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技術手冊 
1、 足球運動組織： 

1、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理事長：邱義仁 

電  話：（02）2596-1185 

傳  真：（02）2595-1594 

會  址：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5號 2樓 210室 

2、 花蓮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主任委員：羅建輝 

聯 絡 人：謝守義 

行動電話：0933-486480 

電  話：03-8565530 

傳  真：03-8569363 

會  址：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 3段 512號 

2、 競賽資訊： 

1、 競賽日期： 

（1） 國小男子組、國小女子組：111年 11月 02日（星期三）至 03日（星期

四）共計 2天。 

（2） 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111年 11月 10日（星期四）至 11日（星期

五）共計 2天。 

（3） 高中男子組：111年 11月 09日（星期三）計 1天。 

（4） 社會男子組：111年 11月 12日（星期六）至 13日（星期日）計 2天。 

2、 競賽地點：國立花蓮高農足球場。 

3、 競賽組別： 

（1） 社會男子組：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公私立大專院校。 

（2） 高中男子組：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 

（3） 國中男女子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國中組以各國中及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為單位）。 

（4） 國小男女子組：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國小組以鄉鎮市公所為單位，並以轄區

內各公私立學校聯合組隊）。 

4、 參賽方式： 

（1） 社會男子組、高中男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採 11人制競賽，國小

男子組、國小女子組採 8人制競賽。 

（2） 使用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審訂公佈之最新 11人制及 8人制足球運動規則。 

（3） 男子社會組、男子高中組每場比賽 60分鐘，各場次均分上下半場，中場休

息 10分鐘。 

（4） 國中男女子組每場比賽為 40分鐘，各場次均分上下半場，中場休息 10分

鐘。 

（5） 國小男女子組每場比賽為 30分鐘，各場次均分上下半場，中場休息 10分

鐘。 

5、 參賽資格：社會組及高中組每單位每組限參加 2隊、國中組以學校為單位限報名男、女

各 2隊、國小組以鄉鎮市公所為單位，每單位限報名男、女 2隊。 

6、 報名人數：社高組、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 11人制，註冊選手每隊限 20人；國小男

子組、女子組 8人制註冊選手每隊限 16人。 

7、 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而定，不足 3隊取消比賽。 

8、 名次判別： 



(1)   循環賽： 

             1.勝 1場得 3分、和局各得 1分、敗 1場 0分，不加時賽。以積分多寡判定 

               名次。 

             (一)如兩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相關球隊勝負關係。 

               (2)相關球隊比賽之勝負球差多者佔先。 

               (3)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4)全部球隊比賽之勝負球差多者佔先。 

               (5)全部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直接紅牌較少者佔先。 

               (7)直接黃牌較少者佔先。 

               (8)抽籤決定。 

       (2)   淘汰賽： 

             1.一般場次(非決賽)：若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時，不延長加時比賽，直接 

               比踢罰球點球，兩隊各派球員五名比踢罰球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 

               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2.特定場次(決賽)：若遇和局應進行加時比賽，各組均延長 10分鐘（上下 

