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手參賽規範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序 組別說明 賽事時間

1
臺灣男子國際職業短板-臺東挑戰賽

Taitung Challenge - Men's Shortboard PRO

11/24 – 28 期間內舉行

When IT’s ON IT’s ON 

最佳浪況賽時開賽

2
職業組 - 男子長板組PRO

Men's Longboard PRO
11/24-11/28

3
業餘男子長板組

Men's Longboard AM
11/24-11/28

4
職業/業餘混合-男子短板組

Men's Shortboard PRO/AM
11/24-11/28

5
職業/業餘混合-女子長板組

Women's Longboard PRO/AM
11/26-11/28

6
職業/業餘混合-女子短板組

Women's Shortboard PRO/AM
11/26-11/28

7
國際男子短板組

International Men's Shortboard
11/26-11/28

8
黃金大師混合組【50歲(含)以上】

Master Division (Over 50) 
11/26-11/28

9
男子青少年短板組(U19)

Junior Shortboard PRO (U19)
11/27-11/28

10
全國團體隊伍賽-短板 / 5 隊

Taiwan National Team Battle (Shortboard)
11/27-11/28

11
全國團體隊伍賽-長板 / 5 隊

Taiwan National Team Battle (Longboard)
11/27-11/28

12
超級男女孩挑戰組【15歲(含)以下】

Rising Tides Boy & Girl (Mix U15)
11/27-11/28

※備註(1)：各組別參賽規則將於報名表中詳細載明，請依照規定進行報名。

※備註(2)： 11/23 (二)                    選手報到 14:30 – 16:30 pm 

11/24 (三) -11/26(五) 選手隨時報到 6:30am – 可能開賽7:00am

11/27 (六) -11/28(日) 所有隨時組別準決賽/決賽 Semi-Final/Final

2021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賽事組別與時間表】



2021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選手參賽須知】

【請參賽選手注意】：

■ 各組別開賽時間及日期皆為“暫定”。大會賽事期間，將視天候、現場浪況

及其他因素進行調整賽程、組別順序及時間的更動。

■ 所有參賽選手請於開賽前隨時關注【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的粉絲專頁及官

網公佈的最新消息取得更新資訊。

■ 賽期越近，天候及浪況評估越精準，組別訊息越準確。 賽事期間 (11/24-28) 

內，請選手們展現國際職業衝浪選手精神隨時待命並保持體能最佳狀態！

■ 今年各組別的分組及競賽形式均有不同，部分組別將採新的競賽模式，請於

開賽前及分組公佈時詳細閱讀晉級模式或洽詢檢錄處/現場賽事經理。

■ 主辦單位保有依實際情況調整報名截止日之權利，如果報名人數超過預定開

放名額將提前截止報名，並依實際完成完整報名順序先後做為判斷依據。

■ 本次賽事組別請依循大會參賽規範、規則。 賽事管理單位為WSL，選手競賽

規範請遵守世界衝浪聯盟選手賽事規則之條款。

■ 因應WSL於2021年全球發佈-2022年世界青少年資格巡迴賽青少年組(JQS)

年齡調整至 U19，但未滿18歲之選手必填寫【參賽者切結書】，切結書表格

可至【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官網】進行下載，方可報名成功。

■ 因應新冠狀疫情，本次參賽選手務必配合主辦單位規定之防疫措施規範。



■ 2021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今年正式邁入第11年，這個數字無論對國際組織

(WSL)或是臺東縣政府都具有全新意義的象徵。雖然新冠疫情已逐漸好轉，

但全台目前仍處於二期警戒階段，世界各國也處於旅遊限制的情況下。2021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獲得 WSL世界衝浪聯盟最高級別授權於國內舉辦國際特

殊賽事 (Speciality Event)，而臺東年也成為全亞洲(APEC)國家區在2021年唯

一進行賽事之國家。

■ 本次賽事管理單位為世界衝浪聯盟 World Surf Leauge (簡稱WSL)，詳細規

則請參考世界衝浪聯盟之賽事規則，活動將依據舉辦地區賽事期間的天候等

因素適時調整， 主辦單位與國際賽事方有隨時調整之權力。

■ WSL條款及參賽規則說明 :

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pages/rules-and-regulations

■ WSL世界衝浪聯盟-特殊賽事區

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events/2021/spec?all=1

2021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選手參賽規範總則】

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pages/rules-and-regulations
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events/2021/spec?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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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選手參賽規範】

