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體育署 107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砌磚秩序冊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協辦單位：各縣市府教育局(處)/
明道大學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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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砌磚競賽章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7.09.27 臺教體署學（三）字
第 1070034813 號函辦理。
二、宗旨：為落實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推展校園民俗體育活動，提供多
元化學習管道，培養學生終身運動之習慣，特
辦理此項活動。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五、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明道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六、競賽規程協助單位：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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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賽期程：
（一）比賽時間/地點:
比賽時間

地點

項目

12 月 01 日

彰化縣明道大學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醒獅、臺客獅、
文陣、舞龍

12 月 08 日

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扯鈴

12 月 09 日

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扯鈴、陀螺、武
陣、

12 月 15 日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79 號)

跳繩、撥拉棒、
砌磚、流星球、
踢毽

（二）報名日期：自 107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12 日止，逾期不
受理。
1、參賽資格：全國各公私立大專、高中職、國中、國小均以單一學校
為單位，由在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
2、報名方式：本賽事僅採用網路報名，完成網路各項報名後，需回傳
已蓋「學校官防」及「承辦人員職章」之報名表到報名
系統中。
（1）報名：請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contest/?q=43 完成欲
參賽所有項目報名後，並送出網站報名資料（※請參
考報名注意事項）。
（2）回傳：網路報名完成後，於報名網頁列印紙本，紙本報名表請
蓋「學校官防」及「承辦人員職章」
，將紙本以『彩色
掃描』成 PDF 檔，並回傳至報名系統（請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回傳紙本報名表至報名系統中，以上傳時間為
憑，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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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程公告日期：107 年 11 月 19 日
1、公告於「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contest/?q=43）
，請各參賽學校務必
上網下載各單項賽程。
※因參賽隊伍眾多，不開放調整賽程，煩請各參賽隊伍於報名備註填寫
賽程需求及原因，大會會依據需求作為安排賽程考量。
（四）便當申請日期：11 月 20 日起至 11 月 23 日下午五點止。
（五）開幕典禮上午 10：30 於各比賽地點舉行，扯鈴項目於第二天 12 月
09 日舉行。

107 學年度全國賽重要期程
107/10/15-107/11/12

報名時間

107/11/19

賽程公告

107/11/20-107/11/23

便當申請

107/12/01-107/12/15

比賽時間(參考第七點比賽期程)

各項目比賽日期

於該競賽場地 10:30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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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賽內容：

砌磚

(一)項目
(二)學制

國 小

國 中

(三)賽別

高 中

大 專

(四 )組 別
中年級男子／女子組

競速賽

男子／女子組
高年級男子／女子組
中年級男子／女子組

個人賽

男子／女子組
高年級男子／女子組
中年級男子／女子組

雙人賽

男子／女子組
高年級男子／女子組

團體賽

※備註

中／高年級混合組

混合組

1.比賽器材需自備，大會無提供相關器材。
2.每校各組均限報名 2 隊參賽(隊員不得跨隊參加)。
3.除競速賽外，選手之比賽音樂一律準備二份，未準備比賽
音樂者取消比賽資格。

九、比賽方式：

砌磚比賽規則
1-1 遊戲大意
砌磚(長、寬、高各約為 170mm、90mm、50mm，重量約為 250g 左右【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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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量相近】之木板或三合板或其他材質製成之盒子)比賽，比賽分為個人
賽、雙人賽、團體賽及競速賽。以砌磚（cigar box）來表演拋、甩等動作
之組合及其配合，以展現其結構、難度、熟練、變化，以技術、藝術、實
施來判定名次。

1-2 比賽場地及器材
1-2-1比賽場地
一、個人賽：至少長、寬各5公尺，高度3公尺。
二、雙人賽：至少長、寬各8公尺，高度3公尺。
三、團體賽：至少長、寬各12公尺，高度3公尺。
1-2-2比賽器材
砌磚應以長、寬、高各約為170mm、90mm、50mm，重量約為250g左右【或大
小重量相近】之木板或三合板或其他材質製成之盒子，參加比賽者須自備，
不得使用其他器材【器材若有爭議則由評審團決議認定】。

