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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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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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岱伶、龔書群、陳榮俊、簡才富、魏佳玲、蘇同福 

      秘書長： 李水河 

副秘書長：陳婷妮、祝羣 

執行秘書：金貴芳 

競賽組：陳能陞組長、史正德副組長、林嘉齡副組長 

紀錄組：陳婷妮組長、王正良副組長 

裁判組：潘昱璇組長、許語喬副組長、許正和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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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工作人員 

 

一、 審判委員：賴文郎、邱炳坤、林連禎 

                  

二、 裁判長：許正和 

 

      裁判：黃智賢、徐國陽、黃鼎雄、李嘉慈、黃文義、林易瑾、蔡怡萱、

顏藻湄、楊婷琄、潘嘉均 

 

三、 行政組：李濤名、陳苡犖 

 

四、 競賽組：陳能陞、史正德、陳韋澤 

 

五、 紀錄組：陳婷妮、李森靖、王正良 

 

六、 場地組：臺北市萬芳高中射箭隊、臺北市雙園國中射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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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競賽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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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15291 號)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肆、贊助單位︰甲山林機構、白天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伍、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 

陸、比賽地點︰台北田徑場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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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組或複合弓組之比賽。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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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組： 

1、排名賽：反曲弓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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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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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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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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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僅能由各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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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對抗賽人數。 

（五）各組團體對抗賽錄取依報名隊伍錄取進入對抗賽隊伍。 

（六）各組混雙對抗賽及團體對抗之出賽名單，請於賽前 2 小時，提交於大會紀錄組；未 

      提交者由大會依資格賽成績安排團體及混雙出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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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曲弓男、女混雙對抗賽依參賽隊伍數錄取進入對抗賽。 

玖、預定賽程 

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7/4 

星期三 

0800  領隊會議 

0830  開幕典禮 

0900-1000 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1000-1230 複合弓 50M 雙局排名賽 

1300-1330 複合弓個人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1330-1410 複合弓男子 1/32 個人賽 

1410-1450 複合弓男子 1/16 個人賽 

1450-1530 複合弓團體練習 2 趟後開始

比賽複合弓男女團 1/4 

1530-1610 複合弓男女團 1/2 

1610-1650 複合弓男女團銅/金 

 

7/5 

星期四 

0800-0830 反曲弓男子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0830-1100 反曲弓男子 70M 雙局排名賽 

1100-1140 反曲弓男子練習 2 趟後開始 

          1/32 個人賽 

1300-1330 反曲弓女子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1330-1600 反曲弓女子 70M 雙局排名賽 

1600-1700 反曲弓女子練習 2 趟後開始 

          1/32 個人賽 

 

7/6 

星期五 

0800-0830 反曲弓混雙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0830-0900 反曲弓混雙 1/8 

0900-0930 反曲弓混雙 1/4 

0930-1000 反曲弓混雙 1/2 

1030-1100 反曲弓團體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1100-1130 反曲弓男女團體 1/8 

1130-1200 反曲弓男女團體 1/4 

1200-1230 反曲弓男女團體 1/2 

1300-1330 個人賽公開練習 

         (三趟不換靶紙) 

1330-1410 反曲弓男女 1/16 個人對抗賽 

1410-1450 反曲弓/複合弓男女 1/8 

1450-1530 反曲弓/複合弓男女 1/4 

1530-1610 反曲弓/複合弓男女 1/2 

1610-1650 複合弓男女銅牌 

1650-1720 複合弓女金牌(交互發射) 

1720-1750 複合弓男金牌(交互發射) 

1800 賽畢頒獎 (複合弓組) 

開放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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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星期六 

0800 公開練習 

0830-0850 反曲弓女團銅牌 

0850-0910 反曲弓男團銅牌 

0910-0930 反曲弓女團金牌 

0930-0950 反曲弓男團金牌 

0950-1010 反曲弓混雙銅牌 

1010-1030 反曲弓混雙金牌 

1030-1050 反曲弓女子個人銅牌 

1050-1110 反曲弓男子個人銅牌 

1110-1130 反曲弓女子個人金牌 

1130-1150 反曲弓男子個人金牌 

1200 賽畢頒獎 (反曲弓組) 

場地整理 

今日皆交互

發射 (開放

靶位練習) 

 

拾、比賽規則︰依國際射箭總會頒佈之最新射箭規則辦理。 

一、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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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男、女混雙對抗賽採新積點賽制。 