臺灣男子國際職業短板

(臺東挑戰賽)

Taitung Challenge

Division

■ When IT’s ON, IT’s ON – 最佳浪況隨時開賽

■ 報名方式：本賽事為SPEC特殊資格報名制，具資格

選手請一律進入WSL報名系統， 賽事單位會另行公

告登入流程及登入期間完成報到手續。

■ 本次被邀請符合資格之選手請於報名期限內登入，

並經賽事組進行身分確認後始為報名成功。

職業/業餘混合-男子短板

Men's Shortboard

PRO/AM

■ 2020年獲得總冠軍之參賽者不可參加本次業餘男子

短板組。

■ 挑戰賽選手不可報名

■ 若需查詢去年之賽事成績，

請掃描QrCode進行查詢。

職業組-男子長板

Men's Longboard PRO

業餘組-男子長板

Men's Longboard AM

■ 男子職業/業餘選手不可跨組別報名(職業組/業餘組請

擇一報名)，違者則取消其一資格。

職業/業餘混合-女子長板

Women's Longboard 

PRO/AM

職業/業餘混合-女子短板

Women's Shortboard 

PRO/AM

■ 女子組別不分業餘/職業組 (長板/短板) 一律併入同一

組別， 以種子(Seeds) 分組方式進行競賽。



男子青少年短板組

Junior Shortboard 

PRO (U19)

■ 青少年組別僅提供19歲(含)以下之選手報名參賽，19歲以

上之參賽者，請報名【職業/業餘混合組別】。

■ 備註：

WSL世界衝浪聯盟於2021年9月1日公佈2022年青少資格

調整為19歲，讓更多的青少年於2022年參加JQS積分賽累

計積分的機會。

全國團體隊伍賽

(長板 /短板組)

Taiwan National 

Team Battle (LB/SB)

■ 本次全國團體隊伍賽沿用2020國際規則 (長板 /短板組)將

考驗每一隊組織程度、年齡、協調浪況、時間和戰略，本

身技術、團隊合作等能力。

【全國團體隊伍賽】

1.本賽事開放【長板隊 / 短板隊】 各 5 隊參賽。

2. 每隊需由五名衝浪選手組成，其說明限制如下：

(1) 隊伍賽完成接力賽程時間：1 小時

(2) 成員組成

成員：1 名青少年 U18（男孩或女孩選手)

成員：3 名職業、業餘 (2 位男性、1 位女性選手)

成員：1 名 35 歲以上的男性或女性選手

(3) 每一賽程，各組派一位代表下水，各隊派出選手以

一道浪分數計分後，立即上岸與下一位隊友擊掌換

下一位，最後時間響鈴，計分 > 高分隊伍冠軍。

(4) 全國職業團體組請由隊長代表報名報名完成後，大

會將有專人聯繫代表隊長。

黃金大師混合組

Master Division

■ 參賽選手需於50歲(含)以上方可參加此組別賽事。

■ 本賽事為長短板/不分男女混和組，即每位選手可選擇長

板或短板參賽，惟開賽前須與檢錄處確認賽衣顏色及板型。



國際男子短板組

International 

Shortboard 

Division

■ 持有台灣合法居留資格 (短期居留證、永久居留證、國外

護照+合法居留文件）之衝浪選手皆可參加。合法留台之

相關條約，均照移民署相關條約進行。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475/

■ 成功報名之選手需提供以上相關證件之影本。

■ 依中華民國依所得稅法之規定，獲獎人若非國內居住之個

人，一律依給付金額扣繳 20%，並須於領獎時繳付。主辦

單位將依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並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予得獎人。

超級男女孩挑戰組

Rising Tides Boy & 

Girl (Mix U15)

■ 參賽選手需於15歲(含)以下方可參加此組別賽事。

■ 選手須指定二位成人衝浪者，選手或教練人員；一位需陪

同划出並於靜水區域等待，一位則在岸邊等待，陪同者一

律穿著衝浪服及攜帶浪板，直到此組別賽事時間響鈴完成。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粉絲專頁】或郵件至以下信箱。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would like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with message on【Taiwan Open Of Surfing Fan Page】or email us

contact@taiwanopenofsurfing.org .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475/
mailto:contact@taiwanopenofsurf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