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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8 年度舉辦教育部體育署 

輔導辦理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區域性(射箭)對抗賽 

大會職員及裁判名單 

會    長：楊文科 

副 會 長：張鎮榮、陳見賢 

籌備主任委員：劉明超 

籌備副主任委員：張晉嘉 

審判主任委員：柯文新  

審判副主任委員：張維順、吳聖乾、李俊霖、林品書、沈筱珺 

總幹事：吳聖乾 

副總幹事：李俊霖、林品書 

裁判長：林麗珠 

裁判組： 

    黃思維(國立竹北高中)、張永城(博愛國中)、李俊霖(寶山國中)、林品書(忠孝國中)、 

    沈筱珺(湖口高中)、呂佳鑫(湖口高中)、古牽軍 (大肚國小)、古牽禮(橫山國中)、 

    吳聖乾(博愛國小)、張偉祥(博愛國小)、吳光杰(富興國小）、陳盈靜(鳳岡國小)、 

    張弘毅(輔仁大學)、彭彥通(輔仁大學)、江品緣(輔仁大學)、劉晉君(輔仁大學)、 

    廖梓貽(輔仁大學)、魏毓廷(輔仁大學)、陳享宣、龔林祥 

助理裁判：范惠華、袁湘蘭、阮惠霞、廖如松(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場地工作人員： 

       廖如松(新竹市立香山高中)、黃思維(國立竹北高中) 、張永城(博愛國中)、 

       李俊霖(寶山國中)、林品書(忠孝國中)、沈筱珺(湖口高中)、呂佳鑫(湖口高中)、 

       古牽軍 (大肚國小)、古牽禮(橫山國中)、陳厚傑(新埔國小)、吳聖乾(博愛國小)、 

       范惠華(博愛國小)、簡志豪（博愛國小）、張偉祥(博愛國小)、陳哲偉(博愛國小)、 

       鄭暉耀 (博愛國小)、阮惠霞(博愛國小)、袁湘蘭(博愛國小)、彭薇庭(博愛國小)、 

       吳光杰(富興國小）、陳盈靜(鳳岡國小)、彭彥通(輔仁大學)、江品緣(輔仁大學)、 

       劉晉君(輔仁大學)、張弘毅(輔仁大學)、廖梓貽(輔仁大學)、魏毓廷(輔仁大學)、 

       陳享宣、龔林祥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射箭隊、新竹縣博愛國中射箭隊、新竹縣博愛國小射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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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8 年度舉辦教育部體育署 

輔導辦理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區域性(射箭)對抗賽 

開幕典禮程序 

 

 

108年 8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30 

 

 

一、 典禮開始（奏樂） 

二、 主席就位 

三、 主席介紹長官來賓 

四、 主席致詞 

五、 長官來賓致詞 

六、 合影 

七、 禮成（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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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8 年度舉辦教育部體育署 

輔導辦理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區域性(射箭)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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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參、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肆、承辦單位︰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新竹縣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伍、協辦單位︰新竹縣體育會、新竹縣體育場 

陸、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8 日起至 108 年 8 月 11 日止（共計 4 日） 

柒、比賽地點︰新竹縣博愛國民小學 

捌、參加單位︰ 

一、凡全國機關團體及所屬各級學校之學生，或在學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均得以組隊報

名參加。 

二、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報名參加。 

   三、參賽區域性對抗賽係以增加各縣市各基層訓練站培訓選手交流切磋機會為目的，參加

對抗賽對象請以教育部體育署108年度核定設立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分站為主，各縣

市非基訓站參賽隊伍依規定不得超過總參賽隊數2分之1。 

玖、競賽制度： 

一、 比賽時間：競賽時間得適當調整並公佈之。(公開練習均為三趟) 

    時間 

日期 
上午 下午 

8月 8日 

(星期四) 
場地佈置 場地佈置 

8月 9日 

(星期五) 

08：00~08：30公開練習 

08：30~11：00 

(09:30開幕典禮) 

