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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組織名單 

理 事 長：章富麟  

名譽副理事長：陳光復 

副理事長：莊國隆 

委    員：臺北元坤隊領隊杜元坤、桃園金剛隊劉欽和、長大海洋飼料隊黃明山、 

           臺南楷爾隊莊邦琦、臺體雷旭暴龍隊王湘芬、元又興業隊莊千佑、 

大村武巨人隊呂樂誠、林啟川、毛明達、周文良 

執 行 長：林啟川 

審判委員：毛明達(召集人)、鄭義文、周文良 

競 賽 組：林毅成、白萬應、葉士傑 

活 動 組：莊國禎、羅信貴、王湘芬、黃子庭、邱期豐 

行 政 組：邊盈慧、莊琇惠 

會 計 組：林品伶  

紀 錄 組：嚴以欣、劉瑞樺、馬聖恩 

運動傷害防護組：台北市立大學 

場地服務組：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臺南長榮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南六信高中、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裁 判 長：周文良 

裁 判 員：王倚屏、方琮瑜、徐鼎富、鄭文庸、梁展鴻、劉玉琦、方賴能、 

          黃政嘉、高紫欣、周文良、朱凱亘、林獻堂、杜尚夫、杜招利、 

          鄭義文、陳光宇、李瑞達、吳文政、李平教、蘇奕穎、黃漢英、 

          張晉銘、羅巧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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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競賽規程 
壹、 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8月 23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10030205 號 

函辦理。 

貳、 名    稱：2022 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簡稱「臺企橄聯」Taiwan Rugby League 

參、 宗    旨：結合台灣各地縣市政府及企業支持，培訓地區代表隊成員，提升橄 

欖球選手技術水準，強化橄欖球運動團隊實力，選拔優秀隊伍及球 

員參加國際比賽。 

肆、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陸、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柒、 承辦單位：各縣市橄欖球協(委員)會、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捌、 參賽球隊：必須企業冠名且願遵守本聯盟參賽規範之球隊 

玖、 競賽方式： 

一、 採單循環賽主客場積分制。 

二、 比賽日期以週末日假日舉行為原則；若有賽程因場地、時間、天候等狀況

衍生需作調整，本會保有最終異動之權利。 

三、 若遇延賽情形，補賽時間由兩隊協議，須於當周完賽；若因場地、時間、

天候等狀況衍生需作調整，本會保有最終異動之權利(以協會官網公告為

主)。 

四、 本年度比賽總場次將依參賽隊伍數進行編排。 

壹拾、 比賽規定： 

一、 總教練需具備中華民國橄欖球球協會 B級以上教練證照或國際橄總 L2 級教

練資格。 

二、 各隊助理教練需具備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 C級以上教練證或國際橄總 L1

教練資格。 

三、 缺席規定：無故缺席(事前未提前說明或事後理由不夠充分)達一場次，罰

款新台幣(以下同)2 萬 5,000 元，無故缺席第 2場次後，每一場次罰款 2

萬元。 

四、 總教練若因緊急事件無法出席，則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並函報本會。 

壹拾壹、 報名須知： 

一、 所有參賽球員須與球隊簽立合約方得比賽，並且於本會註冊系統註冊完畢

(包含職員)。 

二、 報名日期： 

(一) 球隊報名：即日起至 111年 9 月 1日下午 17時止，球隊報名時需繳交 

保證金 20萬元整(可以支票支付)。 

(二) 球員報名：即日起至 111年 9 月 15日下午 17時止，球隊需提供球員 

名單資料。 (以 e-mail 收件日期為憑，完成寄件後請來電 

向本會確認) 

聯絡方式：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7樓 712 

室） 

聯絡人：謝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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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87722159  

