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傳統拔比賽場次一覽表  

                           比賽時間：110年 3月 20日 

甲      場      地 乙      場      地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1 10：00 公開混 新竹縣-屏東縣 1 10：00 公開混 基隆市-新北市 

2  公開混 金門縣-南投縣 2  公開混 宜蘭縣-嘉義縣 

3  公開混 桃園市-台北市 3  公開男 新北市-南投縣 

4  公開男 台東縣-台中市 4  公開男 宜蘭縣-桃園市 

5  公開男 台北市-基隆市 5  公開女 桃園市-屏東縣 

6  公開女 台中市-新北市 6  公開女 南投縣-宜蘭縣 

7  公開混 新竹縣-基隆市 7  公開混 金門縣-屏東縣 

8  公開混 宜蘭縣-新北市 8  公開混 桃園市-南投縣 

9  公開混 嘉義縣-台北市 9  公開男 新北市-台東縣 

10  公開男 宜蘭縣-南投縣 10  公開男 台北市-台中市 

11  公開男 花蓮縣-桃園市 11  公開女 桃園市-台中市 

12  公開女 南投縣-屏東縣 12  公開女 台北市-新北市 

13  公開混 新竹縣-金門縣 13  公開混 基隆市-宜蘭縣 

14  公開混 桃園市-屏東縣 14  公開混 新北市-台北市 

15  公開混 南投縣-嘉義縣 15    

午  餐  休  息 午  餐  休  息 

16 13：30 公開混 新竹縣-宜蘭縣 16 13：30 公開混 金門縣-桃園市 

17  公開混 基隆縣-台北市 17  公開混 屏東縣-嘉義縣 

18  公開混 新北市-南投縣 18  公開男 新北市-宜蘭縣 

19  公開男 台東縣-台北市 19  公開男 花蓮縣-南投縣 

20  公開男 桃園市-基隆市 20  公開女 桃園市-南投縣 

21  公開女 台中市-台北市 21  公開女 新北市-宜蘭縣 

22  公開混 新竹縣-桃園市 22  公開混 宜蘭縣-台北市 

23  公開混 金門縣-嘉義縣 23  公開混 基隆市-南投縣 

24  公開混 屏東縣-新北市 24  公開男 新北市-台北市 

25  公開男 宜蘭縣-花蓮縣 25  公開男 南投縣-基隆市 

26  公開男 台中市-桃園市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傳統拔比賽場次一覽表  

                           比賽時間：110年 3月 21日 

甲      場      地 乙      場      地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27 10：00 公開混 新竹縣-台北市 27 10：00 公開混 桃園市-嘉義縣 

28  公開混 宜蘭縣-南投縣 28  公開混 金門縣-新北市 

29  公開混 基隆市-屏東縣 29  公開男 新北市-花蓮縣 

30  公開男 宜蘭縣-基隆市 30  公開男 台東縣-桃園市 

31  公開男 南投縣-台中市 31  公開女 桃園市-台北市 

32  公開女 台中市-宜蘭縣 32  公開女 屏東縣-新北市 

33  公開混 新竹縣-嘉義縣 33  公開混 南投縣-台北市 

34  公開混 桃園市-新北市 34  公開混 宜蘭縣-屏東縣 

35  公開混 基隆市-金門縣 35  公開男 花蓮縣-基隆市 

36  公開男 台北市-桃園市 36  公開男 宜蘭縣-台中市 

37  公開男 台東縣-南投縣 37  公開女 台北市-宜蘭縣 

38  公開女 南投縣-新北市 38  公開女 台中市-屏東縣 

午  餐  休  息 午  餐  休  息 

39 13：00 公開男 新北市-基隆市 39 13：00 公開男 花蓮縣-台中市 

40  公開男 台北市-南投縣 40  公開男 台東縣-宜蘭縣 

41  公開混 新竹縣-南投縣 41  公開混 新北市-嘉義縣 

42  公開混 屏東縣-台北市 42  公開混 基隆市-桃園市 

43  公開混 金門縣-宜蘭縣 43  公開女 桃園市-宜蘭縣 

44  公開女 台北市-屏東縣 44  公開女 台中市-南投縣 

45  公開男 新北市-桃園市 45  公開男 台中市-基隆市 

46  公開男 台東縣-花蓮縣 46  公開男 宜蘭縣-台北市 

47  公開混 新竹縣-新北市 47  公開混 屏東縣-南投縣 

48  公開混 基隆市-嘉義縣 48  公開混 金門縣-台北市 

49  公開混 宜蘭縣-桃園市 49  公開女 桃園市-新北市 

50  公開女 屏東縣-宜蘭縣 50  公開女 南投縣-台北市 

51  公開男 新北市-台中市 51  公開男 南投縣-桃園市 

52  公開男 台東縣-基隆市 52  公開男 台北市-花蓮縣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傳統拔比賽場次一覽表  

                           比賽時間：110年 3月 22日 

甲      場      地 乙      場      地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場次 時 間 組別 比賽隊伍 

53 10：00 青少男 花蓮縣-桃園市 53 10：00 青少混 桃園市-台中市 

54  公男複 預 1—預 4 54  公男複 預 2—預 3 

55  公女複 預 1—預 4 55  公女複  預 2—預 3  

56  青少男 花蓮縣-宜蘭縣 56  青少混 桃園市-宜蘭縣 

57  公混複 預 1—預 4 57  公混複 預 2—預 3 

58  青少男 宜蘭縣-桃園市 58  青少混 宜蘭縣-台中市 

59  公男決 季殿軍 59  公女決 季殿軍 

60    60  公混決 季殿軍 

61  青男決 預 1—預 2 61  青混決 預 1—預 2 

62  公男決 冠亞軍 62  公女決 冠亞軍 

63  公混決 冠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