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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前言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Taiwan Open of surfing今年是第12年，臺東縣

政府長期與世界衝浪協會World Surf League（WSL）攜手推動，在

臺東金樽舉辦最高殿堂的衝浪賽事，過去兩年因疫情壟罩無法邀請國

外選手來臺參與，今年將再次讓世界各國頂尖衝浪好手，盡情享受金

樽浪道！

金樽擁有得天獨厚的海灣及溫暖海水的特色，更是臺灣最大且是唯一

的國際衝浪賽場，連帶將金樽浪道及其周邊觀光資源推向國際，每年

冬天在11月衝出太平洋左岸第一道浪！

今年的活動將於11月12日盛大開幕，激烈的賽事於13至20日展開，

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選手，將在此進行長達9天的海上競技，這也是

是選手們今年最後一場高積分賽！



男子短板QS3,000積分賽 獎金 USD $30,000

女子短板QS5,000積分賽 獎金 USD $50,000
(獲獎人將依我國政府規定扣繳稅金)

★選手必須加入WSL全球會員制度後方可登入本場賽事。

會員登入：https://wsl.memberpro.net/main/body.cfm

註冊會員：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

02 – 競賽項目

賽事報名方式 click here

https://wsl.memberpro.net/main/body.cfm
https://www.worldsurfleague.com/
https://tcv-goddess.com/taiwanopenofsurfing/tw/event-registration/


摘錄自【臺東觀光旅遊網】
https://tour.taitung.gov.tw

03 – 活動場地

臺東金樽遊憩區位於台11線道路旁，遊憩區的

觀景台可俯瞰海岸全景，包括金樽漁港、白沙
灣海灘及金樽附近的山澗峽谷，是臺灣唯一正
在形成的陸連島，因看似酒杯，故取名為「金
樽」，又因為形狀像船錨，也被稱為「錨島」
或「錨狀礁」。

因為冬天東北季風影響，東海岸
的浪具有十分優異的衝浪條件，
從2011年起，臺東縣政府於金樽
漁港舉辦國際衝浪公開賽，打造
國際級的衝浪賽事，得到良好回
響，使金樽漁港成為了國際衝浪
新聖地。

https://tour.taitung.gov.tw/


面向
東南

類型
定點起浪

海床
鵝卵石

方向
左右跑

最佳潮汐
中潮

最佳風向
西北 / 西

最佳浪向
東 / 東北 / 南 / 東南

金樽漁港

11月均氣溫
23.6°C

經緯度
22.955”N, 
121.296”E

相對位置
台灣本島-南南東

03 – 活動場地

金樽24hr即時影像

金樽漁港氣象概況

Surfline

https://youtu.be/q3KJt-SZc2s
https://www.cwb.gov.tw/V8/C/L/Harbors/Harbors.html?PID=I009
https://www.surfline.com/surf-report/jinzun-harbor/584204204e65fad6a770961b


TOP 3 TOURS

by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漫步成功漁港
Angela 0911-439064

MORE INFORMATION 
AT THE 2022 TOOS EVENT SITE

富岡地質公園導覽
click here

土坂部落導覽

張小姐 0965-076729

04 – 在地遊程

by心驛耕新關懷協會

by南迴健康促進關懷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3651889999


到臺東有不同的交通工具與路線能夠自由選擇，
無論是搭乘飛機、火車、客運或是自行開車，
都可以提供您不同的旅遊體驗！

05 – 交通資訊

click here

click here

搭乘飛機
台北到台東的距離約為330公里。松山
機場到台東機場每天大約有6-7個航班，
分別由立信航空和華信航空運營。



https://www.uniair.com.tw/rwd/B2C/booking/ubk_search.aspx
https://www.mandarin-airlines.com/


包車資訊

高雄小港機場到台東
（到東河不加價）
9人座車 4位內 6000元/1車
中巴士 10位內 10000元/1車
大巴士 20位內 13000元/1車

當日接送（包日）
大巴士 9000元/1天

聯絡人 翁先生 0913-37-085

05 – 交通資訊

租
車
資
訊

線上訂車 click here
台東站 TEL：089-222317
台東市新站路221號
免付費專線：0800-089414

線上訂車 click here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新站路106巷16號(中華電信大樓旁)
電話：089-224-000

線上訂車 click here
台東站 TEL 089-227-979
站點地址：台東縣台東市新站路243號
訂車專線：0800-222-568 (按２預約租車)

★會場週邊免費停車位，
數量有限停完為止。

https://www.iws.com.tw/index.html
https://www.easyrent.com.tw/location.html
https://www.car-plus.com.tw/


06 – 參考住宿

南豐鐵花棧

選手訂房專案.

Event Guests Booking

電話. 089-328160

地址.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585號

Google map. 更多住宿資訊 click here

臺東公教會館

粉絲專頁

電話. 089-310142

地址.台東市南京路19號

Google map. 

https://www.book-secure.com/index.php?s=results&property=twtai28770&arrival=2022-11-01&departure=2022-11-02&code=FB-Surfing-PKG&adults1=1&children1=0&locale=en_GB&currency=TWD&stid=ylszr5yc6&Hotelnames=ASIATWHTLInnByTheVil&hname=ASIATWHTLInnByTheVil&FSTBKNGCode=FB-Surfing-PKG&accessCode=FB-Surfing-PKG&arrivalDateValue=2022-11-01&fromyear=2022&frommonth=11&fromday=01&redir=BIZ&rt=1664260417
https://g.page/nftaitung?share
https://tour.taitung.gov.tw/en/accommod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ttp.hotel/
https://goo.gl/maps/JAtenjevEjanzH9y6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https://ttw3.mmh.org.tw/

電話. 089-310150

地址.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xZHY15tk6g7sg5nx7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https://www.tait.mohw.gov.tw/

電話. 089-324112

地址.台東市五權街1號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CUf69xUX6MEKSicG6

08 – 醫療資訊

★參與本活動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並配合政府各項防疫規定。

★提醒您！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保護自己和他人。

★防疫須知將公告於官網，並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調整。

https://ttw3.mmh.org.tw/
https://goo.gl/maps/xZHY15tk6g7sg5nx7
https://www.tait.mohw.gov.tw/
https://goo.gl/maps/CUf69xUX6MEKSicG6
https://www.cdc.gov.tw/


http://www.taiwanopenofsurfing.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openofsurfing/ 

https://www.instagram.com/taiwanopenofsurf/ 

Official website

Facebook          

Instagram

09 – 聯絡我們

World Surf League (WSL)
Asia Pacific (APAC)

Ty Sorati
Tour Manager
+61 428 412 732
tsorati@worldsurfleague.com

Bonnie Macloed
+61 411 700 942
bmacleod@worldsurfleague.com

Taiwan Open of Surfing
(TAITUNG. TAIWAN)

Kathy Tang
Director
+886  973 187 978
kathy@taiwanopenofsurfing.org

Chucky Tsai 
+886 916 234 135
chucky@taiwanopenofsurfing.org

Winston Tsai (OnSite)
+886 955 023 065
Winston@taiwanopenofsurfing.org

Taiwan Open Hospitality
(SUN FISH )

Aslin Huang
Assistant Manager
+886 910 245 687
surf.sunfish@gmail.com

mailto:tsorati@worldsurfleague.com
mailto:bmacleod@worldsurfleague.com
mailto:kathy@taiwanopenofsurfing.org
mailto:chucky@taiwanopenofsurfing.org
mailto:Winston@taiwanopenofsurfing.org
mailto:surf.sunfis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