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積極推廣田徑運動，提高田徑技術水準，培養田徑人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桃園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桃園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體育會 

五、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5、26、27 日(星期六、日、一)。 

六、競賽地點：桃園市立田徑場(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一號)。 

七、年齡規定： 

(一) U13：94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之在籍學生均可參加(以單一學校為組隊單位)。 

(二) U16：92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之在籍學生均可參加(以單一學校為組隊單位)。 

(三) U19：89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之在籍學生均可參加(以單一學校為組隊單位)。 

註：得以跨組，但僅限報名同一組別參賽，且年齡須符合規定不得超齡。 

八、競賽分組及項目： 

(一) U13 男生組：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6 磅)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100 公尺接力、4*200 公尺接力、12*100 公尺接力 

(二) U13 女生組：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6 磅)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100 公尺接力、4*200 公尺接力、12*100 公尺接力 

  (三) U16 男生組：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5 公斤)、鐵餅(1.5 公斤)、標槍(700 公克)、鏈球(5

公斤)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1500 公尺、3000 公尺 110 公尺跨欄/(0.914

公尺)、400 公尺跨欄(0.838 公尺)、2000 公尺障礙(0.838 公尺)、4*100 公尺接力、

4*400 公尺接力 

(四) U16 女生組：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3 公斤)、鐵餅(1 公斤)、標槍(700 公克)、鏈球(3

公斤)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1500 公尺、3000 公尺、100 公尺跨欄

(0.762 公尺)、400 公尺跨欄(0.762 公尺)、2000 公尺障礙(0.762 公尺)、4*100 公尺

接力、4*400 公尺接力 

 (五) U19 男生組：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三級跳遠、鉛球(6 公斤)、鐵餅(1.75 公斤)、標槍(800

公克)、鏈球(6 公斤)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1500 公尺、5000 公尺、10000 公尺、

110 公尺跨欄（0.991 公尺）、400 公尺跨欄（0.914 公尺）、3000 公尺障礙（0.914

公尺）、4*100 公尺接力、4*400 公尺接力 

(六) U19 女生組：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三級跳遠、鉛球(4 公斤)、鐵餅(1 公斤)、標槍(600 公

克)、鏈球(4 公斤) 

徑賽：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1500 公尺、3000 公尺、5000 公尺、

100 公尺跨欄（0.838 公尺）、400 公尺跨欄（0.762 公尺）、3000 公尺障礙(0.762

公尺)、4*100 公尺接力、4*400 公尺接力 

九、參加辦法： 

(一)報名網址：http://sports.ckjhs.tyc.edu.tw  桃園市體育競賽資訊網。 

聯絡電話：桃園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有關競賽事項疑問請洽詢競賽組朱金水老師 0939-822750。 

有關報名資訊疑問請洽詢資訊組周毅主任 0937-020582 或楊國石主任

0933-958359  

(二)報名項目：各隊在各組中每一項目報名人數不限；每位選手最多報名 2 項(接力除外)，

各組接力項目以一隊為限。 

         註：U13 每一項目報名人數不限；每位選手最多報名 3 項(個人項目最多 2 項)，

各組接力項目以一隊為限。 

(三)報名費用：每一運動員繳新台幣 250 元，報名個人單項第 1 項加 100 元、第 2 項再加 100

元；接力每隊 200 元。利用郵局「匯票」繳交，匯票抬頭請署名『桃園市

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四)報名日期：107 年 7 月 18 日起至 107 年 8 月 3 日下午 4 時止，且請於 107 年 8 月 3 日前

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列印並加蓋負責人章，連同報名費，郵寄：桃園市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 號，『桃園市體育會』收，連絡電話：0936-937559。 

(五)報到時間：107 年 8 月 24 日下午 2 時，桃園市立田徑場(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一號)。 

(六)技術會議：107 年 8 月 24 日下午 3 時，桃園市立田徑場第一會議室，各單位請派員參

加，並於技術會議中提交「不出賽名單」，未參加技術會議之單位致使選手

權益受損，責任由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十、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最新田徑規則。 

十一、獎勵： 

http://sports.ckjhs.tyc.edu.tw/


(一)各組各項競賽前八名頒發成績證明，1 至 3 名另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二)本競賽可做為參加相關國際競賽之選拔參考依據。 

十二、懲罰：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屬實者，取消其個人比賽資格及所有比賽成

績。 

(二)參賽選手如不服從裁判員及行為不檢，經裁判長判決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三、申訴： 

(一)比賽爭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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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訴程序：應以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之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仲裁委

員會之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書時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3000 元整，若經仲

裁委員會議判決申訴理由不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 

(三)資格認定：有關選手參賽資格有疑問時，參加單位須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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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項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十四、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經本會修訂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公佈之。 

