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2015 年亞洲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壹、宗    旨：為選拔優秀射箭選手參加 2015 年亞洲射箭錦標賽，特舉辦本比賽。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號函核定）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肆、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伍、協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陸、比賽日期及地點︰104 年 10 月 8 日至 104 年 10 月 10 日假國立中正大學棒球場 

柒、參賽資格︰ 

一、反曲弓項目︰ 

  (一)凡入選 2016 年里約奧運第一期培訓隊之選手。 

    (二)凡入選 104 年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者。 

    (三)凡當選 2015 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之代表隊選手。 

    (四)104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反曲弓項目資格賽前 8 名之選手。 

二、複合弓項目︰ 

    (一)凡當選 2015 年世界射箭錦標賽之選手。 

    (二)凡當選 2015 年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之選手。 

    (三)104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錦標賽資格賽達標成績男子組 670 分以上、女子組 660 分以上者。 

備註︰ 

一、104 年理事長盃反曲弓資格賽前 8 名選手，若與奧運培訓、優秀潛力計畫案、世界青年暨青少年

錦標賽之選手重複將依序遞補。 

二、亞洲射箭錦標賽複合弓代表隊將補助 60%參賽費。 

捌、報名依據：符合報名參賽資格者。 

玖、報名費用：無 

拾、報名日期：報名即日起至 104 年 9 月 23 日止，採 E-MAIL 及郵寄同時報名，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 

拾壹、報名方式：為利本會行政作業，請各單位以電腦打字方式填妥報名表後，以 E-MAIL 電子附檔

寄至協會信箱：archers@ms26.hinet.net。電子檔報名資料頇與郵寄之紙本報名表

相同，並請於紙本報名表上加蓋單位戳章確認，相關報名資料以紙本為最終依據。 

拾貳、競賽制度： 

一、反曲弓項目： 

(一)排名賽：採反曲弓男、女 70 公尺三局，共計 108 箭。 

排名賽積分：依據排名賽前 32 名之選手給予積分，第 32 名若遇成績加總相同情形時，將於原靶

位進行加射 1 箭決定。其他名次同分情形，則計算 X+10 及 10 分箭之箭數高低進行

排序， X+10 及 10 分箭再次相同，則依序比較第三局總分，第三局總分相同則比較

第二局總分，依此類推。(上述方式皆相同情形時加射 1 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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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排名賽及對抗賽積分表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 18 15.5 15 14.5 14 13.5 13 12.5 12 11.5 

 

名次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得分 11 10.5 10 9.5 9 8.5 8 7.5 7 6.5 

 

名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得分 6 5.5 5 4.5 4 3.5 3 2.5 2 1.5 

 

名次 31 32 

得分 1 0.5 

(二)對抗賽：依排名賽取出前 32 名後，進行 3輪對抗賽，每輪依對抗表分為 A、B兩組，每組各 16名

選手，進行〝對抗〞排出名次。兩組名次產生後再以 A組第一名與 B 組第一名進行對抗(勝

者為第一名與落敗者為第二名)，A 組第二名與 B 組第二名進行對抗(勝者為第三名與落

敗者為第四名)，依此類推排出每輪名次。 

備註：第一輪對抗後所產生的名次，將做為第二輪對抗之排名，第三輪則以第二輪對抗後之名

次為依據。 

對抗賽積分：依每輪對抗賽名次高低給予積分，積分表如表一。 

二、複合弓項目： 

(一)排名賽：採複合弓男、女 50 公尺三局，共計 108 箭。第 8 名若遇成績加總相同情形時，將於原

靶位進行加射 1 箭決定。其他名次同分情形，則計算 X+10 及 10 分箭之箭數高低進行

排序， X+10 及 10 分箭再次相同，則依序比較第三局總分，第三局總分相同則比較第

二局總分，依此類推。(上述方式皆相同情形時加射 1 箭決定) 

(二)對抗賽：依排名賽取出前 8名後，進行 1/4對抗賽(單淘汰制)。 

三、預定賽程： 

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10 月 8 日 

星期四 

0900~0950 領隊會議 

0950~105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1100~1200 70M、50M 第一局 

1330~1630 70M、50M 第二、三局 

(賽前開放三趟公開練習，第二局結

束時休息 15 分鐘) 

報    到 

弓具檢查 

排名賽 

10 月 9 日 

星期五 

第一輪對抗及複合弓個人對抗賽： 

0830~0900 公開練習(三趟) 

0900~0930 反曲弓 1/16 強對抗賽 

0930~1000 各組 1/8 強對抗賽 

1000~1030 各組 1/4 強對抗賽 

1030~1100 各組 1/2 強對抗賽 

1110~1140 各組名次對抗賽 

第二輪對抗： 

1340~1410 公開練習(三趟) 

1410~1440 各組 1/16 強對抗賽 

1440~1510 各組 1/8 強對抗賽 

1510~1540 各組 1/4 強對抗 

1540~1610 各組 1/2 強對抗賽 

1620~1650 各組名次對抗賽 

複合弓個人

對抗賽 0830

開始公開練

習至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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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 

