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時間 場地 組別 競賽項目 人數/隊數

第一組 女子D組初級長拳 8人

第二組 男子D組初級長拳 8人

第三組 女子C組初級長拳 9人

第四組 男子C組初級長拳 17人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2人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5人

第七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5人

第八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2人

第九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第十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第十一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2人

第十二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2人

第一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2人

第二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7人

第三組 男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6人

第四組 女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12人

第五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8人

第六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5人

第七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22人

第八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20人

第一組 男子D組八法五步 3人

第二組 女子D組八法五步 2人

第三組 男子C組八法五步 3人

第四組 女子C組八法五步 7人

第五組 男子B組四十二式太極拳 2人

第六組 女子B組四十二式太極拳 4人

第七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太極拳 2人

第八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刀 3人

第九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刀 4人

第十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棍 2人

第十一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棍 2人

第一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5人

第二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3人

第三組 男子B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9人

第四組 女子B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6人

第五組 男子B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7人

第六組 女子B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9人

第七組 男子A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6人

第八組 男子A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4人

註：每場比賽完成後將即場進行頒獎。

賽事日程表

2號場地

1號場地

8月1日

(星期六)

單元二

晚上7:00

2號場地

1號場地

8月1日

(星期六)

單元一

下午2:30



日期/時間 場地 組別 競賽項目 人數/隊數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刀術 2人
第二組 男子D組初級劍術 2人
第三組 女子D組初級劍術 3人
第四組 男子C組初級刀術 11人
第五組 女子C組初級刀術 6人
第六組 男子C組初級劍術 8人
第七組 女子C組初級劍術 9人
第八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刀術 2人
第九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 2人
第十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 2人
第十一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刀術 3人
第十二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刀術 2人
第十三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劍術 2人
第十四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劍術 2人
第十五組 男子B組四十二式太極劍 2人
第十六組 女子B組四十二式太極劍 4人
第十七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太極劍 2人
第一組 男子D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3人
第二組 女子D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7人
第三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14人
第四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6人
第五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8人
第六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10人
第七組 男子B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6人
第八組 女子B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5人
第九組 男子B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9人
第十組 女子B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5人
第十一組 男子A組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5人
第十二組 男子A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4人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棍術 2人
第二組 女子D組初級棍術 3人
第三組 男子C組初級棍術 13人
第四組 女子C組初級棍術 6人
第五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棍術 2人
第六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棍術 3人
第七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棍術 2人
第八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棍 3人
第九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棍 4人
第十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刀 2人
第十一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刀 2人
第一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14人
第二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7人
第三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8人
第四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8人
第五組 男子B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6人
第六組 女子B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8人
第七組 男子B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7人
第八組 女子B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3人
第九組 男子A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4人
第十組 男子A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5人
第一組 女子初級組對練 3隊
第二組 男子初級組對練 3隊
第三組 男子高級組對練 5隊
第四組 初級組集體拳術 5隊
第五組 初級組集體器械 3隊
第六組 高級組集體拳術 2隊
第七組 高級組集體器械 2隊
第一組 女子D組初級槍術 2人
第二組 男子C組初級槍術 7人
第三組 女子C組初級槍術 12人
第四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槍術 2人
第五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槍術 2人
第六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槍術 2人
第七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槍術 2人

註：每場比賽完成後將即場進行頒獎。

1號場地

8月2日

(星期日)

單元三

上午9:00

2號場地

1號場地
8月2日

(星期日)

單元五

晚上7:00
2號場地

2號場地

1號場地

8月2日

(星期日)

單元四

下午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