十五、附則 

  (一)報名前需詳閱競賽規程，參賽單位請於規定時間辦理報到。 

(二)不出賽選手項目申請表，請在技術會議結束前或比賽前一天下午 2 點前至競賽組辦理

（第一天賽程者，須於技術會議結束前提交競賽組辦理）。 

(三) 規則 142.4 終止參加比賽(資格)：  

1、最後確定出賽的選手，於比賽時未參加比賽。  

2、通過合格賽或預賽、準決賽晉級之選手，未參加其後比賽者。(不可提 

出不出賽申請)。  

3、無法以真誠的努力，公正的參與比賽者。 

有以上之情形者，以棄權論處，取消其後續項目(含接力)的比賽資格。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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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賽程均不得出賽，但次日賽程可再出賽。 

(五)各競賽項目報名或出賽未達 3 人(隊)者，得由大會安排併入其他組別比賽。 



(六)800 公尺(含)以下項目如報名人數超過 32 人時，預賽採計時擇優前 16 名參加決賽，決

賽以分組計時取前 8 名頒發獎牌獎狀；若報名人數未超過 32 人時，預賽取 8 人參加決

賽；1500 公尺(含)以上項目，如人數太多時得以分組計時決賽進行之。 

(七)每一位運動員代表該單位出賽，不得跨校(隊)報名。 

(八)為維護選手之權益，請詳填最近一年最佳成績，以利編排賽程。 

(九)各組 2000 公尺以上的項目，出賽人數超過 25 人時，於比賽中被領先者超越一圈者將沒

收其比賽，直至最後 20 位選手繼續完成比賽。 

(十)參賽運動員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十一)接力項目「棒次表」，各單位須於該項比賽時間前 90 分鐘，填妥棒次表後經教練簽

名確認後，交競賽資訊組，逾時繳交取消參賽資格。 

(十二) U13（12*100 公尺接力）之選手，一律穿著平底運動鞋出賽(已卸除鞋釘之釘鞋亦不

得穿著)；同時亦不得赤足出賽。 

(十三) 12×100 公尺大隊接力之搶道線設在起跑過第二個彎道後，亦即 12×100 公尺大隊接力

之第四棒，跑至搶道線處方可搶道，唯第五棒的排列順序仍得按原檢錄單上的順序

排列。 

(十四)凡參加比賽之選手，在比賽全程中均需穿著胸前印有各單位中文名稱或簡稱之運動上

衣(背心) (字體須 5 公分 x5 公分以上)；另參加異程接力隊員之服裝式樣、顏色必須

統一，其主體顏色前後須一致。 

(十五)號碼布請妥為保管，如遺失申請補發，將收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整。 

(十六)大會有權將此項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相關網站與

刊物上暨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十七)個人報名資料僅作為主辦單位辦理本次活動使用。 

(十八)參賽隊職員均應填寫「107 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組隊單位職員、選手個人資料 

授權書，並由組隊單位留存備查。 

(十九)退費：因故無法參賽須於賽前三週提出，扣除行政作業等所需支出後退還餘款，逾 

期恕不受理任何退費。 

十六、保險： 

(一)人身保險（參賽選手）：依教育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8 條及第 29 條規定投保參賽選手人身保險。 

(二)公共意外責任險：參加本次活動人員(含各隊職隊員、工作人員、裁判人員及服務學生)

於活動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

準）。 

十七、本案業經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70018756 號函備查在案。 



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組隊單位職員、選手個人資料授權書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

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
第三者或散佈。 
【立同意人】（未滿18歲須由監護人同意） 
姓名：                    （親自簽名） 
監護人：                   （親自簽名）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依個資法第8條及

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報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桃園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提供廠商秩序冊印刷、

保險及競賽成績公布等事宜。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直接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核資料而取得個人資料。 

四、「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或護照號碼及生日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107年桃園市全國 

田徑分齡賽」成績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至賽會結束一個月所需之 

期間為利用期間。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登記註冊報名

人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3)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本身外，尚包括秩序冊印刷之廠商及投

保保險之廠商。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提供廠商印製秩序冊、保險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成績紀

錄公告於本會網頁。 

六、登記註冊報名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 

七、登記註冊報名人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中華民國田徑

協會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

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登記註冊報名人向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提出停

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執行職務或完成

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中華民國田徑

協會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十、登記註冊報名人拒絕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蒐集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登記註冊報名，

進而無法參加本次賽會。 

 

 

 

 



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賽程預定表 
賽序 預定比賽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備  註 

8 月 25 日上午 

1 8:20 U16 女生組 鐵餅 決賽  

2 8:30 U19 女生組 三級跳遠 決賽  

3 9:00 U19 男生組 鉛球 決賽  

4 9:00 U13 男生組 跳高 決賽  

5 9:00 U16 男生組 撐竿跳高 決賽  

6 10:00 U16 男生組 鏈球 決賽  

7 10:10 U19 男生組 三級跳遠 決賽  

8   U19 男生組 10000 公尺 決賽  

9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 預賽  

10   U16 男生組 400 公尺 預賽  

11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 預賽  

開幕典禮 

12   U16 男生組 400 公尺 預賽  

13   U13 女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14   U13 男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15   U16 女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16   U16 男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17   U19 女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18   U19 男生組 100 公尺 預賽  