1-3 比賽項目
個人賽、雙人賽、團體賽、競速(計次)賽。

1-4 參賽規定
1-4-1參賽人數
一、個人賽：以1人為單位。
二、雙人賽：以2人一組為單位。
三、團體賽：以4-6人一組為單位，預備選手1人。
四、競速賽：以1人為單位。
1-4-2運動員服裝
比賽時須穿著運動服裝或民俗服裝，其質料應以不透明並以整潔大方及不
影響觀瞻為度（運動員穿著服裝，不列入評分考量）。

1-5 裁判及職員
1-5-1本規則適用於裁判長、裁判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之規定外，主辦單位有
權將人數、時間、動作內容作適度的調整，並對一切事務有管轄權。
1-5-2審判委員會之職權
1-5-2-1審判委員會人數為3人至7人。
1-5-2-2 審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裁決比賽中所提的申訴事項，其議決為
終決。
1-5-2-3 審判委員在一般情況下，不可干預比賽的進行及裁判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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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情況發生時，審判委員需就該情況與應負責的職員互相討論，並
提供處理的建議。
1-5-3裁判長
1-5-3-1設裁判長1人，依據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全權管理比賽，並
注意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之執行。
1-5-3-2裁判長有權按實際需要指派裁判員，並指示其應負之職責。
1-5-3-3裁判長對規則未規定或待解釋之處，有權裁定。
1-5-3-4授權主任裁判員確認各處裁判員就位後，通知比賽開始。
1-5-3-5 裁決比賽進行中之爭議，和警告比賽中不良行為的運動員。對行
為表現不當的運動員有權驅逐出場，不准參加比賽。
1-5-3-6 在任何情況下，為確保砌磚比賽順利進行，有權干涉比賽。若認
為任何項目的比賽經證明有失公平，應令重行比賽時，有權宣佈某項比賽
結果無效。
1-5-4主任裁判
1-5-4-1每一比賽場地，設主任裁判1人。主任裁判得兼任其中一組之裁判。
1-5-4-2 分配技術組、藝術組、實施組裁判員的工作位置及職務。
1-5-4-3執行裁判長的指示。
1-5-4-4 評分。
1-5-4-5綜合裁判員的評分及決定比賽成績。
1-5-4-6 考核裁判員是否稱職。
1-5-5裁判員
1-5-5-1執行裁判長及主任裁判之指示。
1-5-5-2 給予運動員評分。
1-5-5-3每一比賽場地置技術組裁判1至2人，藝術組裁判1至2人，實施組裁
判1至2人。
1-5-6會場管理
1-5-6-1比賽場地設會場管理1人。
1-5-6-2負責場地、清潔、事務性等工作。
1-5-6-3維持場內秩序。
1-5-7會場幹事為協助會場管理設備、器材、表格等事務性工作。
1-5-8紀錄員兼計時員
1-5-8-1 每一比賽場地設記錄員兼計時員1人。
1-5-8-2依據運動員動砌磚動作開始為起始計時點；運動員砌磚停止動作為
終止計時點。
1-5-8-3登記各裁判員之判定成績。
1-5-8-4依規定計算運動員成績。
1-5-9檢錄員
1-5-9-1 在每項比賽前應集合運動員，準備並檢查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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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率隊進場及退場。
1-5-10報告員
1-5-10-1依照裁判長指示，將比賽組別、程序等有關資料報告給與賽運動
員及觀眾。
1-5-10-2 報告比賽成績及有關比賽中之臨時情況。
1-5-11服務員
每一場地設服務員1人，收集各裁判評分表及其他有關服務工作。
1-5-12裁判員位置
1-5-12-1裁判員席位在比賽場地正面，各組裁判分開，其裁判席位，以能
清晰判別評分。
1-5-12-2 如客觀需要，每位裁判員席位之間隔應有1公尺以上之距離。

