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秩序冊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花蓮縣玉里鎮公所、花蓮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協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國立玉里高中、花蓮縣立體育高中、花蓮縣立三民國中、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花蓮縣立自強國中、花蓮縣立中華國小、花蓮縣立古風國小、
　　　　　花蓮縣立玉里國小、花蓮縣立吉安國小、花蓮縣立卓楓國小、花蓮縣立卓樂國小、
　　　　　花蓮縣立卓溪國小、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依筆劃排序)

甲山林機構
GROUP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理 事 長：祝文宇 

副理事長：何俊陽、邱炳坤、倪大智 

常務理事：賴文郎 

理  事：賴文郎、黃鴻章、王裕斌、吳榮文、歐輝煌、賴志

明、李俊霖、田楊橋、廖健男、田劉從國、邱柏

翰、雷千瑩、譚雅婷、曾震仁、吳聰義、張富鈞、

劉炳宏 

監 事 長：楊鈞芪 

監  事︰龔書群、林柏全、陳榮俊、簡才富、涂志成、蘇同

福 

秘 書 長：李水河 

協會同仁：廖家瑜、許芮瑄、郭怡瑩、張家瑜 

競 賽 組：陳能陞組長、史正德副組長、林嘉齡副組長 

裁 判 組：潘昱璇組長、許語喬副組長、許正和副組長 

國 際 組：李建興組長、張富鈞副組長 

訓 練 組：劉明煌組長、廖健男副組長 

紀 錄 組：王正良組長、李森靖副組長 

 



大會工作人員 

 

一、審判委員：林國源校長、田楊橋校長、李水河秘書長 

二、裁判長：許正和 

裁 判：柳明雄、黃雲幸、黃智賢、潘幸義、曾天福、劉建棟、

黃文義、田義雄、田朝陽、蔡怡萱、王裕斌、楊勝夫、

劉亭君、方婉婷、吳東峻 

 

三、行政組：洪詩惠 

四、競賽組：陳能陞、史正德、邱柏翰、陳婷妮 

五、紀錄組：王正良、李森靖、林芷嫻 

六、場地組：陳文祥、田剛、高浩文、李俊賢、曾震仁、王益

明、田義雄、洪詩惠、李振華、汪亮志、周振三、

玉里國中射箭隊、玉里高中射箭隊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競賽規程 

壹壹、宗    旨：為推展射箭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積極進取之精神，特舉辦

本比賽。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核准文號：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03782號)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花蓮縣政府 

肆、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花蓮縣玉里鎮公所、花蓮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伍、協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國立玉里高中、花蓮縣立體育高中、花蓮縣立三民

國中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花蓮縣立自強國中、花蓮縣立中華國小、花蓮縣立

古風國小花蓮縣立玉里國小、花蓮縣立吉安國小、花蓮縣立卓楓國小、

花蓮縣立卓樂國小花蓮縣立卓溪國小、花蓮縣立明義國小 

               (依筆劃排序) 

陸、活動日期︰ 1.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0日至 13日（為國中組） 

               2.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4日至 17日（為國小組） 

               3.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8日至 21日（為高中/複合弓組） 

               4.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22日至 25日（為大專/公開組） 

柒、比賽地點︰花蓮縣玉里國小永昌分校(花蓮縣玉里鎮莊敬路 8 號) 

捌、參加單位︰ 

一、凡本會會員，且已繳納本年度會費者，方得以個人、各級學校、各縣市委員

會或運動俱樂部為單位組隊報名參加公開組之比賽。 

二、大專組限大專院校學生組隊參加；高中組限高中、高職學校學生參加。 

三、國中組限國民中學或私立初級中學學生參加；國小組限公、私立國民小學學

生組隊參加。 

四、年度內除就學、兵役因素外不得任意變換會籍，細則請參照中華民國射箭會

會員隊籍管理辦法。 

玖、競賽制度： 

一、競賽種類：反曲弓及複合弓。 

二、競賽組別及項目：  



（一）國小組個人排名賽： 

1、國小男、女（六、五年級以下年級）組：30公尺雙局排名。 

（二）國小組團體對抗賽： 

1、每一學校分男、女組，不分年級限報一隊，每隊報名人數以四人為限。 

2、團體成績依照各組團隊最佳 3人之個人賽成績加總計算排名。 

3、報名團體賽之選手不得報名混雙賽 （如重複名單即取消該單位名次，

依序候補）。 

4、團體賽對抗賽取前 16名單位晉級。 

 （三）國小組個人對抗賽： 

    1、對抗賽其依照原參賽年級組別進行個人對抗賽（分六、五年級以下）。 

    2、各組別取前 32名晉級個人對抗賽。 

（四）國小組混雙對抗賽： 

    1、每一學校不分年級限報一隊，由一男一女所組成，成績依照男、女排名 

      賽總成績加總計算排名。 

    2、報名混雙賽之男、女選手，不得為團體賽出賽名單中之選手（如重複名 

       單即取消該單位名次，依序後補）。 

    3、混雙賽對抗賽取前 16名單位晉級。 

  (五)國中組個人排名賽： 

       1、國中男、女（七、八、九年級）組：50公尺雙局排名。 

  (六)國中組團體對抗賽： 

    1、每一學校分男、女組，不分年級限報一隊，每隊報名人數以四人為限。 

    2、團體成績依照最佳 3人之個人排名賽成績加總計算排名。 

    3、報名團體賽之選手不得報名混雙賽（如重複名單即取消該單位名次，依

序後補）。 

    4、團體賽對抗賽取前 16名單位晉級。 

  (七) 國中組個人對抗賽： 

    1、對抗賽其依照原參賽年級組別進行個人對抗賽（分 7、8、9年級）。 

    2、各組別取前 32名晉級個人對抗賽。 

 （八）國中組混雙賽對抗賽： 

    1、每一學校不分年級限報一隊，由一男一女所組成，成績依照男、女排名 

      賽總成績加總計算排名。 

    2、報名混雙賽之男、女選手，不得為團體賽出賽名單中之選手（如重複名 



       單即取消該單位名次，依序後補）。 

    3、混雙賽對抗賽取前 16名單位晉級。 

（九）高中組、大專、公開組： 

    1、排名賽：反曲弓男、女組 70公尺雙局，共計 72箭。 

    2、對抗賽：個人對抗賽、混雙對抗賽及團體對抗賽：70公尺。 

    3、團體對抗賽：每單位限定一隊報名(男、女分開)，共計四人報名參賽，

依排名成 

       績最優三名總分作排序。 

    4、混雙對抗賽：每單位參加排名賽之選手取最優一位男、女選手組成，依

男、女排 

       名賽總分排序名次。 

     （十）複合弓組： 

1、排名賽：複合弓男、女 50公尺雙局，共計 72箭。 

2、對抗賽：個人對抗賽、混雙對抗賽及團體對抗賽：50公尺。 

3、複合弓項目依據報名人數比例錄取晉級人數及隊數。 

4、複合弓組團體”不採”男女合組。 

三、注意事項： 

（一）報名之隊伍或人數未達射箭規則中 3.7.4時（各組報名不足 6隊或 12人不

予舉行），得於報名截止時由主辦單位通知競賽組另安排併組或取消該賽

程，並通知原單位及退還報名費。若未取消則以表演賽辦理，不予頒發獎

盃及獎狀。 

（二）各組選手不得同時報名不同競賽種類及組別，僅能擇一參賽。 

（三）各單位僅能由團體資格賽成績最優的一隊晉級參加團體對抗賽。 

（四）各組個人對抗賽依報名人數錄取晉入對抗賽人數。 

（五）各組團體對抗賽依報名隊伍數錄取晉入對抗賽隊伍。 

（六）各組混雙對抗賽依參賽隊伍數錄取晉入對抗賽隊伍。 

（七）各單位團體對抗及混雙對抗之出賽名單需更換者，依據國際射箭規則須於

正式比賽開始 30分鐘前向紀錄組提出，未提交者由大會依排名賽成績決定

出賽名單。 

（八）本賽會為分級檢定之認證賽會，如欲以本賽會成績申請級別認證或晉級

者，請於賽會結束後另依本會分級檢定辦法提出申請。 

拾、預定賽程： 



 

國中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10 

星期二 
場地整理 

 1330領隊會議 

 1400開幕典禮(依承辦單位安排) 

 1430-160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11 

星期三 

0830 公開練習三趟。 

0855 國中男 5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1230 公開練習三趟。 

1255 國中女 5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如必要時更換

10~5分靶紙。 

3/12 

星期四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55團體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1400混雙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3/13 

星期五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55-1700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賽畢頒獎）。 

 

 

國小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14 

星期六 
場地整理 

 1330領隊會議 

 1400開幕典禮(依承辦單位安排) 

 1430-160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15 

星期日 

0830 公開練習三趟。 

0855 國小男 3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1230 公開練習三趟。 

1255 國小女 3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如必要時更換

10~5分靶紙。 

3/16 

星期一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55團體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1400混雙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3/17 

星期二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55-1700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賽畢頒獎）。 

 

 

 

高中/複合組競賽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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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承辦單位安排) 

1430-160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19 

星期四 

0830 公開練習三趟。 

0855 高中男子組 70M雙局。 

     複合弓女子組 5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1230 公開練習三趟。 

1255 高中女子組 70M雙局。 

     複合弓男子組 5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3/20 

星期五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45團體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1400混雙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3/21 

星期六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45-1700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賽畢頒獎）。 

 

 

大專/公開組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3/22 

星期日 
場地整理 

1330 領隊會議 

1400 開幕典禮(依承辦單位安排) 

1430-160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3/23 

星期一 

0830 公開練習三趟。 

0855大專男子組 70M雙局。 

     大專女子組 7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1230 公開練習三趟。 

1245 公開男子組 70M雙局。 

     公開女子組 7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3/24 

星期二 

各組團體、混雙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45團體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1400混雙比賽開始至獎牌賽。 

 

3/25 

星期三 

各組個人對抗賽： 

0830公開練習三趟。 

0845-1700各組個人對抗賽至獎牌賽（賽畢頒獎）。 

 

 

