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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民國105年5月22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淡江大學（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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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第十五屆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 

二、 活動目的：為提倡青少年健康優良的休閒活動、養成團隊互助合

作的精神、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發展，進而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

。藉由童軍技能競賽活動，激勵青少年發揮創意、勇於挑戰，並

且在參與過程中實踐「做中學、學中做」之精神。 

三、 指導單位：淡江大學、臺北市童軍會、新北市政府 

四、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五、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 

六、 承辦單位：淡江大學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五虎崗童軍團 

七、 活動地點：淡江大學(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八、 舉辦日期：民國105年5月22日(星期日) 

九、 集合地點：淡江大學書卷廣場 

十、 參加對象：童軍、女童軍、行義、蘭姐階段之童軍伙伴(恕不接受

羅浮童軍報名) 

十一、 活動內容：童軍技能競賽 

十二、 活動辦法： 

本次競賽分團體賽與個人賽，競賽規則如下。 

(一) 團體賽： 

1. 報名費新台幣壹仟元整，以小隊為單位報名(六~八人為一小隊)。 

凡105年5月1日前報名者，報名費優惠價柒佰伍拾元整 

2. 團體賽共分為兩部分：單站例行賽與英雄挑戰賽。 

3. 單站例行賽共設有四站，分別為雙旗、架帳、工程、急救。競賽採輪流方式進

行，參賽隊伍於限定的時間內，依據各站任務的完成度取得積分。積分前三高

之隊伍可晉級參加英雄挑戰賽。 

(1) 雙旗競賽內容：參賽隊伍分成兩組(四人一組，每組有兩副雙旗，一本電

碼本)，各組得於競賽時間六分鐘內，利用雙旗發送中文電碼各十五字組

及完成譯電獲得積分。 

(2) 架帳競賽內容：參賽隊伍需於十分鐘內，搭設四人屋式帳。 

(3) 工程競賽內容：參賽隊伍需利用竹材及繩索，於十分鐘的競賽時間內，

搭設一個戰車雙層戰車面，並推派一名小隊員，利用戰車面攀上六公尺

的高度處敲響鈴鐺。 

(4) 急救競賽內容：參賽隊伍需利用大會所提供的器材，於十分鐘內進行急

救。範圍包含環境評估、呼叫求援、止血法、三角巾包紮(如大吊腕、足

踝包紮、頭部包紮、巾狀手部包紮、膝關節包紮)、簡易搬運法…等中高

級急救內容。 

(5) 以上單項例行賽單站成績最優者均可獲得獎金一千元、獎狀乙禎，次優

者可獲得獎狀乙禎。 

4. 英雄挑戰賽內容： 

(1) 資格：單站例行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隊伍將晉級英雄挑戰賽。 

(2) 英雄挑戰賽採計時制，在競賽時間(一小時)內，每支參賽隊伍必須依照

指示，完成數項指定的任務。競賽前各團隊有討論及發問時間(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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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競賽策略進行規劃。每項任務在完成時均可得到任務獎勵，以伍

獲得競賽優勢。最先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所有任務之團隊為優勝。競賽時

間結束時尚未完成之任務，每項任務加時十分鐘；以時間秒數最短者為

優勝。 

(3) 英雄挑戰賽即為本次技能競賽決賽，獎項如下： 

冠軍獎金8000元、獎牌乙面、獎狀乙禎 

亞軍獎金3000元、獎牌乙面、獎狀乙禎 

季軍獎金2000元、獎牌乙面、獎狀乙禎 

 

(二)個人賽： 

1. 報名費新台幣壹佰元整，以個人為單位報名。已報名團體賽之參賽人員可享有

免費參加個人賽優惠。 

※ 報名個人賽人數上限為一百人，額滿為止。 

2. 個人賽內容：運用小斧(可自備)在限定的時間內劈材，並於比賽結束時繳交

兩支符合規格的柴枝。依據兩支柴枝的最寬直徑平均做為競賽成績。 

3. 優勝取前三名：各可獲得獎品乙份、獎牌乙面、獎狀乙禎 

(三)注意事項： 

1. 大會將會為參加伙伴辦理保險並提供每人飲用水一瓶。 

2. 活動當天主辦單位不提供午餐，參加人員請自行用餐。 

 

十三、 日程表 

時間 流程 備註 
08:00 

08:30 
參賽隊伍完成報到  

08:40 

09:15 
開幕式  

09:15 

09:30 

競賽規則講解 

競賽場地介紹 
 

09:30 競賽開始  

09:30 

10:15 
第一回合競賽 (10:00~12:00 個人賽報名) 

10:15 

11:00 
第二回合競賽  

11:00 

11:45 
第三回合競賽  

11:45 

12:30 
第四回合競賽  

12:30 

13:30 
午餐時間 

(13:00宣布英雄挑戰賽入圍名單) 

(入圍隊伍請13:30前完成報到) 