星期六 

第三輪對抗： 

0830~0900 公開練習(三趟) 

0900~0930 各組 1/16 強對抗賽 

0930~1000 各組 1/8 強對抗賽 

1000~1030 各組 1/4 強對抗賽 

1030~1100 各組 1/2 強對抗賽 

1110~1140 各組名次對抗賽 

 
對抗賽並給

予積分 

 

注意事項：為縮短行政作業時間，請各單位持有護照(效期頇超過 6個月以上)之選手，攜帶個人護照

及身份證參加選拔，以利報名參賽。 

 

拾參、代表隊產生： 

 

反曲弓項目：依據排名賽積分、第一輪對抗賽積分、第二輪對抗賽積分及第三輪對抗賽積分，四項積

分加總，前 4名選手為正式代表隊，第 5、6名選手為候補選手。若總積分相同時以對

抗賽積分進行比較，若對抗賽積分加總再相同時，則比較排名賽名次進行高低排序。 

 

複合弓項目：依據個人對抗賽前 4 名為正式代表隊，第 5、6名選手為候補選手。 

 

拾肆、一般規定： 

一、領隊會議：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二、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一）公開練習：依射場指揮指示分組練習。 

 （二）弓具檢查：依裁判組指示，至檢查處檢查弓具並附弓具檢查表備查。 

三、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時，參賽選手一律穿著團隊運動服；運動服需在明顯處印染或         

刺繡有參賽「隊名或標誌」，檢查時並檢附已填寫完畢之(頇教練簽名)弓具檢查表，不合規

定者不得參加公開練習。 

四、同隊選手穿著同一型式團隊運動服，上身可選擇長或短衣袖，下身頇一致為長褲或短褲或

短裙參賽，號碼布必頇使用別針平整張掛於箭袋上。 

五、申訴：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裁判裁定之。若有申訴則繳交書面報告及新臺幣參仟元

之保證金，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進行仲裁。有關於對抗賽結果之申訴，必

頇於該對抗賽結束後 5 分鐘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申訴成立則退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

收保證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 

六、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必頇有裁判長、紀錄組組長及競賽組組長同時簽章方為

正式生效；為使賽程順利進行，於成績公佈 15 分鐘後不受理更正及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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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於領隊會議中提出，修正時亦同，另呈競賽規程報請

行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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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2015 年亞洲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報名表 

反曲弓：【□男/□女】     複合弓: 【□男/□女】 

所 屬 單 位  

單位章 通 訊 地 址  

是否繳納本（104）年度會費 □是    □否 

職 稱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 保 險 用 ） 

領 隊    

管 理    

教 練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人 E - m a i l  

隊 別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 保 險 用 ） 

A 

隊 

   

   

   

   

B 

隊 

   

   

   

   

C 

隊 

   

   

   

   

填表人簽章  
備註：1.請依不同組別填寫報名表，即反曲弓、複合弓、男子、女子組各填寫不同表格。 

2.請詳填參賽選手資料，如因資料不齊或錯誤以致無法辦理保險請自行負責。 

3.請各單位填完報名表後，頇加蓋單位戳章。4. 攸關選拔之賽事，代表隊教練遴選將以第一順位教練為依據。 

       5. 報名填具之個人資料，僅限本次賽事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不作為其他目的用途。 



編號 選拔資格 組別 姓名 單位/職稱

1 奧培 反曲女 譚雅婷 中華大學/學生

2 奧培 反曲女 林詩嘉 中華大學/學生

3 奧培 反曲女 袁叔琪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2016里約奧運

培訓隊選手

4 奧培 反曲女 雷千瑩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2016里約奧運

培訓隊選手

5 奧培 反曲女 熊梅茜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6 奧培 反曲女 林佳恩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7 奧培 反曲女 吳佳鴻 中華大學/學生

8 奧培 反曲女 林昱萱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9 世青國手/優秀潛力 反曲女 彭家楙 中原大學/學生

10 世青國手/優秀潛力 反曲女 張心怡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11 世青國手 反曲女 蔡伃庭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學生

12 世青國手 反曲女 張心瑀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學生

13 世青國手 反曲女 葉秀婷 平鎮國中/學生

14 優秀潛力 反曲女 黃羽珊 香山高中/學生

15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呂岱凌 麗山高中/學生

16 優秀潛力 反曲女 羅筱媛 中原大學/學生

17 優秀潛力 反曲女 羅雲辰 新竹高商/學生

18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劉淑庭 平鎮高中/學生

19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古芸飛 新竹高商/學生

20 優秀潛力 反曲女 胡嘉伶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1 優秀潛力 反曲女 藍巧如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2 優秀潛力 反曲女 蔡雅安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3 優秀潛力 反曲女 涂琇雯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

24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常羽翰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5 優秀潛力 反曲女 黃怡靜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生

26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張慈晏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7 優秀潛力 反曲女 張香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