國中男、女子（新人組） 

      30M第一局及第二局  

國小男、女子（新人組） 

      20M第一局及第二局 

（4分鐘 6箭，中場休息 15分鐘） 

12：30~13：00公開練習/領隊會議 

13：15 

國小男、女子組 30M雙局  

高中男、女子組 70M雙局 

公開男、女子組 70M雙局 

複合弓組 50M雙局 

（4分鐘 6箭，中場休息 15分鐘） 

17：00 

複合弓組個人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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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日期 
上午 下午 

8月 10日 

(星期六) 

08：00~08：30公開練習 

08：30~11：30 

國中男、女子組 50M雙局 

（4分鐘 6箭，中場休息 15分鐘） 

11：30 

國中男、女子組個人 1/16對抗賽 

12：30~13：00公開練習 

13：15~14：30 

國小組男、女子組團體對抗賽 

高中男、女子組團體對抗賽 

公開男、女子組團體對抗賽 

14：40~14：55公開練習 

14：55 

國小組混雙對抗賽 

高中組混雙對抗賽 

15：05~15：15公開練習 

15：15 

國中組男、女子組團體對抗賽 

國中組混雙對抗賽 

8月 11日 

(星期日) 

08：30～09：00公開練習 

09：10～10：30 

國小組男、女子組個人對抗賽 

13：00～13：30公開練習 

13：40～ 

國中組男、女子組個人對抗賽 

10：45～11：10公開練習 

11：10～12：50 

公開男、女子組個人對抗賽 

高中男、女子組個人對抗賽 

二、 競賽分組： 

(一)公開男、女子組個人組、團體組及混雙組。 

(二)高中男、女子組個人組、團體組及混雙組。 

(三)國中男、女子組個人組、團體組及混雙組。 

(四)國中男、女組新人組 30公尺個人組及團體組。 

(五)國小男、女子組個人組、團體組及混雙組。 

(六)國小男、女組新人組 20公尺個人組及團體組。 

(七)複合弓組(男、女不分組)個人及團體(視報名隊數) 。 

三、 競賽項目： 

(一)公開、高中組 70M雙局資格賽、70M個人、團體對抗賽及混雙組。 

(二)國中組 50M雙局資格賽、50M個人團體對抗賽及混雙組（採 80CM靶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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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新人組 30公尺 2局（採 80CM靶紙）。 

(四)國小組 30M雙局資格賽、30M個人團體對抗賽及混雙組（採 80CM靶紙）。 

(五)國小新人組 20公尺 2局（採 80CM靶紙）。 

(六)複合弓 50M雙局資格賽、50M個人及團體對抗賽。 

四、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8年 7月 30日前，逕向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統一採電子信箱報名；

信箱號碼 svent107@gmail.com。 

五、 聯絡電話：張偉祥教練 0900-287913。  

拾、錦標與獎勵︰未達參賽人(隊)數，則不予給予獎勵。 

一、各組個人及團體組。 

（一）各組之個人總成績排名：前八名頒發獎狀。各組個人對抗賽：成績前三名頒

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二）各組之團體依團體總分成績之排名：前八名頒發獎狀。各組團體對抗賽：前

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三）各組各距離個人成績單局前三名頒發獎狀。 

二、各代表單位僅能由團體成績最優的一隊獲獎（各組團體隊數 4 隊以下，刪除該組

獎項，並同年齡組比賽），團體獎盃及獎狀則頒發前三名。 

拾壹、一般規定： 

一、 領隊會議：訂於各組賽程當日上午 08：30 於新竹縣體育場舉行。 

二、公開練習：於賽前各組公開練習時實施。 

三、弓具檢查：於各組公開練習前時實施。 

四、開幕典禮：訂於 108 年 8 月 9 日，上午於比賽場地內舉行，各隊均需參加。 

五、參賽選手務必攜帶相關身份證明文件或證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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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布必須用別針張掛於箭袋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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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幣貳仟元之保證金，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作仲裁。申訴成立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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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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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