1-6 比賽內容及實施規定
1-6-1個人賽
1-6-1-1 比賽器材應含至少砌磚三個以上，比賽進行中，若砌磚操作時滾
出界外，不得取回繼續使用。（比賽前檢查）
1-6-1-2 平磚動作內容至少應包含：上下移磚、拋、甩等動作。
1-6-1-3立磚動作內容至少應包含：平衡立磚、拋、甩等動作。
1-6-1-4橫磚動內容至少應包含：花式翻轉(左右上翻磚)、左右砌磚（囊中
取物）、拋、甩等動作。
1-6-1-5動作時間為2至3分鐘；動作開始後，應儘量先完成指定動作，未依
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其餘時間自由發揮。﹝第一信號2分30
秒，第二信號2分50秒，第三信號為3分﹞。逾時或時間不足者：所扣分數
在實得分數內扣除。
1.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
2.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
1-6-1-6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1-7 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2雙人賽：
1-6-2-1動作內容至少應有：平磚上下移磚、平衡立磚、橫磚花式翻轉(左
右上翻磚)、左右砌磚（囊中取物）、交換磚、移位、互拋等，及富有協調
默契之變化動作。
1-6-2-2交換磚時，磚應在頭部以下位置。互拋時，磚之高度應超過頭部以
上位置。
1-6-2-3動作時間為2分30秒至3分30秒。動作開始後，應儘量先完成指定動
作，未依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其餘時間自由發揮。﹝第一信
號3分鐘，第二信號3分20秒，第三信號為3分30秒﹞。逾時或時間不足者：
所扣分數在實得分數內扣除。超時所做之動作不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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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
2.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
1-6-2-4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2-5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3團體賽
1-6-3-1動作內容至少應有：平磚上下移磚、平衡立磚、橫磚花式翻轉(左
右上翻磚)、左右砌磚（囊中取物）、交換磚(二人以上磚在頭部以下互換)、
移位（磚不互換或互抛之下二人以上互換位置）、互拋(二人以上磚在頭部
以上互抛)等，及富有團隊默契之隊形及動作變化。
1-6-3-2比賽中應保持全隊人數在場活動。
1-6-3-3動作時間為3分至4分鐘。動作開始後，應儘量先完成指定動作，未
依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其餘時間自由發揮。﹝第一信號3分
30秒，第二信號3分50秒，第三信號為4分鐘﹞。逾時或時間不足者：所扣
分數在實得分數內扣除。超時所做之動作不予評分。
1.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
2.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
1-6-3-4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3-5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
1-6-4競速賽
1-6-4-1指定動作為左右砌磚（囊中取物）。
1-6-4-2以一分鐘內完成動作為限。

1-7 評分標準
技術分---0分至40分﹙採加分法﹚
藝術分---0分至30分﹙採加分法﹚
實施分---0分至30分﹙採減分法﹚
技術分+藝術分+實施分=得分
1-7-1個人賽
1-7-1-1 技術分40分
難度價值25分：磚之抛甩與位置、方向之變化、穩定、速度、柔軟、節奏、
活力等。
動作組合難度15分
1-7-1-2 藝術分：30分
基本編排20分：整體結構、編排、技巧變化。
藝術加分10分：磚之技術運用、身體技術的運用及創意性等。
1-7-1-3 實施分：30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別扣分。
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分：動作每失誤一次扣0.5分。如實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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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凡不合規定者，每一項扣2分；未做者，每一項扣5
分；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欠佳者，每一項扣1分。
1-7-2雙人賽
1-7-2-1 技術分：40分
難度價值25分：磚之抛甩與位置、方向之變化、穩定、速度、柔軟、節奏、
活力等及二人用磚之交換與配合。。
動作組合難度15分
1-7-2-2藝術分：30分
基本編排20分：整體結構、編排、技巧變化。
藝術加分10分：磚之技術運用、身體技術的運用及創意性等。
1-7-2-3 實施分：30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別扣分。
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分：動作每失誤一次扣0.5分。如實施內
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凡不合規定者，每一項扣2分；未做者，每一項扣5
分；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欠佳者，每一項扣1分。
1-7-3團體賽
1-7-3-1技術分：40分
難度價值25分：磚之抛甩與位置、方向之變化、穩定、速度、柔軟、節奏、
活力等及六人用磚之交換與配合。動作組合難度15分。
1-7-3-2藝術分：30分
結構編排、整體美、動作流暢、技巧變化、隊形變化、創意性等。
1-7-3-3 實施分：30分
由裁判依選手失誤，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別扣分。
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失誤部分：動作每失誤一次扣0.5分。如實施內
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凡不合規定者，每一項扣2分；未做者，每一項扣5
分；違反規定、紀律、精神、態度欠佳者，每一項扣1分。

