請給予參賽同仁公假參加。

四、賽事及活動內容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技術組二科陳奕威（

02-23491500轉8326）或本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陳志

勇（06-9216521轉245）。

正本：交通部(敬請組隊參加並予指導)、各縣市政府、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

灣星級旅館協會、台灣民宿協會、中華民國民宿協會全國聯合會、臺灣觀光遊樂

區協會、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台灣觀巴協會、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台灣入境旅遊協會、中華觀光產業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觀

光產業理事長交流協會、中華國際觀光協會、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17/07/25
17: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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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第一屆「觀光盃」桌球邀請賽簡章 

一、目的： 

   (一) 為凝聚觀光從業人員向心力，交通部觀光局籌辦「觀光盃」全國桌球

錦標賽，期邀請觀光行政部門及觀光組織團體，透過運動賽事進行交

流，並提升運動休閒風氣、促進觀光從業人員健康。 

   (二) 為活絡澎湖旅遊淡季，期藉不同的旅遊體驗過程，以參與或觀賞運動

賽事，感受澎湖不一樣的季節。 

二、指導單位：行政院南部聯合服務中心、交通部觀光局 

三、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澎湖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澎湖縣體育會 

五、執行單位：澎湖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六、協辦單位：澎湖縣立體育場、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縣政府旅遊處、澎

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市公所、湖西鄉公所、白沙鄉公所、西

嶼鄉公所、菜園社區發展協會、南寮社區發展協會、北寮社區

發展協會、二崁社區發展協會 

七、比賽地點：澎湖縣立體育館 

八、比賽日期：106 年 9 月 21-23 日(星期四、五、六) 

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項目：團體賽 

    (二)參賽資格：觀光行政部門及相關觀光產業組織、團體。 

    (三)比賽制度：預計 50 隊，依參加隊數之多寡決定比賽制度，採分組循

環取 1名再採單淘汰賽。 

        1.先分 16 組(14 組 3 隊、2 組 4 隊)循環，各組取 1隊，再抽籤排入

單淘汰賽。 

        2.競賽以 5 點賽完為原則，如一方比數已取得 3 點(3 比 0 或 3 比

1)，另一方即可要求結束比賽，不宜強求。 

   (四)比賽方式： 

      1.團體賽採男子單打、女子單打、男子雙打、女子雙打、男女混合雙

打（單雙不得兼） 

      2.各賽點皆採三戰二勝制；各賽點均需出賽。 

   (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桌球規則。 

   (六)比賽用球：採用 Nittaku 白色三星 40+比賽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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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報  名： 

      1.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8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 

      2.地點：澎湖縣體育會(馬公市案山里大賢街 160 號 2 樓) 

   電話：(06)9215775 

   傳真：(06)9215133  

   Email：ssc799@ms33.hinet.net 

      3.人數：團體賽每隊至少 8人以上。 

   (八)領隊會議暨抽籤： 

      1.日期：106 年 9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2.地點：交通部觀光局旅遊服務中心 2樓會議室(台北市松山區敦化

北路 240 號)，如有異動另行通知。 

      3.領隊會議後，隨即抽籤，未到者由大會代抽，不得異議。 

      4.秩序冊於開幕典禮前在現場發送各單位。 

   (九)獎  勵： 

      1.5 隊以下取二名，6 隊取三名，7～8隊取四名，9～15 隊取六名，

16 隊以上取八名。 

      2.團體賽：優勝單位頒發精美獎盃乙座。 

   (十)申訴事項： 

      1.比賽進行中發生爭議時，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依裁判員之判決

為終決，如無明文規定者，以審判委員會之決議為終決。 

      2.比賽如有異議，應於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不予受理。 

      3.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結束 30 分鐘內，以書面由領隊或教練簽章，向

大會審判委員會提出，由審判委員會裁決，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

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一)比賽細則： 

      1.團體賽視賽程需要，得採多桌比賽，不得異議。 

      2.各隊選手一經報名參賽，請勿棄權。 

      3.每場比賽應準時出賽，否則以棄權論，一經棄權，不得參加後續賽

程。無故棄權，不列名次。 

      4.本比賽大會提供茶水、午餐。 

      5.比賽如有異議，應於比賽結束前提出，賽後不得異議。 

      6.出場比賽之選手應穿著符合規定之運動服裝出場(請勿穿著白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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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服上場)。 

