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0 散手過磅
10:00 散手比賽開始

12:50 檢錄

13:00 比賽開始 社會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社青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社會男子組傳統內家拳第三類

社會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14:00 頒獎 大專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本賽程表為預估時間表，精確時間以當日賽事進行為準！

103年12月12日 比賽賽程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08:20 檢錄

08:30 比賽開始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小低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小高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低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10:00

10:30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大專男子組自選長拳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一、二套短兵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高中男子組自選劍術

小低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長兵

小低男子組乙組長拳

小低男子組乙組短兵

小高女子組自選劍術

小高女子組自選槍術

高中女子組初級棍術
小低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高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12:00
13:00 檢錄

13:10 小高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高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中學男子組競技自選南拳兵器全能(兵器)

高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術
高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中學男子組競技自選南拳兵器全能(南拳)

國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國中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國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初級拳) 國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低男子組初級拳術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術

高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高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高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高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國中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國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小中男子組初級拳短兵全能(初級拳)

國中女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國中男子組初級拳長兵全能(長兵)

18:30

本賽程表為預估時間表，精確時間以當日賽事進行為準！

103年12月13日 比賽賽程

開幕

中午用餐(頒獎)

頒獎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08:20 檢錄
08:30 比賽開始 小高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中男子A組初級拳術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中男子B組初級拳術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低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低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10:00
10:30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小高男子組初級拳術

社會男子組傳統內家拳第二類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術
社會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高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小低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低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高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12:00
13:00 檢錄
13:10 比賽開始 高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國中女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基本拳)

高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國中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基本拳)
國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高女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基本拳)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北派拳) 小高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基本拳)
高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中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基本拳)
高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國中女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短兵)
國中女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國中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短兵)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高女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短兵)
高中男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南派拳) 小高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高女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南派拳) 小中男子組基本拳短兵全能(短兵)
小中男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南派拳) 小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高中男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低組初級拳術團練
小高女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高組初級拳術團練
小中男子組傳統南派拳兵器全能(兵器) 小高組初級棍術團練
高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基本拳) 小中組初級棍術團練
國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基本拳) 小低組初級棍術團練
小高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基本拳) 小高組初級劍術團練
小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基本拳) 小中組初級劍術團練
高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高組初級刀術團練
國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中組初級刀術團練
小高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高組武術基本拳術團練
小中男子組基本拳長兵全能(長兵)
小高組傳統拳術團練
小中組傳統拳術團練
小低組傳統拳術團練
小高組傳統兵器團練
小中組傳統兵器團練

18:30
本賽程表為預估時間表，精確時間以當日賽事進行為準！

103年12月13日 比賽賽程

開幕

中午用餐(頒獎)

頒獎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08:20 檢錄
08:30 比賽 高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國中女子組乙組太極拳(24式)

國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南拳
國中組初級棍術團練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南刀
國中組初級劍術團練 國中女子組乙組長兵
國中組初級刀術團練 國中男子組乙組長兵
國中組武術基本拳術團練 國中男子組乙組太極拳(24式)
國中組傳統拳術團練 小高男子組乙組太極拳(24式)
國中組傳統兵器團練 國中女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國中組雙人對練 國中男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南拳 小高女子組乙組太極拳(24式)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南拳 小高女子組乙組短兵
高中男子組國際長拳 小高男子組乙組短兵
國中男子組國際南拳 國中女子組乙組太極劍(32式)
中學男子組國際南刀 國中男子組乙組太極劍(32式)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南刀 小高女子組乙組長兵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長拳 小高男子組乙組長兵
小高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長拳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短兵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短兵
小高男子組國際第一、二套短兵
高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國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六類
小低男子組傳統兵器第六類
小低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12:00
12:50 檢錄
13:00 比賽開始

高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太極劍(42式)
高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太極劍(42式)
國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太極拳(42式)
國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小中女子組乙組長兵
國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小中男子組乙組長兵
國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小高男子組乙組南拳
小高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太極拳
小高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太極拳
小高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太極劍
小高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小高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小高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高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二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三類 高中女子組傳統南拳第三類
小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高中男子組傳統南拳第三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一類 小高女子組傳統南拳第三類
小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小高男子組傳統南拳第三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二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南拳第三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南拳第四類
小中男子組傳統南拳第四類
小高男子組傳統內家拳第二類
中學男子組傳統內家拳第四類

17:00

本賽程表為預估時間表，精確時間以當日賽事進行為準！

頒獎

103年12月14日 比賽賽程

中午休息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08:20 檢錄
08:30 比賽 小高男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小中男子組初級刀術

小高女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小中女子組初級劍術
小中女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小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小中男子組初級長拳三路 小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小高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小高女子組初級刀術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小高男子組初級刀術
小低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小高女子組初級劍術
小高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小高男子組初級劍術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小高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小高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小高男子組基本刀術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小高男子組基本劍術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一類 小高女子組初級棍術
小低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小低男子組初級棍術
小低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高中女子組初級拳術

高中男子組初級拳術
國中男子組初級刀術
國中男子組初級劍術

12:00

12:50 檢錄
13:00 比賽開始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小高男子組初級棍術
小高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小中女子組初級棍術
小高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小中男子A組初級棍術
小高女子組傳統兵器第四類 小中男子B組初級棍術
小高男子組傳統兵器第四類 國中女子組初級拳術
小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四類 國中男子組初級拳術
小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國中女子組初級棍術
小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國中男子組初級棍術
高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國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國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國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中學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六類
高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國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四類
國中女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北拳第五類
國中女子組傳統兵器第四類
國中男子組傳統兵器第四類

17:00 頒獎

本賽程表為預估時間表，精確時間以當日賽事進行為準！

103年12月14日 比賽賽程

中午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