13:45 

15:35 
英雄挑戰賽  

15:35 

16:00 
休息時間  

16:00 

17:00 
個人挑戰賽  

17:00 

18:00 
頒獎 合照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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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報名及聯絡方式 
請將報名表傳真至 FAX：(02)2620-9508 

或 E-MAIL 至 gotksg@gmail.com 

報名後請務必準時參與活動,以保障自己及他人的權利。 

交費方式請參照報名表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基金會執行長   王富民 0933-021918 

基金會董事   林彥宇 0927-282615 

第十五屆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查詢專線   杜裕昌 0930-582957 

相關資訊請至淡江大學童軍團網站查詢 

http://www.tksg.org.tw/tksg.htm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5年5月13日（星期日）截止。 

 

 

淡江大學童軍團首頁 

 
http://www.tksg.org.tw/tksg.htm 

 

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TSSfoundation/ 

十五、 交通方式 
(一) 自行開車： 

1. 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於(五股 八里)出口下交流道，遵照泰山/新莊號

誌指示，沿新五路二段右轉成泰路，接著走龍米路一段，接著上關渡大橋為靠

右走，接著走民權路(淡水市區)接中正東路一段，於淡水捷運站前右轉學府路

直上淡江大學。 

2. 國道1號南下於重慶北路出口下交流，走重慶北路四段，叉路處靠左於承德路

五段向左轉，沿承德路行至七段接著走民權路(淡水市區)，再走中正東路一段

直到淡水捷運站，右轉學府路直上淡江大學。 

(二)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搭乘台北捷運淡水信義線，往淡水方向，到淡水站下車。 

2. 抵達淡水站出站後，在右側公車轉乘處可搭乘紅27及紅28路線公車至本校。 

 

 

mailto:gotksg@gmail.com
http://www.tksg.org.tw/tks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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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校園平面圖 



第十五屆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報名表 

團體賽報名表 

職  稱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 

小隊長     

     

     

     

     

     

     

副小隊長     

隊    名： 所屬團次：     縣(市)  第     團 

聯絡地址： 

聯絡 E-MAIL： 

聯絡電話： 團長簽章： 

繳費方式：  □匯款       □ATM 轉帳，帳號末四碼： 

備註： 

1. 請以小隊為單位報名。如有參賽人員替換請於活動開始前三日(5月 19

日前)通知；恕不接受現場換人。 

2. 參加費用：每小隊新台幣 1000元(105年 5月 1日前報名，可享報名費

優惠價，每小隊新台幣 750元)，含活動布章、保險、飲用水每人一瓶、參

加證書，不含午餐。 

3. 請以匯款或 ATM轉帳方式繳費。 

    帳號：華南銀行 (008) 萬華分行(157) 帳號20-018796-4 

戶名：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ATM 轉帳：華南銀行 (008) 帳號157-20-018796-4 

4. 報名方法 

(1) 請 e-mail報名表至 gotksg@gmail.com 

(2) 或傳真報名表到 FAX：(02) 2620-9508 

(3) 如以 ATM匯款者請務必於報名表註明轉帳帳戶末四碼，以便確認。 

5. 聯絡方式： 

 基金會 執行長 王富民伙伴 0933-021-918 

 基金會 董  事 林彥宇伙伴 0927-282-615 

 活動信箱 gotksg@gmail.com 

 查詢專線 杜裕昌伙伴 0930-582-957 

6.  報名表可於淡江大學童軍團網站下載 

網址: http://www.tksg.org.tw/tksg.htm  

 

mailto:gotksg@gmail.com
mailto:gotks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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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報名表 

個人賽報名表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是否參加團體賽 備註 

     

     

     

     

     

     

     

     

     

     

所屬團次：     縣(市)  第     團 

報名連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 E-MAIL： 

繳費方式：  □匯款       □ATM 轉帳，帳號末四碼： 

備註： 

1. 參加費用：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100元，含活動布章、保險、飲用水每人

一瓶、參加證書，不含午餐。已報名團體賽之參賽人員請於報名表中註明, 

可享有免費參加個人賽優惠(不另外再給予活動布章)  

2. 請以匯款或 ATM轉帳方式繳費。 

    帳號：華南銀行 (008) 萬華分行(157) 帳號20-018796-4 

戶名：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ATM 轉帳：華南銀行 (008) 帳號157-20-018796-4 

3. 報名方法 

(4) 請 e-mail報名表至 gotksg@gmail.com 

(5) 或傳真報名表到 FAX：(02) 2620-9508 

(6) 如以 ATM匯款者請務必於報名表註明轉帳帳戶末四碼，以便確認。 

4. 聯絡方式： 

 基金會 執行長 王富民伙伴 0933-021-918 

 基金會 董  事 林彥宇伙伴 0927-282-615 

 活動信箱 gotksg@gmail.com 

 查詢專線 杜裕昌伙伴 0930-582-957 

5.  報名表可於淡江大學童軍團網站下載 

網址: http://www.tksg.org.tw/tksg.htm  

 

mailto:gotksg@gmail.com
mailto:gotks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