四、反曲弓男、女團體對抗賽採新積點賽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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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壹、報名手續︰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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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每人需繳交報名費伍佰元整(內含人身保險費貳佰元)，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賽，請於

mailto:archers@ms2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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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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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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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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錦標與獎勵︰ 

一、反曲弓/複合弓項目男、女個人、混雙及團體組： 

（一）個人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二）團體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三）混雙排名賽成績前八名頒發獎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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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混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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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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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如該組參賽人數不足時，將依本競賽規程「捌、競賽制度」第三項第一款之規定辦 

      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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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代表單位僅能由各組別團體成績最優的一隊獲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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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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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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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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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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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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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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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請行政院體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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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參賽人數 

 

 

 

 

參賽隊伍 

反曲弓男子組 

  

一、 Sabah State Archery Association 
    領隊    Binti Eban Sulin 

  管理  Leong Paul 

  教練  Chia Charley, Shazinan Azmi, Bin Mohamat Rahim Mubarak, Liew Gabriel   

  選手   BIN AZMI MUHAMMAD SYAUQI, BIN AKHIROMAN AHMAD AFIQ,  

BIN BUSTHAMIN MUHAMMAD SYAFIQ, ANDERSON IZZAN ZAIDAN, WONG BRIAN    

                                                    

 

二、 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葉丁嘉 

  管理  吳兆欣 

  教練  張富鈞      

  選手   馮子宸        

 

                                

三、 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張誌清     

  選手   張誌清 張書齊 黃冠中 蕭秉沅     

 

                               

四、 內思高工 
領隊    湯誌龍 

  教練  曾元民      

  選手   曾萬鈞            

                                               

反曲弓 複合弓 選手總數 

男 女 男 女 (男285人)(女122人) 

196 92 89 30 407 

28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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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領隊    唐彥博 

  管理  倪子翔 

  教練  王聖文      

  選手   朱孟烜        

                               

六、 特力屋射箭隊 
  領隊    何湯雄 

  管理  金貴芳 

  教練  金貴芳      

  選手   郭振維 田剛       

                              

七、 台南應用科大 
  領隊    林品章 

  管理  林政勳 

  教練  曾淑平      

  選手   王才瑋        

                             

八、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乃慧芳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劉晏辰 葉新維 彭宗佑 鄭郁儒 吳祖耀 李鴻廷 郭品宏  

            王琨棟 李嘉浚 陳柏盛 劉宗霖 曾祥祐   

                           

九、 平鎮高中 
  領隊    胡劍峰 

  管理  徐郁婷 

  教練  歐翼      

  選手   李育豪        

                               

十、 永和射箭委員會 
  領隊    翁淑緣 

  管理  李熙新 

  教練  施佩宜      

  選手   陳春義 李振源 吳宗諺      

                               

十一、 明志科技大學 
  領隊    劉祖華 

  教練  林佳瑩      

  選手   周元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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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花蓮縣玉里國中 
領隊    林國源 

  管理  趙董宥廷 

  教練  王正良      

  選手   陳家群 陳正彥 張聖恩 古文杰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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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祥     

  選手   楊曾智 林子翔 艾麒亞      

                                

十四、 美和科技大學 
領隊    陳景川 

  管理  鍾志侃 

  教練  許玫琇      

  選手   洪乙軒        

                                

十五、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劉信傑 

  教練  張慈晏 張心怡 劉炳宏 徐梓益 鍾全威  

  選手   劉世緯 許銘漢 游輝彥 梁興偉     

                               

十六、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領隊    張簡玲娟 

  管理  郭昭佑 

  教練  張宗善      

  選手   陳星志        

                                

十七、 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鄭英耀 

  管理  莊子肇 

  教練  黃義博      

  選手   王柏閎 許博鈞 王弘宇 夏澔     

                                

十八、 國立玉里高中 
領隊    江耀淇 

  管理  周振三 

  教練  王正良 周振三     

  選手   高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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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國立埔里高工 
  領隊    孫兆霞 

  管理  欉憲偉 

  教練  欉憲偉 黃建源 余冠燐 張嘉倫 梁美鈴  

  選手   米書亞 余冠燐 幸宇智 余聖明 陳陽 黃楚堯   

                               

二十、 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賀陳弘 

  管理  張幼俊 

  教練  楊鈞芪      

  選手   賴郁勝 林明良 陳嗣濠 黃耀慶       

                             

二十一、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選手   游子麟 范子安 彭德揚 黃志豪     

                               

