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108 年 9 月 27 日真東南字第 1080051 號 

地  址：95052 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電  話：(089)345642   傳 真：(089)343549 
辦事員：蔡瑞蓮    E-mail: southeast@tjc.org.tw 

受  文  者：東南區全體教會 

副本收受者：臺灣總會、區負責人、傳道者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本區辦理「108 年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敬請全體宗教教育學員 
        踴躍報名參加。 

說  明： 

壹、依據 108 年東南區教牧組宗教教育類工作計畫辦理。 

貳、舉辦日期：108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8 時開幕至下午 4 時閉幕）。 

參、舉辦地點：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臺東市更生路 474 巷 45 號）。 

肆、參加對象：東南區全體宗教教育學員。 

伍、本次活動競賽以年級為區分，不以教會或小區為單位；各項活動會依照 

    學生實際報名狀況，再作組別區分及人數安排之調整。  

陸、當日交通及中餐由各教會自理，賽程表、場地示意圖及注意事項，請參 

    閱（附件一）。 

     柒、函附工作人員名冊（附件二），當日上午 7：00 前至現場完成準備工作。 

     捌、函附參賽報名表（附件三），10/20 報名截止，為使前置作業辦理完善， 

         逾期將不受理，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賴賢忠 

簽
閱 

教務負責人 總務負責人 財務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年  月  日 

 承辦者： 字第   號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賽程賽程賽程賽程表表表表            108.11.24108.11.24108.11.24108.11.24            新生國小新生國小新生國小新生國小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 07：45~08：00 各教會集合、準備 07:45 整隊前往操場 

2 08：00~08：20 整齊進場 司儀介紹各小區 

3 08：20~08：50 開幕式 “健康操” 

4 09：00~09：15 幼稚班：混齡 60 公尺決賽 ●●●●趣味競賽趣味競賽趣味競賽趣味競賽：：：： 

大家一起動一動大家一起動一動大家一起動一動大家一起動一動 

〈全體會眾皆能參與〉    5 09：15~09：35 
幼年班：分一、二、三年級 100 公尺決賽 

少年班：分四、五、六年級 100 公尺決賽 

6 09：40~09：55 
青教組 100 公尺決賽 

※初級班：分國一、國二、國三年級 ※中級班：分高一、高二、高三 

7 10：00~10：10 
全體會眾皆能參加 100 公尺決賽 

〈全體會眾皆能參與〉 

●●●●兒教組兒教組兒教組兒教組：：：： 

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 

8 10：10~10：25 幼稚班混齡幼稚班混齡幼稚班混齡幼稚班混齡 8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 

9 10：35~10：50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組男女混合組男女混合組男女混合組 

10 10：50~11：05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11 11：10~11：30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班班班班 8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12 11：30~11：40 
全體會眾皆能參加 2000 公尺大隊接力： 

〈長執、傳道、負責人、會眾、家長、大專生〉※男女混合 

13 11：40~11：55 ●●●●幼年幼年幼年幼年、、、、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少年班趣味競賽少年班趣味競賽少年班趣味競賽少年班趣味競賽 

14 12：00~13：20                  中午用餐、休息 

15 13：20~13：45 ●●●●青教組青教組青教組青教組：：：：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 

16 13：30~13：45 ●●●●兒教組兒教組兒教組兒教組：：：：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親子趣味競賽 

17 13：45~14：00 ●●●●全體趣味競賽全體趣味競賽全體趣味競賽全體趣味競賽：：：：大家一起來動一動大家一起來動一動大家一起來動一動大家一起來動一動!!〈全體會眾皆能參與〉 

18 14：10~14：20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19 14：20~14：30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20 14：30~14：40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2000 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男女混合 

21 15：00 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 

22 15：30 環境打掃環境打掃環境打掃環境打掃〈〈〈〈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 

23 16：00~16：30 檢討會檢討會檢討會檢討會〈〈〈〈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全體工作人員〉〉〉〉 

                                                