傳真：【02】87722171 

網站：http://rocrugby.org.tw/ 

報名專線：e-mail：ctru.tw@gmail.com 

三、 手續： 

報名表、選手大頭照、團體照片(全隊 4X6團體照片乙張，照片規格請設定

為 640X480像素以上)、註冊球員；請同時以電子檔傳送報名資料，主旨註

明『2022 台灣企業橄欖球聯賽****隊報名資料』e-mail至報名專線。 

四、 報名表可登錄最多職員 7名(強制登錄總教練、球隊經理以及 1 位以上之醫

療或防護人員)、球員 33名(球員報名人數不得少於 23 名)，凡正在被判罰

球監之職隊員，不得報名參加比賽。 

五、 報名費： 

(一) 球隊報名同時應繳交報名費 3 萬元，如最終領隊會議及抽籤前放棄參 

賽，扣除相關行政作業費 15%後退還報名費。 

款項請滙入【戶名：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土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165001000780】 

完成繳費後，請將滙款單傳真至本會確認，未繳交者不得參加賽程抽籤

及比賽。 

(二) 違反以下情形視為惡意棄賽，除沒收報名費外該球隊同時罰款 20萬元 

整，原登錄於該隊職員、隊員於罰款繳納完成前不得參加中華民國橄

欖球協會舉辦之任何相關活動及各項賽事(包含全國運動會)。 

       1.完成抽籤編排賽程後放棄參賽。 

2.比賽開始後退出比賽：“該項比賽第一場已經開始”。 

3.未到比賽場參加比賽。 

4.拒絕繼續比賽：“已經參加該項比賽後”。 

5.在比賽結束之前離開球場：“單一場比賽裁判員尚未宣布比賽結束” 

六、參賽球隊隊職員不得兼任不同其他所屬球隊之任何職務，球員同時報名兩 

隊（含）以上時，該名球員需選擇一隊參賽並於接到本會通知後，一個星 

期內，繳交個人切結書確認代表球隊。 

    七、各隊註冊完成後，於賽季開始前，請各隊仔細評估球員之身體狀況。 

壹拾貳、 比賽日期、時間、球員出場及替換人數： 

    一、111年 10 月 15 日至 112 年 1 月 31日止。 

    二、每場比賽為 80分鐘（上下半場各 40分鐘），中場休息 10分鐘。以裁判計時 

為準。 

    三、每場比賽前一天每隊需提出 23 人球員名單（先發球員 15人；替補球員至多 

8人(不計中場休息換人次數)﹔同一場賽事外籍球員至多上場 3人次(名額 

用完後只能以本國籍球員替補）。 

    四、職員人數出場名單(名單內必須包含總教練、球隊經理、醫療或防護人員)； 

場邊除熱身 8名球員、總教練 1名、助理教練 1名，替補球員更換完畢需 

全部回到休息區，未列入先發或替補名單之球員、職員不得進入技術區， 

且須就坐於觀眾席。 

    五、球隊球衣、球褲、長襪須明顯分辨顏色。 

壹拾貳：球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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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球隊應依競賽領隊會議確定登錄之球衣顏色出賽，參賽球員必須穿著配有 