               半場各 5分鐘）；再和局時，直接比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兩隊各派球 

               員 5名比踢罰球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 

               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3)   本會可視實際情況，保有最終決定權利。 

9、 比賽細則： 

（1） 比賽期間替換球員人數不限，比賽球員被替換出場後不得再替換入賽。 

（2） 當場參賽人員才能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並遵守足球規則「技術區域條

款」之規定，尊重裁判判決，配合第四裁判管理，球隊教練團應有義務協同

大會工作人員共同管控該區秩序。 

（3） 凡上場比賽球員之球衣號碼不得以膠帶黏貼，若以膠帶黏貼者及與報名之號

碼不同者該球員該場比賽不得出賽（場上隊長需佩帶臂章，守門員若擔任普

通球員時球衣號碼需相同）。 

（4） 各球隊比賽時，依領隊會議確定登錄之球衣顏色出賽，若未登錄者，須配合

以登錄球隊之顏色，若二皆未登錄，必須攜帶兩套不同顏色球衣；各球隊比

賽時，賽程排在前者優先選擇球衣顏色，賽程排在後者著明顯可與前者辨別

顏色球衣。球隊球衣、球褲、長襪須明顯分辨顏色並配戴護脛。國小組比賽

禁止穿著鋁釘、金屬釘、活動釘球鞋出賽。 

（5） 因故逾規定比賽時間 10分鐘未出場比賽之球隊以棄權論，如經向大會提出

具體說明，並查證屬實者，仍取消其繼續比賽及受獎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

算），惟不另議處。 

（6） 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經查證屬實則應判全隊棄權，比賽成績不予計算，該

球隊及總教練與冒名者處以一年停賽之處分，並函送教育主管單位處理。 

（7） 比賽期間如遇球員互毆、毆打對方職隊員或侮辱裁判情事，需送大會競賽委

員會議處，情形嚴重者送交本會紀律委員會或司法機關處理。 

（8） 凡在比賽中，第二次被黃牌警告（不同場次）之球員，應「自動停賽」一

場，再黃牌警告，則應再「自動停賽」一場；如被紅牌直接「判罰離場」之

球員，應「自動停賽」一場，再被黃牌警告時，則應再「自動停賽」一場

（分區賽紅黃牌不被列入總決賽計算）。 

（9） 比賽中被裁判「判罰離場」之球員，若犯規情形嚴重者，得依情節輕重由競



賽委員會議處，並執行相關禁賽處罰（輕則 1-3場次，重則 1-3年）。 

10、比賽用球：社高組、國中組使用 5號 molten比賽用球，國小組使用 4號 molten比 

賽用球。 

3、 管理資訊： 

1、 競賽管理：在本縣縣運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花蓮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負責足球競

賽各項技術工作。 

2、 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本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商請聘請及聘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3人，召集人及審判委員由本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遴派。 

3、 獎勵：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 11條之規定辦理。 

4、 申訴：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 14條之規定辦理。 

5、 罰則：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 16條之規定辦理。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隊職員名單 

共 16 個單位，總計 540 位隊職員 

 

一、社會男子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教練:陳弘哲     管理:黃君辰     
 

謝華科 吳東霖 林旻叡 林啟聖 高世瑋 馮哲華 江勝傑 曾健財 高俊傑 

林文成 曾雄傑 郭紘旺 高志弘 古文卿 高世楨 許順杰 林延俊  

  

2、新城鄉 A 

領隊:何禮臺     
 

蕭凱鴻 李恩賜 林振國 陸鴻 陸傑 李凱秦 馬楊証元 王照勛 陸豪 

李凱聞 李凱傑 高家治 蕭穎發      

  

3、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     教練:林彥德     管理:徐沛文     
 

李仲璇 田偉華 楊建宇 周宇軒 田志元 林昌發 詹聖樺 楊信華 曾俊彥 

田浩宇 劉峰嘉 林約道 林約翰 陳鑫 尤彥翔 胡嘉弘 劉坤元 劉善 

曾俊宏 陳羿臣        

  

4、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教練:黃建華     管理:劉家宏     
 

楊秋豪 陳天均 羅俊彥 黃彥皓 魏振雄 周俊華 蔡紹緯 黃建國 林佑彥 

張振華 伊宸宥 魏子鈞 楊詠丞 吳嘉文 楊賜偉 武許金元 黃國書 胡聖文 

潘宏昱         

  

5、萬榮鄉 A 

領隊:古明光     教練:江秀英     管理:林建成     
 

田傑威 馬詠彥 馬建成 馬永恩 林浩瑋 杜國勝 杜勇恩 江改順 江志偉 

江宏龍 江宏誠 江有成 田傑恩 田強易 杜偉銘 許復盛 潘瑞誠 潘育晟 

王利安 勞翁漫達放       

  