拾壹、比賽規則︰依國際射箭總會頒佈之射箭規則辦理。 

一、反曲弓組個人、團體、混雙對抗賽採新積點賽制。 

二、複合弓資格賽/個人對抗賽採 80公分 1/2直徑靶面（得分區 5-10分）。 

三、加射部分修正為反曲弓加射第一箭均為 10分箭；復合弓加射第一箭均為 X分

箭時，進行第二次加射並測量距離決定勝負。 

拾貳、報名手續︰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9年 2月 17日止採 

(一) E-MAIL 

(二)「紙本郵寄」 

二種方式同時報名，並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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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電子檔報名資料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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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有效。 

三、 報名費用︰ 

（一）1. 反曲弓組：高中以上選手每人需繳交報名費伍佰元整(內含人身保險費貳

佰元)；國中以下選手每人需繳交報名費參佰伍拾元整(內含人

身保險費伍拾元)。 

2. 複合弓組：統一收取伍佰元整。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賽，請於賽會前一週提出，將扣除行政作業及保險所需費

用後，退還餘款。 

（二） 請以 

      1. 郵局匯票或 

mailto:archers@ms26.hinet.net


      2. 現金袋方式(抬頭-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連同報名表紙本一併郵寄至 10489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701室，註明中

華民國射箭協會-青年盃收。 

(三)經完成報名後不得更改參賽人員，未附報名費、未蓋單位章戳或逾期報名

者恕不受理。 

四、注意事項：各參賽人員請確實填寫報名表上所示各項資料，未填寫或未填寫清楚

致無法辦理人身意外保險，所衍生之各項法律、醫療、賠償或其他相關責任，概

由報名參賽之所屬單位負責。 

拾参、錦標與獎勵︰ 

一、反曲弓項目分公開、大專、高中；男、女個人、混雙及團體組： 

(一)各組個人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二)各組團體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三)個人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四)混雙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五)團體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二、國中；男、女個人、混雙及團體組： 

(一)各組男、女(七、八、九年級)個人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二)各組男、女(七、八、九年級)個人對抗賽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第四名

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三)各組男、女團體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四)各組團體賽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

狀。 

(五)混雙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六)混雙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七)國中個人排名賽單局（50公尺）最高分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三、國小；男、女個人、混雙及團體組： 

(一)各組男、女(六、五年級以下)個人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二)各組男、女(六、五年級以下)個人對抗賽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第四名

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三)各組男、女團體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四)各組團體賽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

狀。 



       (五)混雙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六)混雙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七)國小個人排名賽單局（30公尺）最高分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四、複合弓項目分男、女個人及及團體組： 

(一)個人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二)個人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三)團體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四)混雙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五)如該組參賽人數不足時，將依本競賽規程「玖、競賽制度」第三項第一款

之規定辦理。 

五、各競賽項目 10隊（人）以上時錄取 8名，9隊（人）以上時錄取 7名，8隊

（人）以上時錄取 6名，7隊（人）取 5名，6隊（人）取 4名。 

六、各代表單位僅能由各組別團體成績最優的一隊獲獎。 

七、本賽會之教練帶隊成績證明書，由主辦單位於賽後統一以郵寄方式發給各單位

掛名第一順位之教練，如其他教練需帶隊成績證明，請提供 B級以上射箭教練

證及所屬單位開立之聘書影本各乙份向紀錄組申請（7個工作天）。 

拾肆、一般規定： 

一、領隊會議：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二、開幕典禮：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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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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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攜帶單位證件與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核發之該

年度會員證件於場地內接受檢查；並填寫弓具檢查表，不合規定者不得參加公

開練習。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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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身須一致為長

褲或短褲或短裙參賽，號碼布必須使用別針平整張掛於箭袋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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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該對抗賽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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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必須有裁判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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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團體賽及混雙賽時，同隊選手須穿著同一型式團體服裝。 

九、遇有性騷擾相關案件時，請善用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電話：(02)2721-6182 

    (二)傳真：(02)2781-3837 

    (三)電子信箱：archers@ms26.hnet.net 

拾伍、本賽會有關選拔事宜： 

一、世界盃大獎賽(上海站、柏林站)複合弓組選拔辦法： 

1. 依據 109年青年盃射箭錦標賽-複合弓組成績為依據。 

2. 排名賽(50M雙局)依名次給予排名賽積分。積分表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積分 8 7 6 5 4 3 2 1 

 

3. 個人對抗賽依名次給予排名賽積分。積分表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積分 8 7 6 5 4 3 2 1 

 

4. 單局紅利積分。積分表如下： 

單局分數 350分以上 
349

分 

348

分 

347

分 

346

分 

345

分 

積分 7 5 4 3 2 1 

 

5. 總積分=排名賽積分+對抗賽積分+單局紅利積分 

6. 排名賽總分相同時依世界箭總規則做(X、X+10排序)再相同時給予同積

分。 

7. 對抗賽名次依世界箭總規則排序，如需並列名次時給予同積分。 

8. 如總積分相同時，依規則加射一箭決定名次。 

9. 依總積分排序男、女前四名為正取選手，第五、六名為後補選手。 

10.教練遴選：依據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教練遴選辦法辦理。 



二、世界中學運動會射箭賽初選依據： 

1. 依據 109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符合年齡之國中組男、女總排名前 16

名取得決選資格及符合年齡之高中組男、女總排名前 16 名取得決選資格，

符合年齡之各組第 16 名如總分相同時，無條件晉級取得決選資格。 

2. 依據 109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射箭賽，國中組/高中組符合年齡之男、

女排名賽前 16 名者取得決賽資格。 

3. 參賽年齡：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至 9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之在學學生。 

4. 學籍：108 學年度開學日，即取得就讀學校學籍者。 

5.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2020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另行

公布。 

6. 決選時間：由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另訂。 

7. 決選地點：由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另訂。 

三、本年度各國際射箭邀請賽之推薦，依據青年盃各級團體錦標作為推薦依據。 

拾陸、109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遴選依據： 

一、遴選依據： 

1. 反曲弓組選手由本會辦理 108年總統盃（佔 40%）及 109年全國青年盃

（佔 60%）之排名賽成績中，限 20歲以下不分年級預計錄取男、女各前

8名。 

2. 複合弓組選手由本會辦理 108年總統盃（佔 40%）及 109年全國青年盃

（佔 60%）之排名賽成績中，限 20歲以下不分年級預計錄取男、女各前

4名。 

二、遴選經過： 

1. 由 108年度總統盃及 109年度全國青年盃成績遴選錄取之選手皆不重

複。 

2. 如已入現階段培訓隊者將以各項國際賽為優先，各組名額依序遞補。 

3. 公開組中具有高中、大專身分者亦列入排名排序。 

4. 反曲弓選手預計遴選 20歲以下不分年級錄取男、女各前 8名；複合弓選

手預計遴選 20歲以下不分年級男、女各 4名，共計 24位選手。 

三、教練遴選：原則依據本會各組代表隊教練遴選辦法辦理，排除國家培訓隊教

練後，以各組前六名之教練為優先(遇棄權依序遞補)，共計 5名教練。 

四、選手遴選後，相關培訓事宜，將依據本會 109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

手計畫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柒、109年度設置優秀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設施及設備（資本門）遴選

辦法： 

一、由各訓練站提出需求明細、經費概算及訓練站訓練計畫(含時間、地點、教

練、選手來源、訓練提要、訓練效益評估)併送本會審查。 

二、計畫收件時間自 109年全國青年盃賽程全部結束後一個月截止。若有特殊情

勢將視狀況延長截止收件時間。 

三、從繳交計畫之訓練站中篩選，由近三年內未受補助之訓練站優先補助。 

四、遴選各級訓練站總數至多取 20站，超過則依積分高低排序取之。 

五、積分計算依據 108年全國總統盃、109年全國青年盃團隊競賽（排名賽及對

抗賽）成積總積分，列出各訓練站績分高低序列，積分算法為第一名 16

分、第二名 14分、第三名 12分、第四名 10分......依此類推，取至前 8

名，訓練站若為完全中學，其高中與國中積分分開計算。 

六、各訓練站所提報需求，將俟彙整函報教育部體育署之核定，由本會統一採購

與發放。 

拾捌、109年設立優秀選手訓練站（經常門）遴選辦法： 

一、依據 108年全國總統盃、109年全國青年盃團隊競賽（排名賽及對抗賽）成積

總積分，列出各訓練站績分高低序列，積分算法為第一名 16分、第二名 14

分、第三名 12分、第四名 10分......依此類推，取至前 8名，訓練站若為完

全中學，其高中與國中積分分開計算。 

二、遴選各級訓練站總數至多取 20站，免受近三年內未受補助之訓練站優先補助

之規定限制，入選訓練站將另行公告或通知，補助訓練相關消耗性器材（經常

門）。 

拾玖、中華民國射箭協會選手排名辦法 

主旨：為提升選拔競爭力；參賽場地選擇多元化；做為教練安排訓練課表依據及讓選手

有明確之比賽目標，特訂定此辦法。 

排名辦法： 

一、全國青年盃、全國理事長盃、全國總統盃，每一場個人排名賽成績不分組(公開組、

大專組、高中組)加總排前 16 名(16 名若遇同分無條件入選)、個人對抗賽前三名，

男、女組共計 114人獲隔年國手選拔資格。 

二、已取得選拔資格者，下一場全國賽會則不列入排名計算。 

三、每場全國賽若遇重覆選手排序者，依排名賽成績依序遞補。 

四、國中生參加公開組資格賽，成績不列入對抗賽排名，只作為全國排名認定用。 



五、國手選拔賽反曲弓前八名；複合弓前四名，保留隔年選拔資格。 

六、複合弓組之國手選拔資格參照反曲弓，唯每場排名賽取前六名、個人對抗賽取第一

名。 

備註：全國排名賽也可用於培訓、國際邀請賽排序、全國潛力選手之排序...等參考。 

貳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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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參賽人數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複合弓 大專組 公開組 總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7 113 223 163 125 77 72 39 40 30 46 28 663 450 

270 386 202 111 70 74 1113 

   