本球隊代表名稱或標誌之球衣並要有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徽章，並嚴禁穿 

著印有各國國旗或各國職業隊隊徽之球衣。場內隊長需有明確臂章標記， 

球衣號碼不得膠布黏貼，否則該球員不得出賽。由本會規定。 

    二、球隊標幟需於球衣前側左胸前，大小以 10cm²為限；縣市標幟或旗幟於右 

胸，大小以 10cm²為限。 

    三、球衣：球衣後側需有明顯號碼，後側高度：20-35cm。 

    四、球衣後側若要露出選手姓名，姓名字高：5-7.5cm；並需距離後側號碼至少 

4cm。 

    五、廣告贊助禁止包含政治標語、宗教或種族歧視之內容。左臂必須綉上本聯賽 

識別臂章。 

壹拾叄、競賽規定： 

    一、球隊查驗以選手識別證為主，如未攜帶識別證件需當場提出每人 500 元整， 

並提交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如整隊未攜帶則需繳交下場人數費用，(例如先 

發 15人需繳交 7,500元，每替補一人則再繳交 500元以此類推，若隊職員 

未配帶則該場次罰款 500元)。 

    二、球隊不得晚於賽前 70分鐘抵達球場(詳細請參考倒數計時表)，在未註明球 

衣褲顏色時，依賽程排前者著深色球衣；排後者著淺色球衣，如經裁判裁 

定無法辨別時由主場球隊更換球衣，替補席內除隊職員外，球員必須穿著 

背心，並與場上球衣顏色不同。 

    三、賽程表排名在前之球隊，球員席位於面向球場左側，依規定登錄比賽之職隊 

員才能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並配帶 AD卡，遵守橄欖球規則『技術區域 

條款』之規定，尊重裁判的判決，配合第四裁判管理，球隊教練團應有義 

務協助大會共同管控該區域秩序。 

    四、逾比賽規定時間 15 分鐘未出場比賽，或出賽檢錄時間(賽前 55 分鐘)球員未 

達 23人(15人先發、8人替補)之球隊以惡意棄賽論，罰款 10 萬元；第二 

次則取消其繼續比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並處以罰款 20 萬元。如遇 

不可抗拒因素外，需以正式公文說明，由協會同意後始得更動時間補賽。 

    五、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經查屬實則處以該球員罰款 15萬元；另判該球員所 

屬法人，一併處以罰款 15萬元。該冒名球員可處以 1-3 年之禁賽處分。相 

關隊職員及該球員函送紀律委員會議處。 

    六、凡比賽中不服判決而被判棄權或沒收比賽、及無故棄權之球隊，取消其繼續 

比賽之資格 (已賽成績不予計算)，並處以罰款 20萬元，由競賽委員會函 

送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七、比賽中，替補球員熱身不得在場邊玩球；全部替補完成，禁止該隊球員在場 

邊熱身。 

    八、凡在比賽中，直接『驅逐離場』之球員或同一場 2張黃牌罰出場應罰停賽一 

場，後紅黃牌重新累計。季賽中不同場次累積 3張黃牌者，停賽 1場處 

分，停賽後重新累計。 

    九、比賽中被裁判直接『驅逐離場』者，依下列條例處份： 

       (一)選手:罰款 5,000 元，後續將依情節由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並執行相關 

處罰。 

       (二)教練:罰款 5,000 元，後續將依情節由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並執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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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三)被禁賽者若有雙重職務，其中之一被禁賽時，則其另一身份也ㄧ並禁 

