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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108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自由車錦標賽 

賽 程 秩 序 表 

場地賽 3月 25 日（星期三）至 27 日（星期五） 
第一天 3 月 25 日（星期三） 

官方訓練時間------------------------------------------------------------------07:30~08:25 

比賽開始----------------------------------------------------------------------08:30 

1. 高中男生組：4公里團隊追逐賽資格賽（共 6 隊分 3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20

分鐘) 

2. 國中男生組：3公里團隊追逐賽資格賽（共 11隊分 6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40

分鐘) 

3. 高中女生組：4公里團隊追逐賽決賽（共 1 隊分 1組，取 1隊晉級決賽）(6 分鐘) 

4. 國中女生組：3公里團隊追逐賽決賽（共 3 隊分 2組，取前 3 隊）。(12 分鐘) 

5. 高中男生組：1公里個人計時賽決賽（共 24 人分 12 組，取 8 名）。(30 分鐘) 

6. 國中男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決賽（共 36 人分 18 組，取 8 名）。(40 分鐘) 

-----------------------------------休息10分鐘--------------------------------------------- 

7. 高中女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決賽（共 4 人分 2 組，取 4 名）。(6分鐘) 

8. 國中女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決賽（共 10 人分 5 組，取 8 名）。(20 分鐘) 

9. 高中男生組：4公里團隊追逐賽 3-4 名決賽。(6分鐘) 

10. 高中男生組：4公里團隊追逐賽 1-2 名決賽。(6分鐘) 

11. 國中男生組：3公里團隊追逐賽 3-4 名決賽。(5分鐘) 

12. 國中男生組：3公里團隊追逐賽 1-2 名決賽。(5分鐘) 

--------------------------------頒          獎-------------------------------------11:40 
 高中女生組：4 公里團隊追逐賽 

 國中女生組：3 公里團隊追逐賽 

 高中男生組：4 公里團隊追逐賽 

 國中男生組：3 公里團隊追逐賽 

 高中男生組：1 公里個人計時賽 

 國中男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 

 高中女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 

 國中女生組：500 公尺個人計時賽 

-----------------------------------------中午休息----------------------------------------- 

官方訓練時間------------------------------------------------------------------12:30~13:25 

比賽開始----------------------------------------------------------------------13:30 

13.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資格賽 200 公尺助跑計時（共 20 人取 8 名，晉級 1/4 賽）。(40 分鐘) 

14.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資格賽 200 公尺助跑計時（共 30 人取 8 名，晉級 1/4 賽）。(60 分鐘) 

15.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資格賽 200 公尺助跑計時（共 7 人取 4 名，晉級 1/2 賽）。(15 分鐘) 

16.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資格賽 200 公尺助跑計時（共 8 人取 8 名，晉級 1/4 賽）。(20 分鐘) 

17.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4 賽（一次決，勝者晉級 1/2 賽）。(12 分鐘) 

18.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4 賽（一次決，勝者晉級 1/2 賽）。(12 分鐘) 

19.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4 賽（一次決，勝者晉級 1/2 賽）。(12 分鐘) 

20. 國中男生組：4公里集體出發賽資格賽 (共 30 人分 2 組，每組取 8 名晉級決賽）。(15 分鐘) 

21. 高中男生組：10公里集體出發賽決賽 (共 18 人取 8 名）。(20 分鐘) 

22. 高中女生組：6公里集體出發賽決賽（共 8 人取 7名）。(12 分鐘) 

23. 國中女生組：4公里集體出發賽決賽（共 8 人取 8名）。(12 分鐘) 

24. 國中男生組：6公里集體出發賽決賽 (共 16 人取 8 名）。(20 分鐘)  

--------------------------------頒          獎---------------------------------17:40 
 高中男生組：10 公里集體出發賽 

 高中女生組：6 公里集體出發賽 

 高中女生組：6 公里集體出發賽 

 國中女生組：4 公里集體出發賽 
 國中男生組：6 公里集體出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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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賽 

第二天 3 月 26 日（星期四） 

官方訓練時間-----------------------------------------------------------------07:30~08:25 
比賽開始---------------------------------------------------------------------08:30 

25. 高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資格賽（共 6 隊分 3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15 分鐘) 

26. 國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資格賽（共 13隊分 7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25 分鐘) 

27. 高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決賽（共 3 隊分 2 組，取 3 名）。(5 分鐘) 

28. 國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資格賽（共 4 隊分 2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15 分鐘) 

29. 國中男生組：8公里領先計分賽資格賽（共 26 人分 2 組，每組取 8 名晉級決賽）。 (40 分鐘) 

---------------------------------------休息10分鐘----------------------------------------- 

30.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1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1.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1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2.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1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3.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1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4.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2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5.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2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6.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2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7.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2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8.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3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39.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3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40.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3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41.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賽-第 3 輪（三戰二勝，勝者晉級 1,2 名決賽，敗者進入 3,4 名決賽）。(12 分鐘) 

----------------------------------------中午休息-------------------------------------11:56 

官方訓練時間------------------------------------------------------------------13:00~13:55 
比賽開始----------------------------------------------------------------------14:00 