                                            108 年真耶穌教會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 

 活動場地示意圖 
 

    

    

    

    

    

    

    

    

    

    

    

    

    

    

    

    

    

    

    

    

圖示 

 

▲位置圖會依照實際學生報名數狀況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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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大會注意事項  
一、車輛停放時，請遵守交通小組之指揮與管制。 

二、全體信徒及參加人員請共同維護田徑（跑道）場地，不得穿著釘鞋、不得毀損各項設施。 

三、如廁時請保持清潔衛生，保持良好習慣與形像。 

四、趣味競賽場地請保持完好。 

五、患有慢性疾病者，請務必攜帶個人藥品。 

六、請各小區依配置之休息區就座，不得影響各項競賽活動，並共同維護場地環境。 

七、田徑比賽及趣味競賽，參加選手人員，請服從裁判之判決，不得有爭吵或任何異議。 

八、場內秩序請共同維護，並配合糾察人員之指揮及管制。 

九、為配合垃圾集中管理，請各教會依垃圾類別分類，盡資源回收之責。 

十、車輛停放或活動結束離開場地時，請注意車輛及人員安全，不得有爭先恐後之情形。 

十一、本次活動均以親子教育、聯誼比賽之性質辦理，大家應當以和諧、和睦之心參與各項比賽， 

      以勝不驕、敗不餒之風度，表現主內一家之精神。 

 

參賽學員須知 
一、學員應遵守大會競賽規程、比賽規則及比賽辦法；不作無謂爭執或抗議，一切榮神益人 

為依歸。 

二、各項競賽以秩序冊明確規定為進行準則，大會有權臨時改提前、延後或取消，以廣播員口 

頭報告為準；應隨時注意廣播員廣播內容及項目。 

三、各項開賽前五分鐘由廣播員作「項目及學員預備性」之報告，同時學員開始至檢錄組受理點名。 

四、檢綠組點名三次仍未到點或逾時之學員，以失去參賽資格或棄權論，不得異議。 

五、徑賽或趣味競賽項目之道次由檢錄組代為抽籤，以秩序冊編排為主，否則臨時公開抽籤。 

六、參賽學員點名後，應靜候檢錄人員率領入場，不得零亂或臨時外出。 

七、凡進場完成比賽之學員需立即退出場，不得逗留場內；非與賽人員（含各單位負責人及教員）

一律嚴禁入場。 

八、服裝需適時適場合得體整齊；禁穿卡其褲、牛仔褲及暴露不雅之衣裝，否則各裁判有權禁 

止入場或參加任何競賽。 

九、參賽學員於任何競賽中一律禁止穿顆粒棒球鞋或金屬釘鞋，以免破壞場地及發生意外事故。 

十、參賽學員應主動維持場地設施之清潔工作；言行舉止不得任意破壞或損毀教會名聲。 

十一、服從裁判一切判決及指揮；徑賽場地注意工作人員及兒童安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工作人員名單及職掌    

※※※※請以下大會工作人員請以下大會工作人員請以下大會工作人員請以下大會工作人員務必於運動會當日上午務必於運動會當日上午務必於運動會當日上午務必於運動會當日上午 7:007:007:007:00 前至會場完成準備工作前至會場完成準備工作前至會場完成準備工作前至會場完成準備工作。。。。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工作職掌工作職掌工作職掌工作職掌    