賽。 

       (四)職員：罰款 1萬元，後續依情節由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並執行相關處 

罰。 

       (五)單場單隊之球員/職員累積達 5張黃牌，罰款 1 萬 5,000 元，超過 5 張黃 

牌則每張罰款 3,000 元整。 

       (六)所有罰款以協會發出公文後繳交至協會帳戶。 

    十、比賽期間發生職、隊員互毆、辱罵、毆打裁判等違紀違法情事，除立即停止 

該球員比賽外，由大會競賽委員會確認情節，移送本會紀律委員會或司法 

機關議處。 

    十一、各參賽球員賽季最後一場出賽場次所產生之紅牌，應累計至下一賽季之第 

一比賽日。 

    十二、凡被判罰停賽球員如遇賽程有更動時，該球員停賽場次依領隊技術會議決 

議之排定，依日期最近之下一場比賽場次辦理，不受賽程更動影響。 

    十三、賽中凡屬裁判職權範圍之判罰，以裁判之判罰為終決。 

    十四、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需中斷比賽，將依下列方式進行中斷程序： 

       (一)裁判員宣佈暫時停止比賽 30分鐘(裁判員可以依照當時實際允許情況下 

隨時恢復比賽)，若是無法及時恢復正常比賽則再度引用； 

       (二)再度暫停 30 分鐘(裁判員可以依照實際允許情況下隨時恢復比賽)，(無 

論是在第一階段或是第二階段的暫時停止比賽中，球員們都必須要停留 

在比賽場內，倘若是暫停比賽超過時間達 20分鐘時，球員們可以短暫熱 

身操 5分鐘，暫停比賽達 30 分鐘以上時，球員們可以回到更衣室，並且 

可以短暫熱身操 10 分鐘)，競賽委員有權利依據比賽場地狀況實際情況 

下而決定熱身操地點區域(罰球區域內禁止使用快速短跑/衝跑)。 

       (三)若連續兩次各 30分鐘階段宣佈後，若是無法恢復比賽，則由裁判員宣佈 

放棄比賽。若賽事已進行 70 分鐘(含)以上，則以當下結果為此場次結 

果，視為有效比賽，不另行補賽；若賽事未達 70 分鐘，則此場比賽將依 

規則另行重賽，所有紀錄歸零，僅保留紅牌及黃牌罰款。 

       (四)不可抗力因素解釋：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競賽委員會是唯一能夠宣布不 

可抗拒之外力因素事件的機構；例如：發生任何(人為,天災,地變)影響 

比賽進行中或違犯任何 WORD RUGBY 比賽規則規章中的事件。源自於或歸 

因於超出行為、事件、遺漏或事故是超越裁判員能力的合理控制範圍， 

包括但不限於異常惡劣的天氣、洪水、閃電、風暴、火災、爆炸、地 

震、結構破壞、流行病或其他自然災害、破壞或電力供應短缺、戰爭、 

恐怖行動、軍事行動、觀眾騷亂、人群混亂及亂鬥、罷工、停工、觀眾 

球場的佔領、觀眾施放煙火、其他工業行為或騷亂， 裁判員受到觀眾恐 

嚇危及生命安全。 

    十五、比賽需配戴防護用品，符合安全考量，如經裁判認定危險物品者則禁止配 

戴出場  (如有疑問可事先送交本會認定)。 

壹拾肆：獎勵辦法： 

    一、前三名球隊頒贈團體獎盃乙座；隊職隊員另頒發個人獎狀。 

    二、「最佳總教練獎」由臺企橄聯另立小組遴選，頒贈最佳總教練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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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佳得分手」：頒贈獎盃乙座。依進球最多之球員獲獎，如 2 人（含）以 

上進球數相同，得同等獲獎（獎金均分）。 

    四、本屆冠軍隊(含聯賽未結束排名領先球隊)，優先取得參與國內外(含國際正 

式錦標賽、分齡賽、一般非國際錦標賽、邀請賽)比賽資格，球隊總教練並 

取得國家隊總教練資格同時得以徵召其他球隊教練及選手。 

壹拾伍、申訴：對比賽有爭議者，得依下列規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及 TMO輔助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大會競賽委員會及 TMO輔助判決為終決。 

    三、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本會頒訂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 

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不影響比賽進行。並於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 

由領隊或總教練簽名以書面(附件一)，陳送大會競賽委員或裁判長，否則 

不予受理，由大會競賽委員會判決為最後終結。申訴提供審查資料，不得 

晚於該場比賽 3 個工作日提出，並隨各隊官方文件方式送本會(以郵戳及 

e-mail時間為憑)。 

    四、有關球員資格，須於賽前提出，比賽結束不得異議。如比賽中球員冒名違規 

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拍照存證』，並於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由 

該隊領隊或總教練簽名以書面(附件二)，並檢齊可資證明文件，陳送大會 

競賽委員或裁判長，否則不予受理。其判決為最後終結。 

    五、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 1 萬元，如經裁定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裁定 

申訴事實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六、本會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 申訴窗口：謝秉益 