      7.比賽時間如有變更，以大會競賽組宣佈之時間為準。 

        8.本競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隨時修正補充之。 

    (十二)開幕時間：106 年 9 月 21 日下午 1 時 30 分。 

閉幕時間：106 年 9 月 22 日下午 6時 0 分。 

    (十三)選手晚宴：106 年 9 月 22 日下午 6 時暫訂於福朋喜來登酒店 B2 國

際會議廳。 

十、觀光導覽行程：除以球類運動達到健身球敍外，另當日無賽事之團隊可自

行選擇體驗旅遊行程參加(門票及體驗之行程由參加者自

費)，本會配置有接待組提供車輛接應事宜。 

     (一)9 月 22 日下午：(免費接駁) 

         1.體育館→澎湖生活博物館→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徒步約 5 分

鐘到達，憑選手證入場) 

         2.體育館→石滬廣場(13:30 發車、15:30 接回，14:00 發車、16:00

接回，14:30 發車、16:30 接回) 

           體育館→石滬廣場→馬公中正路、中央老街(天后宮)商圈→眷村

文化保存園區→金龜頭礮台→順承門→石滬廣場。 

     (二)9 月 23 日： 

         1.半日行程：(08:00 發車、12:00 返回馬公市區) 

           (1)南寮社區古厝參訪→隘門林投沙灘。 

           (2)通梁古榕(仙人掌冰)→跨海大橋→二崁傳統聚落→大菓葉玄武

岩。 

         2.1 日行程：(08:00 發車、16:00 返回公市區) 

           中屯風力園區→通梁古榕(仙人掌冰)→跨海大橋→小門地質館(鯨

魚洞)→二崁傳統聚落(金瓜粿、花生粿、豆花、杏仁茶、傳香)、

大菓葉玄武岩→馬公市區。 

     (三)自費體驗行程：(每梯次 20 人)(免費接駁) 

         1.菜園片片瑰心：(199 元、2H) 

           靜態解說、魚鱗花 DIY、魚麵線 

         2.南寮農村控窯趣：(199 元、2H) 

           導覽解說、控窯、番薯＋蛋＋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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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時間流程： 

 

 

 

 

 

 

 

 

 

 

 

 

 

 

 

 

十二、其他觀光活動及賽事： 

      (一)9 月 22 日(星期五)搖滾音樂節：來自全台及日美等國樂團聯合搖滾

大平台+夜晚煙火。(煙火施放地點：觀音亭休憩園區) 

　    (二)9 月 23 日(星期六) 觀音亭休憩園區-臺灣夏至 235 嗨嗨菊島愛上我

音樂會。 

      (三)9 月 24 日(星期日)- 2017 挑戰漁翁島燈塔 101K 自行車活動。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9/21 13:00-13:30 選手報到  

 13:30-14:00 開幕 來賓開球 

 14:00-18:00 賽事開始 視比賽隊伍 

9/22 08:00-12:00 賽程 (11:30 開始決賽) 

 12:00-12:30 提供便當  

 12:30-16:00 賽程  

 13:30-16:30 參訪遊程 未進入決賽隊伍可選

擇接駁車至馬公市區

商圈觀光 

 18:00-20:00 海洋美食節 

選手晚宴 

 

9/23 08:00-18:00 1.參訪 

2.賦歸 

半日行程 

一日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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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第一屆「觀光盃」全國桌球邀請賽報名表 

單位：                                                         

連絡人：                    連絡人手機：                           

抵澎日期/時間：                 離澎日期/時間：              

職稱 姓名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用餐 備註 

領隊     □葷 □素  

教練     □葷 □素  

管理     □葷 □素  

隊員 1     □葷 □素  

隊員 2     □葷 □素  

隊員 3     □葷 □素  

隊員 4     □葷 □素  

隊員 5     □葷 □素  

隊員 6     □葷 □素  

隊員 7     □葷 □素  

隊員 8     □葷 □素  

隊員 9     □葷 □素  

隊員 10     □葷 □素  

 

眷屬     人 

 

※請確實填寫人數並回傳 E-mail 至 ssc799@ms33.hinet.net，以利統計，謝謝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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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行程報名表 

 

日期 行程/路線 參加人數 

9 月 22 日 
□半日行程(1)  

□半日行程(2) 
 

9 月 23 日 

□半日行程(1) 

□半日行程(2) 

□ 1 日行程 

□自費體驗(1) 

□自費體驗(2) 

 

※行程/路線 請參閱簡章第三頁，第十點 觀光導覽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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