1    陳詩薇 

 〈召集人〉 

(1)確認工作人員名單及製作名牌(2)每次開會的會議資料彙整、存查 

(3)綜理及督辦活動相關事宜 

一一一一、、、、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    

2 廖嘉牧〈組長〉 (1)司令臺暨學生休息區搭設帳棚洽商等事宜。(2)司令臺紅布條全銜

『108 年真耶穌教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3)學校租借接洽 

3 田文明 場地器材： 

(1)大會表演節目之定位標示(2)司令臺、觀眾席之桌椅擺設、頒獎臺 

(3)標示牌〈停車方向、各班進場牌子〉(4)競賽活動器材之準備。〈比

賽各隊分組之色牌或是各式顏色布條〉 

4 余政雄 

5 鍾岳宏 

6 李志源 

二二二二、、、、趣味競賽獎品組趣味競賽獎品組趣味競賽獎品組趣味競賽獎品組    

7 林淑蓉 

〈組長〉 

(1)趣味競賽、跑步競賽獎品採購、分配、包裝。 

(2)規劃各項獎品發放的內容 

(3)採購工作人員罐泉水 

(4)負責發放趣味競賽獎品禮品 

(5)確實每位學生都有收到禮品 

※11/24 活動前後，協助總務組各項前置工作、善後。 

※前置作業，請廖惠旻姊妹協物採購，11/24 在協助接待組。 

※戴永安協助採購 

8 顏惠萍 

9 黃莉玲〈月美〉 

10 陳慈芝 

11 廖惠旻 

12 戴永安 

三三三三、、、、跑步競賽獎牌組跑步競賽獎牌組跑步競賽獎牌組跑步競賽獎牌組    

13 孔智杰〈組長〉 (1)獎牌接洽與製作 

(2)負責發放跑步競賽獎牌 

(3)確實每位學生都有收到獎牌、禮品 

*11/24 活動前後協助事務組搬運器材、運動會所需物品、佈置善後 

14 江竹花櫻 

15 陳永貞 

16 陳以琳 

17 藍心怡 

四四四四、、、、典禮組典禮組典禮組典禮組：：：：    

18 曾翊羚〈組長〉 (1)繪製及張貼流程表、開閉幕典禮程序流程及規劃。 

(2)開、閉幕典禮司儀(3)音樂準備 19 黃育芳 

20 胡信忠 (1)各項活動之進行、成績報告及宣布頒獎項目。 

21 吳恩喜 

22 蔣富安 (1) 音響器材、麥克風及各項活動所需錄音帶準備。 

(2) 負責 11/24 音響器材及各項活動所需 

五五五五、、、、活動計畫組活動計畫組活動計畫組活動計畫組    

23 羅智明〈組長〉 (1)擬定活動工作計畫。(2)規劃及執行活動相關事宜。 

(3)督導活動執行進度。(4)各項工作聯繫與協調安排。 

(5)大會會旗、健康操 

*11/24 活動前後協助事務組搬運器材、運動會所需物品、佈置善後 

24 潘弘智 

25 張世華 

26 李偉明 

27 黃秋怡 

六六六六、、、、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跑步競賽組跑步競賽組跑步競賽組跑步競賽組    

25 張世華〈組長〉 (1)確實清點參與人數 

(2)執行當天各項跑步競賽活動 

(3)每組 2 人協同工作人員 

*11/24 活動前後，請協助事務組搬運器材佈置及運動會所需物品協助 

 

24 潘弘智 

3 田文明 

26 李偉明 

28 戴永明 

29 林志祥 

30 曾振華 



31 劉美珍 

32 陳琴嘉 

33 林捷民 

七七七七、、、、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趣味競賽組趣味競賽組趣味競賽組趣味競賽組    

27 黃秋怡〈組長〉  

 

(1)確實清點參與人數 

(2)執行當天各項跑步競賽活活動 

(3)每組 2 人協同工作人員 

*11/24 活動前後，協助總務組各項前置工作及佈置 

 

 

 

4 余政雄 

5 鍾岳宏 

34 吳秋仔 

35 林照雄 

36 陳昱嘉 

37 許豪傑 

38 翁庭皓 

39 詹培儀 

八八八八、、、、檢錄組檢錄組檢錄組檢錄組    

40 劉嘉恩〈組長〉 檢錄員的主要職責有： 

(1)設置檢錄組位置(2)檢査參賽學生是否相符 

(3)在賽前指定時間將學生召集至檢錄處。 

(4)及時向學生、裁判員通報距比賽開始的時間。 

在賽前 5 分鐘，應每隔一分鐘通報一次時間 

41 蔡美香 

42 陳惠美 

43 林琴薇 

44 高至真 

45 蔡書敏 

九九九九、、、、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12 戴永安〈組長〉 (1)場地佈置及維護。(2)協助各項總務組人員所需物品及事宜。 