(二) 電話：【02】87722159  

(三) 傳真：【02】87722171 

(四) e-mail：ctru.tw@gmail.com 

壹拾陸、球員隊籍管理辦法： 

    一、球員轉隊需準備企業隊開立離隊證明書(需原企業隊法人代表簽名；或法人 

代表授權人簽名，須提供授權書)、企業隊合約書(新入隊)。 

    二、球員於轉會窗口辦理轉會，時間僅限非球季賽事期間，轉會次數不限。 

    三、未登錄於任何企業隊之球員，可於窗口內登錄，登錄上限維持 30 人。 

    四、球員合約尚有六個月以上之效期，其他欲接觸此球員之企業隊須通知所屬企 

業隊，並取得同意，同意後方可接觸。若未經同意，則罰款 30 萬元。 

    五、外籍球員必須由所屬企業隊(法人)申請「運動員工作證」，無工作證者不得 

上場。報名截止 1個月內未繳交者不得出場。 

    六、外籍學生球員需申請學生工作證，請由所屬企業隊(法人)主動協助外籍學生 

球員向就讀學校申請，報名截止 1個月內未繳交者不得出場。 

壹拾柒、罰則： 

    一、各項罰則，依循本會訂定之紀律守則為準。 

    二、延遲比賽：未依聯賽倒數計時表之規定，逾時 5 分鐘提交名單、出賽等，將 

視為延遲比賽。延遲比賽者，將處以罰款 5,000元整，並轉送 

紀律委員會議處。 

    三、未依本規程第拾臺條 第 5 項製作及第 7 項穿著比賽服裝者，處以 5,000 元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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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鬥毆： 

      (一)所有隊職員禁止參與鬥毆及進入場內聲援。 

      (二)進入場地勸阻之隊職員不得被認定為參與鬥毆；但因任何人無裁判允許， 

不得離開技術區進入場內，若隊職員任意入場勸阻，將交付大會競賽委員 

會同裁判商議確認提出名單，禁賽至少 2 場；情節嚴重者移送紀律委員 

會。 

      (三)鬥毆發生時，發起鬥毆雙方將由大會競賽委員會同裁判商議確認提出名 

單，並依情節輕重給予裁罰，企業隊罰款至少 5萬元。身份為參賽球隊隊 

職員者，並報請紀律委員會議處；非參賽隊職員(外力介入者)，大會得移 

送司法機關處置。 
 (四)比賽期間如發生球隊集體﹝同隊二人(含)以上﹞參與鬥毆，由大會競賽 

委員會同裁判確認，除取消該隊繼續出場比賽之權利外，該企業隊罰款 

至少 30 萬元，並報請紀律委員會 議處，總教練與球員於次年停止參加 

本會相關比賽之權利，情節嚴重者，得移送司法機關處置。 

    五、比賽進行中，隊職員無任何理由任意進出場地、妨礙比賽進行，則當場驅逐 

離場，並以壹拾叄第九條議處。 

    六、在下列情形下，聯賽官方得召開紀律委員會，勒令選手或職員至少禁賽 1 

年、最高得永久禁止參與臺企橄聯相關賽事，並得對球隊罰款 10萬元以 

上： 

 (一)球員故意不充分發揮其身為球隊一員之技術能力者。 

(二)球員、職員以場內外行為(含關說、賄賂等行為)，故意影響裁判判決、 

比賽過程及結果者。 

 (三)犯罪、重大違紀、賭博、鬥毆、酗酒、吸毒、收受不正當錢財或其他影 

響橄欖球健康形象之極嚴重不正行為者。 

※備註： 

 (一)賭博之定義：不得參與於中華民國境內舉辦之各項橄欖球比賽、或與中 

華橄欖球協會相關之國際賽事之簽賭(含台灣運彩、國內外 

賭博網站、及其他任何形式之博弈)經發現者函送司法單位 

及中華民國橄欖球會協紀律委員會調查。 

 (二)其餘違紀事件或未盡事項，以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紀律守則為準。 

壹拾捌、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參賽各球隊，一切費用自理。 

    二、參加聯賽之球員有義務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如無特殊理由拒絕徵召，轉送 

紀律委員會處理。 

    三、本會有全權決議徵召各級代表隊跨級參加本會主辦之各項賽事。 

    四、凡排定之賽程，球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動。如遇特殊情形(如：新型流 

感等)或重大事故，須徵得本會競賽組認定後，始得另行擇期比賽。 

    五、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因天氣、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更換比賽場地 

