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108 年度 國內活動計畫

序號 時間 實施項⽬ 主辦單位 地點 計畫歸屬

1 1⽉21⽇ ~ 23⽇ 2019世界射箭錦標賽、世界⼤學訓動會代表隊 
選拔賽 第三場 本會 屏東   ⼤仁科技⼤學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2 3⽉5⽇~13⽇ 108年度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本會 花蓮   卓溪國⼩旁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3 4⽉12⽇~ 14⽇ 2019世界青年暨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 
選拔賽 本會 嘉義 中正⼤學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4 7⽉27⽇~30⽇ 108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本會 台北   台北⽥徑場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5 10⽉3⽇ ~ 6⽇ 2019第⼆⼗⼀屆亞洲射箭錦標賽代表隊 
選拔賽 本會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6 11⽉ 108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本會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7 12⽉ 2020東京奧運代表隊選拔賽   第⼀場 本會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8 1⽉ ~ 12⽉ 培育優秀或具潛⼒運動選⼿計畫 本會 全國 潛⼒與優秀選⼿ 
培訓計畫

9 1⽉ ~ 12⽉ 設⽴優秀選⼿訓練站 本會 體育署年度⼯作計畫

10 1⽉ ~ 12⽉ 各委員會會議 本會 體育署年度評鑑項⽬

11 1⽉ ~ 12⽉ 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 
（⽇期將待體總核准後公告實施） 本會 中華民國 

體育運動總會

12 TBC 第12屆第2次會員代表⼤會 本會 依國體法辦理

13 TBC 第12屆第3次理事會議 本會 依國體法辦理

14 TBC 第12屆第2次監事會議 本會 依國體法辦理

15 TBC 第12屆第4次理事會議 本會 依國體法辦理

16 TBC 第12屆2第3次監事會議 本會 依國體法辦理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108 年度  國際活動計畫

序號 時間 實施項⽬ 主辦單位 地點 計畫歸屬

1 1⽉26⽇ 亞洲射箭總會執⾏委員會 亞洲射箭總會 (WAA) 東京  ⼤阪 體育署 
國際體育交流計畫

2 3⽉24⽇ ~ 30⽇ 2019亞洲盃射箭賽第⼀站 亞洲射箭總會 (WAA) 泰國  曼⾕ 潛⼒與優秀選⼿
培訓計畫

3 5⽉6⽇ ~ 12⽇ 2019 世界盃射箭賽第⼆站 國際射箭總會 (WA) 中國  上海 國訓中⼼

4 5⽉20⽇ ~ 26⽇ 2019 世界盃射箭賽第三站 國際射箭總會 (WA) ⼟⽿其  安塔利亞 國訓中⼼

5 6⽉1⽇ ~ 2⽇ 2019 國際射箭總會會員⼤會 國際射箭總會 (WA) 荷蘭  斯海爾托亨博斯 體育署 
國際體育交流計畫

6 6⽉3⽇ ~ 7⽇ 2019世界錦標賽代表隊移地訓
練 本會 荷蘭  斯海爾托亨博斯 國訓中⼼

7 6⽉10⽇ ~ 16⽇ 2019 世界射箭錦標賽 國際射箭總會 (WA) 荷蘭  斯海爾托亨博斯 體育署 
國訓中⼼

8 7⽉1⽇ ~ 7⽇ 2019 世界盃射箭賽第四站 國際射箭總會 (WA) 德國  柏林 國訓中⼼

9 7⽉5⽇ ~ 10⽇ 2019 世界⼤學運動會 國際⼤學運動總會 義⼤利  拿坡⾥ ⼤專體總

10 7⽉12⽇ ~ 18⽇ 2020 東京奧運測試賽 東京奧運籌委會 ⽇本  東京 國訓中⼼

11 8⽉1⽇ ~ 6⽇ 2019 亞洲盃射箭賽第⼆站 亞洲射箭總會 (WAA) 台灣  台北 潛⼒與優秀選⼿
培訓計畫

12 8⽉19⽇ ~ 25⽇ 2019 世界青年暨青少年射箭 
錦標賽 國際射箭總會 (WA) 西班牙  ⾺德⾥ 體育署年度 

⼯作計畫

13 9⽉6⽇~7⽇ 2019 世界盃射箭賽 總決賽 國際射箭總會 (WA) 俄羅斯  莫斯科 國訓中⼼

14 9⽉8⽇ ~ 15⽇ 2019 亞洲盃射箭賽第三站 亞洲射箭總會 (WAA) 菲律賓  ⾺尼拉 潛⼒與優秀選⼿
培訓計畫

15 11⽉21⽇ 亞洲射箭總會會員⼤會 亞洲射箭總會 (WAA) 泰國  曼⾕ 體育署 
國際體育交流計畫

16 11⽉22⽇ ~ 28⽇ 2019亞洲射箭錦標賽 亞洲射箭總會 (WAA) 泰國  曼⾕ 體育署年度 
⼯作計畫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108年度  其他活動

序號 時間 實施項⽬ 主辦單位 地點 計畫歸屬

1 4⽉20⽇ ~ 25⽇ 108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中體總 ⾼雄市 無

2 4⽉25⽇~30⽇ 108年度全國⼤專院校運動會 ⼤專體總 嘉義   國⽴中正⼤學 無

3 5⽉27⽇ ~ 29⽇ 2019  Conquest Cup 邀請賽 ⼟⽿其射箭協會 ⼟⽿其  伊斯坦堡 無

4 7⽉11⽇~15⽇ 2019 美國射箭邀請賽  美國射箭協會 美國 無

5 10⽉19⽇ ~ 24⽇ 108 年度全國運動會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 無

本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108年5⽉29⽇臺教體署競(⼆)字第1080015962號函核備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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