議權。 

拾貳、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於領隊會議中提出修正通過後實施，但領隊

會議無權作有違射箭規則之決議，否則其決議視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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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本縣各單位參加隊職員、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於領隊技術會議、公開練習及競賽期

間准予公假登記，工作人員含場地佈置期間給予公假登記。 

拾肆、辦理本活動之工作績優人員依本縣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標準表(第三項辦理各項比

賽、競賽活動及表演活動)之規定辦理敘獎。 

拾伍、本競賽規程呈  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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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 

單位：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領隊：潘淑華  管理：    教練：沈筱珺 

隊員： 

國小男子新人組：彭元顥、王育恩、張宗靖、曾旭正、張冠謙 

 

 

單位：新北市柑園國小 

領隊：陳志鉉  管理：王騰逸、黃崇哲  教練：賴仁傑、藍翊禎、林華珊 

隊員： 

國小男子組：胡凱威、陳鼎豐 

國小女子組：黃妤叠、林昕妤、劉承昕 

 

單位：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領隊：李鍾慧  管理：林芃君  教練：劉碧瑜 

隊員： 

國小男子新人組：吳岩昊、江侑軒、蘇楷嶧 

國小女子新人組：林祐岑 

國小男子組：劉泰宇 

國小女子組：曾小芸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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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國小男子新人組：林天睿、黃翊玹、邱品禎、呂秉家、郭致廷 

國小女子新人組：鄭詠薫 

國小男子組：廖士霆、林宇宣、李亞哲、顏子翔 

國小女子組：王媛昕、林羿玎、王媛恩、蔡宛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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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台北市幸安國小 

領隊：陳順和     管理：郭展能     教練：劉碧瑜 

隊員： 

國小女子新人組：張羽晴 

 

 

單位：新竹縣博愛國小 

領隊：張維順  管理：范惠華、簡志豪  教練：張偉祥、吳聖乾、彭及龍 

隊員： 

國小男子新人組：周信愷、游昆霖、朱彥瑾、張鈞程、劉豐銚 

國小男子組：林玄得、宋若瀚、鍾成浩、李忠諭、林勝詮 

 

 

 

單位：新竹縣大肚國小 

領隊：彭源正  管理：陳慧珍 教練：古牽軍、朱佑文、古牽禮、林合營、陳

慧珍、莊詠勝 

隊員： 

國小女子新人組：林于庭 

國小男子組：曾棕裕、許祐閔、王治鈞 

國小女子組：劉珍汝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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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星懷 

國小女子新人組：潘宥心、林俞均、梁詠慈、何紫維、林倢筠 

國小男子組：林育暘 

國小女子組：方昀安、蔡心渝、曾汶云、朱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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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領隊：陳智龍  管理：徐維晨  教練：林合展 

隊員： 

國小女子新人組：韓晨晞 

 

 

單位：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領隊：葉若蘭  管理：陳泳廷  教練：李忠桓 

隊員： 

國小男子新人組：黃昱凱、彭子修 

國小女子組：戴芷萱、柳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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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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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林佑哲 

國中女子新人組：張婷貽、張芷綾、王家薰 

國中男子組：黃煒竣、邱柏翔、張翔祈、蘇昱 

國中女子組：孫藝文、孔海凝、柳宇晴 

 

 

單位：新竹縣立寶山國中 

領隊：陳雯玲  管理：吳鑾媛 教練：李俊霖、黃羽珊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彭晟溢、李 恩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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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及龍 

隊員： 

國中男子組：郭奕廷、胡靖昕、符尊鷹、陳慶銓、張和峰、温鈺瑋、解其叡 

國中女子組：彭孜淳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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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吳秉修、邱羿豪、朱浩緯、易冠穎、馬子翔 

國中女子新人組：沈毓馨 

國中男子組：張譯中、朱浩宇、游岳翰、陳宥仲、陳柏安 

國中女子組：蔡亦涵、陳妍彤、張僑之、蔡宜稜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區域性對抗賽(新竹縣) 