及日期。 

    六、務請各參賽隊職員積極宣導運動愛品德活動，勿口出惡言及不必要肢體動 

作，共創有禮貌祥和競賽環境。 

    七、比賽球場嚴禁吸煙、嚼食檳榔、亂丟垃圾、任意吐口水等行為。 

    八、本聯賽賽事影像、照片、聯賽標誌、「台灣企業橄欖球聯賽」文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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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圖文和新聞稿文字之著作權皆為本會所有，參賽隊伍非經本會授權不 

得使用。 

壹拾玖、保險： 

    一、由主辦單位辦理比賽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其他保險需求，參賽球隊請各自辦理球隊隊、職員保險(大會得查證保險資 

料，如無證明者不得參賽。 

      (一)參賽人員需投保死亡險 300萬、意外醫療險 30萬元之保額保險費。 

      (二)相關保險證明請於技術會議時繳交，如無保險證明者，不得參賽。 

貳拾、運動禁藥：因應國際橄欖球總會(WR)、亞洲橄欖球總會(ASIA RUGBY)運動禁藥 

相關定，協會將在比賽中針對運動選手禁藥問題隨機抽檢。 

    一、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1.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 

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 

免。（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二)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賽前一個月。 

      (三)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四)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 

procedure/） 

      (五)其他藥管規定 (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貳拾壹、本規程程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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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賽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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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   杜院長的話 
我是高雄義大醫院的院長杜元坤，同時也是首次響應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及

