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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競賽規程 

比賽日期:112 年 3 月 11、12 日 

比賽場地:屏東縣立萬巒國中  

一、 組別： 

1.國小男童組  2.國小女童組  3.國中男子組  4.國中女子組  

5.社會男子組  6.社會女子組   

二、 參賽資格： 

1. 國小組：凡在六堆各鄉(區)轄區內國小在籍學生(以鄉、區為單位)。 

2. 國中組：凡在六堆各鄉(區)轄區內國中在籍學生(以學校為單位)。 

3. 社會組：(以鄉、區為單位並依據第 58 屆六堆運動會總則辦理) 

(1)凡現籍居住在六堆各鄉（區）內之六堆人士，均得代表其居住各鄉 

     （區）參加比賽。 

(2)凡曾居住六堆各鄉（區）之六堆人士，均得代表其居住各鄉（區）參加 

     比賽。 

     備註：註冊時曾居住六堆各鄉（區）之六堆人士，須附戶籍謄本-記事欄 

     不得省略；原籍地者須附戶口名簿影本。 

(3)凡目前在六堆各鄉（區）機關、學校及企業服務之現職人員得代表該鄉 

     區參加比賽（須附在職證明）。 

      (4)客家委員會或各縣市客家專責單位均可以參加（須附在職證明）。 

比賽辦法： 

1. 比賽分組 

組

別 
項             目 備             註 

國 

小 

組 

徑賽： 

(1) 個人 6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2) 接力 4×100 公尺  

田賽： 

(1) 鉛球（6 磅） (2) 跳高 (3) 跳遠 

(1)接力每鄉（區）限報男、女各一隊 

(2)請於接力比賽前 90 分鐘至競賽組提

交接力出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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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組 

徑賽： 

(1) 個人：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

尺、1500 公尺 

(2)接力：4×100 公尺、4×400 公尺 

田賽： 

(1)跳高 (2)跳遠 (3)鉛球(男 5kg)(女 3kg) 

(1)接力每校限報男、女各一隊 

(2)請於接力比賽前 90 分鐘至競賽組提

交接力出賽名單 

社 

會 

組 

徑賽： 

(1) 個人：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

尺、 1500 公尺 

(2)接力：4×100 公尺、4×400 公尺 

田賽： 

(1)跳高(2)跳遠(3)鉛球(男 7.26kg)(女 4kg) 

(1)接力每鄉（區）限報男、女各一隊 

(2)請於接力比賽前 90 分鐘至競賽組提

交接力出賽名單 

 

2. 競賽辦法 

 (1)各單位每項報名人數最多 3 人。 

 (2)國小、國中、社會組之個人項目限報名 2 項。(接力不在此限) 

 (3)報名參賽資格，各組依據第 58 屆六堆運動會總則辦理，比賽時請帶證件 

   備查。 

 (4)接力項目報名隊伍不足 2 隊時，則取消該項比賽或改列為表演賽，但不 

   列入總錦標計分及不頒發比賽獎金。 

 (5)個人項目報名隊伍不足 2 隊時，則取消該項比賽或改列為表演賽，但不 

   列入總錦標計分及不頒發比賽獎金。 

 (6)本賽事規則依照中華民國田徑協會(2020-2021)所公佈之最新規則執行。 

 (7)團體總成績計分方式：以各項比賽累積分數之總合評定之，各項目成績取前 

   六名，並依 7.5.4.3.2.1 採計。累積分數多者為優勝，如兩隊以上積分相同時 

   ，則以第一名數多寡判定之，再相同以第二名數判定之，以此類推。 

 3. 田徑錦標： 

  (1)國小男童組錦標  (2)國小女童組錦標  (3)國中男子組錦標   

  (4)國中女子組錦標  (5)社會男子組錦標  (6)社會女子組錦標 

 4. 各項檢錄時間：依秩序冊比賽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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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錄時間 到達比賽場地時間 