11 

單位：新竹縣橫山國中 

隊：李盈璋  管理：熊名潔  教練：古牽軍、朱佑文、古牽禮、林合營、陳

慧珍、莊詠勝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徐丞翰、莊閔丞、曾棕涵、鍾境鴻、葉祐辰、戴君昊 

國中女子新人組：劉芯妘、許景瑄、江育彤 

國中男子組：胡柏葳、謝澔褕、温竣惟、温盛崇、王畇淇、鍾境鴻、温聖宇 

國中女子組：吳羽婕、高明嬨、邱采暄 

 

單位：臺北市中正國中 

領隊：余國珍  管理：劉一寬  教練：潘嘉鈞 

隊員： 

國中男子組：劉泰言 

 

單位：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領隊：張君豪  管理：廖珮馨  教練：林金麒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彭昱諺、劉厚辰、張閒昱、江嘉凱 

國中女子新人組：溫晏竺、葉芷筠、黃詩閔 

 

 

單位：嘉義縣民雄國中 

領隊：劉彥碩  管理：    教練：何進良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郭明昌 

國中女子新人組：黃意方 

國中男子組：盧中毅、蔡昇霖 

國中女子組：江敏綾 

http://www.sinyu.idv.tw/games/2019033001/sign_all.asp?n_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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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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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國中男子組：陳明正、李宥頡、許力友、陳宣翰 

 

 

單位：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領隊：洪碧霜  管理：黃賜宏  指導：林合展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張丞智、彭治瑋 

國中女子新人組：韓晨愛、鍾萱婷、張詩沅 

國中男子組：林翰佑、蔡育廷 

國中女子組：鍾宣紫、鄒昀蓁、李尚諭 

 

 

單位：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 

領隊：吳源有  管理：彭富雄  指導：彭智中 

隊員： 

國中男子組：胡明均、吳冠頡 

國中女子組：徐加宜、張軒慈 

 

 

單位：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領隊：張美珍  管理：楊高密  指導：秦秋月 秦秀媛 楊美哪 

國中男子新人組: 林翰霆 

國中男子組：李偉誌、黃威銘、黃鑫儒 

國中女子組：吳祈心、王芯柔、陳于蕎 

 

http://www.sinyu.idv.tw/games/2019033001/admin.asp?n_s=4&n_g=1&n_a=2&n_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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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隊：江明泱  管理：邱顯智  教練：林華珊 

隊員： 

國中女子新人組：王姵蓁、鄭志芳、葉靖儀、黃芯茹 

國中男子組：呂承憲、蕭辰翰、張晏銓、范植偉、王世宏、蔡志杰 

國中女子組：王唯貞、張語諼、蘇亭蓉、莊于萱、金儀文、潘瑜涵 

 

 

單位：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領隊：林泰安  管理：葉雯華  指導：陳享隆、黃琨婷 

隊員： 

國中男子新人組：鄭融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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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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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玲、沈筱珺 

隊員： 

高中男子組：楊宗翰、林洋銘、劉正澧、黃晨睿、彭巃恩 

 

 

 

單位：國立竹北高中 

領隊：陳瑞榮  管理：陳信廷  教練：黃思維 

隊員： 

高中男子組：葉佳豪、曾硯琦、范哲恩、陳柏予 

高中女子組：郭紫穎 

 

 

單位：高雄市楠梓高中 

領隊：許文宗  管理：陳威江  教練：湯金蘭、李翔宸 

隊員： 

高中女子組：李柔萱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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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高中男子組：楊恢哲、蘇于洋、陳致廷、賴聖閎 

高中女子組：李安晴、陳宜微、陳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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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領隊：郭春松  管理：郭基財   教練：何進良、郭能仁 

隊員： 

男子組：王奕翔、葉裕文 

 

 

