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101 高男 全能跳遠 2/10

102 國女 跳高 決賽

103 高男 三級跳遠 決賽

104 高男 全能鉛球(6Kg) 3/10

105 國男 標槍(700g) 決賽

106 國女 鐵餅(1Kg) 決賽

107 高男 全能100公尺 1/10

108 高女 10000公尺 決賽

109 國女 100公尺跨欄(0.762m) 預賽

110 高女 100公尺跨欄(0.838m) 預賽

111 國男 110公尺跨欄(0.914m) 預賽

112 高男 110公尺跨欄(0.991m) 預賽

113 國女 400公尺 預賽

114 國男 400公尺 預賽

115 高女 400公尺 預賽

116 高男 400公尺 預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151 高男 全能跳高 4/10

152 國男 撐竿跳高 決賽

153 高女 跳遠 決賽

154 高女 鐵餅(1Kg) 決賽

155 高男 鐵餅(1.75Kg) 決賽

156 國女 100公尺 預賽

157 國男 100公尺 預賽

158 高女 100公尺 預賽

159 高男 100公尺 預賽

160 國女 1500公尺 預賽

161 國男 1500公尺 預賽

162 高女 1500公尺 預賽

163 高男 1500公尺 預賽

164 高男 全能400公尺(5) 5/10

165 國女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166 國男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167 高女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168 高男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169 高男 10000公尺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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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10年3月2日)上午

第一天(110年3月2日)下午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201 高男 全能撐竿跳高 8/10

202 高女 全能跳高 2/7

203 高女 三級跳遠 決賽

204 國男 跳遠 決賽

205 高男 全能鐵餅(1.75Kg)) 7/10

206 國女 鏈球(3Kg) 決賽

207 高男 全能110公尺跨欄(0.991m) 6/10

208 高女 全能100公尺跨欄(0.838m) 1/7

209 國女 100公尺 準決賽

210 國男 100公尺 準決賽

211 高女 100公尺 準決賽

212 高男 100公尺 準決賽

213 國女 400公尺 準決賽

214 國男 400公尺 準決賽

215 高女 400公尺 準決賽

216 高男 400公尺 準決賽

217 國女 100公尺跨欄(0.762m) 決賽

218 高女 100公尺跨欄(0.838m) 決賽

219 國男 110公尺跨欄(0.914m) 決賽

220 高男 110公尺跨欄(0.991m) 決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251 國男 跳高 決賽

252 國女 撐竿跳高 決賽

253 高女 撐竿跳高 決賽

254 高男 全能標槍(800g) 9/10

255 高女 全能鉛球(4Kg) 3/7

256 國男 鐵餅(1.5Kg) 決賽

257 高女 鉛球(4Kg) 決賽

258 國女 100公尺 決賽

259 國男 100公尺 決賽

260 高女 100公尺 決賽

261 高男 100公尺 決賽

262 國女 400公尺 決賽

263 國男 400公尺 決賽

264 高女 400公尺 決賽

265 高男 400公尺 決賽

266 國女 1500公尺 決賽

第二天(110年3月3日)上午

第二天(110年3月3日)下午



267 國男 1500公尺 決賽

268 高女 1500公尺 決賽

269 高男 1500公尺 決賽

270 高女 10000公尺競走 決賽

271 高男 10000公尺競走 決賽

272 高女 全能200公尺(4) 4/7

273 高男 全能1500公尺(10) 10/10

274 國女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275 國男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276 高女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277 高男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301 高女 全能跳遠 5/7

302 國女 全能跳高 2/5

303 高女 全能標槍(600g) 6/7

304 國男 全能鉛球(5Kg)) 2/5

305 國男 鏈球(5Kg) 決賽

306 國女 全能100公尺跨欄(0.762m) 1/5

307 國男 全能110公尺跨欄(0.914m) 1/5

308 國女 800公尺 預賽

309 國男 800公尺 預賽

310 高女 800公尺 預賽

311 高男 800公尺 預賽

312 國女 400公尺跨欄(0.762m) 預賽

313 高女 400公尺跨欄(0.762m) 預賽

314 國男 400公尺跨欄(0.838m) 預賽

315 高男 400公尺跨欄(0.914m) 預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351 國男 全能跳高 3/5

352 高男 撐竿跳高 決賽

353 國女 跳遠 決賽

354 國女 全能鉛球(3Kg) 3/5

355 國女 鉛球(3Kg) 決賽

356 高女 鏈球(4Kg) 決賽

357 高男 鏈球(6Kg) 決賽

358 國女 200公尺 預賽

359 國男 200公尺 預賽

360 高女 200公尺 預賽

第三天(110年3月4日)下午

第三天(110年3月4日)上午



361 高男 200公尺 預賽

362 高女 全能800公尺 7/7

363 高男 3000公尺障礙賽(0.914m) 決賽

364 高女 3000公尺障礙賽(0.762m) 決賽

365 國女 4x400公尺接力 預賽

366 國男 4x400公尺接力 預賽

367 高女 4x400公尺接力 預賽

368 高男 4x400公尺接力 預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401 國女 全能跳遠 4/5

402 國男 全能跳遠 4/5

403 高男 跳高 決賽

404 國男 鉛球(5Kg) 決賽

405 高女 標槍(600g) 決賽

406 高男 標槍(800g) 決賽

407 高男 5000公尺 決賽

408 國女 5000公尺競走 決賽

409 國男 5000公尺競走 決賽

410 國女 200公尺 準決賽

411 國男 200公尺 準決賽

412 高女 200公尺 準決賽

413 高男 200公尺 準決賽

414 國女 800公尺 決賽

415 國男 800公尺 決賽

416 高女 800公尺 決賽

417 高男 800公尺 決賽

418 國女 400公尺跨欄(0.762m) 決賽

419 高女 400公尺跨欄(0.762m) 決賽

420 國男 400公尺跨欄(0.838m) 決賽

421 高男 400公尺跨欄(0.914m) 決賽

場次 比賽時間 組 別 項          目 賽別 人數 組數 取數

451 高女 跳高 決賽

452 高男 跳遠 決賽

453 國女 標槍(500g) 決賽

454 高男 鉛球(6Kg) 決賽

455 國女 200公尺 決賽

456 國男 200公尺 決賽

457 高女 200公尺 決賽

第四天(110年3月5日)上午

第四天(110年3月5日)下午



458 高男 200公尺 決賽

459 國女 全能800公尺(5) 決賽

460 國男 全能1500公尺(5) 決賽

461 高女 5000公尺 決賽

462 國女 4x400公尺接力 決賽

463 國男 4x400公尺接力 決賽

464 高女 4x400公尺接力 決賽

465 高男 4x400公尺接力 決賽
備註：選手報名二項以上之競賽項目，如賽程衝突時須自行負責，不得要求大會更

改賽程，無法出賽者以棄權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