徑賽項目(含接力) 比賽前 30 分 比賽前 10 分 

田賽項目 比賽前 40 分 比賽前 25 分 

  5. 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均需穿著各單位規定標誌之團體服裝、上衣（背心）  

    須有單位名稱。接力隊員上衣顏色式樣應統一，運動褲子同色系即可。 

  6. 運動員比賽時須全程將號碼布配掛在運動上衣胸前、背後各一塊；跳部 

    可只用一塊，跳遠須配戴在胸前，跳高則胸前或背後均可，不按規定佩 

    掛者不允許參加比賽。 

  7. 請假：選手於比賽當天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出賽時，須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書面申請，於檢錄前 30 分鐘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競賽組完 

    成請假手續。 

   *經核准請假之選手，該請假賽次以後之當天之各賽程均不得出賽，但次日  

    賽程可再出賽。 

三、 申訴： 

1. 競賽爭議： 

 (1)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須以裁判員之判決為依據。 

 (2)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得以口頭向裁判長申訴；若對裁判長的裁決 

      尚有異議時，再依照本規程之規定在紀錄組成績公佈後 30 分鐘內，以書 

      面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 

2. 申訴程序： 

應以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的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仲裁

委員會的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書時須繳交保証金新台幣 3,000 元，若被仲

裁委員會議決不成立時，得沒收保証金充作大會經費。 

3. 資格認定： 

  若選手資格有疑問時，參加單位須備在學証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申訴需在檢錄結束前向競賽組提出，並儘可能提供相關證據資料。 

4. 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四、 獎勵：依據第 58 屆六堆運動會總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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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隊技術會議：依據第 58 屆六堆運動會總則辦理。 

六、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技術委員會修正後公告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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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賽預定賽程表 

第一天 3 月 11 日  星期六 

1 社女 鉛球 決賽    人 08：30 

2 國女 跳遠 決賽    人 08: 30  

3 女童 跳高 決賽    人 08: 30 

4 社男 鉛球 決賽      10：00 

5 國男 跳遠 決賽    人 10：00 

6 男童 跳高 決賽    人 10：00 

7 國女 鉛球 決賽    人 11：10 

8 社女 跳遠 決賽    人 11：10 

9 社女 跳高 決賽    人 11: 10 

10 國男 鉛球 決賽    人 13: 30 

11 社男 跳遠 決賽    人 13: 30 

 

第二天 3 月 12 日  星期日 

12 社男 跳高 決賽    人 08：30 

13 女童 鉛球 決賽    人 08：30 

14 女童 跳遠 決賽    人 10：00 

15 國女 跳高 決賽    人 10：00 

16 男童 鉛球 決賽    人 10：00 

17 男童 跳遠 決賽    人 11：10 

18 國男 跳高 決賽    人 11：10 

 

徑賽預定賽程表 

第一天  月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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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女 400 公尺 預賽    人 09：00 

2 國男 400 公尺 預賽    人 09：10 

3 女童 100 公尺 預賽    人 09：20 

4 男童 100 公尺 預賽    人 09：30 

5 國女 100 公尺 預賽    人 09：40 

6 國男 100 公尺 預賽    人 09：50 

7 社女 100 公尺 預賽    人 10：00 

8 社男 100 公尺 預賽    人 10：10 

9 社女 400 公尺 決賽    人 10：30 

10 社男 400 公尺 決賽    人 10：40 

11 國女 400 公尺 決賽    人 10：50 

12 國男 400 公尺 決賽    人 11：00 

13 女童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05 

14 男童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10 

15 國女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20 

16 國男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30 

17 社女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40 

18 社男 100 公尺 決賽    人 11：50 

19 女童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 30 

20 男童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35 

21 國女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40 

22 國男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45 

23 社女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50 

24 社男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55 

     

     

     

第二天 3 月 12 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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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女 200 公尺 預賽    人 08：30 

26 社男 200 公尺 預賽    人 08：35 

27 國女 200 公尺 預賽    人 08：40 

28 國男 200 公尺 預賽    人 08：45 

29 國男 1500 公尺 決賽    人 09：55 

30 社男 1500 公尺 決賽    人 10：00 

31 女童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00 

32 男童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05 

33 社女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10 

34 社男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15 

35 國女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20 

36 國男 200 公尺 決賽    人 11：25 

37 國女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30 

38 國男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40 

39 社女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3：50 

40 社男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人 14：00 

41 國小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14：10 

42 國中 7 年級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14：30 

43 國中 8 年級 大隊接力 計時決賽 1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