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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成績項目採計參照表(111 年 4 月 26 日修正) 
序
號 科室 辦理 

期間 競賽名稱 對照全國性(國際
性)競賽項目 採計細項 

1 教育處 
學管科 

每年 
5 月 

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 如附表 1 

2 教育處 
學管科 

每年 1-2
月 

全縣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如附表 2 

3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9 月 

全縣語文競賽 全國語文競賽 如附表 3 

4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10月 全縣學生美術比賽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如附表 4 

5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11月 全縣學生舞蹈比賽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如附表 5 

6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11月 

全縣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

賽 

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全國師生鄉土歌
謠比賽 

如附表 6 

7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10-11 月 

雲林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
比賽 如附表 7 

8 教育處 
體健科 

每年 
3 月 

雲林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
動會、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如附表 8 

9 教育處 
體健科 

每年 
7 月 

全縣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
動會、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如附表 9 

10 教育處 
體健科 

每年 3-6
月 10-12

月 
春、秋季縣長盃競賽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
動會、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國中籃球聯
賽、國中排球聯賽、
國中足球聯賽 

如附表 10 

11 教育處 
體健科 

每年 9-10
月 

雲林縣環保知識競賽 全國環保知識競賽 如附表 11 

12 教育處 
學管科 每年 10月 雲林縣英語學藝競賽  如附表 12 

13 教育處 
學管科 每年 10月 

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學生海報比

賽 
 如附表 13 

14 教育處 
學管科 

每年 
4 月 

「雲林好品」思辯與實踐-奧瑞岡

辯論比賽 
 如附表 14 

15 
教育處 

縣網中心 
每年 
6 月 

雲林縣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  如附表 15 

16 
教育處 

國教輔導團 
每年 

12 月 

豐泰文教盃全國機器人年賽暨雲

林縣國中機器人創作大賽 
 如附表 16 

17 教育處 
社教科 

每年 

10-11 月 
雲林縣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 

 
如附表 17 

18 
教育處 

縣網中心 
每年 
1 月 

雲林縣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 
 

如附表 18 

【註】：1.各項目辦理時間依當年度實際公告之計畫內容為準。 

       2.採計競賽項目之細項以本縣公告臚列之項目為限。 

       3.各項比賽採計如有疑慮，請逕自接洽各業務科。 

       4.對於共同就學區及變更就學區相對應之縣級競賽，給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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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採計細項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數學 

生活與應用科學 

 

表 2 全縣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採計細項 機械職群 

動力機械職群 

電機與電子職群 

土木與建築職群 

化工職群 

商業管理職群 

設計職群 

農業職群 

食品職群 

家政職群 

餐旅職群 

水產職群 

海事職群 

藝術職群 

備註 各職群比賽組別不同年度會略作調整，只要是本縣技藝競賽之比賽項目皆可採

計。 

 

表 3 全縣語文競賽 

採計細項 國語演說 

國語朗讀 

國語字音字形 

閩南語演說、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閩南語朗讀 

閩南語字音字形 

客語演說、客語情境式演說 

客語朗讀 

客語字音字形 

寫字 

作文 

原住民族朗讀 

原住民情境式演說 

備註 全國語文競賽自 110 年度起將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納入正式競賽項目(取代原學

生組演說項目)，考量仍有過渡期，增加「閩南語情境式演說」、「客家語情境式

演說」及原住民族語情境式演說」、仍保留「閩南語演說」、「客語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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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縣學生美術比賽 

採計細項 繪畫類  

書法類 

平面設計類  

漫畫類 

水墨畫類   

版畫類 

西畫類 

 

表 5 全縣學生舞蹈比賽 

採計細項 個人組：(不分 A、B 組) 團體組：(分 A、B 組) 

民俗舞 民俗舞 

古典舞 古典舞 

現代舞 現代舞 

 

表 6 全縣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採計細項 個人組：(分 A、B 組) 團體組： 

1.鋼琴獨奏 

2.小提琴獨奏 

3.中提琴獨奏 

4.大提琴獨奏 

5.低音提琴獨奏 

6.中胡獨奏 

7.高胡獨奏 

8.二胡獨奏 

9.笙獨奏  

10.簫獨奏(含律笛)  

