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2/14 星期六  (上午場)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刀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長拳)(DMP0401)

小低組初級拳術團練

(GXG93)

小高男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棍術)(EMP0302)

小中男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長拳)(FMP0201)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槍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長拳)(DFP0701)

小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FXG93)

小高女子組長拳劍術全

能(長拳)(EFP0101)

小高男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長拳)(EMP0201)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棍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長拳)(DMP0601)

國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DXG93)

小高組初級劍術團練

(EXG95)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

南拳南刀全能(國際第

一套南拳)(DFP0801)

小中女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長拳)(FFP0201)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南拳南棍全能(國際第

一套南拳)(DMP0901)

小高女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長拳)(EFP0301)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槍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槍術)(DFP0702)

小高男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刀術)(EMP0202)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棍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棍術)(DMP0602)

小中女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刀術)(FFP0202)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

南拳南刀全能(國際第

一套南刀)(DFP0802)

小中男子組長拳刀術全

能(刀術)(FMP0202)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南拳南棍全能(國際第

一套南棍)(DMP0902)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

長拳刀術全能(國際第

一套刀術)(DMP0402)

小高組初級拳術團練

(EXG93)

高中女子組初級棍術

(北市規定套路)(CFP23)

小中男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長拳)(FMP0301)
小中男子組國際長拳刀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長拳)(FMPB101)

小高組初級棍術團練

(EXG96)

高中男子組初級棍術

(北市規定套

路)(CMP23)

小中女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棍術)(FFP0302)
小高男子組國際長拳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長拳)(EMPB301)

小中組初級刀術團練

(FXG94)

小高男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長拳)(EMP0301)

小高女子組長拳棍術全

能(棍術)(EFP0302)

小高女子組國際長拳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長拳)(EFPB401)

國中組初級劍術團練

(DXG95)
小高男子組國際長拳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長拳)(EMPB401)

小中組初級棍術團練

(FXG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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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30 選手報到

08：40〜08：50 選手檢錄

08:50

↓

10：30～11：00 開幕典禮

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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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女子組國際長拳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長拳)(FFPB401)
小中男子組國際長拳刀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刀術)(FMPB102)
小高男子組國際長拳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棍術)(EMPB302)
小高女子組國際長拳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槍術)(EFPB402)

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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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男子組國際長拳槍

術全能(乙組)(國際乙組

槍術)(EMPB402)

108/12/14 星期六  (下午場)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13:00

↓
小低女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長拳)(GFP0301)5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太極拳劍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24式

太極拳)(EFPB901)6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南拳刀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南

拳)(EMPB501)2人

小中男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棍術)(FMP0302)18人

小低男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長拳)(GMP0301)9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太極拳劍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24式

太極拳)(EMPB901)2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南拳刀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南

拳)(FFPB501)4人

小中女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長拳)(FFP0301)6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棍術

(EMP36)3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EFP23)8人

小高女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劍術)(EFP0102)12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FFP23)15人

高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北市規定套路)(CFP26)4

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EMP23)22

人

小中女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長拳)(FFP0101)11人

小中A男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IMP23)15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長拳槍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槍

術)(FFPB402)4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南拳棍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南

拳)(EFPB701)4人

小低女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GFP23)3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GMP23)7人

小低女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棍術)(GFP0302)5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南拳棍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南

拳)(FMPB701)4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南拳刀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刀

術)(EMPB502)2人

國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北市規定套路)(DFP26)8

人

小低男子組長拳棍術全能

(棍術)(GMP0302)9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太極拳劍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32式

太極劍)(EFPB902)6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南拳刀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刀

術)(FFPB502)4人

國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北市規定套

路)(DMP26)10人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二套長

拳(DMP50)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太極拳劍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32式

太極劍)(EMPB902)2人

小高男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長拳)(EMP0101)7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FFP24)2人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長

拳(CFP55)3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南拳棍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棍

術)(EFPB702)4人

小中男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長拳)(FMP0101)2人

小中男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FMP24)4人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二套劍

術(DFP52)2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南拳棍術

全能(乙組)(國際乙組棍

術)(FMPB702)4人

小中女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劍術)(FFP0102)11人

高中男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CMP24)4人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二套刀

術(DMP51)3人

高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北市規定套

路)(CMP26)2人

小高男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劍術)(EMP0102)7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EFP24)3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長

拳(CMP55)7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棍術

(FMP36)5人

小中男子組長拳劍術全能

(劍術)(FMP0102)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EMP24)10

人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劍

術(CFP57)1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

(EMP37)4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劍術(北

市規定套路) (EFP25)14

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刀術(北

市規定套路)(GMP24)2人

11:10

↓

12：00〜13：00 中午休息

2

12：50〜13：00 選手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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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南

拳(CMP60)5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

(FMP37)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劍術(北

市規定套路) (EMP25)11

人

小高男子組基本劍術(北

市規定套路) (EMP29)3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刀

術(CMP56)6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刀術

(EMP33)4人

小中B男子組初級棍術(北

市規定套路)(JMP23)16

人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南

拳(CFP60)2人
高中女子組國際第三套槍

術(CFP59)1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棍

術(CMP58)5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南

刀(CMP61)2人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刀

術(DMP41)1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太

極拳(CMP63)1人
國中男子組國際第一套太

極劍42式(DMP49)2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南

棍(CMP62)7人
高中男子組國際第三套太

極劍(CMP64)3人
國中男子組國際規定棍術

(DMP75)2人
國中女子組國際第一套劍

術(DFP42)2人

3

頒        獎
※此為賽程時間預估表，實際比賽時間，以現場實際狀況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