參賽隊伍  

國小男子組 

一、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 

領隊 葉文杰 

管理 張曉一   

教練 陳冠亦 陳琮諭 

選手 六年級：林鑫愷 鍾承恩 

五年級以下：陳 諾 張昱翔 詹勝耀   

二、 土城國小 

領隊 蔡建文 

管理 王偉雄 林正凱 

教練 莊杰穎 傅修淇 陳韋澤  

選手 六年級：王秉祐 康益銓 謝浚檥 蔡鎧安  

五年級以下：張宇謙 李孟釩 許世劼 林威圻   

三、 新北市大埔國小 

領隊 林振雄 

管理 陳宏圖 簡志明 

教練 林曉良 

選手 六年級：戴建文 蘇宏勝 簡世瑜 高健鈞 黃宣澄   

五年級以下：孫 恩 李澤謙 林恩宇   



四、 新竹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領隊 潘淑華 

管理 林合政   

教練 沈筱珺 翁維鐘 

選手 五年級以下：彭元顥  

五、 臺北市大佳國民小學 

領隊 李鍾慧 

管理 郭修延   

教練 劉碧瑜 

選手 六年級：劉泰宇   

六、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領隊 吳惠貞 

管理 陳秦敏   

教練 陳宣含 

選手 六年級：周以謙 

五年級以下：黃彥碩 陳以翔  

七、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民小學 

領隊 林庭瑤 

管理 林家正   

教練 陳勁宇 朱明禮 

選手 五年級以下：黃少谷 朱文碁 朱弘淮 劉柏威   

八、 新竹縣博愛國小 

領隊 張維順 

管理 范惠華 彭薇庭 

教練 張偉祥 吳聖乾 

選手 六年級：李忠諭 林勝詮 陳逸達  

五年級以下：游昆霖 朱彥瑾 呂得楷 劉豐銚   



九、 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 

領隊 魏萬能 

管理 劉志良   

教練 張嘉純 廖永智 陳信伶  

選手 六年級：郭維喆 

五年級以下：盧諺晨  

十、 台南市鎮海國小 

領隊 凃榮祥 

管理 陳儀芳   

教練 張嘉純 葉淑樺 蔡佳縈  

選手 五年級以下：陳稟鈞 林家維 許家祐   

十一、 屏東縣佳義國小 

領隊 鍾祥憑  

管理 葉伶潔   

教練 卓志昌 林志偉 陳美秀  

選手 六年級：吳宇恆 徐誠 

五年級以下：曾祖恩 武睿恩 陳佑恩 邱愷   

十二、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領隊 田楊橋 

管理 高榮俊翰   

教練 田楊橋 高浩文 高榮俊翰 田義雄 王正良 

選手 六年級：溫承昊 

五年級以下：高洋 陳品序 高登鴻   

十三、 桃園市茄苳國小 

領隊 黃偉明 

管理 許冠瑋   

教練 陳琇卿 

選手 六年級：陳叡廷 官東澤 張卓憶 陳文藝  

五年級以下：潘威誌  



十四、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領隊 周仁尹 

管理 霍建豪 徐筱清 

教練 郭育辰 

選手 六年級：胡宸銨 王亞力 

五年級以下：陳宥學 吳浩正  

十五、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領隊 高金山 

管理 黃奕裕   

教練 黃奕裕 李昆原 劉光照  

選手 五年級以下：鄧麒麟 黃世廣 顏治平   

十六、 台東縣豐源國民小學 

領隊 吳秀金 

管理 林千惠   

教練 陳哲毅 

選手 五年級以下：方元 顏摩西 卓諭寬 林彥文   

十七、 宜蘭縣東澳國小 

領隊 鄔誠民 

管理 呂順民   

教練 劉偉慶 

選手 六年級：薩子恩 

五年級以下：鄧劭恩 薩祈珥 謝若傑 李昱志   

十八、 南投縣愛蘭國民小學 

領隊 黃文生 

管理 紀明輝   

教練 張嘉倫 欉憲偉 

選手 六年級：蕭孟維 陳祥佑 

五年級以下：蔡博宇  



十九、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國小 

領隊 陳志鉉 

管理 王騰逸 黃崇哲 

教練 賴仁傑 藍翊禎 林華珊  

選手 六年級：邱浚哲 胡凱威 

五年級以下：陳鼎豐 吳岱霖  

二十、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領隊 劉瑞祥 

管理 方翠禪   

教練 余淑萍 

選手 六年級：林聖博 

五年級以下：楊富程 蔡秉叡 王子宬   

二十一、 花蓮縣吉安國小 

領隊 孫承偉 

管理 鄭筱萍   

教練 吳祐君 游心妤 

選手 六年級：田相嶸 

五年級以下：羅頂希 陳富紳 杜皓瑀 張語恩 李晨宇    

二十二、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領隊 麥建輝 

管理 黃子彥   

教練 李婉儀 劉炳宏 

選手 六年級：林宇宣 李亞哲 郭致廷 顏子翔 廖士霆 林天睿 黃翊玹 

二十三、 新竹縣立大肚國民小學 

領隊 彭源正 

管理 陳慧珍   

教練 古牽軍 古牽禮 朱佑文 林合營 陳慧珍 莊詠勝 

選手 六年級：王治鈞 許祐閔 劉駿揚 曾棕裕  

五年級以下：陳佑銘  



二十四、 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領隊 官志隆 

管理 汪喜得   

教練 鄭婉廷 

選手 五年級以下：楊 飛  

二十五、 新竹市香山國小 

領隊 顏美禎 

管理 陳佩琪   

教練 葉淑慧 林品書 黃爾營 黃羽珊  

選手 六年級：林育暘 

二十六、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國小 

領隊 江政如 

管理 黃雅凰   

教練 吳 芸 陳鵬宇 

選手 六年級：黃彥哲 黃陳襦翰 潘士杰 陳家偉  

五年級以下：朱陳晁瑋 林家輝 萬敬硯 黃宥壬 廖祐陞 吳柏均  

二十七、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小 

領隊 賴添詢 

管理 陳晉華   

教練 蕭又壬 

選手 六年級：吳東澤 劉紹宇 李畇樺 邱家鉦  

五年級以下：鐘柏程 陳佑恩  

二十八、 台南市海東國小 

領隊 劉珍琳 

管理 林明慧   

教練 謝宗翰 

選手 六年級：陳家紳   



二十九、 南投縣廬山國小 

領隊 陳璿文 

管理 高俊偉   

教練 羅寶巴萬 

選手 六年級：沈育傑 林家銓 孔祈恩  

五年級以下：高語揚  

三十、 南投縣春陽國小 

領隊 梁有章 

管理 羅沛文   

教練 陳靜怡 

選手 六年級：陳靈昊 胡叡勛 李祐安 施耀宗 

   

三十一、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領隊 林玫伶 

管理 周雅玲   

教練 謝育臻 池沛儒 黃庠崴  

選手 六年級：周秉毅 沈弘喆 李承祐 陳閎洋  

五年級以下：林永璿 侯又誠  

三十二、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小 

領隊 鄭麗慧 

管理 曾令賢 蔡清華 

教練 歐治邦 蔡志宏 鐘冠凱  

選手 六年級：蘇恒 羅永霖 張育華  

五年級以下：李威霆  

三十三、 臺東縣瑞源國民小學 

領隊 羅道勳 

管理 蕭丞堯   

教練 邱陵莉 方培瑛 

選手 六年級：林達科 朱俊彥 

五年級以下：李明洋 邱家鈞 邱家程 潘嘉偉   



三十四、 花蓮縣卓楓國小 

領隊 高玉樹 

管理 田春來   

教練 李振華 

選手 五年級以下：劉炎杰 拔告·芭拉拉非  

三十五、 新北市重陽國小 

領隊 胡銘浚 

管理 柯榮宗 林財吉 

教練 沈佩穎 陳惟凡 

選手 六年級：蔣承佑  劉益豪 

五年級以下：許智翔 陳冠綸    

三十六、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小 

領隊 呂國良 

管理 汪亮志   

教練 呂國良 

選手 六年級：楊裕恩 張昊恩 陳宇威  

五年級以下：蕭仕仁 陳愷元 謝豪   

 
國小女子組 

 

