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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基隆嶼國際磯釣賽 比賽簡章日期:107年 3月 28日 

 

一、 宗  旨：為發展基隆市海洋城市特色，提倡島嶼磯釣休閒活動，

並以打造基隆嶼為國際磯釣場域為目標，促進海洋休閒產業發展，

特辦理基隆嶼國際磯釣賽。藉由賽事推廣磯釣運動，增進釣友間

之情誼及技術交流，以及建立國人對於自然環境維護及資源永續

利用之觀念。 

二、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協辦單位：東江釣具有限公司、KO 黑潮釣具、DAIWA 大和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志成企業社專業磯釣誘餌、采風國際運動行銷有限

公司、漁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宏凰水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豐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皇廷整合行銷傳播有限公司 

三、 比賽日期： 

初賽 107 年 4 月 28 日 6:30-16:00。 

決賽 107 年 4 月 29 日 6:30-16:00。 

★未晉級決賽及八強者第二日可參與大尾獎競賽。 

四、 比賽地點：基隆嶼島礁（碼頭、鳥嘴、東坑、內斜、外斜、東北坑、

雞心內側、四角、中礁、大乞、小乞） 

五、 報名期程： 

4 月 3 日至 4月 16 日截止，若人數額滿將提前截止。 

★報名後除不可抗拒之因素經主辦單位公開發布外，恕不退費，並不得冒

名頂替或更換名單。 

六、 參賽資格：須持有效基隆市島礁磯釣證(有限期限未於活動日期

前到期)，16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須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大會可代辦島礁磯釣證(以下簡稱磯釣證) 

七、 參賽費用： 

新台幣 6,500 元/人(不含住宿及磯釣證申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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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兩日渡礁費、旅遊平安險(特定活動綜合保險)、餌料、DAIWA 

       軟式餌料袋 H33、上礁及收礁餐盒、選手之夜 Buffet、摸彩活動與參賽 

       紀念品。 

     ★代辦三年期磯釣證(750元/張)，須於報名頁面下載"磯釣證申請書"填寫      

      完成並回傳電子檔及相關附件，並於報到檢錄時將正本送繳報到櫃台。 

   ★如有住宿需求(4/27、28兩日)，請洽承辦單位 02-2388-1997 陳先生 

    或至 https://goo.gl/CmisgT 查詢優惠特約飯店 

八、 比賽限額： 

本次採個人競賽，限額 96 人，額滿為止。 

線上報名限額：66 人；現場報名限額：30 人。 

九、 報名方法： 

1.線上報名：搜尋「磯釣達人」網頁(https://goo.gl/Se4HJQ) ， 

點選 2018 基隆嶼國際磯釣大賽，至線上報名系統，依規定填

寫資料報名，且須於 48 小時內匯款至指定帳戶，由承辦單位

依照匯款順序進行審核，未於期間匯款者將取消報名資格、超

過期限匯款者則予以退款並釋出名額，限額 66 人。 

2.現場報名：自報名日起每日上午 9:00-12:00 及 13:30-17:30 

至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海洋事務科親送活動報名表，現場報 

名限額 30 人，額滿為止不予候補。 

  ★報名須提供真實姓名、出生日期、連絡電話、地址、身分證字號、磯 

    釣證編號、緊急連絡人等，請確實填寫以便進行保險及相關磯釣活動 

    申請。因名額有限，採現場報名者，請先致電(02)2388-1997，洽詢名 

    額是否已額滿。 

十、 報到資訊：4月 28 日上午 3:30-04:30 至八斗子岸置中心（基隆

市中正區環港街 5 號）報到檢錄，5:30 開船，逾時不候。 

十一、 報到規定：參賽選手須持磯釣證、基隆市島礁磯釣活動人員   

切結書、身分證/護照、報名序號進行報到，報到同時抽籤選號

及島礁，遲到者一律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十二、 安全措施： 

1.參賽人員一律穿戴符合安全規定之救生衣（安全扣須扣住）與

防滑釘鞋（兩者皆須自備），且登礁前及賽程中不得任意脫除，

https://goo.gl/Se4H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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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中如不遵守者，裁判得視情況取消其參賽資格。 

