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104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媒體志工召募辦法 

 
你/妳曾看過電影「飢餓遊戲(Hunger Game)」中凱妮絲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敏

捷身手，或是電影「魔戒」裡帥氣精靈、韓劇「奇皇后」的百發百中弓箭手氣勢

嗎? 
 
 
 
 
 
 
 
 
 
 
 
 
 
 
 
現在，不只有機會現場親眼目睹，還可以用影像捕捉弓箭手的英姿，或以文

字紀錄下激勵人心的難忘時刻。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將於本（104）年 3 月 18 日-3 月 26 日假淡水射箭場（新

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與崁頂二路交叉口）舉辦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全國國

中、小、高中、大專院校以及各路好手將齊聚一堂，爭取獎牌的榮譽；如果你/
妳是新聞、大眾傳播、攝影等相關科系的學生，對運動新聞採訪有興趣，想要學

以致用為選手們紀錄下珍貴時刻，青年盃射箭賽正是最佳機會。 
目前全台的射箭人口達數千人，包括全國各縣市射箭團體、學校射箭隊及個

人會員，其中有 172 所各級學校成立射箭隊，更是選手發展穩定的主力。目前我

國射箭選手的實力水準，在亞洲與世界皆佔有一席之地，其中 2004 年雅典奧運

會獲得男子團體銀牌及女子團體銅牌，2013 年擊敗宿敵韓國獲得世界射箭大獎賽

上海站反曲弓女團金牌，2013 年獲得第 18 屆亞洲射箭錦標賽主辦權，並奪下女

子反曲弓個人與女子複合弓團體金牌。 

   

  

  

 

 



 
 活動目標 

本賽會提供志工名額，讓國內各大學院校傳播、新聞、攝影相關系所學生有

機會把課堂所學和實務結合，尤其是對體育賽事有興趣的夥伴們，更可藉此機會

磨練功力；而藉由媒體各種平台的傳播，可望提昇國人對射箭運動的瞭解，進而

推廣我國射箭風氣，未來培育更多金牌選手。 
 
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二、 活動時間：104/3/18（三）-104/3/26（四）（賽程如附件二） 
三、 地點：淡水射箭場（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與崁頂二路交叉口） 
四、 招募對象：各大專院校新聞系、大眾傳播系、攝影系等相關科系之

學生。 
五、 需求人數：每日 2 名文字採訪及 2 名攝影(平面/錄影)。 

          (必須參與一組完整賽程: 國中小、複合弓、高 
          中以上此三組，至少擇一或重複。) 

六、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13 日（五）截止 
（二） 報名方式：請填寫附件一之申請表連同個人履歷自傳（格

式篇幅不限）e-mail 至 archers@ms26.hinet.net  
 
 

   
 

 更多照片、訊息請見 
 
射箭協會 Facebook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
%B0%84%E7%AE%AD%E5%8D%94%E6%9C%83-Chinese-Taipei-Archery-Association/187472
641298889?fref=photo   

mailto:e-mail至archers@ms26.hinet.net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0%84%E7%AE%AD%E5%8D%94%E6%9C%83-Chinese-Taipei-Archery-Association/187472641298889?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0%84%E7%AE%AD%E5%8D%94%E6%9C%83-Chinese-Taipei-Archery-Association/187472641298889?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B0%84%E7%AE%AD%E5%8D%94%E6%9C%83-Chinese-Taipei-Archery-Association/187472641298889?fref=photo


 
附件一 
 

104 年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媒體]志工申請表 

 

備註: 1.本活動提供志工意外及人身保險 

     2.提供每日午餐或晚餐 

     3.不提供住宿與交通費用 

     4.志工服務完成經考核通過後，發給志工時數證明書與協會紀念品。 

 

 

一、基本資料 

姓名 
中文  出生 

日期 
   身份證 
字  號 

 
 
 
(保險用) 

 

    照片 

(3 個月內近照) 

 

英文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個人) 
 

緊急聯絡人/稱謂與手機號碼:  

戶籍地址          縣          市/鎮          村                 路        段        弄  
         市          區/鄉          里                 街        巷        號 

現居地址          縣          市/鎮          村                 路        段        弄  
         市          區/鄉          里                 街        巷        號 

二、就讀校系 

學校名稱      科/系/所  就讀年級 

   

三、可參與日期 (每日賽會期間全程) 勾選 

3/18（三）＼ 3/19（四） 3/20（五） 3/22（日） 3/23（一） 3/24（二） 3/25（三） 3/26（四） 

        

四、應徵項目 

□文字 
□攝影 

 



 
附件二 

104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賽程時間表 
預定賽程： 

國中、國小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 / 18 
星期三 場地整理 

1330 領隊會議 
1400 開幕典禮 
1430-160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 / 19 
星期四 

0800-0830 公開練習 
0845 國中男子組 50 公尺雙局 
     國小女子組 30 公尺雙局 

（中場休息 15 分） 

1230-1315 公開練習 
1330 國中女子組 50 公尺雙局 
     國小男子組 30 公尺雙局 
    （中場休息 15 分） 

 

3 / 20 
星期五 

0800-0830 公開練習 
0845 國中男子組 30 公尺雙局 
     國小女子組 20 公尺雙局 

（中場休息 15 分） 

1230-1315 公開練習 
1330 國中女子組 30 公尺雙局 
     國小男子組 20 公尺雙局 
    （中場休息 15 分、賽畢頒獎） 

 

 
 

複合弓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 / 22 
星期日 

0800-0830 公開練習 
0845-1045 複合弓組 50 公尺雙局 
1100-1400 複合弓組個人對抗賽 
    （中場休息 15 分） 

1400-1600 複合弓組團體對抗賽  
        （賽畢頒獎） 
 

 

高中、大專、公開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 / 23 
星期一 場地整理 

1330-1400 各組領隊會議 
1400-1430 開幕典禮 
1430-160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 / 24 
星期二 

高中、大專、公開男子組： 
0830-090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0915-1200 比賽開始 70 公尺雙局 

高中、大專、公開女子組： 
1330-140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1400-1600 比賽開始 70 公尺雙局 

必要時 
調整組別 
時間 

3 / 25 
星期三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0800-0830 公開練習 
0845 團體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1400 混雙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3 / 26 
星期四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00-0830 公開練習 
0845-1700 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45-1700 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 
（賽畢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