政府主管機關的提振台灣橄欖球計劃之下，成立台灣第一支台灣橄欖球企業聯

賽「台北元坤隊」的贊助者，並同時擔任領隊。 

  基於 2020年，以及 2021 年，我們在台北市及新北市創歷史的舉辦了第一屆

及第二屆 「元坤盃橄欖球錦標賽」後，這樣非常成功的經驗，使得很多橄欖

球員都殷殷期盼有「永續經營，再創高峰」的期待！所以我身為「元坤盃」的

主辦單位，深深的覺得，基於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我們應該趁此機會，把台

灣的橄欖球帶到更好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企業化經營」及「企業隊精神」的

下一波革命。 

  橄欖球運動，是一個充滿「力」與「美」的運動。球員不只要有「體力，技

術，耐力，毅力，爆發力」；更需要有好的「品德與紀律」。每一場橄欖球賽，

球員都是如希臘戰爭史詩般的英雄，在戰場上盡情發揮，爭取光榮的勝利，是

一幕幕充滿汗水與衝撞的運動美學。好的球員在場上，「相信隊友，尊重對

手，服從裁判，團隊合作」，球賽結束後，雙方球員握手撃掌互相鼓勵！這樣

的運動家精神正是展現運動員高尚情操的最佳寫照！因為台灣長期以來，大多

是以學校為基礎來支持球隊(例如：建中 OB，長榮 OB，六信 OB，台大 OB，北

醫 OB，海大 OB，成大 OB)，或是由社會人士團體支持球隊(例如：巨人，無

惑，長青，各縣市橄球協會，或是全國運動會代表隊。），卻缺乏像是 棒球，

壘球，排球，籃球，乒乓球，足球，這些有企業長期支持的球隊運動！在台灣

我們橄欖球要落實發展，最後是最好能夠推動「企業」支持，類似英國，紐西

蘭，南非，澳洲，法國，及日本的職業球隊制度。只要「企業」支持，我們的

政府及人民就會重視支持！ 

  當「企業化經營」及「企業隊精神」落實執行後，球員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

打球，不論是在生涯規劃，職業保險，醫療保健，前途出路，權利義務各方

面，都會在專業經理人的協助下，得到妥善的保障。這樣就是我常常提到的，

要提昇台灣橄欖球的水準，就要從基層化，普遍化，精英化，企業化，到國際

化，這樣大家才能真正落實享受高水準演出的橄欖球比賽！企業化若能成功，

下一階段的國際化就會無縫接軌了。 

  企業聯賽能夠允許各隊擁有外國籍選手，更能增加比賽的可看性及精彩性。

我們正站在台灣橄欖球再度重生發展的歷史里程碑上，希望在企業聯賽期間，

能夠吸引更多民眾一起闔家光臨，欣賞力與美的台灣橄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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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元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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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金剛 

膽識過人、勇猛頑強、相互扶持、團結一

心，即是金剛。 

主要成員來自桃園市代表隊與文化大學選

手，組隊目的在於傳承橄欖球精神，使精湛

球技得以承接，發揮桃園子弟團結意志，展

現橄欖球團隊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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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海洋飼料 

本公司於西元1965 年，由黃金吉先生一手創辦；早期做動物性飼料原料製造買賣。直到

1980年代，國內水產養殖市場日漸蓬勃，經營者本著多年來對飼料原料製造的豐富經

驗，將公司轉型為專業水產配合飼料製造，以提供安全、安心、優良品質的水產飼料給消

費者為宗旨；「海洋飼料」由此正式誕生！ 

  

「海洋飼料」成立初期以生產鰻魚、虱目魚、尼羅魚及蝦飼料為主，經公司努力研發與創

新，陸續推出鱸魚、石斑、午仔魚、大閘蟹、金鱒及香魚等高經濟價值飼料。在多年努力

經營下，「海洋飼料」在台灣市場成為領導品牌，更創下年銷售量近56,000噸的實績。

此外，為提供健康的種苗及加強飼料品質提升飼料效率，公司投資約40公頃的魚苗繁殖

場及養殖試驗場，並於大陸投資30公頃專為鰻魚及甲魚的養殖場。 

  

在永續經營的理念下，我們持續整合創新，優化生產作業流程，統合企業內部資源，從進

料管控、生產製造、物流配送等，均由電腦連線管控，為客戶提供安全、高品質、高效率

的水產飼料製品，提昇產業競爭力。2012年取得 ISO22000及HACCP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的國際認證。並於2013年獲得中華民國金商獎「優良商人」之殊榮。2012年時為

因應銷售成長的需求，特於新址建置新廠房，並於2014年3 月正式啟用，廠區面積達

25,000平方公尺，全廠全自動電腦化生產作業系統，提升了生產效率及品質，其產能每月

可達10,000噸。 

  

「海洋飼料」是一良心企業，本著對環境保護及食品安全的社會責任，更秉持著務實的態

度用一步一腳印的心做永續經營。期許未來深耕台灣，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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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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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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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體雷旭暴龍 

臺灣體大橄欖球隊歷史演進 

    本校成立之初，係以「培養體育專門人才，發展全民體育」

為教育目標。 

橄欖球隊自民國 53 年省體專(三專)第一屆開始就有橄欖球，但是

都是非專長學生，直到民國 57 年(省)體專第七屆才開始招收專長

學生至今，當時教練是由陳江福老師兼任代理。從民國 69 年才由

郭玄隆教授正式進入本校任教至民國 95 年退休，一生投入橄欖球

運動，也為我國橄欖球運動立下無數的汗馬功勞，也創造出許多

的輝煌戰績並培育無數的橄欖球運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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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又興業 