2.主辦單位評估平均風力七級、最大陣風九級以上，於活動前 

三日宣布比賽是否舉行，大會可依現場狀況調整比賽日期與 

時間。 

十三、 餌料規定： 

     1.初賽上半場提供一份餌料（一包魚粉、一塊南極蝦磚），晉級

下半場者由裁判統一發放第二份餌料。第二日決賽及自由釣

統一於登船前發放兩份餌料（魚粉兩包、南極蝦磚兩塊）。禁

止使用誘餌箱內之誘餌來當釣餌，大會所提供之釣餌禁止做

任何加工(如煮沸、添加集魚劑、黏膠、藻類...等)。可打誘

餌、禁掛誘餌籠，於登船前由裁判進行檢查，如使用規定外

釣餌判定當天失格。 

     2.禁止使用毒魚、炸魚方式，或有集魚機能之仕掛。 

十四、 競技方法：岸邊浮游磯釣 

十五、 計分方法： 

1. 本次比賽採用重量計分評比。 

2. 魚體至少須達 20 公分以上(不含 20 公分)才予計分，未達標 

  準者須立即放生。 

     3.積分相同者以單體最大積分魚種為優勝。 

     4.若選手皆無釣獲比賽規定之計分魚，則以組為單位進行抽 

       籤，由承辦方準備籤筒，每組籤只有一支紅色籤，抽中者本 

       輪競賽直接勝出。 

     5. 每公克 3 分魚種：舵魚科（黑毛、白毛），刺尾鯛科（豬 

哥、正倒吊）。 

        ●每公克 2 分魚種：黃雞魚。 

        ●每公克１分魚種：臭肚、鸚哥、紅甘、青甘、拉侖、紅魚、

燕魚、幽面仔、紅尾東、煙仔虎、花飛及巴攏等。 

十六、 比賽規則： 

1.比賽限定一竿一線一鉤(可備用一支釣竿)。 

2.選手須自備餌料桶，大會提供之餌料桶為比賽計分漁獲容器，            

  所有漁獲不得裝入自備冰箱或其他容器中，違反者判定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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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捲線器之形式沒有限制、紡車、梭形及丸型皆可。 

4.未宣布開賽之前，嚴禁選手試桿。 

5.為維護魚體健康，限用單鉤做釣，嚴禁使用三本鉤。 

6.魚體(自吻部至尾尖為止)須超過 20公分以上(不包含 20公分) 

  才予以登錄成績。 

7.釣起死魚不計成績，未達標準小魚及保育類請立即放生。 

8.選手中魚後須獨力完成搏魚及起魚之動作。 

9.限用浮標釣法(阿波、水中浮標、長標皆可)。 

10.若比賽結束鳴笛時，同時中魚給予計分，但須於 3 分鐘內完 

   成起魚。 

11.選手比賽全程須著防滑釘鞋及符合安全規定之救生衣(安全 

   扣須扣住)並注意安全，違反者判定失格。 

12.選手若比賽時發生涉水(水深及膝)或意外落水情況者，即判 

   定失格，所有漁獲不計分。 

13.漁獲判定秤重時，除選手及裁判外，其他人員不得以任何方 

   式接觸漁獲，否則該漁獲不計成績。 

14.報到遲到者由大會代為抽選號碼及位置，並不得有異議。 

15.若違反競賽規則，裁判可給予警告或判定失格。 

16.比賽過程中嚴禁飲酒及飲用含有酒精成分飲料，並不得隨意 

   丟棄菸蒂(須自備菸盒)，違反者判定失格。 

17.第一天未晉級下半場者，由渡礁船統一載回岸置中心休息。 

18.大會具有全權裁量權。 

十七、 活動獎項： 

八強獎項： 

1.第一名獎金 30,000 元、2.第二名獎金 20,000 元、 

3.第三名獎金 10,000 元、4.第四名獎金 8,000 元、 

5.第五名獎金  7,000 元、6.第六名獎金 6,000 元、 

7.第七名獎金  5,000 元、8.第八名獎金 3,000 元； 

大尾獎：未晉級決賽及八強者第二日可競爭大尾獎。 

1.舵魚科黑毛大尾獎 3,000 元、3.刺尾鯛科大尾獎 3,000 元、 

2.舵魚科白毛大尾獎 3,000 元、4.板牙科大尾獎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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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獎項各取 1名。 

十八、 晉級賽制：賽制依比賽情形主辦方保留隨時調整之權利。 

十九、 活動流程： 

★選手之夜：4 月 28日 17:00；★頒獎典禮:4 月 29日 16:30 

 於八斗子岸置中心舉辦。 

 

二十、 相關資訊： 

報名網址: https://keelung.welcometw.com/rockfishing 

執行單位:皇廷整合行銷傳播有限公司 

承辦人員:陳先生  連絡電話:(02)2388-1997 分機 29 

聯絡信箱:alex@htimc.com 

 
4 月 28 日 4 月 29 日 

活

動

內

容 

初賽第一輪 決賽上半場 

大尾獎自由釣 初賽第二輪 四強賽 

選手之夜 
決賽下半場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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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基隆嶼國際磯釣大賽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磯釣證編號 
(須代辦者填無) 

 

籍貫(國籍)  身分證字號  

聯絡方式 
(公)：__________________ (宅)：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_________________(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公)：______________ (宅)：_______________ 

(行動)：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我已詳閱島礁磯釣手冊，並確認遵守島礁磯釣活動相關規定，若違反願
依相關規定進行核處不得異議。 

備註 

1. 所有報名參加本競賽者必須持有基隆市島礁磯釣證，尚未申請者將由主辦單位代

理申辦，並收取 750元/張之費用。 

2. 報名表親送地點為：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區信二路 301號 3樓產業發展處海洋事務

科，並於現場收取報名費用，限額 30名額滿為止。 

※名額有限，現場報名者請先來電洽詢是否額滿 02-2388-1997 

3. 如有住宿需求(4/27、28 兩日)，請洽承辦單位 02-2388-1997 陳先生或至 

https://goo.gl/CmisgT 查詢優惠特約飯店。 

報名人 
簽章 

 
審核單位 
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