11.笛獨奏(含梆、曲笛)  

12.嗩吶獨奏 

13.直笛獨奏(含高中音直笛)  

14.長笛獨奏 

15.雙簧管獨奏 

16.單簧管獨奏 

17.低音管獨奏 

18.薩克斯風獨奏 

19.法國號獨奏 

20.小號獨奏 

21.長號獨奏 

22.低音號獨奏 

23.木琴(馬林巴) 獨奏 

24.口琴獨奏(限複音口琴) 

25.箏獨奏 

26.揚琴獨奏 

27.琵琶獨奏 

1.合唱 

2.管弦樂合奏  

3.管樂合奏 

4.行進管樂 

5.弦樂合奏 

6.室內樂合奏： 

(1)鋼琴三重奏(2)弦樂四重奏 

(3)鋼琴五重奏(4)木管五重奏 

(5)銅管五重奏(6)口琴四重奏 

7.國樂合奏 

8.絲竹室內樂 

9.直笛合奏 

10.口琴合奏 

11.打擊樂合奏 

12.師生鄉土歌謠(合唱)： 

(1)福佬語系 

(2)客家語系 

(3)原住民語系 

(4)東南亞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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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柳葉琴獨奏(不含月琴) 

29.阮咸獨奏 

30.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 

備註   

 

表 7 雲林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採計細項 一、現代偶戲類： 二、傳統偶戲類： 三、舞台劇類 

1.手套偶戲組 1.布袋戲組  

2.光影偶戲組 2.傀儡戲組  

3.綜合偶戲組 3.皮（紙）影戲組  

 

表 8 雲林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採計細項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

（4 公斤）、鐵餅（1 公斤）、標槍（600

公克）、五項運動。 

 

徑賽：100M、200M、400M、800M、

1500M、110M 跨欄（91.4 公分）、

400M 跨欄（76.2 公分）、2000M 障

礙、3000M、400M 接力、1600M 接

力、5000M 競走。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3.635

公斤）、鐵餅（1 公斤）、標槍（600 公克）、

五項運動。 

 

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

110M 跨欄（76.2 公分）、400M 跨欄（76.2

公分）、2000M 障礙、3000M、400M 接力、

1600M 接、5000M 競走。  

備註 以各年度辦理項目為準 

                    

表 9 全縣運動會 

採計細項 太極拳競賽項目： 

1.團隊套路組：男女混合 

1、十三式套路 

2、37 式太極拳套路 

2.個人競賽套路組： 

1、13 式太極拳套路 

2、24 式太極拳套路 

3、37 式太極拳套路 

4、42 式太極拳套路 

5、64 式太極拳套路 

6、38 式陳氏太極拳套路 

7、42 式太極劍套路 

8、99 式太極拳套路 

9、33 式太極刀 

10、易簡太極拳競賽套路 

11、傳統太極劍 

12、太極刀三十二式 

羽球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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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隊賽： 

1、男子組 

2、女子組 

 