6、瑞穗鄉 A 

領隊：陳進光    管理:林建成 
 

林尙平 陳政華 田文菁 歐穆燐 李毅宣 杜文豪 徐新雄 宋易宏 汪昱銘 

王淳任 陳建華 李中華 楊家齊 何憶帆 何憶凱 徐韋竹 陳萬龍 曾煥陞 

江浩仁         

  

7、國立東華大學 A 
 

領隊：趙涵㨗 

梁皓宇 林柏崴 陳育兆 陳庠羽 陳尚謙 陳禹龍 MncedisiBonganiMagagula 

ZeChongDavidYang MuhleMusaKhumalo KuliLadriJunior QophulwaziBeneleMasuku 

LennoxSpence ElijioEloyKu ColaniNgingaMatsenjwa DlaminiLethokuhleKidwell 

KhulaniMasikoDlamini RaulCastillo SifisoNjabulisoMnisi HalleJehoidaVillanueva 

 

二、國中男子組 

  

1、美崙國中 A 

領隊:孫台育     教練:吳曉穎,黃鈺龍     管理:孫乙介     
 

鍾少凱 李維均 蔡明峰 許哲瑋 金湧傑 林佑家 廖可玄 杜永光 林詠翔 

高振軒 杜誠駿 蔡格非 張恒瑞 余承鴻 胡湧泉 黃丞遠 程智琦 余凱靖 

  

2、美崙國中 B 

領隊:孫台育     教練:陳春智     管理:孫乙介     
 

林聖賢 林佳奭 江宏闈 劉莘 蔡立祥 陳元俊 歐育承 劉懷寬 陳淯庭 

胡有家 許子研 公亮宇 陳奕圻 王翔 黃雲星 劉嘉偉 劉世皓 朱祥恩 

  

3、花崗國中 A 

領隊:李恩銘    教練:劉育英     
 

許暢丰 劉赫 廖秉洋 黃憶恩 撒庫倫 黃毓傑 葉陽甫 黃奎喨 沈學淵 

許浩翔 劉赫禮 黃瑞宸 徐詠駿      

  

4、花崗國中 B 

領隊:李恩銘     教練:劉育英     
 

謝家珉 陳靖恩 羅翔 林莛倞 黃子淵 黃晨希 江定祐 李孟蒝 許浩哲 

葉煜恩 黃柏軒 石謙信 黃梓渝 侯毅德 馬以諾 張皓崴 王維凡 馮柏予 



  

5、新城國中 A 

領隊:黃順發     教練:林弘淵     管理:葉昱萱     
 

方宇豪 林貴文 林振南 林凱威 陳柏翔 賴建愷 林逸軒 蔡喆瑞 林欣龍 

高宇皓 高宏軒 張向傑 張俊彥 連苃樂 陳書硯 朱書宇 楊恩典  

  

6、化仁國中 A 

領隊:梁仲志     教練:林世凱,伊宸宥     
 

林明緯 陳學儀 張峻銓 卞翊紘 張佑宸 賴家慶 陳翌銓 魏子皓 李戒星 

黃正杰 張睿恩 張愷恩 田席瑞 羅恩頎 卓峻瑋 陳鴻 林予辰  

 

三、國小男子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教練:郭紘旺     管理:陳郁涵     
 

林名媛 鄭以樂 黃百夆 沈安 彭主豪 李弈霖 王品程 吳奕霆 李柏佑 

陳祈安 詹霈成 石正歆 吳承恩 高浚筌     

  

2、花蓮市 B 

領隊:魏嘉賢     教練:林驍城     管理:林芷安     
 

陳佑 林柏宇 林依晨 林煥堯 鄧奕辰 劉崇奕 詹直樹 宋翊捷 古澔 

楊博勛 呂昕祐        

  

