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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秩序以比賽當日大會宣佈為準 

 

(一) 上午比賽項目召集及比賽時間 (請留意各比賽項目之預計召集時間。) 

上午賽事預計於 9：10時進行 

 

時間 項目 組別 性質 

8:00 - 8:45 設置場地、工作人員會議 

8:30 - 9:00 檢錄時間 

9:10 - 9:20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小童組 決賽 

9:20 - 9:30 雙足 S形繞樁賽 女子小童組 決賽 

9:35 - 9:50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 決賽 

9:50 - 10:05 雙足 S形繞樁賽 女子少年組 決賽 

10:10 - 10:20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成青組 決賽 

10:20 - 10:25 雙足 S形繞樁賽 女子成青組 決賽 

10:25 - 10:40 調整場地 

10:45 - 11:05 速度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 預賽 

11:05 - 11:10 速度繞樁賽 女子成年組 預賽 

11:10 - 11:20 速度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 預賽 

11:20 - 11:30 速度繞樁賽 女子青年組 預賽 

11:30 - 11:50 速度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 預賽 

11:50 - 12:05 速度繞樁賽 女子少年組 預賽 

 調整場地 

12:20 - 12:30 速度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 決賽 

12:30 - 12:40 速度繞樁賽 女子成年組 決賽 

12:40 - 12:50 速度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12:50 - 13:00 速度繞樁賽 女子青年組 決賽 

13:00 - 13:10 速度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 決賽 

13:10 - 13:20 速度繞樁賽 女子少年組 決賽 

13:25 - 13:35 頒獎禮及調整場地 

13:35 - 14:00 午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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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秩序以比賽當日大會宣佈為準 

 

（二）下午比賽項目召集及比賽時間 (請留意各比賽項目之預計召集時間。) 

下午賽事預計於 14：00時進行 

 

時間 項目 組別 性質 

14:00 - 14:10 試場 

14:10 - 14:55 花式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 決賽 

15:00 - 15:25 花式繞樁賽 女子少年組 決賽 

15:30 - 15:50 花式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 

15:50 - 16:25 花式繞樁賽 女子成青組 決賽 

16:25 - 17:10 花式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 決賽 

17:15 - 17:30 頒獎禮 

17:30 - 17:55 清理場地 

 

 

註： 此比賽時間為預計時間，一切以大會當日宣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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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召集時間 
 

 

召集時間 項目 組別 性質 

9:00 - 9:10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小童組、女子小童組 決賽召集 

9:20 - 9:30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女子少年組 決賽召集 

9:55 - 10:05 雙足 S形繞樁賽 男子成青組、女子成青組 決賽召集 

10:40 – 10:50 速度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女子成年組 預賽召集 

11:05 - 11:15 速度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女子青年組 預賽召集 

11:10 – 11:20 速度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女子少年組 預賽召集 

12:15 – 12:25 速度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女子成年組 決賽召集 

12:30 – 12:40 速度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女子青年組 決賽召集 

12:45 – 12:55 速度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女子少年組 決賽召集 

14:05 – 14:10 花式繞樁賽 男子少年組 決賽召集 

14:50 – 15:00 花式繞樁賽 女子少年組 決賽召集 

15:15 – 15:25 花式繞樁賽 男子青年組 決賽召集 

15:45 - 15:55 花式繞樁賽 女子成青組 決賽召集 

16:20 – 16:30 花式繞樁賽 男子成年組 決賽召集 

 

註： 此召集時間為預計時間，一切以大會當日宣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