(二)個人賽： 

1、男子單打 

2、男子雙打 

3、女子單打 

4、女子雙打 

5、混合雙打 

柔道競賽組別： 

男子組 

男子組依體重分七級：  

第一級：60 公斤以下。  

第二級：60.1～66 公斤。 

第三級：66.1～73 公斤。 

第四級：73.1～81 公斤。 

第五級：81.1～90 公斤。 

第六級：90.1～100 公斤。 

第七級：100.1 公斤以上。 

女子組 

女子組依體重分七級： 

第一級：48 公斤以下。 

第二級：48.1～52 公斤。 

第三級：52.1～57 公斤。 

第四級：57.1～63 公斤。 

第五級：63.1～70 公斤。 

第六級：70.1～78 公斤。 

第七級：78.1 公斤以上。 

 軟網比賽組別： 

(一)男子組團隊賽 

(二)女子組團隊賽。          

(三)男子組雙打個人賽。 

(四)女子組雙打個人賽。         

(五)男子組單打個人賽。 

(六)女子組單打個人賽。         

(七)男女組混合雙打賽。           

慢速壘球 

槌球：1.男子組   2.女子組 

五人制足球賽：1.男子組   2.女子組 

籃球：1.男子組   2.女子組 

木球比賽組別： 

(一)社會男子組桿數團體賽 

(二)社會女子組桿數團體賽 

(三)社會男子球道團體賽 

(四)社會女子球道團體賽 

(五)社會男子組桿數個人賽 

(六)社會女子組桿數個人賽 

(七)男子雙打 

(八)女子雙打 

(九)男女混合雙打 

棒球比賽 

射擊競賽組別： 

(一)十公尺空氣手槍 

1.社會男子團體組 

2.社會男子個人組 

3.社會女子團體組 

4.社會女子個人組 

(二)十公尺空氣步槍 

1.社會男子團體組 

2.社會男子個人組 

3.社會女子團體組 

4.社會女子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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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混雙團體組 5.混雙團體組 

(三)飛靶定向 

1.社會男子團體組 

2.社會男子個人組 

3.社會女子團體組 

4.社會女子個人組 

(四)飛靶不定向 

1.社會男子團體組 

2.社會男子個人組 

3.社會女子團體組 

4.社會女子個人組 

跆拳道競賽項目： 

(一)品勢項目 

1.個人品勢：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 

2.雙人品勢：男女混合組 

3.團體品勢：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 

4.指定品勢：太極 6~8 章、高麗、金剛、太白、平原、十進 

(二)對打項目 

社會男子組 

54 公斤級：54 公斤以下（含 54.0 公斤）  

58 公斤級：54.1 公斤至 58.0 公斤  

63 公斤級：58.1 公斤至 63.0 公斤  

68 公斤級：63.1 公斤至 68.0 公斤  

74 公斤級：68.1 公斤至 74.0 公斤  

80 公斤級：74.1 公斤至 80.0 公斤  

87 公斤級：80.1 公斤至 87.0 公斤  

87 公斤以上：87.1 公斤以上 

社會女子組 

46 公斤級：46 公斤以下（含 46.0 公斤）  

49 公斤級：46.1 公斤至 49.0 公斤  

53 公斤級：49.1 公斤至 53.0 公斤  

57 公斤級：53.1 公斤至 57.0 公斤  

62 公斤級：57.1 公斤至 62.0 公斤  

67 公斤級：62.1 公斤至 67.0 公斤  

73 公斤級：67.1 公斤至 73.0 公斤  

73 公斤以上：73.1 公斤以上 

高爾夫 

自由車比賽 

電子競技 

街舞 

滑輪溜冰 

健力 

(一)男子組 

59 公斤以下級 

66 公斤以下級 

74 公斤以下級 

83 公斤以下級 

93 公斤以下級 

105 公斤以下級 

120 公斤以下級 

120+公斤以上級 

(二)女子組 

47 公斤以下級 

52 公斤以下級 

57 公斤以下級 

63 公斤以下級 

69 公斤以下級 

76 公斤以下級 

84 公斤以下級 

84+以上級 

角力 

武術 

撞球 

田徑競賽組別及項目： 

社會男子組： 社會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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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高、撐竿跳高、跳遠、三級跳遠、鉛

球(16 磅)、鐵餅(2 公斤)、標槍(800 公

克)、鏈球(16 磅)、十項運動、100M、

200M、400M、800M、1500M、5000M、

10000M、110M 跨欄、400M 跨欄、3000M

障礙、400M 接力、1600M 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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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項運動、100M、200M、

400M、800M、1500M、5000M、10000M、

100M 跨欄、400M 跨欄、3000M 障礙、

400M 接力、1600M 接力。 

風箏競賽項目： 

(一)平面小型(主體長度在一公尺以下者)。 

(二)平面大型(主體長度在一公尺者)。 

(三)立體型(具體積者，體積部份不明確不予評分)。 

(四)多節小型(含頭尾在六節以上，三十節以下者)。 

(五)多節大型(三十一節以上者)。 

桌球比賽項目： 

(一)男子組團體賽 

(二)女子組團體賽 

(三)男子組單打賽 

(四)女子組單打賽 

(五)男子組雙打賽 

(六)女子組雙打賽 

(七)男女混合雙打賽   

 游泳比賽項目： 

(一)自由式【男、女組】：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 

(二)自由式：女生 800 公尺、男生 1500 公尺  

(三)蛙式【男、女組】：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四)仰式【男、女組】：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五)蝶式【男、女組】：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 