3、新城鄉 A 

領隊:何禮臺     教練:潘思蔚,高志弘     管理:蔡佩芬     
 

黃浩綸 郭冠麟 賴品豪 夏培恩 詹勳共 王睿亞 鄭秦宇 林金生 張鈜鈞 

嚴永辰 曾愷安 吳順伊 林思齊 張皓語 吳宇恩 劉鴻   

  

4、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   教練:陳瀅惠     管理:鍾旻諺     
 

王康守 陳孝哲 田博帆 李湋新 任子均 古朝盛 高佳恩 高金城 陳孝銘 

許浩宇 卓紹杰 陳恩希 洪辰祐 鄭約伯 陳旻倫 陳瑋恩   

  

  



5、秀林鄉 B 

領隊:王玫瑰     教練:葉家瑋     管理:魏宸宥,曾恒杰     
 

宋承偉 張育偉 卓瑋晨 張宇恩 方君凜 游翔宇 周帝寶 洪龍 卓宇嚞 

徐孝誠 蔡子諻 徐天雷 帖木．尤道     

  

6、吉安鄉 A 

領隊:游淑貞     教練:卓莉珊     管理:武許金元     
 

潘宏祥 林冠杰 陳凱威 張軒瑋 羅傑 賴霆恩 黃宸恩 王恩 謝宜豪 

林均瑋 楊元凱 林頎 謝宇恆 藍育成 游日捷 李玟豪   

  

7、卓溪鄉 A 

領隊:呂必賢     教練:陳柏彰,吳信賢     
 

王禹昊 林昱岑 杜少棋 葉耀恩 王欽祥 林政維 江梓藤 毛呈安 林勝軍 

毛可寧 賴嘉郁 石邵均 江宇辰 高聖心 王潔芯    

  

8、富里鄉 A 

領隊:陳榮聰     教練:杜國勝,馬玉花     管理:鍾佳慶     
 

吳文聖 江勇鈞 張允誠 潘柏睿 吳勝龍 李杰紳 吳益翔 陳文立 陳文杰 

曾稚寓 曾稚晰 江恩       

 

四、國小女子組 

  

1、新城鄉 A 

領隊:何禮臺     教練:孟煒傑     
 

柳芯 江昕潔 張緯安 游恩琦 李芯潔 盧筱芮 周承芯 龍品萱 林劉芷菡 

邱雯芯 潘謝雅媗      

  

2、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     教練:蘇宛菁     管理:劉育文     
 

尤昕 吳宣允 林子薰 簡韻萱 許心怡 簡芷萱 李子萱 陳語恩 吳恩允 

蘇雪兒 任芯 蘇雪柔 林裴焄 田笠妊     

  

 

 

  



3、秀林鄉 B 

領隊:王玫瑰     教練:葉家瑋,林凱玲     
 

朱芹 洪鳳 方家妤 朱潔恩 宋芯裴 陳郁晴 徐婷婷 吳芊雅 胡以菲 

吳郁晨 卓恩萱 徐天莘 曾靚 林辰昕 徐羽柔 伊漾.尤道  

  

4、瑞穗鄉 A 

領隊:陳進光     教練:田強易     管理:賴木蘭     
 

杜佳琳 杜盺澐 陳艾瑄 黃玟瑄 田家榕 余美琦 江玉璇 李祐恩 張雅寧 

楊舒涵 游悅善 鄭囈恩 阿布絲．達那彼瑪     

 

五、高中男子組 

  

1、花蓮高中 A 

領隊:楊鵬耀     教練:梁汝農     管理:呂彥瑩     
 

田緯翔 李毓霖 林浩平 張恒 孫恩祈 顏振威 周宇豪 高冠宇 許劉鑑鋒 

薛諾亞 江宇翔 高振瀚 楊翔宇 嚴冠侑 王瀝強 阿珞朴.古勵 

  