一、 臺北市幸安國小 

領隊 陳順和 

管理 郭展能 

教練 劉碧瑜  

選手 五年級以下：張羽晴   

二、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 

領隊 葉文杰 

管理 張曉一 

教練 陳冠亦 陳琮諭 

選手 六年級：林伊純 

五年級以下：楊于芳 謝詠晴 楊羽希 林芯怡 曾祈恩  



三、 土城國小 

領隊 蔡建文 

管理 王偉雄 林正凱 

教練 莊杰穎 傅修淇 陳韋澤 

選手 六年級：鄧雅文  

五年級以下：林芳妤 鄭筑薰 

四、 新北市大埔國小 

領隊 林振雄  

管理 陳宏圖 簡志明 

教練 林曉良  

選手 六年級：李昀蓉 

五年級以下：蔡咏妡   

五、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領隊 吳惠貞 

管理 陳秦敏 

教練 陳宣含  

選手 六年級：林昀蓁 

五年級以下：徐禹莛 闕千甯  

六、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國民小學 

領隊 林庭瑤 

管理 林家正 

教練 陳勁宇 朱明禮 

選手 五年級以下：朱怡貞   

七、 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 

領隊 魏萬能 

管理 劉志良 

教練 張嘉純 廖永智 陳信伶 

選手 六年級：徐若涵 陳芳翊  



八、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領隊 葉若蘭 

管理 何瑞雯 

教練 李忠桓 沈家丞 

選手 六年級：柳宇欣  

九、 屏東縣佳義國小 

領隊 鍾祥憑 

管理 葉伶潔 

教練 卓志昌 林志偉 陳美秀 

選手 六年級：韓沛遙 陸文熙  

十、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國民小學 

領隊 田楊橋 

管理 高榮俊翰 

教練 田楊橋 高浩文 高榮俊翰 田義雄 王正良 

選手 六年級：周苡蓁 

五年級以下：林淳漪 高卉唐 高楚涵  

十一、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領隊 周仁尹 

管理 霍建豪 徐筱清 

教練 郭育辰  

選手 六年級：羅翊庭 陳又綺 

五年級以下：陳虹蓁 陳冠廷  

十二、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國民小學 

領隊 高金山 

管理 黃奕裕 

教練 黃奕裕 李昆原 劉光照 

選手 六年級：林姿穎 黃昀 

五年級以下：李立歆 范秀雯 溫郁忻 田康甯  



十三、 台東縣豐源國民小學 

領隊 吳秀金 

管理 林千惠 

教練 陳哲毅  

選手 五年級以下：李芊芊 潘芷涵 劉姿岑  

十四、 宜蘭縣東澳國小 

領隊 鄔誠民 

管理 薩仲萍 

教練 劉偉慶  

選手 六年級：謝若睎 呂琪 漢郡熙 鄧語恩 

五年級以下：江書婭 朱  茵  

十五、 南投縣愛蘭國民小學 

領隊 黃文生 

管理 紀明輝 

教練 張嘉倫 欉憲偉 

選手 六年級：林沂嫺 吳妏萱 

五年級以下：蔡馨萱 梁奕筑  

十六、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國小 

領隊 陳志鉉 

管理 王騰逸 黃崇哲 

教練 賴仁傑 藍翊禎 林華珊 

選手 六年級：劉承昕 江奇羿 黃妤叠 

五年級以下：林昕妤 劉妤薰 邱澄佾  

十七、 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 

領隊 模俐諾˙卡札妮嵐 

管理 李恩賜 

教練 李恩賜  

選手 五年級以下：連霓葳 黃婷筠 林書琪  



十八、 花蓮縣吉安國小 

領隊 孫承偉 

管理 鄭筱萍 

教練 吳祐君 游心妤 

選手 六年級：潘佳妏 

五年級以下：李婉歆 廖婕儒  

十九、 桃園市立祥安國小 

領隊 姜智惠 

管理 郭士龍 

教練 羅筱媛 歐翼 

選手 六年級：林思穎 陳怡蓁 

五年級以下：張純嘉   

二十、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領隊 麥建輝 

管理 黃子彥 

教練 李婉儀 劉炳宏 

選手 六年級：王媛昕 蔡宛芸 林羿玎 

五年級以下：王媛恩 鄭詠薫  

二十一、 新竹縣立大肚國民小學 

領隊 彭源正 

管理 陳慧珍 

教練 古牽軍 古牽禮 朱佑文 林合營 陳慧珍 莊詠勝 

選手 六年級：劉珍汝 

五年級以下：林于庭   

二十二、 臺北市大佳國民小學 

領隊 李鍾慧 

管理 郭修延 

教練 劉碧瑜  

選手 六年級：林祐岑 曾小芸  



二十三、 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領隊 官志隆 

管理 武莉淳 

教練 鄭婉廷  

選手 六年級：羅宇璇  

二十四、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國小 

領隊 江政如 

管理 黃雅凰 

教練 吳芸 陳鵬宇 

選手 六年級：林可欣 

五年級以下：陳嘉伶   

二十五、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小 

領隊 賴添詢 

管理 陳晉華 

教練 蕭又壬  

選手 六年級：陳以錡 

五年級以下：郭雪真 古芮瑜 彭昱綺 邱羽婕  

二十六、 台南市海東國小 

領隊 劉珍琳 

管理 林明慧 

教練 謝宗翰  

選手 六年級：陳語萱 

五年級以下：姜瑀蕎 鄭琹云  

二十七、 南投縣廬山國小 

領隊 陳璿文 

管理 高俊偉 

教練 羅寶巴萬  

選手 六年級：林家淇  



二十八、 南投縣春陽國小 

領隊 梁有章 

管理 王俋晴 

教練 陳靜怡  

選手 六年級：陳亞馨  

二十九、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領隊 林玫伶 

管理 周雅玲 

教練 謝育臻 池沛儒 黃庠崴 

選手 六年級：何寀菊 羅予岑 

五年級以下：許雲喬 紀潔 徐海娜  

三十、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小 

領隊 鄭麗慧 

管理 曾令賢 蔡清華 

教練 歐治邦 蔡志宏 鐘冠凱 

選手 六年級：李翊瑄 朱涵絹  

三十一、 新竹市香山國小 

領隊 顏美禎 

管理 陳佩琪 

教練 葉淑慧 林品書 黃爾營 黃羽珊 

選手 六年級：方昀安  蔡心渝  曾汶云 

五年級以下：潘宥心 朱芮儀 何紫維  

三十二、 臺東縣瑞源國民小學 

領隊 羅道勳 

管理 蕭丞堯 

教練 邱陵莉 方培瑛 

選手 五年級以下：陳知宜   



三十三、 花蓮縣卓楓國小 

領隊 高玉樹 

管理 田春來 

教練 李振華  

選手 五年級以下：李旻玲   

三十四、 新北市重陽國小 

領隊 胡銘浚 

管理 柯榮宗 林財吉 

教練 沈佩穎 陳惟凡 

選手 六年級：許芯慈 林姝妍 張紜郡 顏妘蓁 

五年級以下：劉純緯 陳亮妤 張允僑 葉芃妤 林映辰 梁芳瑜  

三十五、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國小 

領隊 許清林 

管理 廖文淑 

教練 陳佩珊  

選手 六年級：梁亭云 廖心綾 

  

三十六、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國小 

領隊 呂國良 

管理 汪亮志 

教練 呂國良  

選手 五年級以下：胡宇恩 

  

  



國中男子組 
 

一、 內壢國中 

領隊 林棋文 

管理 李孟倫 

教練 彭士誠 

選手 九年級：葉定洋 

八年級：吳育鋐 

七年級：林毓翔 楊開璿 彭靖壹 許少偉 李侑澤 

二、 古亭國中 

領隊 林泰安 

管理 葉雯華 

教練 王元靖 黃琨婷 

選手 七年級：鄭融禧 

三、 台中市立清水國中 

領隊 林福裕 

管理 紀政志 

教練 官德財 官孟辰 

選手 七年級：黃子睿  

四、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領隊 江子文 

管理 余駿龍 游光志 

教練 黃俊揚 

選手 七年級：呂鑫 林浩 

五、 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 

領隊 鄭健民 

管理 張詩婕 

教練 林韋伶 

選手 九年級：宋愷捷 宋羽紳 

八年級：張育豐 吳慶宏 蘇少雲 宋偉聖 

 



六、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領隊 林國源 

管理 趙董宥廷 

教練 王正良 田剛 王正邦  

選手 九年級：周宇浩  高翰 李馬楠 田孟霖 

八年級：高誠安 胡皓翔 高捷 古仁祥 

七年級：潘侑居 

七、  花蓮縣立自強國中 

領隊 唐惠珠  

管理 郭子維 

教練 彭暐婷  

選手 九年級：陸竟亦 楊凱涵  紀柏均  謝永濬  黃立承  吳子瑋 

八年級：李宇杰 

七年級：范崧融 陳宏澤  張祖喬  何晏臣  廖宥禈 

八、 南投縣立大成國中 

領隊 陳清濱 

管理 蘇揚智 

教練 潘錦裕 

選手 九年級：陳大山 

八年級：吳仁翔 張畯畬 陳偉翰 余隆華 

 

九、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領隊 何光明 

管理 蔡宇柔 

教練 楊尚賢 謝貴羽 陳文靜  

選手 九年級：吳昱緯 

八年級：張恆偉 

七年級：許恩糧 

十、 屏東縣立瑪家國中 

領隊 印永生 

管理 朱彥玲 

教練 苑成義 

選手 七年級：余東諺 董加恩 



十一、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領隊 張美珍 

管理 楊高密 

教練 秦秋月 秦秀媛 楊美哪 

選手 八年級：黃鑫儒 李偉誌 林翰霆  

七年級：滕鈞瑋 林智恩 吳侑蔚 

十二、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九年級：張宇帆 

八年級：徐湧寓 許俊安 邱奕綸  

七年級：耿皜澤 林后倉 李柏寬 

十三、 高雄市後勁國中 

領隊 麥賢章 

管理 郭慈慧 

教練 劉秀慧 

選手 九年級：方竑傑 許登翔 陳正龍 

八年級：邱楊翰宇 

十四、 高雄市鳳西國中 

領隊 林建志 

管理 宋憲明 

教練 蔡志宏 歐治邦 鐘冠凱 林芝渝 黃冠中 蕭秉沅  陳昭升 

選手 九年級：李洧霆 王子豪 方紀軒 林宗信 

七年級：方紀浤  

十五、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林鴻源 

管理 陳惠哲 

教練 許語喬 陳勁宇 王裕斌 王顥 

選手 九年級：傅晉維 

八年級：盧昊安 吳宇祥 

七年級：朱名宏  



十六、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領隊 鄭裕成 

管理 紀富宏 

教練 潘明佳 

選手 九年級：簡岑育 張閔翔 周力暐  

 

十七、 基隆市銘傳國中 

領隊 許文璋 

管理 許逸雯 

教練 謝勝豐 李佳玲  

選手 八年級：陳宥綸 陳博仁 楊勝維 潘韋雋 洪宇恩 

七年級：張濟翔 楊之翰 洪宇佑 王君豪 

十八、 新北市三和國中 

領隊 施青珍 

管理 董永利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林婉菱 

選手 九年級：張譯中 朱浩宇 游岳瀚 陳柏安 

八年級：陳宥仲 吳秉脩 邱羿豪  

七年級：朱浩緯 易冠穎 馬子翔 黃威誠 陳家羽 王紋彥 

十九、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領隊 吳慧蘭 

管理 李國健、陳佳瑩 

教練 李宗旻 楊念綉  

選手 九年級：王立凱 羅起賢  

八年級：盧韋宏 

七年級：吳洋銘  

二十、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林芳瑜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九年級：鍾岷宸 