42. 高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3-4 名決賽。(5 分鐘) 

43. 高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1-2 名決賽。(5 分鐘) 

44. 國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3-4 名決賽。(5 分鐘) 

45. 國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1-2 名決賽。(5 分鐘) 

46. 國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 3-4 名決賽。(5 分鐘) 

47. 國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 1-2 名決賽。(5 分鐘) 

48. 高中男生組：16公里領先計分賽決賽（共 16 人取 8 名）。(30 分鐘) 

49. 國中男生組：12公里領先計分賽決賽（共 16 人取 8 名）。(20 分鐘) 

50. 高中女生組：12公里領先計分賽決賽（共 8 人取 5 名）。(20 分鐘) 

-----------------------------------休息 10 分鐘------------------------------------------- 

51.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2.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3.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4.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5.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6.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7.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58.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1 輪。(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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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賽 

第二天 3 月 26 日（星期四） 

59.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0.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1.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2.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3.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4.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5.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6.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2 輪。(3 分鐘) 

67.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68.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69.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70.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71.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72.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73.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3-4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74.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1-2 名決賽-第 3 輪。(3 分鐘) 

--------------------------------頒          獎----------------------------------17:40 
 高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國中男生組：團隊競速賽 

 高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 

 國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 

 高中男生組：16 公里領先計分賽 

 國中男生組：12 公里領先計分賽 

 高中女生組：12 公里領先計分賽 

 高中男生組：爭先賽 

 國中男生組：爭先賽 

 高中女生組：爭先賽 

 國中女生組：爭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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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賽 

第三天 3 月 27 日（星期五） 

官方訓練時間------------------------------------------------------------------07:30~08:25 
比賽開始----------------------------------------------------------------------08:30 

75. 高中男生組：3公里個人追逐賽資格賽（共 20人分 10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45

分鐘) 

76. 國中男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資格賽（共 33人分 17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80

分鐘) 

77. 高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資格賽（共 5 人分 3 組，1,2 名晉級冠亞軍決賽，3,4 名晉級銅牌賽）。(15

分鐘) 

78. 國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資格賽（共 9 人分 5 組，取 4 名晉級決賽）。(20 分鐘) 

79.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預賽（共 20 人分 3 組，每組取 2 名，勝者晉級 1/2 賽，敗者進入敗部復活賽）。(20

分鐘) 

80.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預賽（共 30 人分 6 組，每組取 1 名，勝者晉級 1/2 賽，敗者進入敗部復活賽）。(20

分鐘) 

81.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敗部復活賽（共 14 人分 2 組，每組取 3 名，勝者晉級 1/2 賽）。(12 分鐘) 

82.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敗部復活賽（共 24 人分 6 組，每組取 1 名，勝者晉級 1/2 賽）。(20 分鐘) 

------------------------------------頒          獎---------------------------------11:56 
 禁藥知識王獎 

-------------------------------------------中午休息----------------------------------11:56 

官方訓練時間------------------------------------------------------------------12:30~13:25 
比賽開始----------------------------------------------------------------------13:30 

83. 高中男生組：3公里個人追逐賽 3-4 名決賽。(5分鐘) 

84. 高中男生組：3公里個人追逐賽 1-2 名決賽。(5分鐘) 

85. 國中男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3-4 名決賽。(5分鐘) 

86. 國中男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1-2 名決賽。(5分鐘) 

87. 高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3-4 名決賽。(5分鐘) 

88. 高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1-2 名決賽。(5分鐘) 

89. 國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3-4 名決賽。(5分鐘) 

90. 國中女生組：2公里個人追逐賽 1-2 名決賽。(5分鐘) 

91.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 1/2賽（共 12人分 2組，每組取 3名，勝者晉級 1-6名決賽，敗者進入 7-12名決賽）。

(10 分鐘) 

92.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 1/2賽（共 12人分 2組，每組取 3名，勝者晉級 1-6名決賽，敗者進入 7-12名決賽）。

(10 分鐘) 

93.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 7~12 決賽（共 6 人分 1 組，取 2 名）。(5 分鐘) 

94.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 1~6 決賽（共 6 人分 1 組，取 6 名）。(5 分鐘) 

95.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 7-12 決賽（共 6 人分 1 組，取 2 名）。(5 分鐘) 

96.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 1-6 決賽（共 6 人分 1 組，取 6 名）。(5 分鐘) 

97. 高中女生組：競輪賽決賽（共 8 人分 1 組，取 8名）。(5 分鐘) 

------------------------------------頒          獎---------------------------------15:00 
 高中男生組：3 公里個人追逐賽 

 國中男生組：2 公里個人追逐賽 

 高中女生組：2 公里個人追逐賽 

 國中女生組：2 公里個人追逐賽 

 高中男生組：競輪賽 

 國中男生組：競輪賽 

 高中女生組：競輪賽 

 全國中等學校公路錦標賽團體總錦標

 領隊會議（公路計時賽&公路賽&登山車賽）-------------------------------------------17:00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 160 號自由車協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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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公路計時賽 3月 28 日（星期六） 