1-8 評分方法
1-8-1比賽由技術組、藝術組、實施組裁判員擔任評分，以其各組的二位裁
判分數，相加平均之分數為其得分。如客觀事實需要，各組裁判僅一人時，
則依其裁判分數為其得分。
1-8-2每一組別及其項目之裁判人員和人數及場地必須相同。
1-8-3時間不足或逾時之扣分，由計時員宣佈，並於登記各裁判員判定成績
所得總分扣減之。
1-8-4以「評分方法」規定給分，並以等第排名：90分以上評為特優；85
分以上未滿90分評為優等；80分上未滿85分評為甲等。
1-8-5競速賽
1-8-5-1以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次數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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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45次以上評為特優；35次以上未滿45次評
為優等；25次以上未滿35次評為甲等。

1-9 比賽方式
比賽賽序區分預賽、決賽。預賽時錄取該比賽最優頒獎隊、組、人數，於
決賽時再評定成績，以決賽成績判定其名次﹝預賽成績不列入計算﹞。如
參加隊數、人數不多，得直接決賽。

1-10其他
1-10-1動作訊號
與賽運動員不得先行動作，須待主任裁判員信號開始動作，如搶先動作，
第一次制止並警告，第二次再犯時取消資格。計時之開始，以運動員磚開
始動作為起始計時點；而計時之終止，則以運動員磚停止動作為終止計時
點。
1-10-2參加比賽者，每組之賽次以編排同一場地及同組裁判為原則。在決
賽時，由預賽得分數低者依序出賽。
1-10-3 比賽過程中，若有配合磚以外其他器材之動作每次扣 2 分。
1-10-4.除競速賽外，選手比賽需音樂，未準備比賽音樂者取消比賽資格。

1-11 動作釋義
平磚持磚:

立磚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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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磚持磚：

1-11-1 平磚上下移磚：
以平磚持磚，迅速移動左右磚分至於中間磚上下成立磚動作，保持中間磚
不動快速上下移磚。

1-11-2 平衡立磚：
以平磚或三磚併磚持磚，將第二塊磚翻轉 180 度疊在第一塊磚成立磚，再
將第三塊磚翻轉 180 度疊在第二塊磚上成立磚

1-11-3 橫磚花式翻轉(左右上翻磚)：
以橫磚持磚，左手磚上翻 180 度離手，左手抓中間磚雙手持磚將原左手磚
夾於中間；同樣動作，改由右手磚上翻 180 度離手，右手抓中間磚雙手持
磚將原左手磚夾於中間；左右都完成始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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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左右砌磚（囊中取物）：
以橫磚持磚，右手迅速移至中間磚並手持中間磚，同時迅速將中間磚移向
右側，兩手持磚將原右手磚夾住；接著迅速將左手移至中間磚並手持中間
磚，同時迅速將中間磚移向左側，兩手持磚將原左手磚夾住（左右各完成
一次始完成動作）。

十、各單項競賽規則、參賽訊息及公告事項請上「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
（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contest/?q=43）閱覽，如有疑
問請來電或留言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留言討論區中:
（一）聯絡單位：國立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二）聯絡電話：06-2133111#575、576
06-2148642(無人接聽時將轉為語音答錄，但請留下您
的連絡方式與問題，或至下列留言板留言，我們會儘快
與您再聯繫)
（三）留言板討論區（http://custom.nutn.edu.tw/index.php?inter_url=discuss）

