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射擊賽程表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11 月 27 日 

(星期五) 

11:00-15:00  裝備檢查 

13:00-14:00 肢障/聽障男子組 10 公尺空氣手槍賽前練習 

14:00-15:00 肢障/聽障女子組 10 公尺空氣手槍賽前練習 

15:00-16:00 技術/裁判會議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08:30-15:00  裝備檢查 

09:00-10:15 肢障/聽障男子組10公尺空氣手槍(含肢障組團體賽) 

11:00-12:15 肢障/聽障女子組10公尺空氣手槍(含肢障組團體賽) 

13:00-13:50 肢障男子組 10公尺空氣手槍決賽(檢錄時間 12:30) 

14:00-15:00  肢障男子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立姿賽前練習 

15:00-16:00  肢障/聽障女子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立姿賽前練習 

11 月 29 日 

(星期日) 

08:30-15:00  裝備檢查 

09:00-10:15 肢障男子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立姿 

11:00-12:15 肢障/聽障女子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立姿 

13:00-14:0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臥姿賽前練習 

14:00-14:3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公尺空氣快射手槍第一輪次賽前練習 

14:30-15:0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公尺空氣快射手槍第一輪次賽前練習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08:30-11:00  裝備檢查 

09:00-09:5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 公尺空氣步槍臥姿 

10:30-11:0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公尺空氣快射手槍第一輪次(含團體賽) 

11:00-11:3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公尺空氣快射手槍第二輪次(含團體賽) 

11:30 肢障男女混合組 10公尺空氣快射手槍前三名同分加賽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1-1 2-1

1-2 臺北市 郭士彰 聽障男子組 2-2 臺北市 林文芳 聽障女子組

1-3 新北市 莊智傑 聽障男子組 2-3 臺中市 莊馨儀 聽障女子組

1-4 臺北市 廖瑞友 聽障男子組 2-4 高雄市 黃瓊玲 聽障女子組

1-5 基隆市 林清波 聽障男子組 2-5 雲林縣 蔡佳玲 聽障女子組

1-6 臺北市 關嘉銘 聽障男子組 2-6 臺北市 高雅茹 聽障女子組

1-7 新竹縣 邱文宗 聽障男子組 2-7 臺中市 黃韻錡 聽障女子組

1-8 2-8 雲林縣 蔡嘉如 聽障女子組

1-9 2-9 臺北市 謝宛錚 聽障女子組

1-10 臺北市 徐瑞仁 肢障男子組 2-10

1-11 新北市 李定家 肢障男子組 2-11

1-12 新竹縣 吳武松 肢障男子組 2-12

1-13 臺東縣 黃柯章 肢障男子組 2-13 臺北市 涂麗茹 肢障女子組

1-14 臺北市 高永芳 肢障男子組 2-14 新北市 周虹華 肢障女子組

1-15 新北市 林威佑 肢障男子組 2-15 新竹縣 范孟姬 肢障女子組

1-16 新竹縣 林合營 肢障男子組 2-16 臺北市 陳玲樺 肢障女子組

1-17 臺東縣 葉憶偉 肢障男子組 2-17 新北市 張梅英 肢障女子組

1-18 臺北市 蔡智同 肢障男子組 2-18 臺北市 趙晉蘭 肢障女子組

1-19 新北市 黃楷倫 肢障男子組 2-19 新北市 陳雅婷 肢障女子組

1-20 新竹縣 邱智明 肢障男子組 2-20 新竹縣 彭瑞凡 肢障女子組

肢障組預定決賽時間13:00 預定決賽時間:無決賽

賽前練習11月27日13:00-14:00 賽前練習11月27日14:00-15:00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男子/女子10公尺空氣手槍輪次表

比賽日期：109年11月28日 比賽地點：台東市台東體中射擊館 

 第一輪  第二輪

正射時間09:00-10:15  正射時間11:00-12:15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1-1 2-1

1-2 臺北市 高永芳 肢障男子組 2-2 新北市 張梅英 肢障女子組

1-3 2-3

1-4 新北市 林威佑 肢障男子組 2-4 臺北市 陳玲樺 肢障女子組

1-5 2-5

1-6 高雄市 廖竑旗 肢障男子組 2-6 新北市 陳雅婷 肢障女子組

1-7 2-7

1-8 基隆市 辜志政 肢障男子組 2-8 新北市 黃淑華 肢障女子組

1-9 2-9

1-10 臺北市 劉文章 肢障男子組 2-10

1-11 2-11 臺中市 莊馨儀 聽障女子組

1-12 新北市 陳建誌 肢障男子組 2-12 雲林縣 蔡佳玲 聽障女子組

1-13 2-13 高雄市 黃瓊玲 聽障女子組

1-14 臺東縣 葉憶偉 肢障男子組 2-14 臺北市 朱宣潔 聽障女子組

1-15 2-15 雲林縣 蔡嘉如 聽障女子組

1-16 臺北市 簡欣瑜 肢障男子組 2-16 臺中市 黃韻錡 聽障女子組

預定決賽時間:無決賽 預定決賽時間:無決賽  

賽前練習11月28日14:00-15:00 賽前練習11月28日15:00-16:00 

比賽日期：109年11月29日 比賽地點：台東市台東體中射擊館 

 第一輪  第二輪

正射時間09:00-10:15  正射時間11:00-12:15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肢障男子/女子10公尺空氣步槍輪次表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1-1 2-1

1-2 臺北市 王念慈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2

1-3 2-3

1-4 新北市 黃淑華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4

1-5 2-5

1-6 臺北市 劉文章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6

1-7 2-7

1-8 臺東縣 葉憶偉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8

1-9 2-9

1-10 臺北市 簡欣瑜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10

1-11 2-11

1-12 新北市 陳建誌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12

預定決賽時間:無決賽 預定決賽

賽前練習11月29日13:00-14:00 賽前練習

比賽日期：109年11月30日 比賽地點：台東市台東體中射擊館 

 第一輪  第二輪

正射時間09:00-09:50 正射時間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男女混合10公尺空氣步槍臥姿輪次表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靶 位 單 位 姓 名 組 別

1-1 2-1

1-2 臺北市 王念慈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2

1-3 2-3

1-4 新北市 林威佑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4

1-5 2-5

1-6 新竹縣 吳武松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6

1-7 2-7

1-8 臺東縣 黃柯章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8

1-9 2-9

1-10 臺北市 高明賢
肢 障

男女混合組
2-10

1-11 2-11

1-12 2-12 新北市 張梅英
肢 障

男女混 合組

1-13 2-13

1-14 2-14 新竹縣 林合營
肢 障

男女混 合組

1-15 2-15

1-16 2-16 臺東縣 葉憶偉
肢 障

男女混 合組

1-17 2-17

1-18 2-18 臺北市 涂麗茹
肢 障

男女混 合組

1-19 2-19

1-20 2-20 新北市 陳雅婷
肢 障

男女混 合組

預定前三名同分加賽時間12:00 預定前三名同分加賽時間12:00

賽前練習11月29日14:00-14:30 賽前練習11月29日14:30-15:00

比賽日期：109年11月30日 比賽地點：台東市台東體中射擊館 

 第一輪  第二輪

正射時間10:30-11:00 正射時間11:00-11:30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肢障男女混合組10公尺快射手槍輪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