2、花蓮高中 B 

領隊:楊鵬耀     教練:陳光榮     管理:呂彥瑩     
 

涂語謙 黃銘泓 施立恩 尹志勝 王翊丞 林承叡 薛奇恩 陳小東 周守駿 

吳昊宸 吳侑絃 李安佑 陳文進 黃子誠 黃柏霖    

  

3、光復商工 B 

領隊:陳瑞洲     教練:陳曉娟     管理:黃安     
 

宋佳恩 曾珮怡 田家宜 陳之穎 林加綺 林誼華 杜敏婕 江玉禎 余子晴 

許念慈 宋瑞瑄 王欣婷 賀佳惠 林昕潔 林冠妤 古淑蓉   

  

4、四維高中 A 

領隊:蔡忠和     教練:林威均     
 

陳椏勝 莊佳聖 黃柏勳 呂彥齊 陳約翰 林子旋 張仲豪 顏宗漢 黃文豪 

李奕愷 林振東 林祐任 古俊凱 余嫣 余恩 曾翊雯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比賽名單  
 

一、社會男子組 (本項共 7 隊 , 取 3 隊) 

花蓮市 A：郭紘旺 林旻叡 高俊傑 高世楨 馮哲華 林文成 謝華科 江勝傑 高志弘 林啟聖  

花蓮市 A：曾健財 古文卿 許順杰 高世瑋 曾雄傑 吳東霖 林延俊  

新城鄉 A：高家治 李凱秦 李凱傑 李凱聞 林振國 李恩賜 王照勛 蕭凱鴻 蕭穎發 馬楊証元城鄉

新城鄉 A：陸鴻 陸豪 陸傑 

秀林鄉 A：曾俊彥 劉坤元 尤彥翔 周宇軒 田浩宇 胡嘉弘 李仲璇 詹聖樺 林約翰 田偉華  

秀林鄉 A：楊信華 陳羿臣 田志元 劉峰嘉 曾俊宏 林昌發 林約道 楊建宇 陳鑫 劉善 

吉安鄉 A：伊宸宥 黃國書 黃彥皓 張振華 林佑彥 羅俊彥 楊賜偉 陳天均 黃建國 武許金元 

吉安鄉 A：吳嘉文 蔡紹緯 楊秋豪 楊詠丞 潘宏昱 周俊華 魏子鈞 魏振雄 胡聖文  

萬榮鄉 A：杜偉銘 馬詠彥 江改順 田強易 田傑威 杜勇恩 田傑恩 王利安 杜國勝 勞翁漫達放 

萬榮鄉 A：江有成 潘育晟 林浩瑋 江宏誠 潘瑞誠 馬永恩 江宏龍 許復盛 馬建成 江志偉  

瑞穗鄉 A：宋易宏 何憶帆 徐新雄 林尙平 楊家齊 江浩仁 杜文豪 李中華 曾煥陞 陳建華  

瑞穗鄉 A：李毅宣 陳萬龍 歐穆燐 王淳任 徐韋竹 汪昱銘 田文菁 何憶凱 陳政華  

國立東華大學 A：陳禹龍  陳育兆 陳尚謙 陳庠羽 林柏崴 梁皓宇 ZeChongDavidYang 

國立東華大學 A：ColaniNgingaMatsenjwa MncedisiBonganiMagagula QophulwaziBeneleMasuku

國立東華大學 A：RaulCastilloHalle JehoidaVillanueva KhulaniMasikoDlamini 

國立東華大學 A：SifisoNjabulisoMnisi ElijioEloyKu DlaminiLethokuhleKidwell 

國立東華大學 A：MuhleMusaKhumalo KuliLadriJunior LennoxSpence  
 

二、國中男子組 (本項共 6 隊 , 取 3 隊) 