八年級：呂哲瑞 

七年級：柯倫祐 江雅各 林肇唯 李堉綦 



二十一、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領隊 江明泱 

管理 胡竣豪 邱顯智 

教練 林華珊 羅偉旻 陳韋澤 藍翊禎 

選手 九年級：蕭辰翰 呂承憲 張晏銓  

八年級：王世宏 蔡志杰 

七年級：何光祐 金勝輝 王勝勳 

二十二、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領隊 周仁尹 

管理 霍建豪 徐筱清 

教練 郭育辰 

選手 九年級：陳明正 李宥頡  

七年級：許力友 陳宣翰 

二十三、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領隊 楊麗華 

管理 林建成 

教練 林佳瑩 張曜璿 陳麗如  

選手 八年級：林茂勛 

二十四、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領隊 黃信騰 

管理 

教練 楊鈞芪 沈施俊 黃耀慶 沈佑芳 

選手 七年級：呂峻熙 

二十五、 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領隊 涂靜娟 

管理  沈學範 

教練 倪大智 溫雅雲 黃爾營 林詩嘉 

  選手 九年級：高宇威 
        八年級：林育淵 



二十六、 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 

領隊 張君豪 

管理 王嘉南 

教練 陳享隆 

選手 九年級：彭昱諺 劉厚辰  

八年級：張閒昱 江嘉凱 

二十七、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鄧芝岑 

教練 沈筱珺 呂佳鑫 許文玲  

選手 九年級：蘇 昱 邱柏翔 張翔祈 黃煒竣 

八年級：林佑哲 甄容祥 

二十八、 新竹縣立橫山國中 

領隊 李盈璋 

管理 熊名潔 

教練 古牽禮 古牽軍 林合營 陳慧珍 莊詠勝 朱佑文 

選手 九年級：王畇淇 鍾境鴻 温竣惟  

八年級：温聖宇 戴君昊 

七年級：曾棕涵 徐丞翰 莊閔丞 

二十九、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領隊 陳雯玲 

管理 黃曉薇 

教練 李俊霖 黃羽珊  

選手 九年級：彭晟溢 

八年級：李 恩 陳永慶 

三十、 新竹縣博愛國中 

領隊 朱紋秀 

管理 邱炳盛 

教練 張偉祥 吳聖乾  

選手 九年級：胡靖昕 符尊鷹  

八年級：張和峰 陳慶銓 

七年級：解其叡 鐘成浩 溫鈺瑋 



三十一、 嘉義縣立民雄國中 

領隊 劉彥碩 

管理 尤為立 

教練 何晚居 

選手 九年級：盧中毅 

七年級：郭明昌  

三十二、 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領隊 官志隆 

管理 汪喜得 

教練 鄭婉廷 

選手 九年級：陽皓然 莊迪翔  

八年級：安浩翔 

三十三、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張淑女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謝昊融 黎奕綾  

選手 九年級：張曜顯 蕭偉哲 陳志榮  

八年級：陳建宇 

三十四、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領隊 李碧瑤 

管理 曹正盈 

教練 曾麗文 

選手 九年級：李昱緯 

八年級：陳韋呈 

三十五、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管理 楊雅勤 

教練 官德財 

選手 九年級：曾于銓 曾于瑄  

八年級：李柏儒 王彥富 陳科綸 



三十六、 臺中市立四箴國中 

領隊 林瓊惠 

管理 王景宗 林靜宜 

教練 陳坤成 林鑫民  

選手 九年級：朱睿智 高羽凡 余聖賢 林昇樺 

八年級：高御成 

七年級：黃 鑫  

三十七、 臺北市中正國中 

領隊 余國珍 

管理 江坤樹 黃勇杉 

教練 潘嘉均 

選手 九年級：劉泰言 陳  熠  

八年級：葉哲銘 陳哲霖 陳家瑞 李承祐  

七年級：翁子洋  

三十八、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領隊 陳玫良 

管理 武淑惠 

教練 林鴻治 邱柏翰  

選手 九年級：陳一銘 王宏耕  

八年級：王睿宏 林勇辰 楊堯荏 劉哲睿  

七年級：陳彥丞 黃冠毓 

三十九、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領隊 王福從 

管理 陳月華 

教練 池沛儒 謝育臻 黃庠崴  

選手 九年級：鄭祥輝 吳宇哲  

八年級：林凡恩 阮崇恩 陳杰睿  

七年級：蔡侖宏 曾振豪 高逢澤 

四十、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領隊 白玉鈴 

管理 賴冠成 

教練 李嘉慈 蕭耀煜  

選手 九年級：林凱翔 林益民 歐永寰  

八年級：洪聲翔 



四十一、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劉葳蕤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楊智中 史正德  王厚傑  

選手 八年級：方頌恩 劉哲翰 翁睿廷 吳豐添 

四十二、 臺東縣立瑞源國民中學 

領隊 呂學興 

管理 邱聖德 

教練 方培瑛 邱陵莉  

選手 九年級：潘俞軒 潘子賢 彭程益  

八年級：柯一榮 柯佳和 

七年級：王耀慶  

四十三、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領隊 蔡明昌 

管理 高彰懋 

教練 陳能陞 黃瓊宇 廖永智 張嘉純 陳信伶 

選手 九年級：王志揚 方謙平 盧泰宇  

八年級：陳賢瑞 謝易全 

七年級：郭和豐 陳恒釧 

四十四、 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領隊 吳振壬 

管理 吳森永 

教練 周栗聿 周金雄  

選手 九年級：柯宥睿 

八年級：蘇庭逸 

四十五、 興福國中 

領隊 莊富西 

管理 吳惠民 

教練 王厚傑 

選手 九年級：陳毓辰 詹昀潤 

 
 



 
國中女子組 

一、 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 

領隊 張君豪 

管理 王嘉南   

教練 陳享隆   

選手 九年級：黃詩閔 葉芷筠      

二、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領隊 吳慧蘭 

管理 李建國 陳佳瑩 

教練 楊念綉 李宗旻 

選手 九年級：鄭冠柔   

八年級：黃丞希 蔡芃佳 鐘曉雯 

三、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領隊 江明泱  

管理 胡竣豪 邱顯智 

教練 林華珊 羅偉旻 陳韋澤 藍翊禎     

選手 八年級：王唯貞 張語諼 蘇亭蓉 莊于萱 金儀文     

七年級：葉靖儀 黃芯茹 陳芷𦭽   

四、 臺中市立四箴國中 

領隊 林瓊惠  

管理 王景宗 林靜宜 

教練 陳坤成 林鑫民 

選手 九年級：高羽菲 葉琇尹 張苡瑄    

八年級：陳歆詞 朱睿瑤 



五、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曾煥君  

管理 鄧芝岑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選手 九年級：孫藝文   

八年級：孔海凝 柳宇晴 張婷貽 

七年級：張芷綾    

六、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領隊 江子文 

管理 余駿龍 游光志 

教練 黃俊揚   

選手 九年級：林亞妮 高雨珊 林佩雯  

 

七、 花蓮縣立萬榮國中 

領隊 許瓊櫻 

管理 艾美英   

教練 張明德   

選手 九年級：鍾妤涵   

八年級：郭怡君     

七年級：鄧靖儀    

八、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領隊 張美珍 

管理 楊高密   

教練 秦秋月 秦秀媛 楊美哪  

選手 九年級：吳祈心   

八年級：王芯柔 陳于蕎 

九、 屏東縣立瑪家國中 

領隊 印永生  

管理 朱彥玲   

教練 苑成義   

選手 九年級：溫瑋庭 



十、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領隊 白玉鈴  

管理 賴冠成   

教練 李嘉慈 蕭耀煜 

選手 九年級：陳保陵 石桂蓁 許淑茹 許淑婷  

八年級：張瓈允 黃子倢 鄭昇蕙 林郁珊  

十一、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領隊 陳玫良  

管理 武淑惠   

教練 林鴻治 邱柏翰 

選手 九年級：宋張舒淳   

八年級：陳亭妤 賴詩涵   

七年級：林詠棋 蘇筱惠  

十二、 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 

領隊 鄭健民  

管理 張詩婕   

教練 林韋伶   

選手 九年級：田嘉馨 蘇芯儒 

八年級：施巧鈴 

十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林鴻源  

管理 陳惠哲   

教練 許語喬 陳勁宇 王裕斌 王顥     

選手 九年級：林宣婷 劉雅芳 

八年級：溫王佳怡 張祉萱 陽  臻 

七年級：黃玉蘭 李坊韋 劉宣妤   

十四、 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領隊 吳振壬  

管理 吳森永   

教練 周栗聿 周金雄 

選手 九年級：黃筱芸 郭姿亭 

八年級：洪心岑 郭姿靖 黃香媛 



十五、 臺北市中正國中 

領隊 余國珍  

管理 江坤樹 黃勇杉 

教練 潘嘉均   

選手 八年級：沈詠婷 王詩云 張書郁 

十六、 興福國中 

領隊 莊富西  

管理 吳惠民   

教練 王厚傑   

選手 九年級：吳宜諠 傅甦 駱韋汝  

 

十七、 高雄市後勁國中 

領隊 麥賢章  

管理 郭慈慧   

教練 劉秀慧   

選手 九年級：朱莉雅 

十八、 新北市三和國中 

領隊 施青珍  

管理 董永利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林婉菱     

選手 九年級：蔡亦涵 陳妍彤 張僑之    

八年級：蔡宜稜   

十九、 基隆市銘傳國中 

領隊 許文璋  

管理 許逸雯   

教練 謝勝豐 李佳玲 

選手 九年級：鄭怡君  曾淳芳 

七年級：林子榆    



二十、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領隊 鄭裕成 

管理 紀富宏   

教練 潘明佳  

選手 九年級：邱爾雅 賴妍佳 陳念禎 

二十一、 新竹縣立橫山國中 

領隊 李盈璋  

管理 熊名潔   

教練 古牽禮 古牽軍 林合營 陳慧珍 莊詠勝 朱佑文 

選手 九年級：高明嬨 彭孜淳 吳羽婕    

八年級：邱采暄     

七年級：江育彤 劉芯妘 許景瑄   

二十二、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領隊 林國源  

管理 趙董宥廷   

教練 王正良 田剛 王正邦     

選手 九年級：林心喬   

八年級：林佳恩     

七年級：邱薇棻    

二十三、 高雄市桃源國中 

領隊 陳世明  

管理 謝素華   

教練 拉瑪達.依斯瑪哈善   

選手 九年級：華姵伶 林瑜晴 

八年級：顏婷翾  

二十四、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林芳瑜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八年級：陳妗熙     