二十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林展緯 

  教練  袁叔琪 吳英男     

  選手   張宸維 陳允得 連國雄 董祐綸 黃昱宸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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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純      

  選手   吳堃嘉 鄭凱文 鄭祐霖 張境程     

                               

二十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劉俊廷 

  教練  劉碧瑜      

  選手   魏均珩 洪晟皓 邱顯傑 許權譯 劉俊廷    

                               

二十五、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吳蕙如 藍巧如   

  選手   羅偉旻 高浩文 劉家瑋 鄧宇成 王正邦 鄭丞傑 郭翎羽 崔建 陳品勳 方聖皓  

陳亮勳 郭佳龍 徐任蔚 林育震 林昱辰 吳東峻 李俊廷 陳議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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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領隊    李文彬 

  管理  張清泉 

  教練  林政賢      

  選手   王厚傑        

                               

二十七、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領隊    鄭裕成 

  管理  陳玉銘 

  教練  謝勝豐      

  選手   柯游源 索煒哲 蔡秉叡      

                                

二十八、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袁叔琪 鄭乃華    

  選手   李諺宥 林一石 楊恢哲 陳致廷 李宇哲 郭三郎   

                              

二十九、 新北市三和國中 
領隊    施青珍 

  管理  孫騰暉 

  教練  吳英男 袁叔琪 林婉菱 鄭乃華   

  選手   蘇于洋 莊皓亘 張譯中 張祖豪 賴聖閎 陳柏璋 李權祐 游岳翰       

                            

三十、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張錫勳 

  管理  廖秀玲 

  教練  施雅萍 劉展明 林芳瑜 陳怡瑄 李柏緯  

  選手   陳煒鵬 許家豪 陳佳駿 戴宇軒 湯智鈞 詹郡豪   

                                

三十一、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領隊    江明泱 

  管理  邱顯智 

  教練  林華珊 莊杰穎 李宗旻    

  選手   李宗旻 蕭凱源 董瀚遠 林俊廷 顏瑋辰 林禹丞 林昱圻 簡聖凱       

                             

三十二、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黃金蘭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温智棋   

  選手   范姜益鴻 李明遠 林洋銘 楊宗翰 劉正澧 邱柏恩 薛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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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潘福來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謝昊融 黎奕綾     

  選手   張辰安 謝政謙 黃浚彥 陳柏愷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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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郡 林詠荃 蔡德諺 趙睿宇 趙睿超 許杰 郭明宬  

                               

三十五、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領隊    曾文龍 

  管理  謝扶成、陳月華 

  教練  謝育臻 池沛儒 王元靖    

  選手   王元靖 張善鈞 黃亮衡 鄭祥輝     

                               

三十六、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方淑芬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史正德 楊智中     

  選手   劉育緯 高銘鴻 王克辰      

                              

三十七、 臺北醫學大學 
  領隊    林建煌 

  管理  甘乃文 

  教練  潘嘉均 李嘉慈 唐洪浩 王精一   

  選手   王唯竹        

                               

三十八、 臺東縣立瑞源國中 
  領隊    呂學興 

  管理  黃旭邦 

  教練  邱陵莉 陳勁宇     

  選手   彭祥貴 彭程益       

                               

三十九、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領隊    曾慶裕 

  管理  陳享隆 

  教練  王義 吳聖乾 陳冠旭 田劉從國   

  選手   張弘毅 彭彥通 江品緣 陳信夫 魏敬倫 方聖霖 李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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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領隊    魏清山 

  管理  曹正盈 

  教練  曾麗文 潘美宇     

  選手   洪群岳 邱重傑 邱翰抒 謝永弘     

                               

四十一、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羅正偉 龍文昱 韓勻謙 李金糖 張書杰 許桓綸 陳駿 潘佳澤 陳政鴻      

                             

四十二、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孫任弘、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吳柏緯 卓奕憬 柯庭風 吳泓毅 邱吉珩    

                              

四十三、 國立臺北大學 
領隊    林啟賢 

  管理  王世榮 

  教練  劉展明 施雅萍 林芳瑜    

  選手   陳緯杰 饒廷宇 陳震 李家丞     

                               

四十四、 國立竹北高中 
領隊    凃仲篪 

  管理  歐秀妙 

  教練  劉亭君      

  選手   溫紹堡 鄒俊彥 廖彥瑋 魏毓廷 劉晉君 陳昌楓 曾硯琦 葉佳豪       

                            