美崙國中 A：廖可玄 高振軒 余承鴻 胡湧泉 蔡明峰 林佑家 李維均 林詠翔 蔡格非 張恒瑞  

美崙國中 A：余凱靖 金湧傑 杜永光 許哲瑋 杜誠駿 黃丞遠 程智琦 鍾少凱  

美崙國中 B：許子研 胡有家 劉世皓 林聖賢 歐育承 陳奕圻 劉嘉偉 公亮宇 林佳奭 蔡立祥 

美崙國中 B： 陳淯庭 劉懷寬 黃雲星 朱祥恩 江宏闈 陳元俊 劉莘 王翔 

花崗國中 A：黃毓傑 撒庫倫 徐詠駿 許暢丰 葉陽甫 黃奎喨 劉赫禮 黃瑞宸 黃憶恩 廖秉洋 

花崗國中 A：沈學淵 許浩翔 劉赫 

花崗國中 B：陳靖恩 謝家珉 李孟蒝 江定祐 石謙信 黃柏軒 王維凡 馮柏予 黃晨希 黃子淵  

花崗國中 B：侯毅德 黃梓渝 林莛倞 羅翔 葉煜恩 許浩哲 張皓崴 馬以諾  

新城國中 A：林凱威 高宇皓 朱書宇 陳柏翔 高宏軒 林貴文 楊恩典 蔡喆瑞 連苃樂 林振南  

新城國中 A：林欣龍 陳書硯 賴建愷 張向傑 方宇豪 林逸軒 張俊彥  

化仁國中 A：田席瑞 陳學儀 魏子皓 羅恩頎 張峻銓 張睿恩 林予辰 賴家慶 張愷恩 林明緯  

化仁國中 A：陳翌銓 李戒星 卓峻瑋 卞翊紘 黃正杰 陳鴻 張佑宸  
 

三、國小男子組 (本項共 8 隊 , 取 4 隊) 

花蓮市 A：詹霈成 陳祈安 鄭以樂 李弈霖 李柏佑 吳奕霆 林名媛 高浚筌 彭主豪 王品程  

花蓮市 A：吳承恩 石正歆 黃百夆 沈安 

花蓮市 B：楊博勛 陳佑 林依晨 古澔 宋翊捷 詹直樹 劉崇奕 林柏宇 鄧奕辰 林煥堯 呂昕祐  

新城鄉 A：郭冠麟 林金生 張皓語 賴品豪 張鈜鈞 吳宇恩 王睿亞 吳順伊 黃浩綸 鄭秦宇  

新城鄉 A：林思齊 夏培恩 嚴永辰 劉鴻 詹勳共 曾愷安  

秀林鄉 A：李湋新 任子均 卓紹杰 許浩宇 陳瑋恩 王康守 高佳恩 古朝盛 陳旻倫 鄭約伯  

秀林鄉 A：陳孝哲 田博帆 陳孝銘 高金城 洪辰祐 陳恩希  

 



秀林鄉 B：張宇恩 張育偉 方君凜 蔡子諻 徐孝誠 宋承偉 游翔宇 周帝寶 卓瑋晨 徐天雷  

秀林鄉 B：帖木．尤道 洪龍 卓宇嚞  

吉安鄉 A：林冠杰 藍育成 陳凱威 謝宜豪 游日捷 賴霆恩 潘宏祥 黃宸恩 謝宇恆 張軒瑋 

吉安鄉 A： 林均瑋 李玟豪 羅傑 楊元凱 王恩 林頎 

卓溪鄉 A：王禹昊 毛可寧 林勝軍 林昱岑 賴嘉郁 王潔芯 王欽祥 石邵均 林政維 江宇辰  

卓溪鄉 A：杜少棋 江梓藤 高聖心 葉耀恩 毛呈安  

富里鄉 A：陳文立 吳文聖 吳益翔 李杰紳 吳勝龍 曾稚晰 潘柏睿 曾稚寓 張允誠 陳文杰  

富里鄉 A：江勇鈞 江恩 
 

四、國小女子組 (本項共 4 隊 , 取 2 隊) 