七年級：風佑築 林湘庭 李侑蓁 梁芷嫣  



二十五、 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 

領隊 官志隆  

管理 汪喜得   

教練 鄭婉廷   

選手 九年級：杜宜如   

八年級：羅鈺慧  

二十六、 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領隊 涂靜娟  

管理 沈學範   

教練 倪大智 溫雅雲 黃爾營 林詩嘉     

選手 九年級：鄔旻之   

八年級：林嘉妤 蔡穎萱 曾羿綾 

七年級：張瑋軒 張  琁  

二十七、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領隊 李碧瑤  

管理 曹正盈   

教練 曾麗文   

選手 九年級：何宜璇 

 

二十八、 高雄市鳳西國中 

領隊 林建志  

管理 宋憲明   

教練 蔡志宏 歐治邦 鐘冠凱 林芝渝 黃冠中 蕭秉沅  陳昭升 

選手 八年級：陳莉喬 吳楚滎 許莉莙 

二十九、 臺東縣立瑞源國民中學 

領隊 呂學興  

管理 邱聖德   

教練 方培瑛 邱陵莉 

選手 九年級：彭聖筑 李娜亞 黃亞欣    

八年級：賴芯潔 高霈諭   

七年級：柯乙君    



三十、 內壢國中 

領隊 林棋文  

管理 李孟倫   

教練 彭士誠   

選手 八年級：魯羽桐 林亞璇 吳伊晴 

七年級：李佩蓉    

三十一、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領隊 王福從  

管理 陳月華   

教練 池沛儒 謝育臻 黃庠崴  

選手 九年級：林沂臻   

八年級：鄭淑芬 林宥緣 董柏君 

七年級：楊博媗    

三十二、 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 

領隊 蔡明昌  

管理 高彰懋   

教練 陳能陞 黃瓊宇 廖永智 張嘉純 陳信伶   

選手 九年級：李佩真 施旻均 

八年級：劉萓凡 郭宴宇 蕭宇倢 謝慈  

七年級：唐珈臻 林安嫻 劉芷妡 王柏穎 郭姿瑜 蔡旻蓁  

三十三、 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領隊 陳雯玲  

管理 黃曉薇   

教練 李俊霖 黃羽珊 

選手 八年級：劉邦婕  

三十四、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九年級：董羽 徐渝涵 李彩綺 洪采嫺  

八年級：潘子軒 呂帆晴   

七年級：邱丞婕 顏庭瑜 呂胤綾   



三十五、 新豐國中 

領隊 張明智 

管理 邱垂斌 

教練 陳信齊 

選手 八年級：鍾宜璇 黃念慈 

三十六、 花蓮縣立自強國中 

領隊 唐惠珠 

管理 郭子維 

教練 彭暐婷 

選手 八年級：陳玟馨 林若涵 

七年級：彭夢欣 陳若寧 

三十七、 南投縣立大成國中 

領隊 陳清濱 

管理 蘇揚智 

教練 潘錦裕 

選手 九年級：曾詩庭 劉沛妤 

八年級：施妤昕 鄭佳予 

七年級：謝忻娣 

三十八、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領隊 何光明 

管理 蔡宇柔 

教練 楊尚賢 謝貴羽 陳文靜 

選手 九年級：李若菁 吳苡姍 

八年級：林靜雯 

七年級：陳洪芯汝 

三十九、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張淑女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謝昊融 黎奕綾 

選手 九年級：陳妤榛 

八年級：陳冠岑 

 



高中男子組 

一、 中山工商 

領隊 林昭億 

管理 陳子豪   

教練 蔡志宏 歐治邦       

選手 張簡凱安                     

二、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領隊 江子文 

管理 余駿龍 游光志 

教練 黃俊揚         

選手 林禮哲 楊弘 林頎                 

三、 松山工農 

領隊 何彬友 

管理 黃信學   

教練 王厚傑         

選手 顏毅凱                     

四、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古基煌 

管理 曾震仁   

教練 宋佳駿 曾震仁       

選手 田雋嶽 吳昱明 鄭旻杰 翁子捷 曾韋珵 黃翔哲 田建鄰 高孟哲  

薛文豪     

五、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領隊 何光明 

管理 蔡宇柔   

教練 楊尚賢 謝貴羽 陳文靜     

選手 黃憲威 何政彥 賴省吾 李嘉晉 李博閎 陳主恩           



六、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領隊 胡劍峰 

管理 黃璿庭   

教練 歐翼         

選手 李育豪                     

七、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陳盈華 張俊埼 耿皜宇 魏紹丞 張正韋 林子旭 梁興偉 陳秉融       

八、 高雄市左營高中 

領隊 張簡玲娟 

管理 郭昭佑   

教練 林麗珉 張宗善       

選手 黃柏彥 李祐宏 鐘裕翔 邱政崴               

九、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領隊 黃淑娟 

管理 陳威江   

教練 湯金蘭 劉秀慧       

選手 余裕佳                     

十、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領隊 江耀淇 

管理 姜振倫   

教練 田 剛 周振三 王正良     

選手 陳震豪 古文杰 胡宇恩 林谷諺               

十一、 國立竹北高中 

領隊 陳瑞榮 

管理 陳信廷   

教練 黃思維         

選手 葉佳豪 陳柏予 郭奕廷 范哲恩 謝澔褕 胡柏葳           



十二、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林明潔     

選手 葉宸瑋 羅逸帆 張宇翔 蔡薰毅               

十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林鴻源 

管理 陳惠哲   

教練 許語喬 陳勁宇 王裕斌     

選手 胡仲威 張建強 鐘徐東                 

十四、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領隊 余慶暉 

管理 嚴淑娟   

教練 陳信伶 張嘉純       

選手 吳堃嘉 張境程 鄭凱文                 

十五、 國立鳳山商工 

領隊 康木全 

管理 黃國治   

教練 顏清文         

選手 莊亦安 李賢明                   

十六、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領隊 鄭裕成 

管理 紀富宏   

教練 潘明佳 謝勝豐       

選手 蔡秉叡 黃睿杰                   

十七、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選手 楊恢哲 陳致廷 蘇于洋 廖翊翔 郭三郎 李宇哲 李權祐         



十八、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領隊 蔡春來 

管理 詹前鋒 邱貞婷 

教練 李宗旻 楊念綉       

選手 邱瑋宸 蘇秉宏 劉政憲                 

十九、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林芳瑜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許家豪 戴宇軒 劉奕伸 蕭凱源 林昱圻 林鴻軒 傅詩貴         

二十、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領隊 謝大才 

管理 陳巧樺   

教練 倪大智 溫雅雲 黃爾營 林詩嘉   

選手 彭翊展 林承發 吳政威                 

二十一、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曾煥君 

管理 鄧芝岑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選手 林洋銘 楊宗翰 黃晨睿 劉正澧               

二十二、 民雄農工 

領隊 鐘順水 

管理 楊宗益   

教練 張誌清         

選手 何忠祐                     

二十三、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領隊 郭春松 

管理 何靜如   

教練 何進良         

選手 王奕翔 葉裕文                   



二十四、 嘉義縣射箭委員會 

領隊 陳雅雯 

管理 林英吉   

教練 何進良         

選手 蔡昇霖                     

二十五、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張淑女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謝昊融 黎奕綾       

選手 陳柏愷 魏瑋荏 陳仁謙 蕭家程 杜志威             

二十六、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領隊 李碧瑤 

管理 曹正盈   

教練 曾麗文         

選手 王宥權 謝永弘 張長成 王宥程               

二十七、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管理 楊雅勤   

教練 官德財         

選手 趙睿超 林詠荃 陳宥樹 郭明宬               

二十八、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領隊 黃尚煜 

管理 曾仁邦 王詩宏 

教練 陳坤成 林鑫民       

選手 王檠睿 蔡明修 陳子申 黃錦樂               

二十九、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李佳釗 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柯庭風 吳泓毅 徐維辰 林書宇               



三十、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劉葳蕤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楊智中 史正德 王厚傑     

選手 高銘鴻 王克辰 鍾  驊 江金璋 柯偉鋐 李培鳴 徐培翔 陳仲韋       

三十一、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領隊 謝振宗 

管理 張俊隆   

教練 陳馨怡 黃俊嘉 程瑋凡     

選手 涂詠傑 方謙和 黃士銓 吳俊峰 郭政恩 王觀智 柯宥緯 李柏毅  

李韋翰 王政鈞  

 

高中女子組 
 

一、 中山工商 

領隊 林昭億 

管理 陳子豪   

教練 蔡志宏 歐治邦       

選手 殷 蘋 蔡玉慧 張雅婷              

二、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領隊 江子文 

管理 余駿龍 游光志 

教練 黃俊揚         

選手 林佩欣 李宗宜                

三、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古基煌 

管理 曾震仁   

教練 宋佳駿 曾震仁       

選手 王昕婕 李婗                



四、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領隊 何光明 

管理 蔡宇柔   

教練 楊尚賢 謝貴羽 陳文靜     

選手 范雅茵 幸思汝 劉千睿 潘諭嫻 潘若瑄          

五、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領隊 胡劍峰 

管理 黃璿庭   

教練 歐翼         

選手 葉秀琪                   

六、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邱意晴 施孟君 田文慈 張庭瑜 劉虹均 林子怡 趙靖婷 林芝瑩  