公開組 

單位：新北市德霖科技大學 

領隊：羅仕鵬  管理：陳昭元   教練：林華珊 

隊員： 

公開男子組：顏瑋辰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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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公開男子組：郭三郎、李宇哲、張祖豪、莊皓亘、李權祐、陳柏璋、廖翊翔 

公開女子組：黃湘儀 

 

 

單位：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領隊：江品緣  管理：張偉祥  教練：吳聖乾、張偉祥、陳享宣 

隊員： 

公開男子組：江品緣、魏毓廷、彭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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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弓組 

 

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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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玲、沈筱珺 

隊員： 

男子組：邱柏恩 

女子組：高曾淑婷、官艾 

 

 

單位：嘉義縣民雄國中 

領隊：劉彥碩  管理：郭基財   教練：何進良 

隊員： 

女子組：陳玉慧 

 

 

 

 

 

 

 

 

 

 

 

 

 

 

 

 

 

 

http://www.sinyu.idv.tw/games/2019033001/sign_all.asp?n_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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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輔導辦理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區域性(射箭)對抗賽 

各組總人(成隊)數及所需靶位數 

種類 人數 成隊數 所需靶位 所需靶編號 

國小男新人 20公尺組 20 4隊 5靶 1-5 

國小女新人 20公尺組 10 1隊 3靶 6-8 

國中男新人 30公尺組 23 4隊 6靶 9-14 

國中女新人 30公尺組 18 5隊 5靶 15-19 

國小男 30公尺組 16 3隊 4靶 1-4 

國小女 30公尺組 15 3隊 4靶 5-8 

國中男子 50公尺組 43 7隊 11靶 1-11 

國中女子 50公尺組 26 6隊 7靶 12-18 

複合弓組 4 0隊 1靶 9 

高中男子組 15 3隊 4靶 10-13 

高中女子組 5 3隊 2靶 14-15 

公開男子組 11 2隊 3靶 16-18 

公開女子組 1 0隊 1靶 18 

合計 233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區域性對抗賽(新竹縣) 

18 

國小男子新人組 2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彭元顥 1A 

2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王育恩 2A 

3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張宗靖 3A 

4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劉駿揚 4A 

5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張冠謙 5A 

6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吳岩昊 1B 

7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江侑軒 2B 

8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蘇楷嶧 3B 

9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林天睿 4B 

10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黃翊玹 5B 

11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邱品禎 1C 

12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呂秉家 2C 

13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郭致廷 3C 

14 新竹縣博愛國小 周信愷 4C 

15 新竹縣博愛國小 游昆霖 5C 

16 新竹縣博愛國小 朱彥瑾 1D 

17 新竹縣博愛國小 張鈞程 2D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1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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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男子新人組 2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8 新竹縣博愛國小 劉豐銚 3D 

19 新竹縣中興國小 黃昱凱 4D 

20 新竹縣中興國小 彭子修 5D 

 

國小女子新人組 2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林祐岑 6A 

2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鄭詠薫 7A 

3 台北市幸安國小 張羽晴 8A 

4 新竹縣大肚國小 林于庭 6B 

5 新竹市香山國小 潘宥心 7B 

6 新竹市香山國小 林俞均 8B 

7 新竹市香山國小 梁詠慈 6C 

8 新竹市香山國小 何紫維 7C 

9 新竹市香山國小 林倢筠 8C 

10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韓晨晞 6D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1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1&n_ord=1&sc=6')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2&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2&n_ord=1&sc=1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1&n_e=2&n_ord=1&s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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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新人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林佑哲 9A 

2 新竹縣立寶山國中 彭晟溢 10A 

3 新竹縣立寶山國中 李  恩 11A 

4 新北市三和國中 吳秉修 12A 

5 新北市三和國中 邱羿豪 13A 

6 新北市三和國中 朱浩緯 14A 

7 新北市三和國中 易冠穎 9B 

8 新北市三和國中 馬子翔 10B 

9 新竹縣橫山國中 徐丞翰 11B 

10 新竹縣橫山國中 莊閔丞 12B 

11 新竹縣橫山國中 曾棕涵 13B 

12 新竹縣橫山國中 鍾境鴻 14B 

13 新竹縣橫山國中 葉祐辰 9C 

14 新竹縣橫山國中 戴君昊 10C 

15 嘉義縣民雄國中 郭明昌 11C 

16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彭昱諺 12C 

17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劉厚辰 13C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3&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3&n_ord=1&sc=1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3&n_ord=1&s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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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新人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8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張閒昱 14C 