(六)混合式【男、女組】：200 公尺 

(七)接力【男、女組】：自由式接力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 4*100 公尺 

排球 1.男子組   2.女子組 

滾球比賽項目： 

(一)團體賽 

1.男子團體雙人組 

2.男子團體三人組 

3.女子團體雙人組 

4.女子團體三人組 

(二)個人射擊賽 

1.男子個人射擊 

2.女子個人射擊 

備註 以各年度辦理項目為準 

 

表 10 春、秋季縣長盃競賽 

採計細項 一、田徑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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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運動。 

 

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

田賽：跳高、撐竿跳高、跳遠、鉛球（3

公斤）、鐵餅（1公斤）、標槍（500公克）、

鏈球（3公斤）、五項運動。 

 

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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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M障礙、3000M、110M跨欄（91.4公

分）、400M跨欄（83.8公分）、4×100M接

力、4×400M接力、5000M競走。  

2000M障礙、3000M、100M跨欄（76.2公

分）、 400M跨欄（76.2公分）、4×100M接力、

4×400M接力、5000M競走。  

二、游泳 

（一）國中男子組 

50公尺自由式、100公尺自由式、200公

尺自由式、400公尺自由式 

50公尺蛙式、100公尺蛙式、200公尺蛙

式 

50公尺仰式、100公尺仰式 

50公尺蝶式、100公尺蝶式 

個人200公尺四式混合、200公尺自由式

接力(4×50m)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4×

50m) 

（二）國中女子組 

50公尺自由式、100公尺自由式、200公尺

自由式、400公尺自由式 

50公尺蛙式、100公尺蛙式、200公尺蛙式 

50公尺仰式、100公尺仰式 

50公尺蝶式、100公尺蝶式 

個人200公尺四式混合、200公尺自由式接

力(4×50m)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4×50m) 

三、棒球： 

（一）國中硬式組         

（二）國中軟式組 

四、足球 

（一）國中男子組         

（二）國中女子組 

五、籃球 

（一）國中男子組 

（二）國中女子組 

六、巧固球 
（一）國中男生組（雙網）七人制 

（二）國中女生組（雙網）七人制 
七、軟式網球 
（一）國中男生組雙打個人賽。      

（二）國中男生組單打個人賽。 

（三）國中女生組雙打個人賽。      

（四）國中女生組單打個人賽。 

（五）國中組團體賽(不分男女組)。 
八、排球： 
（一）國中男子組 

（二）國中女子組 
九、運動舞蹈 

組別 摩登舞 拉丁舞 備註 

標準五項組 
（W）、（T）、（F）、（Q）、

（WV） 

（S）、（C）、（R）、

（J）、（P） 

 

業餘A組 
華爾滋（W）、探戈（T）、 

快四步（Q） 

恰恰（C）、倫巴（R）、

捷舞（J） 
 

業餘B組 華爾滋（W）、探戈（T） 恰恰（C）、倫巴（R）  

壯年A組 
華爾滋（W）、探戈（T）、 

狐步（F） 
 50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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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B組 華爾滋（W）、探戈（T）  50歲以上 

新人組 華爾滋（W）、探戈（T） 恰恰（C）、倫巴（R）  

準新人組 華爾滋（W）、探戈（T） 恰恰（C）、倫巴（R）  

單項組 華爾滋（W）探戈（T） 恰恰（C） 以單項記分 

單項組 狐步（F）快四步（Q） 倫巴（R） 以單項記分 

單項組 快三步（VW） 捷舞（J） 以單項記分 
 

十、拔河 

(一)室內組： 

  組  別      級  別           備  註    

國中組 
男生組 

女生組 

8 人總重量 480 公斤(含)以下。 

8 人總重量 440 公斤(含)以下。 

分校隊組、班隊組二組比

賽 

(二)室外組： 

  組  別      級  別           備  註    

國中組 
男生組 

女生組 

8 人總重量 480 公斤(含)以下。 

8 人總重量 440 公斤(含)以下。 

分校隊組、班隊組二組比

賽 
 

十一、木球 

(一)團隊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二）個人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十二、柔道 