溫妤彤  

七、 高雄市左營高中 

領隊 張簡玲娟 

管理 郭昭佑   

教練 林麗珉 張宗善       

選手 邱宣穎 賴柔安 楊椀淳 朱珈儀            

八、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領隊 黃淑娟 

管理 陳威江   

教練 湯金蘭 李翔宸       

選手 李柔萱                  

九、 國立竹北高中 

領隊 陳瑞榮 

管理 陳信廷   

教練 黃思維         

選手 郭紫穎                  



十、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林明潔     

選手 鄧明如 陳映儒 黃玉娟 許紜瑄            

十一、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林鴻源 

管理 陳惠哲   

教練 許語喬 陳勁宇 王裕斌     

選手 曾筱筑 劉怡彤 余靖涵 邱于珊 黃子晴 劉侃蓁        

十二、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領隊 余慶暉 

管理 嚴淑娟   

教練 陳信伶 張嘉純       

選手 吳幸芳 劉映萱                

十三、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領隊 黃耀寬 

管理 林士欣   

教練 陳信伶         

選手 陳郁姍                  

十四、 國立鳳山商工 

領隊 康木全 

管理 黃國治   

教練 顏清文         

選手 黃莉媁                  

十五、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領隊 鄭裕成 

管理 紀富宏   

教練 潘明佳 謝勝豐       

選手 顏筱軒 方佑心 林子芸              



十六、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選手 李安晴 陳宜微 陳嘉于              

十七、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領隊 蔡春來 

管理 詹前鋒 邱貞婷 

教練 李宗旻 楊念綉       

選手 陳霈涵 戴境萱 葉育甄              

十八、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林芳瑜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隋昀瑾 陳以芹 陳思妤 吳宜凌            

十九、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領隊 謝大才 

管理 陳巧樺   

教練 倪大智 溫雅雲 黃爾營 林詩嘉 

選手 蘇思蘋 蘇思敏 陽亞蓉 康祐綾 蘇奕云          

二十、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張淑女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謝昊融 黎奕綾       

選手 許瑋芩  張茗媗  蔡伊玟 周怡馨            

二十一、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領隊 黃尚煜 

管理 曾仁邦 王詩宏 

教練 陳坤成 林鑫民       

選手 林昀謙 楊蕓安 李采璇              



二十二、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李佳釗 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李品軒 于可璇 黃宇葳 蔡楦婗 賴卉椸          

二十三、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劉葳蕤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楊智中 史正德  王厚傑     

選手 辛虹儀 譚偉婕 張珈瑄              

二十四、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領隊 謝振宗 

管理 張俊隆   

教練 陳馨怡 黃俊嘉 程瑋凡     

選手 郭品昕 吳亮瑩                

 

  



大專男子組 

一、 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黃國光 

管理 葉丁嘉 

教練 張富鈞        

選手 吳明翰              

二、 中原大學 

領隊 孟範武 

管理   

教練 歐翼        

選手 孟語賢              

三、 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盧俊宏 

管理   

教練 陳麗如  林佳瑩 陳金鼓    

選手 周元閎              

四、 明志科技大學 

領隊 劉祖華 

管理   

教練 陳麗如  林佳瑩    

選手 嵇暉恩 詹翔策            

五、 美和科技大學 

領隊 翁順祥 

管理 鍾志侃 

教練 許玫琇        

選手 洪乙軒              

六、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張誌清 

選手 張書齊 蕭秉沅 黃冠中 劉世緯 



七、 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賀陳弘 

管理 邱文信 

教練 楊鈞芪 

選手 賴郁勝 黃耀慶 宋皓凱 李明遠 

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張惠芬 

教練 袁叔琪        

選手 連國雄 蔡德諺 李諺宥 林一石        

九、 國立臺北大學 

領隊 林啟賢 

管理 林美華 

教練 劉展明 林芳瑜 施雅萍    

選手 饒廷宇 陳震 李家丞 湯智鈞        

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薛孟庭 

教練 李濤名 李建興      

選手 洪晟皓 邱顯傑 劉育緯          

十一、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郭品宏 張辰安 陳昭升 柯游源        

十二、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崔建 鄧宇成 林子翔 范姜益鴻 陳議醇 楊曾智 范子安  



十三、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羅正偉 潘佳澤 韓勻謙 李金糖        

 

大專女子組 
 

一、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謝和均 蔡雨芝 黃宣旻 劉詩翎          

二、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方婉婷 呂岱凌 葉昱琛 張容嘉 林季螢 謝佩涓 楊佳欣 陳凱汶  

三、 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賀陳弘 

管理 邱文信 

教練 倪大智 

  選手 林詩嘉 沈佑芳 古芸飛  陳盈如 

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張惠芬 

教練 袁叔琪         

選手 陳乖環 蔡依潔 康瑜軒            



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薛孟庭 

教練 李濤名 李建興       

選手 常羽翰 張心瑀 白依婷            

六、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張誌清 

選手 王方辰 蔡佩綺 梁彩瑜 田韻平 

七、 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黃國光 

管理 葉丁嘉 

教練 張富鈞         

選手 李冠蓉                

八、 中原大學 

領隊 孟範武 

管理   

教練 歐翼         

選手 葉秀婷                

九、 國立臺北大學 

領隊 林啟賢 

管理 林美華 

教練 劉展明  林芳瑜  施雅萍 

選手 賴昱瑄 

十、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黃湘婷                



 

公開男子組 
 

一、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選手 王顥                 

二、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 孫兆霞 

管理 欉憲偉   

教練 欉憲偉 黃建源 余冠燐 張嘉倫 

選手 米書亞 陳陽 黃楚堯 余冠燐 幸宇智 陳英佑 王威元 許景程 羅恩 

三、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林明潔   

選手 黃志豪 劉宸華 鄭峰旗  莊宇威         

四、 台東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領隊 林威志 

管理    

教練 王裕斌  許語喬 

選手 鐘幃瀚                 

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薛孟庭   

教練 李濤名 李建興     

選手 魏均珩 許權譯 游輝彥 劉俊廷           



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葉新維 魏毓廷 黃俊凱             

七、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陳品勳 方聖皓 林祥羽 索煒哲 徐任蔚 郭佳龍 李俊廷 許銘漢   

八、 陽明大學 

領隊 郭旭崧 

管理 王精一   

教練 王精一 潘嘉均 李嘉慈 唐洪浩 

選手 王柏皓                 

九、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選手 張祖豪 莊皓亘 賴聖閎 陳柏璋           

十、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陳佳駿 陳宗佑 林少閎 林俊廷           

十一、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陳政鴻 陳駿 陳辰 龍文昱           



十二、 輔仁大學 

領隊 陳冠旭 

管理 史宇軒  

教練 田劉從國        

選手 陳信夫 江品緣 史宇軒             

      

公開女子組 

一、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彭歆芸 楊喻閔 廖麗心 洪智禧        

二、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林芝渝 詹紫媚 高佳萍 吳宜霈 林佳恩 林昱萱  申慧筑 

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薛孟庭 

教練 李濤名 李建興     

選手 雷千瑩 薛孟庭 羅筱媛          

四、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選手 李宜亭 饒燕梅 謝汶芯          



五、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鄭乃華 林虔德   

選手 黃湘儀              

六、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領隊 孫兆霞 

管理 欉憲偉 

教練 欉憲偉 黃建源 余冠燐 張嘉倫 

選手 劉立婷 羅芯 陳沁妤          

七、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林明潔   

選手 胡艾鈴 鍾艾臻 陳恩慈 莊宇婕        

八、 個人 

領隊   

管理   

教練 歐翼       

選手 彭家楙              

九、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林芳瑜 劉展明 胡嘉伶 施雅萍 

選手 林芳瑜 秦雅芝            

 

  



複合弓男子組 

一、 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黃國光 

管理 葉丁嘉    

教練 張富鈞          

選手 金英傑           

二、 中正旺來山 

領隊 劉家發 

管理 張世亮    

教練 劉緣  廖健男        

選手 黃聖道 王資堯 吳晨聖       

三、 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盧俊宏 

管理      

教練 林佳瑩 陳麗如 陳金鼓      

選手 張曜璿 潘宇平 張皓勛 林家慶     

四、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領隊 江子文 

管理 余駿龍  游光志 

教練 黃俊揚          

選手 漢俊毅           

五、 花蓮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領隊 湯金蘭 

管理 李俊賢    

教練 曾震仁          

選手 拉卡.巫茂           

六、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朱延凱 楊里寬 黃嘉政 鄭元瑋 馮翊綸   



七、 高雄市左營高中 

領隊 張簡玲娟 

管理 郭昭佑    

教練 林麗珉 張宗善        

選手 潘弘祐           

八、 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 

領隊 陳清燿 

管理 許龍池    

教練 林麗珉 張宗善        

選手 凌濬澤           

九、 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鄭英耀 

管理 魏嘉建    

教練 黃義博          

選手 周立郡           

十、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選手 劉緣 黃柏崴 林虔德 魏煒宸 廖健男   

十一、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陳琮諭      

選手 楊育智 黃政霖 賴軒詳 楊育瑋     

十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林展緯    

教練 袁叔琪          

選手 潘柏哲 劉俊呈 黃昱宸 彭洛恩     



十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領隊 林鴻源 

管理 陳惠哲    

教練 蔡俊良 許語喬 陳勁宇 王裕斌    

選手 蔡俊良 彭祥貴 吳冠鋅       

十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黃韋傑 尤澤雄 劉明煌 陳琮仁 莊鎧瑋 彭宗佑 

十五、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陳界綸 賴昶安 吳東峻 陳宏溢 林哲瑋 林育震 

十六、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張曜璿 林佳瑩 陳麗如      

選手 周佳宇 陳冠儐 林昱全 王成翎     

十七、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領隊 吳慧蘭 

管理 李建國  陳佳瑩 

教練 李宗旻 楊念綉        

選手 羅雋睿           

十八、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領隊 楊麗華 

管理 林建成    

教練 林佳瑩 張曜璿 陳麗如      

選手 謝易諶           



十九、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鄧芝岑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選手 邱柏恩           

二十、 新竹縣博愛國中 

領隊 朱紋秀 

管理 邱炳盛    

教練 張偉祥 吳聖乾        

選手 符尊岩 林玄得         

二十一、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領隊 周文松 

管理 楊雅勤    

教練 官德財          

選手 趙睿宇           

二十二、 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領隊 黃尚煜 

管理 曾仁邦  王詩宏 

教練 陳坤成 林鑫民        

選手 劉鎧懋 林鑫民         

二十三、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黃振哲 彭毅軒 王斯玄 許桓綸     

二十四、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領隊 何杉友 

管理 黃信學    

教練 謝育臻 池沛儒 魏翊葶 魏煒宸    

選手 張善鈞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二十五、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李佳釗  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陳奕安           