19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江嘉凱 9D 

20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張丞智 10D 

21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彭治瑋 11D 

22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林翰霆 12D 

23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鄭融禧 13D 

24    

25    

26    

27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3&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3&n_ord=1&s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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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新人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張婷貽 15A 

2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張芷綾 16A 

3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王家薰 17A 

4 新北市三和國中 沈毓馨 18A 

5 新竹縣橫山國中 劉芯妘 19A 

6 新竹縣橫山國中 許景瑄 15B 

7 新竹縣橫山國中 江育彤 16B 

8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溫晏竺 17B 

9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葉芷筠 18B 

10 新竹縣立石光國中 黃詩閔 19B 

11 嘉義縣民雄國中 黃意方 15C 

12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韓晨愛 16C 

13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鍾萱婷 17C 

14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張詩沅 18C 

15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王姵蓁 19C 

16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鄭志芳 15D 

17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葉靖儀 16D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1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6')
http://www.sinyu.idv.tw/games/2019033001/sign_all.asp?n_c=38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區域性對抗賽(新竹縣) 

23 

國中女子新人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8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黃芯茹 17D 

 

 

 

國小男子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北市柑園國小 胡凱威 1A 

2 新北市柑園國小 陳鼎豐 2A 

3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廖士霆 3A 

4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林宇宣 4A 

5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李亞哲 1B 

6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顏子翔 2B 

7 新竹縣博愛國小 林玄得 3B 

8 新竹縣博愛國小 宋若瀚 4B 

9 新竹縣博愛國小 鍾成浩 1C 

10 新竹縣博愛國小 李忠諭 2C 

11 新竹縣博愛國小 林勝詮 3C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1')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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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男子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2 新竹縣大肚國小 曾棕裕 4C 

13 新竹縣大肚國小 許祐閔 1D 

14 新竹縣大肚國小 王治鈞 2D 

15 新竹市香山國小 林育暘 3D 

16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劉泰宇 4D 

 

國小女子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北市柑園國小 黃妤叠 5A 

2 新北市柑園國小 林昕妤 6A 

3 新北市柑園國小 劉承昕 7A 

4 台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 曾小芸 8A 

5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王媛昕 5B 

6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林羿玎 6B 

7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王媛恩 7B 

8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 蔡宛芸 8B 

9 新竹縣大肚國小 劉珍汝 5C 

 

javascript:fullwin('admin_3a.asp?n_s=3&n_g=1&n_a=2&n_e=4&n_ord=1&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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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女子組 3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0 新竹市香山國小 方昀安 6C 

11 新竹市香山國小 蔡心渝 7C 

12 新竹市香山國小 曾汶云 8C 

13 新竹市香山國小 朱芮儀 5D 

14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戴芷萱 6D 

15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柳宇欣 7D 

 

複合弓組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邱柏恩 9A 

2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高曾淑婷 9B 

3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官艾 9C 

4 嘉義縣民雄國中 

陳玉慧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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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組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楊宗翰 10A 

2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林洋銘 11A 

3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劉正澧 12A 

4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黃晨睿 13A 

5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彭巃恩 10B 

6 國立竹北高中 葉佳豪 11B 

7 國立竹北高中 曾硯琦 12B 

8 國立竹北高中 范哲恩 13B 

9 國立竹北高中 陳柏予 10C 

10 新北市三民高中 楊恢哲 11C 

11 新北市三民高中 蘇于洋 12C 

12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致廷 13C 

13 新北市三民高中 賴聖閎 12D 

14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王奕翔 10D 

15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葉裕文 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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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組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國立竹北高中 郭紫穎 14A 