四十五、 國立交通大學 
領隊    畢楨煥 

  管理  周咸良 

  教練  傅恆霖      

  選手   畢楨煥 周咸良 張簡英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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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女子組 

  

一、 Sabah State Archery Association 
  領隊    Binti Eban Sulin 

  管理  Leong Paul 

  教練  Chia Charley, Shazinan Azmi, Bin Mohamat Rahim Mubarak, Liew Gabriel   

  選手   FREAD CAROLINE, STEPHEN INKACRISITIE, BINTI JUNADI NUR WAZIRA IZZATI, 

 BINTI DODIH DOREEN  

                 

 

二、 大仁科技大學 
  領隊    葉丁嘉 

  管理  吳兆欣 

  教練  張富鈞      

  選手   徐子芸 傅羽妏    

                 

 

三、 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吳晨聖     

  選手   黃兆璟 魏芳瑜 王方辰 蔡佩綺 王綺珍    

                   

四、 中原大學 
  領隊    孟範武 

  教練  歐翼      

  選手   彭家楙     

                 

五、 中華大學 
  領隊    劉維琪 

  管理  林昌國 

  教練  倪大智 溫雅雲 黃爾營    

  選手   譚雅婷     

                

六、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領隊    唐彥博 

  管理  倪子翔 

  教練  陳盈淳      

  選手   葉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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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台南應用科大 
領隊    林品章 

  管理  林政勳 

  教練  曾淑平      

  選手   黃雅綿     

                 

八、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乃慧芳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林欣穎 羅雲辰 衛中瑩 劉宣岐  

                

九、 平鎮高中 
領隊    胡劍峰 

  管理  徐郁婷 

  教練  歐翼      

  選手   葉秀婷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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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祥     

  選手   高佳萍 張容嘉 王昕婕   

                 

十一、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劉信傑 

  教練  張慈晏 張心怡 劉炳宏 徐梓益 鍾全威  

  選手   謝和均 施孟君 田文慈 張庭瑜  

                

十二、 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賀陳弘 

  管理  張幼俊 

  教練  楊鈞芪      

  選手   李芳宜 古芸飛    

                

十三、 國立新竹高商 
領隊    劉曉雯 

  管理  楊鈞芪 

  教練  楊鈞芪 張煥清     

  選手   沈佑芳 羅筱媛 陳佳妏 陳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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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林展緯 

  教練  袁叔琪 吳英男     

  選手   袁叔琪     

                

十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領隊    楊啟文 

  管理  朱瓊翰 

  教練  施雅萍 劉展明     

  選手   林芳瑜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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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純      

  選手   吳幸芳 劉映萱    

                

十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領隊    俞智贏 

  管理  劉俊廷 

  教練  劉碧瑜      

  選手   張心瑀 常羽翰 白依婷   

                            

十八、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陳詩園 林政賢 吳蕙如 藍巧如   

  選手   林佳恩 林芝渝 呂岱凌 方婉婷 林昱萱 鄔思恩 楊佳欣 劉淑庭 

               

十九、 新北市三民高中 
  領隊    沈美華 

  管理  杜協昌 

  教練  吳英男 袁叔琪 鄭乃華    

  選手   葉昱琛 陳乖環 李安晴   

                                  

二十、 新北市三和國中 
  領隊    施青珍 

  管理  孫騰暉 

  教練  吳英男 袁叔琪 林婉菱 鄭乃華   

  選手   黃湘儀 陳宜微 陳嘉于 蔡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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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領隊    張錫勳 

  管理  廖秀玲 

  教練  施雅萍 劉展明 林芳瑜 陳怡瑄 李柏緯  

  選手   廖麗心 賴昱瑄 唐沁如 隋昀瑾  

                                  

二十二、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領隊    江明泱 

  管理  邱顯智 

  教練  林華珊 莊杰穎 李宗旻    

  選手   陳思妤 王婷嬿 林渝梵   

                                  

二十三、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領隊    周仁尹 

  管理  劉銘恩、李君鴻 

  教練  郭育辰      

  選手   陳以芹     

                            

二十四、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黃金蘭 

  教練  沈筱珺 呂佳鑫 許文玲 温智棋   

  選手   劉詩翎 楊之儀 高曾淑婷 官艾  

                            

二十五、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 
領隊    潘福來 

  管理  李其安 

  教練  黎奕綾 謝昊融     

  選手   饒燕梅 陳盈如 盧儀瑄   

                                  