第 1梯次 
第一位選手檢錄、驗車--------------------------------------------------------08:30~08:45 
1. 國中女生組：13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決賽(共 13 人取 8 名) --------------------09:00 
2. 高中女生組：13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決賽(共 7 人取 8 名) ---------------------09:13 
--------------------------------------------------------------------------------------- 

第 2梯次 
第一位選手檢錄、驗車--------------------------------------------------------09:25~09:55 
3. 國中男生組：16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決賽(共 53 人取 8 名) --------------------10:10 
--------------------------------------------------------------------------------------- 
第 3梯次 
第一位選手檢錄、驗車--------------------------------------------------------10:05~11:20 
4. 高中男生組：16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決賽(共 50 人取 8 名) --------------------11:35  
--------------------------------頒          獎----------------------------------------- 

 國中女生組: 13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高中女生組: 13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國中男生組: 16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高中男生組: 16 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3月 29 日（星期日） 

上午 

選手檢錄、驗車---------------------------------------------------------------05:30~06:15 

第 1梯次 

高中男生組集合----------------------------------------------------------------06:20 

54. 高中男生組：108 公里個人公路賽決賽(共 89 人，取前 8 名) -------------------------06:30 

55. 高中男生組：108 公里團隊公路賽決賽(共 11 隊，取 8 名) ---------------------------06:30 

--------------------------------------------------------------------------------------- 

第 2梯次 

國中男生組集合----------------------------------------------------------------06:35 

56. 國中男生組：66.5 公里個人公路賽決賽(共 104 人，取前 8 名) -----------------------06:45 

57. 國中男生組：66.5 公里團隊公路賽決賽(共 12 隊，取 8 名) ---------------------------06:45 

--------------------------------------------------------------------------------------- 

第 3梯次 

高中女生組集合----------------------------------------------------------------06:50 

58. 高中女生組：66.5 公里個人公路賽決賽(共 10 人，取前 8 名) ------------------------07:00 

59. 高中女生組：66.5 公里團隊公路賽決賽(共 2 隊，取 2 名) ----------------------------07:00 

--------------------------------------------------------------------------------------- 

第 4梯次 

國中女生組集合----------------------------------------------------------------07:05 

60. 國中女生組：41.4 公里個人公路賽決賽(共 19 人，取前 8 名) ------------------------07:15 

61. 國中女生組：41.4 公里團隊公路賽決賽(共 3 隊，取 3 名) ----------------------------07:15 

--------------------------------頒          獎----------------------------------------- 
 國中女生組: 41.4 公里個人公路賽 
 國中女生組: 41.4 公里團隊公路賽 
 國中男生組: 66.5 公里個人公路賽 
 國中男生組: 66.5 公里團隊公路賽 
 高中女生組: 66.5 公里個人公路賽 

 高中女生組: 66.5 公里團隊公路賽 
 高中男生組: 108 公里個人公路賽 
 高中男生組: 108 公里團隊公路賽 
 全國中等學校公路錦標賽團體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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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車賽 3月 30 日（星期一） 

上午 

第 1梯次 
選手檢錄---------------------------------------------------------------------------08:30 

選手集合---------------------------------------------------------------------------08:45 

62. 高中女生組：越野賽決賽（共 3 人取 3 名）。---------------------------------------09:00 

63. 國中女生組：越野賽決賽（共 10 人取 8 名）。--------------------------------------09:02 

--------------------------------------------------------------------------------------- 

第 2梯次 
選手檢錄---------------------------------------------------------------------------09:30 

選手集合---------------------------------------------------------------------------09:45 

64. 國中男生組：越野賽決賽（共 22 人取 8 名）。--------------------------------------10:00 

第 3梯次 
選手檢錄---------------------------------------------------------------------------08:30 

選手集合---------------------------------------------------------------------------08:45 

65. 高中男生組：越野賽決賽（共 17 人取 8 名）。 ------------------------------------11:00 
-------------------------------------頒          獎------------------------------------ 

 國中女生組: 越野賽 
 高中女生組: 越野賽 

 國中男生組: 越野賽 
 高中男生組: 越野賽 

-------------------------------------午          休------------------------------------ 

下午 
選手檢錄--------------------------------------------------------------------13:00~13:15 

66. 高中男生組： 800m 下坡賽預賽（共 15 人取 15 名）。-------------------------13:30 

67. 國中男生組： 800m 下坡賽預賽（共 8 人取 8 名）。 

68. 高中女生組： 800m 下坡賽預賽（共 2 人取 2 名）。 

69. 國中女生組： 800m 下坡賽預賽（共 6 人取 6 名）。 

---------------------------------------------------------------------------------------- 
70. 高中男生組： 800m 下坡賽決賽（共 15 人取 8 名）。 

71. 國中男生組： 800m 下坡賽決賽（共 8 人取 8 名）。 

72. 高中女生組： 800m 下坡賽決賽（共 2 人取 2 名）。 

73. 國中女生組： 800m 下坡賽決賽（共 6 人取 6 名）。 

--------------------------------頒          獎--------------------------------- 
 高中男生組: 下坡賽 
 國中男生組: 下坡賽 
 高中女生組: 下坡賽 

 國中女生組: 越野賽 
 全國中等學校登山車錦標賽團體總錦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