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依據： 

(一) 本會 110年重要活動工作計劃辦理。 

(二) 案奉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8月 19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28871號函辦理。 

二、 目的：為積極推展全民體育以提高射擊水準，並作為選拔優秀選手參加國際比賽之評比

依據，為國爭光。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會、全國體總。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四、 參加單位及資格： 

(一) 全國性射擊運動團體。 

(二) 本會所屬團體會員。 

(三) 各軍、警、學校射擊隊。 

五、 比賽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公西靶場 

六、 練習及比賽日期： 

(一) 正式練習： 

1. 主場館：110年 9月 24日－採預約登記制 

2. 飛靶場：110年 9月 23日 

3. 飛靶場：110年 9月 27日至 9月 30日 

(二) 10公尺項目：110年 9月 27日至 9月 30日、110年 10月 4日至 10月 7日 

(三) 25公尺項目： 

1. 男子 25公尺快射手槍：110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日 

2. 女子 25公尺手槍：110年 9月 25日至 9月 27日 

(四) 飛靶項目：110年 9月 24日至 9月 26日、110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日 

七、 賽程表：(如附表 1) 

八、 裁判編組：(如附表 2) 

九、 防疫措施： 

(一) 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指示配合辦理。 

(二)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體育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最新防疫措施、

資訊等滾動是修正，不定時於本會官網公告最新防疫措施，如不遵守者，將取消

參賽資格。 

(三) 其他內容請詳閱防疫應變計畫。 



十、 比賽分組： 

(一) 社會組－10公尺空氣槍項目－每單位各項限 4人報名。 

(二) 社會組－10公尺混和團體－每單位各項限組二隊。 

(三) 社會組－男子 25公尺快射手槍。 

(四) 社會組－女子 25公尺手槍。 

(五) 社會組－飛靶項目。 

十一、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0年 8月 25日(星期三)12：00截止。 

(二) 參賽單位應於報名截止日前填寫完報名表，報名表上須確實填寫聯絡人資訊。 

(三) 需本會代辦保險者，申請單務必填寫確實完整，如不確實本會將不予受理。 

(四) 報名方式： 

1. 逕送：333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三段 231巷 23弄 20號。 

2. 電子信箱：ctsa2014@gmail.com 

十二、 報名費： 

1. 報名人數規定：為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集會活動室內外人數限制，部分

項目(如上表)限制參賽人數，以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 

2. 承上述，唯離開賽日尚遠，無法預估當下疫情狀況，請各單位填寫報名表以最

大量的方式填寫，如疫情狀況嚴峻，維持每單位各項限 3人報名之限制，如疫

情警戒降級或解除，再視情況調準報名人數限制。 

3. 團隊賽報名均免繳報名費，每單位各項限組一隊。 

4. 如遇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於秩序冊尚未印刷前，來電至本會申請取消參賽，

可免收取相關費用。 

5. 如秩序冊已印刷完畢，於開賽前一個工作日來電至本會申請取消參賽，酌收行

政作業手續費用150元，如未在開賽前一個工作日來電至本會申請取消參賽者，

則需全額收取報名費。 

(二) 逾期報名：報名時間若超過截止日，依國際總會規定應繳交延遲報名費，但如排

定比賽輪次表已達滿靶位或選手名單已呈送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提領槍枝彈藥移

動核准時，則不予受理。 

(「社會組」1,300元/人；飛靶項目 1,300元/人、學生 800元/人；混和賽 2,000

元/隊) 

社會組 

飛靶 650元/人、學生 400元/人，消耗性器材費

另計 

25公尺 650元/人，消耗性器材費另計。 

10公尺 650元/人－每單位各項限 3人報名 

10公尺混和團體 1,000元/隊－每單位各項限組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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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耗性器材申請： 