（一）團隊組：  

    1.國中男生組（限體重） 

    2.國中女生組（限體重） 

（二）個人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十三、射擊 

（一）十公尺空氣手槍 

1.團體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3)國中手槍團體組(混雙) 

2.個人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二）十公尺空氣步槍   

1.團體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3)國中步槍團體組(混雙) 

2.個人組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十四、國武術 

（一）武術項目： 

(1)長拳 

(2)南拳 

(3)太極拳 

(4)刀術 

(5)槍術 

(6)劍術 

（二）國術項目： 

(1)指定拳術套路：少林連環拳 

(2)指定拳術套路：金羅漢少林連環拳 

(3)指定拳術套路：羅漢化技 

(4)北拳 

(5)南拳 

(6)內家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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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棍術 

(8)南棍 

(9)南刀 

(10)太極劍 

(7)棍術 

(8)長兵器 

(9)短兵器 

(10)雙兵器類 

(11)奇門兵器 

(12)對練項目：2 人  

(13)拳術團練：4 人 

十五、民俗體育 

(一)踢鍵：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1.個人計分賽 

     2.個人對抗賽 

     3.雙人對抗賽 

     4.團隊計分賽 

(二)跳繩：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1.個人賽(花式、限時計次) 

     2.雙人賽(花式) 

     3.團隊賽(花式、限時計次) 

(三)扯鈴：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1.個人賽 

     2.雙人賽 

     3.團隊賽 

 

(四)放風箏：國中組 

1. 主題風箏組 

（1）平面小型 

（2）平面大型 

（3）立體型 

（4）多節小型 

（5）多節大型 

2. 現場製作組 

（1）平面小型 

（2）平面大型 

 (五)獨輪車：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1.花式項目 

(1)個人花式 

(2)雙人花式 

(3)團體花式 

2. 競速項目 

(1)個人前進 100公尺 

(2)個人前進 400公尺 
(3)前進 400公尺（4×100）接力 

(4)個人單腳前進競速 50公尺 

(5)個人撥輪前進競速 30公尺 

(六)龍獅運動：採男女混合比賽，國中組 

1.舞  龍：自選套路（單龍-九節龍） 

2.南  獅：自選套路（單獅、雙獅） 

3.臺灣獅：自選套路（單獅、雙獅） 

4.開口獅：自選套路（單獅、雙獅） 

5.龍鳳獅：自選套路（多獅、雙獅） 

 

十六、太極拳 

（一）個人套路組：國中男生組、國中

女生組 

1.  13式太極拳套路  

2.  24式太極拳套路 

3.  37式太極拳套路 

4.  64式太極拳套路 

5.  64式太極拳套路 

6.  熊氏33式太極刀套路 

7.  99式太極拳套路 

8.  陳氏38式太極拳套路 

（二）團體套路組： 

1.  13式太極拳套路  

2.  24式太極拳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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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易簡太極拳競賽套路 

10.  42式太極拳套路 

11.  42式太極劍套路 

12.  傳統太極劍 

13.  太極刀三十二式 

十七、滑輪溜冰：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一）200公尺計時賽         (註：由「個人300公尺計時賽」更改) 

（二）500+D公尺爭先賽 

（三）1000公尺爭先賽        (註：由「1000公尺開放賽更改) 

（四）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五）10000公尺淘汰賽 

（六）團體3000公尺接力賽:以校為單位，四位選手須同校(備用最多2名) 

十八、羽球 

（一）團體賽：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二）個人賽： 

    1.國中男生單打  

    2.國中男生雙打 

    3.國中女生單打  

    4.國中女生雙打 

 