二十六、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劉葳蕤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楊智中 史正德  王厚傑      

選手 潘邦尹           

二十七、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領隊 謝振宗 

管理 張俊隆    

教練 陳馨怡 黃俊嘉 程瑋凡      

選手 吳育陞 吳柏河 曾禹森       

二十八、 輔仁大學 

領隊 陳冠旭 

管理 史宇軒    

教練 田劉從國          

選手 顏瑋廷 彭彥通 張宗恩 彭立霆     

      

複合弓女子組 
 

一、 新北市立汐止國中 

領隊 吳慧蘭 

管理 李國健  陳佳瑩 

教練 李宗旻 楊念綉        

選手 盧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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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王律勻 張家瑜 連文怡       

三、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林哲瑋    

選手 林明靜 楊佳樺 劉淑庭 翁意婷 楊天玥   

四、 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 

領隊 陳清燿 

管理 許龍池    

教練 林麗珉 張宗善        

選手 黃湘雯           

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林展緯    

教練 袁叔琪          

選手 溫凱潔           

六、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鄧芝岑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選手 官艾 高曾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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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國立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選手 潘玟君 陳映如 魏芳瑜  汪敏      

八、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李佳釗  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宋佳宜           

九、 新北市立義學國中 

領隊 楊麗華 

管理 林建成    

教練 林佳瑩 張曜璿 陳麗如      

選手 馬瑀彣           

十、 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盧俊宏 

管理      

教練 林佳瑩 陳麗如 陳金鼓      

選手 陳麗如 林佳瑩 吳亭廷 許嬿樺 張瑞娟   

十一、 新竹市射箭委員會 

領隊 周希澤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劉亭君          

選手 陳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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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陳棟遠 

管理 江炳華    

教練 黃逸柔 林芳瑜 胡嘉伶      

選手 黃逸柔 張珮娟 林佳欣 林渝梵     

十三、 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鄭英耀 

管理 魏嘉建    

教練 黃義博          

選手 劉晉宇 林詠婕         

十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劉宣岐 朱淳瑩 陳毓庭 衛中瑩     

十五、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蔣來福    

教練 劉炳宏 張心怡 鍾全威 徐梓益  林宜螢 

選手 羅苡瑄 徐萁蔧 蕭亘庭 邱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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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紀錄 

反曲弓男子組-個人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 郭振維 1360 1440 2010年廣州亞運會代表隊總決選賽第二場 

90m 田  剛 331 360 100年全國運動會 

70m 郭振維 348 360 97年精英選手對抗賽第 4場 

50m 郭振維 345 360 2007年第 44屆世界射箭錦標賽 

30m 陳詩園 358 360 2002年第 14屆釜山亞運會 

個人對抗賽(70m 12箭) 王正邦 117 120 96年精英選手對抗賽第 1場 

奧運局(70m 72箭) 魏均珩 690 720 2017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 

 

反曲弓男子組-團體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射手(3)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團體(144箭×3人) 郭振維 王正邦 宋佳駿 4003 4320 2009年第 45屆世界射箭錦標賽 

團體對抗賽總分(6箭×4輪） 陳詩園 郭振維 王正邦 226 240 2009年第 16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奧運局團體(72箭×3人) 魏均珩 湯智鈞 鄧宇成 2034 2160 2019 世界射箭錦標賽（送審中） 

 

反曲弓男子組-個人 

室內（IN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個人對抗賽(12箭) 郭振維 119 120 94年全國室內賽 

18m 王正邦 585 600 94年全國室內賽 

25m 吳聰義 589 600 第 2屆世界室內射箭錦標賽代表隊決選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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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女子組-個人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 雷千瑩 1372 1440 2013年世錦賽亞錦賽代表隊 第二場選拔賽 

70m 譚雅婷 348 360 105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60m 雷千瑩 346 360 2013年世錦賽亞錦賽代表隊 第二場選拔賽 

50m 譚雅婷 344 360 2013年世界錦標賽(土耳其) 

30m 吳佳鴻 358 360 2013年世錦賽亞錦賽代表隊 第二場選拔賽 

個人對抗賽(70m 12箭) 吳蕙如 115 120 2007年世界盃/亞洲盃複選賽 

奧運局 (70m 72箭) 譚雅婷 688 720 2015年世界射箭錦標賽反曲弓代表隊暨里約奧運培訓隊選拔賽第二場 

 

 反曲弓女子組-團體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射手(3)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團體(144箭×3人) 譚雅婷 吳佳鴻 林詩嘉 3988 4320 100年全國運動會 

團體對抗賽總分(6箭×4輪） 譚雅婷 林詩嘉 吳佳鴻 228 240 103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奧運局團體(72箭×3人) 譚雅婷 雷千瑩 彭家楙 2010 2160 2018年雅加達亞洲運動會 

 

 反曲弓女子組-個人 

 室內（IN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個人對抗賽(12箭) 王麗鈞 118 120 94年全國室內賽 

18m 潘明佳 581 600 96年全國室內賽 

25m 秦秋月 571 600 第 1屆世界室內射箭錦標賽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複合弓男子組-個人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 王志豪 1371 1440 93年全國會長盃射箭錦標賽 

90m 吳文雄 338 360 亞洲盃國手選拔賽 

70m 王志豪 348 360 93年全國會長盃射箭錦標賽 

50m 龔林祥 356 360 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第 1場 

30m 王志豪 360 360 第 12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個人對抗賽(70m 12箭) 吳文雄 118 120 93年全國會長盃射箭錦標賽 

奧運局 (70m 72箭) 王志豪 696 720 93年全國會長盃射箭錦標賽 

個人奧運局決賽總分(12箭×3輪) 王志豪 343 360 第 12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50m雙局(72箭) 陳界綸 707 720 2019 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三站-土耳其（送審中） 

個人對抗賽(15箭) 陳享宣 150 150 106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複合弓男子組-團體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射手(3)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團體(144箭×3人) 徐芷鼎 陳國鎮 阮莒中 3977 4320 第 12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團體對抗賽總分(6箭×4輪） 翁乙正 吳易倫 林鑫民 236 240 105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50m 團體資格賽(72箭×3人) 陳界綸 潘宇平 劉緣 2101 2160 2019 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三站-土耳其（送審中） 
  
 

複合弓男子組-個人 

室內（IN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個人對抗賽(12箭) 陳國鎮 118 120 88年全國室內賽 

18m 王志豪 582 600 96年全國室內賽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複合弓女子組-個人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全項 陳麗如 1369 1440 2009年世界射箭錦標賽代表隊複選賽第 2場 

70m 陳文靜 343 360 亞洲盃國手選拔 

60m 施雅萍 347 360 87年全國中正盃射箭錦標賽 

50m 溫甯萌 350 360 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第 1場 

30m 陳麗如 357 360 2009年世界射箭錦標賽代表隊複選賽第 2場 

個人對抗賽(70m 12箭) 劉惠慈 116 120 2007年世界盃/亞洲盃決選賽 

奧運局 (70m 72箭) 劉惠慈 668 720 97年度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個人奧運局決賽總分(12箭×3輪) 陳麗如 333 360 第 12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50m雙局(72箭) 陳怡瑄 706 720 2018年雅加達亞洲運動會 

個人對抗賽(15箭) 陳怡瑄 148 150 2017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 

 

複合弓女子組-團體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射手(3)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團體(144箭×3人) 顏秀碧 陳文靜 黃依婷 3974 4320 第 12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團體對抗賽總分(6箭×4輪） 陳怡瑄 陳麗如 林明靜 232 240 2018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二站-安塔利亞 

50m 團體資格賽(72箭×3人) 陳怡瑄 陳麗如 林明靜 2085 2160 2018年雅加達亞洲運動會 

 

複合弓女子組-個人 

室內（INDOOR ROUND） 

項目 選手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個人對抗賽(12箭) 趙佴英 117 120 86年全國室內賽 

18m 施佩宜 575 600 88年全國室內賽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反曲弓組-混雙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70m 團體資格賽(72箭×2人) 雷千瑩 湯智鈞 1368 1440 2019年世界射箭錦標賽（送審中） 

 

複合弓組-混雙 

室外（OUTDOOR ROUND） 

項目 射手(1) 射手(2) 紀錄 總分 賽會名稱 

50m 團體資格賽(72箭×2人) 陳怡瑄 潘宇平 1406 1440 2018年雅加達亞洲運動會 

團體對抗賽總分(8箭×2人) 陳怡瑄 陳享宣 158 160 2018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一站-上海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弓具檢查表 

隊名：                                  弓  男□  女□ 

靶 號 選手姓名 箭 數 編      號 
箭  尾 

顏  色 

羽 片 顏 色 
箭 桿 簽 名 

主羽 副羽 

        

        

        

        

        

        

        

 

注意事項： 

1.本檢查表請於正式比賽前 30分鐘交到裁判長處，否則不得参加比賽。 

2.以上資料如有變更請於正式比賽前向裁判長更正。 

3.裁判員於比賽中可抽籤檢查，如有選手使用與本表不符之弓箭將視為使用未經檢查之弓

具，取消當局得分。 

 

教練簽名： 



109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弓具檢查表 

隊名：                                  弓  男□  女□ 

靶 號 選手姓名 箭 數 編      號 
箭  尾 

顏  色 

羽 片 顏 色 
箭 桿 簽 名 

主羽 副羽 

        

        

        

        

        

        

        

 

注意事項： 

1.本檢查表請於正式比賽前 30分鐘交到裁判長處，否則不得参加比賽。 

2.以上資料如有變更請於正式比賽前向裁判長更正。 

3.裁判員於比賽中可抽籤檢查，如有選手使用與本表不符之弓箭將視為使用未經檢查之弓

具，取消當局得分。 

 

教練簽名： 



甲山林機構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