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9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 

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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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射擊委員會、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 

比賽日期：109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8 日（星期六、日） 

比賽地點：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四樓射擊場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 299 號)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9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109 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

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

隊選拔賽 

填表人 張梅英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

動總會 

協辦單位 新北市體育總會射擊委員會、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9年 10月 17 - 18日 活動地點 
新北市林口國民運

動中心 4樓射擊場 

參加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五

歲，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肢障

者）並經分級鑑定者，按參賽

類別報名參加。 

選手參加人數 
男 21 人 合 

計 

31
人 

女 10 人 

舉辦場次 1場 
裁判人數 5人 

工作人員人數 5人 

新增 

志工人數 
5人 

新增 

運動人口數 
8人 

活動內容 

組別：依比賽項目分為男子Ａ、Ｂ、C組；女子Ａ、Ｂ、C組。 

 

項目： 

(一)男子十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 

(二)男子十公尺空氣步槍立姿個人賽。 

(三)女子十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 

(四)女子十公尺空氣步槍立姿個人賽。 

(五)混合十公尺空氣步槍臥姿個人賽。 

 

成績： 

(一)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A,B級 第一名 蔡智同 

(二)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C級 第一名 羅書硯 

(三)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決賽 第一名 徐瑞仁 



  

 

(四)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立姿 A級 第一名 劉文章 

(五)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立姿 B級 第一名 陳建誌 

(六)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A,B級 第一名 陳雅婷 

(七)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C級 第一名 陳美玉 

(八)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決賽 第一名 陳雅婷 

(九)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立姿 A級 第一名 黃淑華 

(十) 混合 10公尺空氣步槍臥姿 A級 第一名 劉文章 

(十一) 混合 10公尺空氣步槍臥姿 B級 第一名 陳建誌 

優點 

1. 今年初遭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上半年許多賽事也延期

辦理。本賽事順利於疫情過後，在全體工作人員努力下，能

如期在十月份開辦，活動人數也較去年增加許多，尤其是今

年新增 C組推動射擊運動，以發掘新的運動人口，成效良

好。 

2. 本次辦理的場地為新北市林口運動中心射擊場，甫於 108年

十二月啟用，為目前國內在運動中心內的最大射擊場館，具

有 20個靶道，且靶道間距寬度均比標準寬度多 20公分，讓

輪椅選手能行動自如，沒有壓迫感。且靶道夠多，利於賽事

進行，縮短賽事時間，讓參賽者體驗不同場地，是很不錯的

經驗累積。 

缺點 
本屆會長盃賽事，新增加 C組，原意為推廣身心障礙射擊運動，

不知是否宣導不夠，參予之 C組身障朋友偏少，且未邀請地方人

士前來為選手加油打氣，實屬美中不足。 

檢討與建議 

身心障礙射擊運動為一特殊之體育單項，因為有槍枝管制問題，

若公告賽事時間不足，選手會有移槍問題，故希望來年要提早做

準備，否則倉促中易有不夠完善的地方，另外；為鼓勵 C組新人

參賽，是否來年 C組選手不收取報名費用﹖如此應該會有更多身

障朋友來參與。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9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大會工作人員 

裁 判 長：張叔峯 

裁   判：桑和弟、羅文係、張榮洲、陳秋燕 

競 賽 組：蔡仁恩 

紀 錄 組：洪韻佳、張芯慈 

場 地 組：林宇恒、劉皓甄 

運動防護員：卓仁竣、韋臻 

 

 

 

 

 



  

109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參賽名單 

1. 男子十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 

A組：台北市 徐瑞仁、簡欣瑜 

台東市 黃柯章 

B組：台北市 陳銘孝、蔡智同、高明賢、高永芳、李俊瑯 

新北市 林威佑、李定家、吳孟修、劉政奇、黃凱倫 

新竹縣 吳武松、邱智明 

高雄市 吳承璟 

C組：新竹縣 吳茂光、羅書硯 

桃園市 李詩淡 

2. 男子十公尺空氣步槍立姿個人賽。 

A組：台北市 劉文章、簡欣瑜 

B組：台北市 陳國綉、高永芳 

新北市 陳建誌 

3. 女子十公尺空氣手槍個人賽。 

A組：台北市 涂麗茹 

新北市 陳雅婷 

B組：台北市 吳怡瑩、陳玲樺、王念慈 

新北市 張梅英 

新竹縣 范孟姬、彭瑞凡 

C組：桃園市 陳美玉 

4. 女子十公尺空氣步槍立姿個人賽。 

A組：新北市 黃淑華、陳雅婷 

5. 混合十公尺空氣步槍臥姿個人賽。 

A組：台北市 劉文章、簡欣瑜 

新北市 黃淑華 

B組：台北市 陳國綉、高永芳 

新北市 陳建誌



  