二十六、 臺北市萬芳高中 
領隊    方淑芬 

  管理  楊家鑫 

  教練  史正德 楊智中     

  選手   蔡雨芝 詹紫媚 黃宣旻   

                                  

二十七、 臺東縣立瑞源國中 
領隊    呂學興 

  管理  黃旭邦 

  教練  邱陵莉 陳勁宇     

  選手   李娜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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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新北市體育總會射箭委員會 
  領隊    歐輝煌 

  管理  林芳瑜 

  教練  施雅萍      

  選手   雷千瑩     

                

二十九、 國立竹北高中 
  領隊    凃仲篪 

  管理  歐秀妙 

  教練  劉亭君      

  選手   林季螢 黃湘婷 廖梓貽   

                

三十、 國立臺北大學 
  領隊    林啟賢 

  管理  王世榮 

  教練  劉展明 施雅萍 林芳瑜    

  選手   藍翊禎     

                           

三十一、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孫任弘、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謝佩涓 吳宜霈 柯瑋瀅 薛孟庭  

                 

三十二、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禹所希 胡嘉伶 連文怡 彭歆芸  

                             

三十三、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領隊    許文宗 

  管理  陳威江 

  教練  莊長文 李翔宸 湯金蘭    

  選手   李冠蓉 李柔萱    

                 

三十四、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領隊    魏清山 

  管理  曹正盈 

  教練  曾麗文 潘美宇     

  選手   張伃萱 林郁欣 劉騏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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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弓男子組 

  

一、 Sabah State Archery Association 
領隊    Binti Eban Sulin 

  管理  Leong Paul 

  教練  Chia Charley, Shazinan Azmi, Bin Mohamat Rahim Mubarak, Liew Gabriel   

  選手   LO EUGENIUS, FOH SOON, CHIN SHI YI, LIEW ADRIEL GABRIEL, SAGE EDIE MECEDGER  

              

二、 Good Shot 射箭隊 
領隊    卓甲戊 

  選手   卓甲戊     

                 

三、 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黃資堯     

  選手   林虔德 黃柏崴 王資堯 魏煒宸 廖健男 劉緣 葛恩傑 賴又加 

                   

四、 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王淑音 

  管理  黃士魁 

  教練  陳麗如 林佳瑩 陳金鼓    

  選手   張曜璿 潘宇平 張皓勛 薛暐翰  

                

五、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乃慧芳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莊鎧瑋 陳泓任 張璿 陳琮仁  

            尤澤雄    

                   

六、 永和射箭委員會 
領隊    翁淑緣 

  管理  李熙新 

  教練  施佩宜      

  選手   徐芷鼎     

                                  

七、 明志科技大學射箭社 
領隊    劉祖華 

  教練  林佳瑩      

  選手   邱子軒 詹翔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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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劉信傑 

  教練  陳建翰 張慈晏 張心怡 劉炳宏 徐梓益 鍾全威 

  選手   陳建翰 彭立霆 鄭元瑋 朱延凱  

                                 

九、 泰山高中 
  領隊    李立泰 

  管理  蘇秋鳴 

  教練  陳麗如 林佳瑩 張曜璿    

  選手   林家慶     

                             

十、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領隊    張簡玲娟 

  管理  郭昭佑 

  教練  張宗善      

  選手   凌濬澤     

                                  

十一、 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鄭英耀 

  管理  莊子肇 

  教練  黃義博      

  選手   鄭百竣 王子政 林元昕 黃宇豪 黃培倫    

                   

十二、 國立東華大學 
  領隊    趙涵捷 

  管理  尚憶薇 

  教練  王正邦      

  選手   張主安     

                                  

十三、 國立清華大學 
  領隊    賀陳弘 

  管理  張幼俊 

  教練  楊鈞芪      

  選手   周浩民 林哲弘 劉晉齊   

                                  

十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領隊    蘇玉龍 

  管理  林展緯 

  教練  袁叔琪 吳英男     

  選手   劉俊呈 潘柏哲 石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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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吳蕙如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選手   林哲瑋 陳琮諭 陳界綸 賴昶安 林鑫民 葉柏辰   

                   

十六、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領隊    李文彬 

  管理  張清泉 

  教練  林政賢      

  選手   翁乙正     

                

十七、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領隊    張華堂 

  管理  黃金蘭 

  教練  呂佳鑫 沈筱珺 許文玲 温智棋   

  選手   陳宏溢 彭洛恩 陳兆鉉 呂佳鑫 廖子豪    

                   