新城鄉 A：游恩琦 邱雯芯 李芯潔 江昕潔 龍品萱 張緯安 林劉芷菡 盧筱芮 周承芯 柳芯 

新城鄉 A：潘謝雅媗 

秀林鄉 A：許心怡 陳語恩 田笠妊 吳宣允 簡芷萱 吳恩允 蘇雪柔 林子薰 簡韻萱 李子萱  

秀林鄉 A：蘇雪兒 林裴焄 尤昕 任芯 

秀林鄉 B：徐羽柔 陳郁晴 方家妤 徐天莘 胡以菲 卓恩萱 朱潔恩 吳郁晨 徐婷婷 林辰昕  

秀林鄉 B：曾靚 伊漾.尤道 吳芊雅 宋芯裴 洪鳳 朱芹 

瑞穗鄉 A：余美琦 鄭囈恩 田家榕 游悅善 楊舒涵 陳艾瑄 張雅寧 杜盺澐 李祐恩 杜佳琳  

瑞穗鄉 A：江玉璇 黃玟瑄 阿布絲．達那彼瑪 
 

五、高中男子組 (本項共 4 隊 , 取 2 隊) 

花蓮高中 A：李毓霖 林浩平 高冠宇 楊翔宇 王瀝強 田緯翔 顏振威 周宇豪 高振瀚 孫恩祈 

花蓮高中 A：阿珞朴.古勵 薛諾亞 江宇翔 嚴冠侑 張恒 許劉鑑鋒 

花蓮高中 B：黃銘泓 周守駿 吳昊宸 黃柏霖 涂語謙 施立恩 尹志勝 薛奇恩 陳小東 陳文進  

花蓮高中 B：黃子誠 王翊丞 林承叡 吳侑絃 李安佑  

光復商工 B：宋佳恩 杜敏婕 賀佳惠 陳之穎 許念慈 古淑蓉 林加綺 宋瑞瑄 曾珮怡 江玉禎  

光復商工 B：林昕潔 田家宜 余子晴 林冠妤 林誼華 王欣婷  

四維高中 A：莊佳聖 顏宗漢 黃柏勳 黃文豪 林子旋 林祐任 陳椏勝 張仲豪 古俊凱 呂彥齊  

四維高中 A：李奕愷 曾翊雯 陳約翰 林振東 余恩 余嫣 

 



東華大學 萬榮鄉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鄉 

秀林鄉 瑞穗鄉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足球賽-社會男子組賽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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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賽賽程表 

社會男子組 
花蓮高農足球場 

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11月12日 

08:00-09:10 A (1) 東華大學 : 萬榮鄉 

09:20-10:30 A (2)     新城鄉     : 花蓮市 

10:40-11:50 A (3) 吉安鄉 :     秀林鄉 

12:00-13:10 A (4) 東華大學 : 新城鄉 

13:20-14:30 A (5) 萬榮鄉 : 花蓮市 

14:40-15:50 A (6) 秀林鄉 : 瑞穗鄉 

16:00-17:10 A (7)     東華大學 : 花蓮市 

 

11月13日 

08:00-09:10 A (8) 萬榮鄉 : 新城鄉 

09:20-10:30 A (9) 吉安鄉 : 瑞穗鄉 

11:30-12:40 A (10) A1 : B2 

12:50-14:00 A (11) B1 : A2 

15:00-16:10 A (12) 第10場敗 : 第11場敗 

16:10-17:20 A (13) 第10場勝 : 第11場勝 

   



四維高中 

光復商工 

花蓮高中A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足球賽-高中男子組賽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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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賽賽程表 
高中男子組 

花蓮高農足球場 
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11月9日 

08:00-09:10 A (1) 四維高中    :  花蓮高中A 

09:20-10:30 A (2)    光復商工    : 花蓮高中B 

10:40-11:50 A (3) 四維高中    :     光復商工 

12:00-13:10 A (4) 花蓮高中A    :  花蓮高中B 

13:20-14:30 A (5) 四維高中    :  花蓮高中B 

14:40-15:50 A (6) 光復商工    : 花蓮高中A 

 