109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靶位輪次表 

日期：109 年 10 月 17 日            地點：林口國民運動中心射擊場 

第一輪 
 

第二輪 

上場 09:00 試射 09:15 正射 09:30-10:45 
 

上場 11:00 試射 11:15 正射 11:30-12:45 

靶位 姓  名 單  位 備 註 
 
靶位 姓  名 單  位 備 註 

1-1       
 

2-1       

1-2       
 

2-2       

1-3       
 

2-3       

1-4 蔡智同 新北市 男空手 B 
 

2-4       

1-5 李俊瑯 台北市 男空手 B 
 

2-5       

1-6 李定家 新北市 男空手 B 
 

2-6       

1-7 陳銘孝 台北市 男空手 B 
 

2-7       

1-8 邱智明 新竹縣 男空手 B 
 

2-8 吳茂光 新竹縣 男空手 C 

1-9 高永芳 台北市 男空手 B 
 

2-9 李詩淡 桃園市 男空手 C 

1-10 林威佑 新北市 男空手 B 
 

2-10 羅書硯 新竹縣 男空手 C 

1-11 吳武松 新竹縣 男空手 B 
 

2-11 陳美玉 桃園市 女空手 C 

1-12 吳孟修 新北市 男空手 B 
 

2-12 彭瑞凡 新竹縣 女空手 B 

1-13 高明賢 台北市 男空手 B 
 

2-13 張梅英 新北市 女空手 B 

1-14 黃楷倫 新北市 男空手 B 
 

2-14 王念慈 台北市 女空手 B 

1-15 吳承璟 高雄市 男空手 B 
 

2-15 范孟姬 新竹縣 女空手 B 

1-16 劉政奇 新北市 男空手 B 
 

2-16 吳怡瑩 台北市 女空手 B 

1-17 簡欣瑜 台北市 男空手 A 
 

2-17 陳玲樺 新北市 女空手 B 

1-18 黃柯章 台東市 男空手 A 
 

2-18 陳雅婷 新北市 女空手 A 

1-19 徐瑞仁 台北市 男空手 A 
 

2-19 涂麗茹 台北市 女空手 A 

1-20       
 

2-20       

男子空氣手槍決賽時間：13:00 檢錄         女子空氣手槍決賽時間：13:50 檢錄 



  

109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射擊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靶位輪次表 

日期：109 年 10 月 18 日            地點：林口國民運動中心射擊場 

第一輪 
 

第二輪 

上場 09:00 試射 09:15 正射 09:30-10:45 
 

上場 11:00 試射 11:15 正射 11:30-12:45 

靶位 姓  名 單  位 備 註 
 
靶位 姓  名 單  位 備 註 

1-1       
 

2-1       

1-2       
 

2-2       

1-3       
 

2-3       

1-4       
 

2-4       

1-5       
 

2-5       

1-6       
 

2-6 黃淑華 新北市 女空步臥 A 

1-7       
 

2-7       

1-8       
 

2-8 簡欣瑜 台北市 男空步臥 A 

1-9       
 

2-9       

1-10       
 

2-10 陳建誌 新北市 男空步臥 B 

1-11 陳雅婷 新北市 女空步立 A 
 

2-11       

1-12 黃淑華 新北市 女空步立 A 
 

2-12 劉文章 台北市 男空步臥 A 

1-13 劉文章 台北市 男空步立 A 
 

2-13       

1-14 陳建誌 新北市 男空步立 B 
 

2-14 高永芳 台北市 男空步臥 B 

1-15 簡欣瑜 台北市 男空步立 A 
 

2-15       

1-16 陳國綉 台北市 男空步立 B 
 

2-16 陳國綉 台北市 男空步臥 B 

1-17 高永芳 台北市 男空步立 B 
 

2-17       

1-18       
 

2-18       

1-19       
 

2-19       

1-20       
 

2-20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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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