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場次 組別 項目 時間 場次 組別 項目

上午09:00 場次 A1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南拳) 上午09:00 場次 B1 F13 - F14 女子太極拳組 (42式)

M7- M9 男子拳術組 (南拳) F17 - F19 女子太極拳組 (42式)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南拳) F51 - F60 女子太極拳組 (42式)

M13 -M14 男子拳術組 (南拳) F61 女子太極拳組 (42式)

M15 -M16 男子拳術組 (南拳)

M17 -M19 男子拳術組 (南拳) 場次 B2 M51 -M60 男子太極器械組 (刀)

M61 男子太極器械組 (刀)

上午10:00 場次 A2 F7 - F9 女子拳術組 (南拳)

F10 - F12 女子拳術組 (南拳) 上午10:00 場次 B3 F51 - F60 女子太極拳組 

F13 - F14 女子拳術組 (南拳)

F15 - F16 女子拳術組 (南拳) 場次 B4 F20 - F31 女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F47 - F50 女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場次 A3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M7- M9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上午11:00 場次 B5 F13 - F14 女子太極拳組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F15 - F16 女子太極拳組 

M13 -M14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F20 - F31 女子太極拳組 

F32 - F42 女子太極拳組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五步拳) F43 - F46 女子太極拳組 

F7- F9 女子拳術組 (五步拳) F47 - F50 女子太極拳組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場次 B6 F61 女子太極拳組 

M20 -M31 男子拳術組

F15- F16 女子拳術組

場次 A4 F7 - F9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10 - F12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13 - F14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15 - F16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17 - F19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51 - F60 女子短兵器組 (劍) 

上午11:00 場次 A5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7- M9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13 -M14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15 -M16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17 -M19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20 -M31 男子拳術組 (長拳)

M61 男子拳術組 (長拳)

場次 A6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7- F9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10 - F12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13 - F14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32 - F42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43 - F46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61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下午14:00 場次 A7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紫荊操) 下午14:00 場次 B7 M32 -M42 男子太極器械組 (扇)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M61 男子太極器械組 (扇)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五步拳)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場次 B8 F51 - F60 女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F61 女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五步拳) 場次 B9 M17 -M19 男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M43 -M46 男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長拳) M47 - M50 男子太極其他器械組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南拳)

場次 A8 高小組 學校集體短兵器組 (刀) 

高小組 學校集體短兵器組 (劍) 

高小組 學校集體長兵器組 (棍) 

高小組 學校集體混合器械組 

高小組 學校集其他兵器組 

下午12:30 - 下午14:00 午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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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5:30 場次 A9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下午15:30 場次 B10 M17 -M19 男子太極拳組 

M7- M9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M20 -M31 男子太極拳組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M32 -M42 男子太極拳組 

M43 -M46 男子太極拳組 

場次 A10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M47 - M50 男子太極拳組 

M7- M9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M10 -M12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場次 B11 F61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M15 -M16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M32 -M42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場次 B12 F13 - F14 女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F51 - F60 女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場次 A11 M幼兒組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F61 女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M7- M9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M10 -M12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下午17:00 場次 B13 M51 - M60 男子太極拳組 

M15 -M16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場次 B14 M61 男子太極拳組 

場次 A12 M幼兒組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7- M9 男子長兵器組 (棍) 場次 B15 M15 -M16 男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M10 -M12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51 - M60 男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M13 -M14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61 男子太極器械組 (42式劍)

M15 -M16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17 -M19 男子長兵器組 (棍) 場次 B16 M32 -M42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M20 -M31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47 - M50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M61 男子長兵器組 (棍) 

下午17:00 場次 A13 M10 -M12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M13 -M14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M32 -M42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M43 -M46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F7- F9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F10 - F12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F32 - F42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場次 A14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F7- F9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F10 - F12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場次 A15 F7- F9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F10 - F12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F13 - F14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F61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場次 A16 F10 - F12 女子傳統拳術組

F13 - F14 女子傳統拳術組

F51 - F60 女子傳統拳術組

F61 女子傳統拳術組

場次 A17 M51 - M60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M61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場次 A18 F43 - F46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F47 - F50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F51 - F60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完--

下午14:50 休場 ･準備典禮

下午15:00 - 下午15:30 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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