8 月 25 日下午 

19 13:30 U16 女生組 鏈球 決賽  

20 13:20 U13 女生組 跳遠 決賽  

21 14:00 U13 男生組 鉛球 決賽  

22 14:30 U19 男生組 跳高 決賽  

23 15:30 U16 男生組 標槍 決賽  

24 15:30 U13 男生組 跳遠 決賽  

25   U16 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 預賽  

26   U19 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 預賽  

27   U16 男生組 110 公尺跨欄 預賽  

28   U19 男生組 110 公尺跨欄 預賽  

29   U13 女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0   U13 男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1   U16 女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2   U16 男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3   U19 女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4   U19 男生組 100 公尺 決賽  

35   U16 女生組 1500 公尺 決賽  

36   U16 男生組 1500 公尺 決賽  

37   U19 女生組 1500 公尺 決賽  

38   U19 男生組 1500 公尺 決賽  

39   U16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40   U16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41   U19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42   U19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8 月 26 日上午 

43 8:20 U16 男生組 鐵餅 決賽  

44 9:00 U16 女生組 撐竿跳高 決賽  

45 9:00 U19 女生組 撐竿跳高 決賽  

46 9:00 U13 女生組 鉛球 決賽  

47 9:00 U16 男生組 跳遠 決賽  

48 9:00 U13 女生組 跳高 決賽  

49 10:20 U19 女生組 鐵餅 決賽  

50   U19 女生組 3000 公尺 決賽  

51   U16 女生組 3000 公尺 決賽  

52   U16 男生組 3000 公尺 決賽  

53   U13 女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54   U13 男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55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 決賽  

56   U16 男生組 400 公尺 決賽  

57   U19 女生組 400 公尺 決賽  

58   U19 男生組 400 公尺 決賽  

59   U16 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 決賽  

60   U19 女生組 100 公尺跨欄 決賽  

61   U16 男生組 110 公尺跨欄 決賽  

62   U19 男生組 110 公尺跨欄 決賽  

63   U13 女生組 60 公尺 預賽  

64   U13 男生組 60 公尺 預賽  

65   U16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66   U16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67   U19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68   U19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69   U13 女生組 12×100 公尺接力 決賽  

70   U13 男生組 12×100 公尺接力 決賽  

71   U16 女生組 2000 公尺障礙 決賽  



72   U16 男生組 2000 公尺障礙 決賽  

8 月 26 日下午 

73 13:10 U19 男生組 鐵餅 決賽  

74 13:20 U19 男生組 撐竿跳高 決賽  

75 14:00 U16 女生組 鉛球 決賽  

76 14:00 U19 女生組 跳遠 決賽  

77 14:30 U16 男生組 跳高 決賽  

78 15:30 U19 男生組 標槍 決賽  

79   U13 女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80   U13 男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81   U16 女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82   U16 男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83   U19 女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84   U19 男生組 200 公尺 預賽  

85   U13 女生組 60 公尺 決賽  

86   U13 男生組 60 公尺 決賽  

87   U16 女生組 800 公尺 預賽  

88   U16 男生組 800 公尺 預賽  

89   U19 女生組 800 公尺 預賽  

90   U19 男生組 800 公尺 預賽  

91   U19 男生組 5000 公尺 決賽  

8 月 27 日上午 

92 8:20 U16 女生組 標槍 決賽  

93 9:00 U16 女生組 跳高 決賽  

94 9:00 U16 男生組 鉛球 決賽  

95 9:00 U16 女生組 跳遠 決賽  

96 9:20 U19 男生組 鏈球 決賽  

97 11:00 U19 女生組 鏈球 決賽  

98   U19 女生組 5000 公尺 決賽  

99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跨欄 預賽  

100   U19 女生組 400 公尺跨欄 預賽  

101   U16 男生組 400 公尺跨欄 預賽  

102   U19 男生組 400 公尺跨欄 預賽  

103   U13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104   U13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預賽  

105   U16 女生組 800 公尺 決賽  

106   U16 男生組 800 公尺 決賽  

107   U19 女生組 800 公尺 決賽  

108   U19 男生組 800 公尺 決賽  



109   U16 女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110   U16 男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111   U19 女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112   U19 男生組 200 公尺 決賽  

113   U13 女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114   U13 男生組 4×100 公尺接力 決賽  

8 月 27 日下午 

115 13:30 U19 女生組 標槍 決賽  

116 13:30 U19 女生組 鉛球 決賽  

117 13:30 U19 女生組 跳高 決賽  

118 13:30 U19 男生組 跳遠 決賽  

119   U16 女生組 400 公尺跨欄 決賽  

120   U19 女生組 400 公尺跨欄 決賽  

121   U16 男生組 400 公尺跨欄 決賽  

122   U19 男生組 400 公尺跨欄 決賽  

123   U19 女生組 3000 公尺障礙 決賽  

124   U19 男生組 3000 公尺障礙 決賽  

125   U13 女生組 4×200 公尺接力 決賽  

126   U13 男生組 4×200 公尺接力 決賽  

127   U16 女生組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128   U16 男生組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129   U19 女生組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130   U19 男生組 4×400 公尺接力 決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