十一、獎勵：
（一）獎勵辦法：
1.所有賽制：獲得特優、優等、甲等團隊，每位選手頒予教育部獎狀乙
紙。
2.指導證明：各項各組參照本競賽之敘獎規定頒予指導老師大會（國立
臺南大學）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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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獎規定：
1.個人賽、雙人賽、團體賽平均評分 90 分以上者為特優，85 分以
上者為優等，80 分以上者為甲等。
2.競速賽以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 35 次以上評為特優；25 次以
上未滿 35 次評為優等；15 次以上未滿 25 次評為甲等 。
（三）本年度獎狀（教育部、國立臺南大學）
，將採事後寄發，參賽學校報
名時請填寫正確收件地址（學校地址）及收件人（學校聯絡人）
，以
利獎狀寄發事宜。
十二、申訴：
（一）賽程中若發生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提出申訴時，應由領隊或學校代表簽字蓋章，並以書面向大會提出，
由審判委員會開會討論並做成決議。
（三）若賽程發生爭議，當場以口頭申訴外，仍須依照前項規定，於該項
成績宣布後三十分鐘之內，正式提出書面申訴，否則不予以受理。
（四）各項比賽進行中，各領隊、指導教師及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
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十三、附則：
（一）參賽者請攜帶證明文件（學生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相關在學證明
書、證明文件），以備檢查。
（二）大會於各比賽會場提供 CD 播放器供參賽隊伍自行播放音樂，為免因
挑片問題或突發狀況無法完整播放而引起爭議，各參賽單位可自行
準備播音器材。
（三）本賽會為達推廣之效，開放各單位公開攝錄影；唯所攝錄影像僅限
教育用途；嚴禁商業用途，違者需自負法律責任。
14

（四）大會攝錄之影像、照片，參賽者需無條件提供大會使用於宣傳、文
宣、供教育訓練等用途；而各隊伍所使用之音樂版權問題由各參賽
選手及單位自行負責。
（五）本項賽事大會依規定投保「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各位參賽學校單
位請自行為參賽隊職員另行投保個人意外險。
（六）各參賽隊伍如從未填下列資料庫，本賽會鼓勵各參賽隊伍另填「民
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中的師資團隊資料庫後，使得參與競賽；以提
供各界查詢、下載、分析各地團隊特色之資料，期維護民俗體育文
化資產的保存與發揚。
（七）大會賽程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不正當之行為（如：冒名頂替、
資格不符…等）
，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經查明屬實者，除立即取消
比賽資格，並公佈違規選手姓名及所屬學校單位，其領隊、指導及
管理人員應負相關之行政責任，並報請其所屬縣市教育局（處）議
處。
十四、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於「民俗體育教學資源
網」公告之
（網址 http://custom.nutn.edu.tw/contest/?q=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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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黃親穎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中年級男子組)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個人賽

(中年級男子組)
競速賽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隊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張義明
隊員：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張義明

鍾孝澤

隊員：
鍾孝澤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林曉瑛
隊員：
李岱宸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林曉瑛
隊員：
李岱宸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隊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隊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林艾琦
隊員：
鍾佳志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林旺棟
隊員：
鍾佳志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隊

B隊
領隊：林廣文
管理：魯慧敏、林旺棟
指導老師：陳怡琪、鄭玉蘭
隊員：黃親穎

領隊：林廣文
管理：魯慧敏、林旺棟
指導老師：陳怡琪、林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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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B隊

(高年級女子組)
雙人賽


領隊：郭國澄
管理：謝閔誌、李奇勳
指導老師：張秀珍、黃敏惠
隊員：
劉思妍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葉家韋
隊員：
洪雯慈、陳秋頻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鄭玉蘭
隊員：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高年級女子組)
個人賽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李冠蓁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高年級女子組)

A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祁譿智
隊員：

競速賽


A隊

陳秋頻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陳逸如
隊員：
陳秋頻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曾柏皓
隊員：洪雯慈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領隊：黃善華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倪千珊
隊員：
洪雯慈

A隊
領隊：郭國澄
管理：謝閔誌、李奇勳
指導老師：張秀珍、黃敏惠
隊員：王精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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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A隊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吳宇斌
隊員：李冠蓁

領隊：郭國澄
管理：謝閔誌、李奇勳
指導老師：張秀珍、黃敏惠
隊員：蘇竑齊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高年級男子組)



雙人賽


B隊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領隊：郭國澄
管理：謝閔誌、李奇勳
指導老師：張秀珍、黃敏惠
隊員：劉丞林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林艾琦
隊員：林松錡、黃畯洋