 
十九、跆拳道 

(一)對練項目：採【單淘汰制】進行比賽；國中男女。黑帶組：國中男女。 

色帶組：國中男女、（八至二級）。     黑帶組：國中男女、（一級以上）。 

國男組 

45公斤級：45公斤以下（含45.00公斤）  

48公斤級：45.01公斤至48.00公斤  

51公斤級：48.01公斤至51.00公斤  

55公斤級：51.01公斤至55.00公斤  

59公斤級：55.01公斤至59.00公斤  

63公斤級：59.01公斤至63.00公斤  

68公斤級：63.01公斤至68.00公斤  

73 公斤級：68.01 公斤至 73.00 公斤 

78 公斤級：73.01 公斤至 78.00 公斤 

78 公斤以上：78.01 公斤以上 
 

國女組  

42公斤級：42公斤以下（含42.00公斤）  

44公斤級：42.01公斤至44.00公斤  

46公斤級：44.01公斤至46.00公斤  

49公斤級：46.01公斤至49.00公斤  

52公斤級：49.01公斤至52.00公斤  

55公斤級：52.01公斤至55.00公斤  

59公斤級：55.01公斤至59.00公斤  

63 公斤級：59.01 公斤至 63.00 公斤 

68 公斤級：63.01 公斤至 68.00 公斤 

68 公斤以上：68.01 公斤以上 
 

(二)個人型(品勢）：採【積分二輪賽制】進行比賽，每單位每組參賽人數不限。 

1.  8 級組指定型：太極一場  

2.  7 級組指定型：太極一、二場 

3.  6 級組指定型：太極二、三場 

4.  5 級組指定型：太極三、四場 

5.  4 級組指定型：太極四、五場  

6.  3 級組指定型：太極五、六場 

7.  2 級組指定型：太極六、七場 

8.  1 級組指定型：太極七、八場 

9.  壹段組指定型：太極八場、高麗型 

10. 貳段組指定型：高麗型、金鋼型 

11. 叁段組指定型：金鋼型、太白型 

(三)團體型：國中色帶、黑帶二、三人組，【色帶組指定型太極三、四場，黑帶指定

太極八場及高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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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手球 

（一）國中男子組 

（二）國中女子組 

廿一、桌球 

（一）團體賽： 

    1.國中男生組   

    2.國中女生組 

（二）個人單打賽： 

    1.國中男生單打  

    2.國中女生單打 

（三）個人雙打賽： 

    1.國中男生雙打  

    2.國中女生雙打 

 

廿二、滾球： 

（一）國中女子組個人賽。 

（二）國中女子組雙人賽。 

（三）國中女子組三人賽。  

（四）國中男子組個人賽。 

（五）國中男子組雙人賽。 

（六）國中男子組三人賽。 

廿三、角力： 
（一）自由式：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 

（二）男子希羅式：國中男生組 

組別 

級數 

國中男子組 

(自由式、希羅式) 

國中女子組 

(自由式) 

1 
41ｋｇ以上 

45ｋｇ以下 

36ｋｇ以上 

40ｋｇ以下 

2 48ｋｇ以下 43ｋｇ以下 

3 51ｋｇ以下 46ｋｇ以下 

4 55ｋｇ以下 49ｋｇ以下 

5 60ｋｇ以下 53ｋｇ以下 

6 65ｋｇ以下 57ｋｇ以下 

7 71ｋｇ以下 61ｋｇ以下 

8 80ｋｇ以下 65ｋｇ以下 

9 92ｋｇ以下 69ｋｇ以下 

10 110ｋｇ以下 73ｋｇ以下 
 

 

 
廿四、慢速壘球：社會組 

廿五、保齡球︰社會組個人賽 

廿六、高爾夫球︰團體組、個人組、3洞比桿賽 

廿七、空手道︰ 

項目 組別 資格 限報人數隊 比賽內容 

團體型 1 國中男女混合組 不限制 各單位限報兩隊 不限制 

團體對打 2 國中男女混合甲組 三級以上 各單位限報兩隊 自由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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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型 

3 國中男甲組 三級以上 不限制 自由型 

4 國中女甲組 三級以上 不限制 自由型 

5 國中男女混合組 四級以下 不限制 基本型 

個人對打 6 國中男甲組  三級以上 不限制 

 

自由對打 

7 
第一量級：體重 55.00公斤以下(含

55.00 公斤) 