十八、 實踐大學 
領隊    林保源 

  教練  吳榮文      

  選手   林希有 蔡統領 吳旻峰   

                

十九、 台北市射箭多元發展協會功夫射箭隊 
領隊    邱志祥 

  管理  邱志祥 

  教練  林文裕      

  選手   邱志祥 林文裕 陳昱宏 張有志  

                 

二十、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領隊    曾慶裕 

  管理  陳享隆 

  教練  王義 吳聖乾 陳冠旭 田劉從國   

  選手   陳享宣 顏瑋廷 史宇軒 陳信齊 張宗恩    

                   

二十一、 箭簇射箭大聯盟 
領隊    龔書群 

  管理  龔姵宸 

  教練  龔林祥      

  選手   龔林祥 龔書群 周治亨 林川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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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箭簇射箭小聯盟 
  領隊    龔書群 

  管理  龔姵宸 

  教練  龔林祥      

  選手   秦偉珉 廖家聖 秦天芃 吳菖庭 陳冠錡 林弘基 鄧明政  

                   

二十三、 箭簇射箭聯盟 
  領隊    龔書群 

  管理  龔姵宸 

  教練  龔林祥      

  選手   拉卡.巫茂 江鑫義 呂金謙 曹常雄 林建昌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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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   周佳宇     

                                  

二十五、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洪鈺淇 陳伯楷 黃振哲 王斯玄 彭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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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弓女子組 

  

一、 Sabah State Archery Association 
領隊    Binti Eban Sulin 

  管理  Leong Paul 

  教練  Chia Charley, Shazinan Azmi, Bin Mohamat Rahim Mubarak, Liew Gabriel   

  選手   TSEN DIANA MEI FUNG, BILAU NORYFASIKIN, LO EMILY CHING YEE, BANADUS CLEMENTINA     

                   

二、 中正大學 
領隊    馮展華 

  管理  廖俊儒 

  教練  廖健男      

  選手   李靜 潘玟君       

                   

三、 中國文化大學 
領隊    王淑音 

  管理  黃士魁 

  教練  陳麗如 林佳瑩 陳金鼓    

  選手   陳麗如 林佳瑩 吳亭廷      

                   

 

四、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領隊    黃彥翔 

  管理  乃慧芳 

  教練  吳聰義 劉明煌     

  選手   曾珈慈 簡采萍       

                   

 

五、 桃園市立永豐高中 
領隊    林裕豐 

  管理  劉信傑 

  教練  陳建翰 張慈晏 張心怡 劉炳宏 徐梓益 鍾全威 

  選手   羅兆玟 許嬿樺 羅苡瑄      

                   

 

六、 國立中山大學 
領隊    鄭英耀 

  管理  莊子肇 

  教練  黃義博      

  選手   劉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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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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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純      

  選手   朱淳瑩        

       

八、 國立體育大學 
  領隊    陳光輝 

  管理  藍巧如 

  教練  吳蕙如 陳詩園 林政賢 藍巧如   

  選手   陳怡瑄 林明靜 楊佳樺 翁意婷 黃逸柔 陳育淇 陳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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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   曾盈安        

                   

十、 臺北市立大學 
  領隊    羅仁駿 

  管理  羅正偉 

  教練  田仁秀      

  選手   熊梅茜 張家瑜 王律勻 權世仁  李葶瑄   

                   

十一、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領隊    柯明樹 

  管理  孫任弘、張光宗 

  教練  邱柏翰 林鴻治     

  選手   吳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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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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偉旻 鄧宇成 2027 2160 2017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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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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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林祥 706 720 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第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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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哲瑋 林鑫民 洪鈺淇 2093 2160 2017年第 49屆世界射箭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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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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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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中) 雷千瑩 譚雅婷 彭家楙 2002 2160 2018 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二站-土耳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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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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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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甯萌 699 720 2014年仁川亞洲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第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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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中) 林明靜 林哲瑋 1402 1440 2018 年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菲律賓站 

團體對抗賽總分(8箭×2人)(送審中) 陳享宣 陳怡瑄 158 160 2018 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一站-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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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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如 溫甯萌 黃逸柔 229 240 2013年第 18屆亞洲射箭錦標賽 

50m 團體資格賽(72箭×3人)(送審中) 陳怡瑄 黃逸柔 林明靜 2081 2160 2018 年世界盃射箭賽第一站-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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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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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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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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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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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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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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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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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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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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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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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