 

  

 

 

 

 
 

 

花蓮高中B 



化仁國中 

美崙國中A 花崗國中B 

新城國中 

花崗國中A 美崙國中B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足球賽-國中男子組賽程表 

                                                                                     

 

 

                                 

      

                  (1)                         (5)                                    (2)             (6) 

                          A                        B 
 

                          

                         (3)                                   (4) 

                           

                                       (10) 

           (A1)          (B2)                         (A2)         (B1)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賽賽程表 

國中男子組 
花蓮高農足球場 

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11月10日 

09:00-09:50 A (1) 化仁國中    : 美崙國中A 

10:00-10:50 A (2)     新城國中    :  花崗國中A 

11:00-11:50 A (3) 美崙國中A    :      花崗國中B 

12:00-12:50 A (4) 花崗國中A    :  美崙國中B 

13:00-13:50 A (5) 化仁國中    :  花崗國中B 

14:00-14:50 A (6)  新城國中    :  美崙國中B 

 

11月11日 

09:00-09:50 A (7) A1 : B2 

10:00-10:50 A (8) B1 : A2 

12:00-12:50 A (9) 第7場敗 : 第8場敗 

13:00-13:50 A (10) 第7場勝 : 第8場勝 

   
 

 

 

 

 

 

 
  

 
  



秀林鄉A 吉安鄉 

花蓮市A 新城鄉 

秀林鄉B 卓溪鄉 

富里鄉 花蓮市B 

(15)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足球賽-國小男子組賽程表 

 

 

                     (1)                                         (3)          

                                                               
        (9)     A   (10)              (11)   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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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6) 

            (A1)         (B2)                        (A2)          (B1)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賽賽程表 

國小男子組 
花蓮高農足球場 

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11月2日 

08:50-09:30 A (1) 秀林鄉A : 吉安鄉 

08:50-09:30 B (2)    花蓮市A : 新城鄉 

09:40-10:20 A (3) 秀林鄉B :    卓溪鄉 

09:40-10:20 B (4) 富里鄉 : 花蓮市B 

11:20-12:00 A (5) 秀林鄉A : 花蓮市A 

11:20-12:00 B (6) 吉安鄉 : 新城鄉 

12:10-12:50 A (7)    秀林鄉B : 富里鄉 

12:10-12:50 B (8) 卓溪鄉 :    花蓮市B 

13:50-14:30 A (9) 秀林鄉A :    新城鄉 

13:50-14:30 B (10) 吉安鄉 :    花蓮市A 

14:40-15:20 A (11) 秀林鄉B :    花蓮市B 

14:40-15:20 B (12) 卓溪鄉 :   富里鄉 

 

11月3日 

09:00-09:40 A  (13) A1 : B2 

09:00-09:40 B  (14) B1 : A2 

11:00-11:40 A  (15) 第13場敗 : 第14場敗 

11:00-11:40 B  (16) 第13場勝 : 第14場勝 

 



秀林鄉A 

秀林鄉B 

瑞穗鄉 

新城鄉 

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 
足球賽-國小女子組賽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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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足球賽賽程表 
國小女子組 

花蓮高農足球場 
日期 時間 場地 場次 隊名 成績 隊名 

 

 

11月2日 

08:00-08:40 A (1) 秀林鄉A    :  瑞穗鄉 

08:00-08:40 B (2)    秀林鄉B    : 新城鄉 

10:30-11:10 A (3) 秀林鄉A    :      秀林鄉B 

10:30-11:10 B (4) 瑞穗鄉    :  新城鄉 

13:00-13:40 A (5) 秀林鄉A    :  新城鄉 

13:00-13:40 B (6) 瑞穗鄉    : 秀林鄉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