5 鍾岳宏 交 

通 

小 

組 

(1)車位規劃及畫線 

(2)車輛管制、引導停車、交通維護 

※11/24 支援 7：30~8：00  

4 余政雄 

3 田文明 

25 張世華 

十十十十、、、、環境組環境組環境組環境組    

26 陳惠美 

〈組長〉 

(1)全體師生共同維護及打掃〈準備大型垃圾袋〉 

(2)場地規劃整潔打掃、維謢 

(3)會後場地整理及恢復原狀。 27 蔡美嬌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接待接待接待接待〉〉〉〉組組組組    

1 陳詩薇 

〈組長〉 

(1)引導長執傳道、貴賓入座 (2)協助各組工作人員所需(3)統整所有

費用管理紀錄與核銷 

11 廖惠旻 (1)製作工作人員名牌   

(2)負責 11/24 訂購並發放工作人員及大會餐點。 

46 郭以樂 (1)負責所有費用管理紀錄與核銷 (2)支援各組人員(3)引導長執傳

道、貴賓入座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醫護組醫護組醫護組醫護組    

47 張凱偉〈組長〉 (1)醫護站場地布置(2)緊急傷病處理與照護 (3)醫藥箱的準備

(4)11/24 早上 7：10~9：00 當天先協助接待組 48 賴婕恩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攝影組攝影組攝影組攝影組    

49 林宜哲 

〈組長〉 

活動照拍攝 

*11/24 早上 7：10~8：00 當天先協助場地佈置 

 50 黃胤旻 

51 陳聖韻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為工作人員之號碼為工作人員之號碼為工作人員之號碼為工作人員之號碼，，，，以利整合工作人員數以利整合工作人員數以利整合工作人員數以利整合工作人員數。。。。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真耶穌教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真耶穌教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真耶穌教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真耶穌教會東南區宗教教育聯合運動會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填報教會或小區：               填表人：              連絡電話:                    
 

序序序序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年年年年級級級級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賽賽賽賽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可可可可按班級按班級按班級按班級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多項多項多項多項參賽參賽參賽參賽，，，，不限人數不限人數不限人數不限人數〉〉〉〉    

範範範範    

例例例例    
約拿單約拿單約拿單約拿單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    

((((男男男男))))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111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2222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3333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4444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5555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6666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7777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序序序序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年年年年級級級級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請勾選參賽賽賽賽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可可可可按班級按班級按班級按班級勾選勾選勾選勾選多項多項多項多項參賽參賽參賽參賽，，，，不限人數不限人數不限人數不限人數〉〉〉〉    

8888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9999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0101010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1111111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2121212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3131313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4141414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15151515    

        □□□□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幼稚班 60M  

□□□□幼稚幼稚幼稚幼稚班班班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100M  

□□□□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幼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100M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少年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100M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100M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8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中中中中級級級級班班班班 2000M 

  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大隊接力 

※※※※各項活動會依照學生實際報名狀況各項活動會依照學生實際報名狀況各項活動會依照學生實際報名狀況各項活動會依照學生實際報名狀況，，，，再作組別區分及人數安排之調整再作組別區分及人數安排之調整再作組別區分及人數安排之調整再作組別區分及人數安排之調整。。。。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若若若若不不不不敷使用敷使用敷使用敷使用請自行影印請自行影印請自行影印請自行影印，，，，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截止截止截止截止，，，，不受理逾期及不受理逾期及不受理逾期及不受理逾期及現場報名現場報名現場報名現場報名。。。。 

※※※※辦事處傳真號碼辦事處傳真號碼辦事處傳真號碼辦事處傳真號碼 343549343549343549343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