(高年級男子組)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趙天民
隊員：黃畯洋

個人賽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蔡淑麗
隊員：彭俊佑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隊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隊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鄭玉蘭
隊員：林松錡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陳筱伶
隊員：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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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B隊

(高年級男子組)
競速賽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許立民
隊員：林松錡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蘇郁晴
隊員：彭俊佑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砌磚{國小組} 國小組
(高年級混合組)
團體賽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隊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吳金源
隊員：林鑫、彭俊佑、洪雯慈、陳秋
頻

領隊：黃善華
管理：黃建科、王子嘉
指導老師：張龍君、林致楨
隊員：林鑫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領隊：郭國澄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林旺棟
隊員：
羅仕凱、李冠蓁、林松錡、黃
畯洋

管理：謝閔誌、李奇勳
指導老師：張秀珍、黃敏惠
隊員：蘇竑齊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隊
領隊：林廣文
管理：林旺棟、魯慧敏
指導老師：陳怡琪、魯慧敏
隊員：黃畯洋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砌磚{國中以上}
國中組(女子組)
個人賽




苗栗縣照南國民中學
領隊：吳俊秀
管理：林德華、黃鈺婷
指導老師：楊立豪
隊員：葉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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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磚{國中以上} 國中組

砌磚{國中以上} 國中組

(女子組)

(男子組)

競速賽

競速賽


苗栗縣照南國民中學
領隊：吳俊秀
管理：林德華、黃鈺婷
指導老師：楊立豪
隊員：
葉晉彤

(男子組)



A隊

領隊：郭芳江
管理：連靜娟
指導老師：黃一萍、戴淑芳
隊員：
倪御欽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B隊

領隊：郭芳江
管理：連靜娟
指導老師：楊承鑫、戴淑芳
隊員：
邱景祥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領隊：郭芳江
管理：連靜娟
指導老師：楊承鑫、戴淑芳
隊員：
邱景祥

個人賽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A隊

領隊：郭芳江
管理：連靜娟
指導老師：黃一萍、戴淑芳
隊員：
倪御欽

砌磚{國中以上} 國中組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臺中市石岡國民中學
領隊：鄭清埄
管理：鄭佳峻、陳世昇
指導老師：徐毅
隊員：徐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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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隊

教育部體育署 107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砌磚比賽出場序表
日期：107 年 12 月 15 日
9:00

比賽場地：文德國小-操場

個人賽國中女子組
1. 苗栗縣照南國民中學

9:05

9:10

9:12

葉晉彤

個人賽國中男子組
1.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B 隊

邱景祥

2.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A 隊

倪御欽

3. 臺中市石岡國民中學

徐

競速賽國中男子組
1.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B 隊

邱景祥

2.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A 隊

倪御欽

競速賽國中女子組
1. 苗栗縣照南國民中學

9:13

葉晉彤

雙人賽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9:17

9:35

9:47

靖

陳秋頻

個人賽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彭俊佑

2.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林鑫

3.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B 隊

劉丞林

4.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A 隊

蘇竑齊

5.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 隊

黃畯洋

6.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 隊

林松錡

個人賽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李岱宸

2.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鍾孝澤

3.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 隊

鍾佳志

4.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 隊

黃親穎

個人賽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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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頻

洪雯慈

10:05

2.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洪雯慈

3.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B 隊

劉思妍

4.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A 隊

王精齊

5.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李冠蓁

團體賽國小高年級混合組(2 組)
1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黃畯洋

林松錡

李冠蓁

羅仕凱

2.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陳秋頻

洪雯慈

彭俊佑

林鑫

10:10-11:00 開幕典禮
11:10

11:15

11:18

11:22

競速賽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林鑫

2.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彭俊佑

3.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蘇竑齊

4.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 隊

林松錡

5.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 隊

黃畯洋

競速賽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洪雯慈

2.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陳秋頻

3.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李冠蓁

競速賽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1.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B 隊

李岱宸

2.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A 隊

鍾孝澤

3.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A 隊

鍾佳志

4.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B 隊

黃親穎

雙人賽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黃畯洋

1.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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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