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各單項運動基層訓練地點及聯絡資訊一覽表
訓練地點

序號 運動項目

地點

訓練時間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鄭宇君

0972-396-843

1

三鶯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10巷12號

2

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星期六、日 9:00-12:00

鄭守吉

0933-999-676

桃園市立田徑場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號

星期六、日 9:00-12:00

鄭守吉

0933-999-676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鄭守吉

0933-999-676

張福生

0961-102-657

江孟軒

0932-667-759

林我欽

0932-330-207

陳富貴

0919-127-448

3
4

田徑

星期一、二、四、五
上午9-10點重訓及體能
下午2-5點專項訓練
星期三 3-5點心肺耐力
星期一至五
下午15:00-17:00
晚間19:00-21:00
星期六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每週六上午09:30-12:30
每週日上午09:00-下午17:00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12:00
下午14:00-17:00

5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936號

6

臺北市殘障桌球協會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

7

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 桌球室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臺東縣南王國小桌球室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726號

9

北斗桌球訓練中心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復興路545號

每週六上午09:00-11:00

陳朋龍

0936-083-862

10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馨園桌球室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星期一至五 晚間19:00-21:00

林佳蓉

0932-709-105

8

桌球

11

高雄市身心障礙桌球協會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329巷19號

12

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高醫桌球室)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13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協會

臺南市中華東路三段569號(崇明里活動中心)

星期四晚間19:00-21:00
星期日早上09:00-12:00 下午14:00-19:00
星期一至五 晚間18:00-21:00
星期五下午13:00-15:00

林水泉
詹敏亨

0976-577-345

王瑞益

0936-384-429

潘光敏

0922-679-436
0919-877-097

師大林口校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2號

星期六
上午09:00-11:30
下午13:30-17:00

15

霧峰健體中心

臺中市霧峰區成功路200號

星期六、日 上午09:00-12:00

鄭任佑

16

滾水羽球館

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100號

星期六、日 上午11:00至下午18:00

李孟源
李育慧
陳文枝

14
羽球

17

臺北市訓練站-五常國中

臺北市復興北路430巷1號

星期一至五 05:30-8:00；16:00-18:00
星期六、日 06:50-08:30

18

臺中市訓練站-普將中興泳池

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233號

星期一至六 06:00-07:30

臺南市訓練站-永康水多多樂園

臺南市永康區永科七路200號

20

高雄市訓練站1-鳳山區運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65號

21

高雄市訓練站2-三民游泳池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0號

19

游泳

22

桃園市中壢私人射箭場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159巷68號

23

臺中市射箭場

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一段646號

0952-572-061

鄭博源
星期一至六 16:30-19:00

梁國禎

0919-181-277

李福祥
週六 10:00-15:00
週日 10:00-15:00
每週一、三 晚上19:00-21:00
週六 08:30-17:00

曾隆煇
官德財

0932-103-710

備註

(02)2255-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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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項運動基層訓練地點及聯絡資訊一覽表
訓練地點

序號 運動項目
24
25

射箭

地點

訓練時間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0970-686-263

臺北市中正國民運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1號

徐瑞仁

西湖射箭訓練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163號

謝富元

26

林育生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151號
每週六 10:00-15:00
週日 10:30-15:00

27

高雄市立楠梓射箭場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60號

28

國立體育大學射箭場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29

新北市訓練站-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299號

每週四 晚上18:30-20:30

張梅英

新竹縣訓練站-新竹縣大肚國小射擊場

新竹縣橫山鄉中豐路二段157號

每週六、日 上午9:00-12:00

林合營

臺東縣訓練站-臺東體育中學射擊館

臺東縣臺東市體中路1號

每週一、三、五 晚上19:00-21:00

黃崇鏞

0955-084-753

侯碧燕

0933-008-658

陳燕修

0922-577-066

30

射擊

31

32

張宗善
陳詩園

晨間訓練
星期一、二、四、五 上午06:30-08:00
專長訓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15:00-18:00
星期六 上午09:00-11:30
週一:19:00-21:00技術
週二:16:30-18:00重量
週三:08:30-11:30體能、技術
週四:16:00-17:30重量
週五:13:30-17:00體能、技術
星期一、二、五 上午7:30-8:30
星期二、五 晚上19:00-21:00