1. 本次賽會提供選手預訂比賽相關消耗性器材，如有需求以團體單位向本會提出

申請。 

2. 參賽選手若使用本會提供之火藥槍彈，須先向本會管理人員登記提領，使用完

畢後將彈殼回收並清點，不論是否全數使用完畢，剩餘彈藥與彈殼數量總和必

須符合提領發數同時繳回，請務必配合現場作業人員指示辦理。 

十三、 獎勵辦法： 

(一) 個人項目：各項（各級）以 2、3取 1；4取 2；5取 3之原則，各頒獎牌乙面、獎

狀乙幀。若僅一人參賽，其成績必須超越全國紀錄始予頒獎。 

(二) 團體項目：每單位各項限組一隊，每隊僅限 3 人參賽，以 2、3取 1；4取 2；5取

3之原則，各頒獎盃乙座、獎牌 3面。選手各頒獎狀乙幀。 

(三) 十公尺混和團體賽：每單位各項限組兩隊，以 2、3取 1；4取 2；5取 3之原則，

各頒獎盃乙座、獎牌 2面。選手各頒獎狀乙幀。 

(四) 各項（各級）四~八名得視需求於賽後向本會申請獎狀，如遇參賽人(隊)數低於九

人(隊)之情況，最後一名不得申請獎狀。 

(五) 參加等級鑑定合格之選手，由本會頒發鑑定證書(另收鑑定費 1,000元)。 

(六) 社會組 B級個人前三名及團體獎項不現場頒發，期他照常頒發。 

十四、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 選手注意事項 

1. 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 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

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網址：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 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8月 22日。 

(二) 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欄」，單項

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https://www.antidoping.org.tw)： 

1. 運動禁藥管制辦法 

2. 運動禁藥管制採樣流程圖 

3. 2021禁用清單 

4.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 

5. 運動禁藥管制規定暨違規處分要點 

6. 運動禁藥違規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7. 申訴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十五、 一般規則： 

(一) 比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審定最新國際射擊運動聯盟規則。有關詳細信

息，請訪問 ISSF網站 www.issf-sports.org。 



(二) 選手使用槍彈自備，但必須符合國際標準（飛靶使用 24克子彈，餘按國際最新規

則實施，手、步槍不得使用銅彈頭）。 

(三) 選手應於賽前 30分鐘到達靶場報到，俾便完成裝備檢查。 

(四) 靶位順序於比賽前由裁判組編排後並公佈之。 

(五) 服裝規定：依國際總會規定不得穿著拖鞋、破褲、牛仔褲、迷彩服等觀感不當的

服裝，頒獎時必須依規定穿著代表隊服裝。 

(六) 安全旗材質必須是橘色、螢光色或類似亮光材質，為了顯示空氣手、步槍為未裝

彈狀態，安全旗必須超過整個槍管長度。 

(七) 比賽成績如有異議，可在成績公佈後 10分鐘內，由領隊以書面提出並繳納申訴保

證金新臺幣 1,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沒入其保證金，每一申訴

案經審判委員判決後，不再受理申訴。 

(八) 飛靶項目比賽如受天候或靶機故障影響依國際規則處理，必要時得召開領隊會議

決定。 

(九) 女子 25公尺手槍及男子定向飛靶，如 A級選手不足進行決賽，仍進行決賽。 

(十) 女子不定向飛靶，人數不足進行決賽時，由 A級男子不定向飛靶選手第 7名開始

遞補，該場決賽不列入紀錄。 

(十一) 除前述第(九及十)點項目以外，其他項目參賽選手如未超過決賽規定人數，將不

實施決賽。 

(十二) 男子 25公尺快射手槍決賽可於 25公尺靶場或決賽館辦理。 

(十三) 選手經裁判組排定輪次後，如無故未按時參加比賽，皆依國際規則以 0分計算，

但仍須繳納報名費，以避免靶位無謂浪費。 

(十四) 比賽期間競賽場地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十五) 比賽及賽前練習（含非官方賽前練習）期間每位選手均須投保旅遊平安險。 

(十六) 賽前練習及賽會期間，請警察單位提供靶場維安。 

(十七) 本次賽會預定請電視台公司幫本會轉播賽事，如有不原意提供肖像權的參賽人員，

請於 9月 15日前連絡本會，未聯絡者視同同意提供肖像權供電視台公司轉播。 

(十八) 本會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 

1. E-mail：ctsa2014@gmail.com 

2. 電話：(03)211-5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