元又興業在台灣醫藥產業領域具有多年市場行銷經驗，元又興業的價值核

心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出發，一開始便引進丹麥 AQT90 儀器，推

廣 POCT(定點照顧檢驗)快速且準確的檢測服務，提供醫院急診病患快速分

流與診治，另外也推廣可以早期診斷肺癌病患的支氣管磁力導航系統，近

年更致力於發展預防醫學的基因定序平台。 

在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時，元又興業旗下的健康益友 APP 結合急

診醫學會一起協助政府幫助全民對抗嚴峻的疫情，期間完成「僑委會海外

華人遠距諮詢」、「部桃院內爆發的遠距醫療專案」、「1119 線上院前檢

傷專案」、「開立線上陽性快篩確診門診/清冠一號門診/抗病毒藥物處方

門診」，陪伴全民一起度過疫情高峰。 

除了發展創新醫療產品之外，2021 年元又興業也拓展領域至次世代益生菌

研發，與臺大醫院及台大醫學院合作開發次世代益生菌產品，未來更會研

發成藥品，提供健康人、亞健康人或病人更好的保養及治療的選擇。 

Oriact 代表莊千又董事長的創業精神：Ori 有周而復始、圓滿達成的意

義；Act 表示公司充滿能量的行動力，董事長也期許公司就像 Logo 上方

蝴蝶的翅膀，如蝴蝶效應般引領醫療產業，未來發展更多創新的產品與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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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武巨人 

1966 年 10 月 15 日台灣第一個橄欖球俱樂部正 式成立於台北市,這對於愛好橄欖球運動的社 會人

士是個劃時代的消息! 

提議成立"巨人橄欖球俱樂部"的是干政宏先 生,成立的宗旨在於讓所有橄欖球的愛好者能 自由加

入,參與球隊的練習、比賽、及活動。 在享受橄欖球的樂趣時,並訓練出一些更優秀 的選手,達成"以

球會友,發掘人才"之目的。 巨人隊之宗旨,不僅在延續橄欖球平時之團結 合作、奮鬥協調、冒險患

難之大無畏精神,更 要在事業上密切合作,使每一份子在各行各業 中緊密配合,充份發揮團隊精神,使 

人人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帶動社會正常之進 步發展! 

組織 

巨人的會員分為一般會員及永久會員,凡是 認同"巨人"宗旨的橄欖球愛好者不分國籍及出 身球隊,

均可申請加入為一般會員。加入滿二 年以上,表現良好,由永久會員二人推介,經 審核通過,繳交永久

會費後,可取得永久會員 之資格。永久會員可參與部務之討論與決策, 並具備有"會長"之選舉及被

選舉資格。 

球衣 

白色的球衣、球褲、球襪自創隊以來未曾更 換,30 多年來已是國內外公認"巨人"的表徵! 

大村武串燒居酒屋 

都市的快速變遷 老舊建築遷的遷 拆的拆 

塵囂繁雜的西門町舊鬧區中 

四周逐漸高樓林立 在一條六米寬不起眼的巷弄中隱藏著一幢充滿 

故事性的建築物 

爺爺奶奶親身經歷/父母親兒時聽說的"日據時 代” 

由這棟老舊的日式建築物 娓娓道出似曾相識的熟悉記憶及往日榮景... 

“大村武”串燒居酒屋 

一間具有時代背景的串燒居酒屋 日式懷舊風格的裝潢 每個小小角落都能嗅出我 

們的用心... 

來到這裡 

隨性且舒適的環境 讓您有回家的感覺 在夜晚我們的大門為您留一盞燈 

打帰)ㄜ…………”才才ㄙ夕ク" 歡迎回家....."大村武" 



 

 32  



 

 33 

  



 

 34 

2022 年臺灣企業橄欖球聯賽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 

 

時    間： 
 

地    點： 
 

申訴事實 

  

證明事項 

或證人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  名 

 日期 111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地點：  

裁判長 

意 見 
 

 

審判委員會 

判     決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受理收件時間：111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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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乾淨運動-拒絕禁藥 

公平競賽-真實發揮 

年度禁用清單 適用藥物查詢 禁用物質諮詢 治療用途豁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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