8 
第二量級：體重 55.01公斤

~60.00公斤 

9 
第三量級：體重 60.01公斤

~65.00公斤 

10 
第四量級：體重 65.01公斤

~70.00公斤 

11 
第五量級：體重 70.01公斤

~75.00公斤 

12 第六量級：體重 75.01 公斤以上 

13 國中男乙組 四級以下 不限制 一本組手 

14 國中女甲組 三級以上 不限制 

 

自由對打 

15 
第一量級：體重 48.00公斤以下(含

48.00 公斤) 

16 
第二量級：體重 48.01公斤

~53.00公斤 

17 
第三量級：體重 53.01公斤

~60.00公斤 

18 第四量級：體重 60.01 公斤以上 

19 國中女乙組 四級以下 不限制 一本組手 

備註 若該報名組別人數不達兩隊時可由承辦單位自行併組或取消該組別 
 

 廿八、拳擊︰ 

有氧拳擊比賽組別: 

(1)國中一年級男生組 

(2)國中一年級女生組 

(3)國中二年級男生組 

(4)國中二年級女生組 

(5)國中三年級男生組 

(6)國中三年級女生組 

拳擊比賽組別: 

(1)國中男子組 

(2)國中女子組 

對打比賽組別: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廿九、漆彈︰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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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沙灘角力 
國男組 ： 

            1.第一級：42 公斤以下     6.第六級：63 公斤以下  

            2.第二級：46 公斤以下     7.第七級：69 公斤以下  

            3.第三級：50 公斤以下     8.第八級：76 公斤以下  

            4.第四級：54 公斤以下     9.第九級：85 公斤以下  

            5.第五級：58 公斤以下     10.第十級：85公斤以上 100 公斤以下  

國女組 ： 

            1.第一級：38 公斤以下     6.第六級：52 公斤以下  

            2.第二級：40 公斤以下     7.第七級：56 公斤以下  

            3.第三級：43 公斤以下     8.第八級：60 公斤以下  

            4.第四級：46 公斤以下     9.第九級：65 公斤以下  

            5.第五級：49 公斤以下     10.第十級：65 公斤以上 70 公斤以下  

 三十一、自由車︰ 

(一)國中男子組 

1.個人 1 公里計時賽 

2.公路賽 

(二)國中女子組 

1.個人 1 公里計時賽 

2.公路賽 

三十二、槌球︰國中組 

 (一)國中男子組雙人賽 

(二)國中男子組三人賽 

(三)國中女子組雙人賽 

(四)國中女子組三人賽 

(五)國中團體組(不分男女混合組隊) 

 三十三、撞球：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 

 三十四、健力 

 (一)國中男子組 

53公斤以下級 

59公斤以下級 

66公斤以下級 

74公斤以下級 

83公斤以下級 

93公斤以下級 

105公斤以下級 

120公斤以下級 

120+公斤以上級 

(二)國中女子組 

43公斤以下級 

47公斤以下級 

52公斤以下級 

57公斤以下級 

63公斤以下級 

69公斤以下級 

76公斤以下級 

84公斤以下級 

84+以上級 

 三十五、摔角 

 (一)國中男子組 

1.第一級：44公斤以下 

2.第二級：48公斤以下 

3.第三級：52公斤以下 

4.第四級：56公斤以下 

5.第五級：60公斤以下 

6.第六級：65公斤以下 

7.第七級：70公斤以下 

8.第八級：75公斤以下 

(二)國中女子組 

1.第一級：40公斤以下 

2.第二級：44公斤以下 

3.第三級：48公斤以下 

4.第四級：52公斤以下 

5.第五級：56公斤以下 

6.第六級：62公斤以下 

7.第七級：66公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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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柔術：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 

備註 以各年度辦理項目為準 

 

表 11 雲林縣環保知識競賽 

 

表 12 雲林縣英語學藝競賽 

採計細項 讀者劇場 

英語歌唱 

英語說故事 

英語單字王 

以各年度辦理項目為準 

 

表 13 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學生海報比賽 

 

表 14 「雲林好品」思辯與實踐-奧瑞岡辯論比賽 

 

表 15 雲林縣 SCRATCH 程式設計競賽 

 

表 16 豐泰文教盃全國機器人年賽暨雲林縣國中機器人創作大賽 

 

表 17 雲林縣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 

 
表 18 雲林縣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111 學年度起辦理之競賽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