國立體育大學柔道場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國立臺東大學柔道場

臺東縣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臺南市體育總會健力委員會/文南健力班

臺南市南區建南路154號3樓

35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115號

星期一、三、五 下午17:00-20:00

陳穎德

36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協會/
黃金保齡球館

臺南市東區莊敬路12號

每週日13:00-16:00

王瑞益

37

高雄市啟明協會/三多時尚保齡球館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35號2樓

38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双木保齡球館

臺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一段432號

每週三19:30-

陳玉龍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38號

每週六12:00-

王成展

柔道
33

34

39

健力

保齡球

40

新北市身心障礙體運推廣協會/
新莊亞運保齡球館
桃園市體育會保齡球委員會/
中壢亞運保齡球館
臺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
一心保齡球館
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保齡球運動協會/
板橋高手保齡球館

楊毅文

林錦城

桃園市中壢區仁美9390號

楊朝偉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26號2樓

蔡有仁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99號

林寛成

新北市泰山高中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7號

王明松

台灣地板滾球運動聯盟/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425號

45

臺北市肢體殘障運動協會/臺北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46

地板滾球 中華地板滾球運動協會/三玉啟能中心

41
42
43
44

47

跆拳道

新北市八里愛心教養院

每月第二個週六，10:00-17:00

0922-427-016

0923-105-351

0912-156-269

06-2641968

劉祥龍

0928-857-565

武而謨

0935-519-058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3巷7號

星期四晚間18:30-20:30

陳秀如

02-2892-6222#212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路37號

每星期一下午14:00-15:30

陳柏佑

02-2610-6677#362

備註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各單項運動基層訓練地點及聯絡資訊一覽表

地板滾球
訓練地點

序號 運動項目

地點

訓練時間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註

48

台灣腦性休閒運動協會/敏道家園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92號

星期六14:30-17:30

周柏宏

0979-356-588

49

新北市輪椅體育運動舞蹈協會/
臺北市政府2樓親子廣場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每週五 19:00-21:00

張巧慧

0961-135-792

50

泰山產業文化館

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1樓

每週六 8:00-12:00

林長榮

0920-716-215

51

桃園任鵬飛輪舞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1199號4樓

每週六 18:30-21:30

洪麗香

0953-196-752

講師：洪麗香

苗栗展夢園

苗栗市饒平街26號2樓 (有電梯)

每週三 20:00-21:00
每週日 9:30-11:30

葉瑞美

037-352648

講師：謝祥譯

53

中華民國輪椅體育運動舞蹈協會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238號

每週日 8:00-12:00、13:30-16:30

蔡秀慧

0922-020-995

54

社團法人屏東縣脊隨損傷者協會

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

每週三 10:00-12:00、14:00-16:00

屏東縣脊髓
損傷者協會

08-7380657

55

臺中市“輪飆舞集”/
臺中市西屯區龍潭活動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龍德路二段366號

每週三、六 19:00-21:00

陳森棋

0939-870-155

56

伊甸基金會/師大附中三樓舞蹈教室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3號

每週四 19:00-21:00

沈念慈

02-22307715*6113

林敬洋
史宛婷
蔡琪揚
戴沁琳

0970-919-698
0971-252-939

黃心誼

0986-867-201

李明展

0925-162-603

林孟飛

0963-194-932

魏睿騰

0953-822-855

黃應源
(執行長)

0933-717-315

52
輪椅舞蹈

57

輪椅擊劍 中華民國輪椅擊劍協會

臺中市西屯區精誠路14號B1

星期四 下午19:00-22:00
星期六 下午14:00-18:00

58

輪椅籃球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65號

每週日14:00-16:00

59
60

新北市樹林體育園區-紅土網球場
輪椅網球 高雄竹林網球場

61
62

臺南市大林室內網球場(臺南市體育公園)
自由車

63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90號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1號
臺南市體育路10號

臺中高美濕地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酷冰宮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7之1號

新北市輪椅夢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90號

冰石壺
64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日

下午14:00-18:00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8:00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8:00
上午09:00-12:00

講師：蔡秀慧、張巧慧、
沈暐皪、高裕恩

講師：蔡秀慧、洪語謙、
邱美翠、吳怡萱、吳依芸

0958-367-627

(02)2261-5999
800305@cyc.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