28 優秀潛力 反曲女 李芳宜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生

29 優秀潛力 反曲女 陳欣宜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

30 理事長盃第三名 反曲女 林芳瑜 明德高中/代理教師

31 理事長盃第10名遞補 反曲女 楊念綉 特力屋職業射箭隊/建教合作選手

32 理事長盃第11名遞補 反曲女 郭庭安 香山高中/學生

33 理事長盃第12名遞補 反曲女 李伊婷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34 理事長盃第14名遞補 反曲女 王嘉吟 新竹市立富禮國中/實習教師

35 理事長盃第16名遞補 反曲女 沈家綺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36 理事長盃第17名遞補 反曲女 葉昱琛 三和國中/學生

37 理事長盃第18名遞補 反曲女 藍翊禎 明德高中/學生

2015亞洲射箭錦標賽（2015/11/1-11/9泰國曼谷）

反曲弓女子組代表隊選拔名單



編號 選拔資格 組別 姓名 單位/職稱

1 奧培 反曲男 郭振維 特力屋職業射箭隊/職員

2 奧培 反曲男 王厚傑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3 奧培 反曲男 余冠燐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4 奧培 反曲男 魏均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5 奧培/世青國手 反曲男 高浩文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6 奧培 反曲男 李忠桓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7 奧培 反曲男 陳品勳 麗山高中/學生

8 奧培 反曲男 彭士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9 世青國手/優秀潛力 反曲男 陳信夫 輔仁大學/學生

10 世青國手 反曲男 黎萬康 輔仁大學/學生

11 世青國手 反曲男 郭佳龍 埔里高工/學生

12 世青國手/優秀潛力 反曲男 饒廷宇 明德高中/學生

13 世青國手 反曲男 許桓綸 湖口高中/學生

14 優秀潛力 反曲男 李金糖 竹北高中/學生

15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韓勻謙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16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鄧宇成 麗山高中/學生

17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黃振哲 麗山高中/學生

18 優秀潛力 反曲男 張弘毅 輔仁大學/學生

19 優秀潛力 反曲男 吳東峻 花蓮體中/學生

20 優秀潛力 反曲男 林昱辰 竹北高中/學生

21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陳宥辰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役男

22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黃駿皓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3 優秀潛力 反曲男 林大程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

24 優秀潛力 反曲男 張偉祥 輔仁大學/學生

25 優秀潛力 反曲男 羅偉旻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26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陳緯杰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

27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鐘幃瀚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28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龍文昱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9 優秀潛力 反曲男 魏敬倫 輔仁大學/學生

30 理事長盃第六名 反曲男 洪晟皓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學生

31 理事長盃第九名遞補 反曲男 邱顯傑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學生

32 理事長盃第14名遞補 反曲男 陳駿 竹北高中/學生

33 理事長盃第15名遞補 反曲男 王元靖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34 理事長盃第16名遞補 反曲男 歐治邦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35 理事長盃第18名遞補 反曲男 林育震 埔里高工/學生

36 理事長盃第20名遞補 反曲男 鄭丞傑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37 理事長盃第21名遞補 反曲男 田剛 特力屋職業射箭隊/建教合作選手

2015亞洲射箭錦標賽（2015/11/1-11/9泰國曼谷）

反曲弓男子組代表隊選拔名單



編號 選拔資格 組別 姓名 單位/職稱

1 當選世錦賽/世大運選手 複合女 陳麗如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2 當選世錦賽選手 複合女 黃逸柔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3 當選世錦賽選手 複合女 吳亭廷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4 世大運選手 複合女 林佳瑩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5 世大運選手 複合女 李美珍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6 理事長盃 667分 複合女 翁意婷 平鎮高中/學生

7 理事長盃 667分 複合女 林明靜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8 理事長盃 661分 複合女 潘明佳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9 理事長盃 660分 複合女 方培瑛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

2015亞洲射箭錦標賽（2015/11/1-11/9泰國曼谷）

複合弓女子組代表隊選拔名單

(協會補助60%之費用)



編號 選拔資格 組別 姓名 單位/職稱

1 當選世錦/世大運選手 複合男 陳享宣 輔仁大學/學生

2 當選世錦 複合男 龔林祥 箭簇射箭大聯盟/選手

3 當選世錦 複合男 張曜璿 新北市體育總會射箭委員會/選手

4 世大運選手 複合男 林鑫民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5 世大運選手 複合男 林哲瑋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役男

6 理事長盃 698分 複合男 潘宇平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7 理事長盃 684分 複合男 林仕杰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8 理事長盃 683分 複合男 陳伯楷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9 理事長盃 682分 複合男 張宗善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10 理事長盃 682分 複合男 李熙新 永和射箭委員會/選手

11 理事長盃 678分 複合男 陳信齊 輔仁大學/學生

12 理事長盃 673分 複合男 陳建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

13 理事長盃 672分 複合男 蔡家維 長榮大學/學生

2015亞洲射箭錦標賽（2015/11/1-11/9泰國曼谷）

複合弓男子組代表隊選拔名單

(協會補助60%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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