2 高雄市楠梓高中 李柔萱 15A 

3 新北市三民高中 李安晴 14B 

4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宜微 15B 

5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嘉于 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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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北市德霖科技大學 顏瑋辰 16A 

2 新北市三民高中 郭三郎 17A 

3 新北市三民高中 李宇哲 18A 

4 新北市三民高中 張祖豪 16B 

5 新北市三民高中 莊皓亘 17B 

6 新北市三民高中 李權祐 18B 

7 新北市三民高中 陳柏璋 16C 

8 新北市三民高中 廖翊翔 17C 

9 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江品緣 18C 

10 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魏毓廷 16D 

11 新竹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 彭宗佑 17D 

12 新北市三民高中(女) 黃湘儀 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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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5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黃煒竣 1A 

2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邱柏翔 2A 

3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張翔祈 3A 

4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蘇昱 4A 

5 新竹縣博愛國中 A 郭奕廷 5A 

6 新竹縣博愛國中 A 胡靖昕 6A 

7 新竹縣博愛國中 A 符尊鷹 7A 

8 新竹縣博愛國中 A 陳慶銓 8A 

9 新竹縣博愛國中 B 張和峰 9A 

10 新竹縣博愛國中 B 温鈺瑋 10A 

11 新竹縣博愛國中 B 解其叡 11A 

12 新北市三和國中 張譯中 1B 

13 新北市三和國中 朱浩宇 2B 

14 新北市三和國中 游岳翰 3B 

15 新北市三和國中 陳宥仲 4B 

16 新北市三和國中 陳柏安 5B 

17 新竹縣橫山國中 胡柏葳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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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5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8 新竹縣橫山國中 謝澔褕 7B 

19 新竹縣橫山國中 温竣惟 8B 

20 新竹縣橫山國中 温盛崇 9B 

21 新竹縣橫山國中 王畇淇 10B 

22 新竹縣橫山國中 鍾境鴻 11B 

23 新竹縣橫山國中 温聖宇 1C 

24 臺北市中正國中 劉泰言 2C 

25 嘉義縣民雄國中 盧中毅 3C 

26 嘉義縣民雄國中 蔡昇霖 4C 

27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陳明正 5C 

28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李宥頡 6C 

29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許力友 7C 

30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陳宣翰 8C 

31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林翰佑 9C 

32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蔡育廷 10C 

33 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 胡明均 11C 

34 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 吳冠頡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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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男子組 5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35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李偉誌 2D 

36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黃威銘 3D 

37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黃鑫儒 4D 

38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呂承憲 5D 

39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蕭辰翰 6D 

40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張晏銓 7D 

41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范植偉 8D 

42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王世宏 9D 

43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蔡志杰 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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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5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孫藝文 12A 

2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孔海凝 13A 

3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柳宇晴 14A 

4 新竹縣博愛國中 彭孜淳 15A 

5 新北市三和國中 蔡亦涵 16A 

6 新北市三和國中 陳妍彤 17A 

7 新北市三和國中 張僑之 18A 

8 新北市三和國中 蔡宜稜 12B 

9 新竹縣橫山國中 吳羽婕 13B 

10 新竹縣橫山國中 高明嬨 14B 

11 新竹縣橫山國中 邱采暄 15B 

12 嘉義縣民雄國中 江敏綾 16B 

13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鍾宣紫 17B 

14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鄒昀蓁 18B 

15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李尚諭 12C 

16 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 徐加宜 13C 

17 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 張軒慈 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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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子組 50公尺 

編號 單位 姓名 靶位 

18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吳祈心 15C 

19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王芯柔 16C 

20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陳于蕎 17C 

21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王唯貞 18C 

22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張語諼 12D 

23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蘇亭蓉 13D 

24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莊于萱 14D 

25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金儀文 15D 

26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潘瑜涵 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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