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全國中正盃武國術聯賽

109/12/12 星期六  (上午場)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FFPA0401)2人

高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CXG88)2隊

小高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棍

術)(EFPA0302)12人

小高A男子組初級拳術

(LMP35)26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FMPA0401)2人

小高組初級拳術團練

(EXG88)10隊

小中A男子組初級棍術

(HMP36)22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長拳棍術

全能(初級長

拳)(GMPA0301)4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EFPA0501)4人

小低組初級拳術團練

(GXG88)14隊

小低女子組初級拳術

(GFP35)20人

低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PFP39)6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FFPA0501)4人

小高組初級刀術團練

(EXG89)2隊

中高女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刀

術)(OFPA0202)4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槍術

(FFP48)2人

小低女子組國際乙組棍術

(GFP49)3人

小中組初級刀術團練

(FXG89)2隊

低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PMP39)5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太極

拳劍全能(國際乙組太極拳

24式)(EMPA1001)2人

小低男子組國際乙組棍術

(GMP49)2人

小高組初級劍術團練

(EXG90)3隊

小低男子組初級棍術

(GMP36)5人

小高B男子組初級拳術

(MMP35)19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太極拳劍

全能(國際乙組太極拳24

式)(EFPA1001)4人

國中組初級拳術團練

(DXG88)4隊

小低女子組初級棍術

(GFP36)6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長拳棍術

全能(初級棍

術)(GMPA0302)4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太極拳劍

全能(國際乙組太極拳24

式)(FFPA1001)3人

小高組初級棍術團練

(EXG91)4隊

小高女子組初級拳術

(EFP35)27人

小高男子組基本棍術

(EMP43)2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FFPA0402)2人

小中組初級棍術團練

(FXG91)5隊

小低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長

拳)(GFPA0301)3人

國中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DMP39)6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FMPA0402)2人

小高A男子組初級棍術

(LMP36)18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刀術

(FFP37)3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劍術

全能(國際乙組劍

術)(EFPA0502)4人

低中女子組初級劍術

(PFP38)11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太極

拳劍全能(國際乙組太極劍

32式)(EMPA1002)2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劍術

全能(國際乙組劍

術)(FFPA0502)4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長

拳)(GMPA0201)2人

高中女子組初級短兵

(CFP110)2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太極拳劍

全能(國際乙組太極劍32

式)(EFPA1002)4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

拳(FFP45)3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太極拳劍

全能(國際乙組太極劍32

式)(FFPA1002)3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棍

術(FMP49)1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劍術

(EMP47)3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劍術

(FFP47)6人
小低女子組國際乙組劍術

(GFP47)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

(EMP45)6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

(EFP45)3人

08:50

↓

12:30

────◇  大會賽程表  ◇────

08：00〜08：30 選手報到
08：40〜08：50 選手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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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全國中正盃武國術聯賽
────◇  大會賽程表  ◇────

109/12/12 星期六  (下午場一)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EMPA0602)3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長拳劍

術全能(初級劍

術)(EFPA0102)1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棍

術)(EMPA0302)16人

小高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EMP39)15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FMPA0602)2人

高中男子組初級短兵

(CMP110)2人

小低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棍

術)(GFPA0302)3人

國中女子組初級棍術

(DFP36)6人

中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OFPA0602)3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長拳劍

術全能(初級長

拳)(FFPA0101)6人

小低男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刀

術)(GMPA0202)2人

國中男子組初級棍術

(DMP36)1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EMPA0401)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劍術

(EMP38)18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長

拳)(EFPA0301)12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拳術

(FFP35)29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EFPA0701)2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棍

術)(FFPA0302)7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長

拳)(EMPA0201)7人

小高B男子組初級棍術

(MMP36)13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FFPA0701)5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長拳劍

術全能(初級長

拳)(EFPA0101)12人

小中B男子組初級棍術

(IMP36)16人

小高女子組初級棍術

(EFP36)14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EFPA0801)5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劍

術(FMP47)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長

拳)(EMPA0301)16人

國中男子組初級劍術

(DMP38)6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EMPA0801)2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長拳劍

術全能(初級劍

術)(FFPA0102)6人

中高女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長

拳)(OFPA0201)4人

小中男子組初級刀術

(FMP37)13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FMPA0801)2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棍

術(EFP49)6人

國中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DFP39)5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EMPA0901)4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棍

術(EMP49)12人

小高男子組初級長拳刀

術全能(初級刀

術)(EMPA0202)7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槍術

全能(國際乙組槍

術)(EFPA0702)2人

小中女子組初級長拳棍

術全能(初級長

拳)(FFPA0301)7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槍術

全能(國際乙組槍

術)(FFPA0702)5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

拳(EMP50)4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EMPA0402)2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EFPA0802)5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EMPA0802)2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刀術

全能(國際乙組刀

術)(FMPA0802)2人

13:00

↓

12：50〜13：00 選手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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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全國中正盃武國術聯賽
────◇  大會賽程表  ◇────

109/12/12 星期六  (下午場二)

時間 第一場地 第二場地 第三場地 第四場地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EMPA0902)4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EFPA0901)6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FFPA0901)4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南

拳)(FMPA0901)2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EFPA0902)6人

小中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FFPA0902)4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南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棍

術)(FMPA0902)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EMPA0601)3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FMPA0601)2人

中高女子組國際乙組長拳棍術

全能(國際乙組長

拳)(OFPA0601)3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刀術

(EFP46)5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長拳

(FMP45)2人

小高男子組國際乙組刀術

(EMP46)10人

小中男子組國際乙組刀術

(FMP46)3人

中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南拳

(OFP50)3人

小高女子組國際乙組劍術

(EFP47)2人

※此為賽程時間預估表，實際比賽時間，以現場實際狀況為準！

接續

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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