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球盃南台灣青少年手足球公開賽-成果報告 

 1 

火球盃南台灣青少年手足球公開賽 

成果報告 

一、 活動目的： 

1. 藉由手足球活動的推廣，幫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動習慣，

減少電視、電腦、網路及手機的沉迷。 

2. 提供對手足球活動有興趣的青少年，一個切磋交流球技的機會，並藉由比賽過

程獲得自信與成就。 

3. 藉由本次比賽，選拔出前往參加 104 年 4 月於台中所舉辦手足球國際賽之南區

青少年代表選手。 

二、 活動日期：104 年 1 月 30 日（五） 

三、 活動地點：屏東縣唐榮國小（屏東市中山路 41 號） 

四、 活動對象：凡南部地區 18 歲以下青少年選手皆可報名參加 

（身高未滿 130 公分選手請自行攜帶墊高物品） 

五、 比賽項目： 

類別 賽程 對象 參賽人數 

雙打 

小學雙打-中低年級組 國小 1~4 年級 12 人（6 組） 

小學雙打-高年級組 國小 5~6 年級 72 人（36 組） 

中學雙打 國高中職 28 人（14 組） 

單打 

小學單打-中低年級組 國小 1~4 年級 12 人 

小學單打-高年級組 國小 5~6 年級 58 人 

中學單打 國高中職 28 人 

六、 比賽賽制： 

1. 預賽：每人隨機進行四場賽事 

※預賽結束後，將依成績分成進階組與新手組後，分別進行複賽 

※小學低年級組單雙打賽事，因參加人數較少，故複賽合併一組進行 

2. 複賽：單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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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時程： 

時間 內容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典禮 

09:00~11:30 雙打賽事 

11:30~16:00 單打賽事 

16:00~16:30 頒獎典禮 

16:30~ 賦歸 

八、 人數統計： 

參賽學生 隨隊老師 裁判/志工 合計人數 

118 20 13 151 

九、 機構統計： 

類別 參賽單位 參賽選手 隨隊老師 合計人數 

育幼院 

精忠育幼院 18 3 21 

淨覺育幼院 9 1 10 

修緣育幼院 7 1 8 

國小 

六龜龍興國小 24 3 27 

六龜新發國小 8 2 10 

屏東溪北國小 12 3 15 

屏東新圍國小 9 1 10 

屏東新埤國小 7 1 8 

屏東唐榮國小 10 1 11 

屏東大學附小 2 1 3 

國中 
高雄旗山國中 4 1 5 

屏東南州國中 8 2 10 

總計 12 間機構 118 2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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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比賽成績： 

雙打賽事 

賽程 名次 得獎人 

小學中低年級雙打 

冠軍 賴○祥 潘○琇 

亞軍 潘○志 張○柏 

季軍 王○偉 陳○彬 

殿軍 曾○貴 黃○翔 

小學高年級雙打-新手組 

冠軍 吳○誼 蔡○君 

亞軍 謝○怡 郭○旋 

季軍 黃○靜 鄭○庭 

殿軍 張○賢 周○德 

小學高年級雙打-進階組 

冠軍 蔡○銘 許○瑋 

亞軍 彭○佑 陳○泰 

季軍 李○芫 薛○承 

殿軍 張○涵 萬○豪 

中學雙打-新手組 

冠軍 楊○財 潘○晴 

亞軍 葉○昀 柯○玠 

季軍 葉○君 楊○娟 

殿軍 許○豪 黃○姿 

中學雙打-進階組 

冠軍 朱○靜 王○雯 

亞軍 林○修 洪○恩 

季軍 葉○佑 鄧○誠 

殿軍 潘○倫 張○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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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打賽事 

賽程 名次 得獎人 

小學中低年級單打 

冠軍 蔡○溢 

亞軍 許○閔 

季軍 潘○琇 

殿軍 潘○勳 

小學高年級單打-新手組 

冠軍 黃○晉 

亞軍 陳○任 

季軍 莊○銡 

殿軍 林○龍 

小學高年級單打-進階組 

冠軍 彭○佑 

亞軍 薛○承 

季軍 蔡○銘 

殿軍 蔡○雄 

中學單打-新手組 

冠軍 楊○益 

亞軍 楊○財 

季軍 葉○君 

殿軍 米○加 

中學單打-進階組 

冠軍 林○修 

亞軍 于○維 

季軍 蘇○宏 

殿軍 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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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照片 

1/30-火球盃南台灣青少年手足球公開賽-唐榮國小 

  

選手報到 比賽獎牌 

  

開幕典禮 比賽開打 

  

手足球雙打-小學高年級組 手足球雙打-小學低年級組 

  

手足球雙打-中學組 手足球單打-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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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火球盃南台灣青少年手足球公開賽-唐榮國小 

  

手足球單打-小學高年級組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唐榮國小校長致詞 小學低年級單打-新埤國小校長頒獎 

  

中學雙打-南州國中校長代表頒獎 小學低年級單打-溪北國小校長頒獎 

  

中學單打-唐榮國小校長頒獎 結訓典禮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