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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家級 400公尺田徑場地認證一覽表（111年 5月更新） 

編

號 
場地名稱 所在地點 主管單位 材質 認證有效日期 

1 臺南縣新營田徑場 臺南縣 臺南縣政府 PU 96-100/04/20 

2 臺南市立田徑場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 合成橡膠 96-100/06/15 

3 國立臺東大學知本校區田徑場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 合成橡膠 96-100/12/26 

4 南投縣立田徑場 南投市 南投縣政府 合成橡膠 97-101/07/10 

5 苗栗縣立田徑場 苗栗市 苗栗縣政府 合成橡膠 97-101/07/10 

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田徑場 彰化縣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複合式 PU 97-101/07/10 

7 臺北市陽明高中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立 

陽明高中 
合成橡膠 97-101/10/20 

8 臺北市中正高中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立 

中正高中 
合成橡膠 97-101/10/20 

9 國立臺北大學田徑場 臺北縣 國立臺北大學 合成橡膠 98-102/02/04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田

徑場 
臺北市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複合式 PU 98-102/06/11 

11 臺北市立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98-102/06/11 

12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田徑場 臺中市 
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 
複合式 PU 98-102/12/27 

13 桃園縣立田徑場 桃園市 桃園縣政府 PU 99-101/03/23 

14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田徑場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PU 99-103/03/23 

15 
行政院體委會國家體育場田徑

場 
高雄市 行政院體委會 合成橡膠 99-103/03/23 

16 臺東縣立田徑場 臺東市 臺東縣政府 合成橡膠 99-103/04/15 

17 新竹縣立副田徑場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PU 99-103/04/15 

1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田徑場 屏東市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複合式 PU 99-103/08/04 

19 臺中縣立田徑場 臺中縣 臺中縣政府 合成橡膠 99-103/12/16 

20 高雄市中正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複合式 PU 100-104/04/14 

21 彰化縣立田徑場 彰化市 彰化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0-104/04/14 

2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複合式 PU 100-104/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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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雄市鳳山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複合式 PU 100-104/04/28 

24 國立中興大學田徑場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複合式 PU 100-104/05/26 

25 國立成功大學田徑場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全密式 PU 100-104/12/21 

26 
國家運動選手左營訓練中心田

徑場 
高雄市 行政院體委會 複合式 PU 101-105/08/23 

27 宜蘭縣立田徑場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複合式 PU 101-105/12/3 

28 新北市新莊田徑場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2-106/03/25 

29 新北市板橋第一運動場田徑場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複合式 PU 102-106/03/25 

30 臺北市立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2-105/06/24 

31 國立體育大學田徑場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透氣式 PU 102-106/10/31 

32 花蓮縣立田徑場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合成橡膠 102-106/12/18 

33 新竹市立田徑場 新竹市 新竹市政府 全密式 PU 102-106/12/18 

34 高雄市國家體育場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2-106/04/10 

35 臺南市永華田徑場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 全密式 PU 103-107/03/28 

36 桃園縣立田徑場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複合式 PU 103-107/03/30 

3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田徑場 雲林縣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空氣式 PU 103-107/03/30 

38 高雄市中正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複合式 PU 103-107/04/14 

39 高雄市國家體育場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4-108/10/16 

4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田徑場 雲林縣 
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空隙式 PU 104-108/11/25 

41 臺東縣立田徑場 臺東市 臺東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5-109/04/08 

42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6-110/01/23 

43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6-110/01/23 

44 彰化縣立田徑場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6-10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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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臺北市立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6-110/04/18 

46 國立臺灣大學田徑場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全密式 PU 106-110/04/18 

47 屏東縣立田徑場 屏東市 屏東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6-110/11/30 

48 花蓮縣立花崗山田徑場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6-110/10/04 

49 宜蘭縣立田徑場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全密式 PU 106-109/10/13 

50 新北市立三重田徑場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全密式 PU 107-111/04/13 

51 國立中央大學田徑場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全密式 PU 107-111/04/13 

52 臺中市立豐原田徑場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 全密式 PU 107-110/04/13 

53 國立中山大學田徑場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全密式 PU 107-111/06/21 

54 國立中正大學田徑場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全密式 PU 107-111/12/12 

55 新北市立板橋第一田徑場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7-111/12/12 

56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田徑場 臺中市 
臺中市立 

大里高中 
全密式 PU 108-112/03/21 

57 輔仁大學田徑場 新北市 輔仁大學 全密式 PU 108-112/6/18 

58 國立政治大學田徑場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合成橡膠 108-112/6/18 

59 桃園市立田徑場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 全密式 PU 108-112/9/30 

6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

工田徑場 
桃園市 

臺北科技大學

附屬桃園農工 
全密式 PU 108-112/10/17 

61 新竹縣立竹北田徑場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合成橡膠 108-112/10/17 

62 國立中興大學田徑場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全密式 PU 108-112/10/17 

63 花蓮縣立田徑場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合成橡膠 108-111/11/05 

64 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田徑場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全密式 PU 108-11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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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苗栗縣立田徑場 苗栗市 苗栗縣政府 合成橡膠 109-113/01/31 

66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田徑場 臺東市 
國立臺東 

高級中學 
全密式 PU 109-113/04/19 

67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

學田徑場 
臺東市 

國立臺東大學

附屬體育高中 
全密式 PU 109-113/04/19 

68 國立高雄大學田徑場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全密式 PU 109-113/04/19 

69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田徑場 臺中市 
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 
全密式 PU 109-113/04/19 

70 高雄市國家體育場田徑場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合成橡膠 108-111/10/16 

71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田徑場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全密式 PU 109-113/12/10 

72 金門縣立烈嶼國民中學田徑場 金門縣 
金門縣立烈嶼

國民中學 
全密式 PU 109-113/12/10 

73 雲林縣立斗南田徑場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全密式 PU 110-114/03/02 

74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田徑場 屏東縣 
屏東縣立來義

高級中學 
全密式 PU 110-114/05/04 

75 臺中市立豐原體育場田徑場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 全密式 PU 110-113/04/13 

76 宜蘭縣立田徑場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全密式 PU 110-113/10/25 

77 臺北田徑場 臺北田徑場 臺北田徑場 合成橡膠 110-112/12/31 

78 嘉義縣立東石國中田徑場 嘉義縣 
嘉義縣立東石

國中 
空隙式 PU 110-114/11/11 

79 澎湖縣立田徑場 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 全密式 PU 110-114/11/11 

80 斗六市立運動場田徑場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全密式 PU 111-116/04/13 

81 花蓮縣立田徑場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全密式 PU 111-116/04/13 

82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田徑場 臺北市 
臺北市立南港

高工 
全密式 PU 111-116/04/13 

83 國立體育大學田徑場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全密式 PU 111-116/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