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桃園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張　○ 杜○○姿

2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公西靶場、桃園市大崗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馮○文 關○銘 廖○友 江○通 高○茹 黃○錡

3 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許○維

4 台灣飛靶射擊協會(新北市頂福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陳○修 陳○鑑 陳○余 黃○峰 潘○迪

5 基隆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新北市頂福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陳○義 段○偉 梁○彥 徐○一 蕭○聰 王○秀 虞○斌 謝○信 羅○雅

6 臺北市體育總會射擊協會(公西靶場、田寮靶場、臺北田徑場、臺北市中正、文山及南港運動中心所屬庫房)

選手： 吳○揚 杭○峯 黃　○ 高○倫 王○蓉 吳○洋 廖○嫻 張○寧 王○彬

陳○潔 莊○澤 邱○豪 程○立 周○宇 李○呈 王○珊 王○柏 瞿○迪

林○安 程○絜 陳○一 林○儀 東○妤 廖○錦 陳○廷 周○新 陳○均

李○凱 林○宏 洪　○

7 新北市體育總會射擊委員會(桃園公西靶場、國立體育大學所屬庫房)

選手： 陳○燕 姚○云 洪○佳 蔡○恩 鍾○恩 陳　○ 鍾○恩 林○欣 林○恒

高○廷 蔡○成

8 桃園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臺北萬芳高中、桃園中壢家商、新明國中、公西靶場、宜蘭四方林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陳○安 蔡○婷 王○華 游○怡 杜○玲 黃○伶 謝○章 陳○尚 李○英

劉○全 章○倩 林○君 吳○賢 蘇○鴻

9 臺中市體育總會射擊委員會(臺中市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王○聰 林○邦 巫○慶 魏○超 黃○清 魏○棠 林○斌

10 彰化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彰化田中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楊○弼 蕭○祥 許○漢 陳○銚

11 雲林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雲林縣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劉○妤 劉○珊 許○毓 趙　○ 洪○豐 蔡○成 陳○廷 劉○睿 林○伶

藍○庭 吳○葳 李○綺 陳○翔 廖○賢 宋○澤

12 嘉義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嘉義縣田寮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何○樺 黃○介 陳○銓 盧○榮 蔡○軒

13 臺南市體育總會射擊委員會(臺南市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陳○霖 鄭○晨 鄭○祥 蘇○儒 謝○翰 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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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雄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高雄市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蘇○程 蘇○元 鐘○緣 施○鴻 陳○聰 吳○碩 蔡○夫 李○俊 方○弘

吳○興 施○宏 劉○煌 陳○偉 徐○庭 徐○恩 張○○杉

15 宜蘭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宜蘭四方林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莊○霖 邱○睿 吳○倫 蔡○宇 蔡○源 黃○庭 張○義

16 花蓮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花蓮縣該會所屬庫房)

選手： 張○隆 陳○松

17 基隆市射擊協會(新北頂福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陳○旭 高○緯 莊○強

18 臺北市射擊協會(桃園公西靶場、新北頂福靶場、宜蘭四方林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曾○邦 秦○賢 陳○春 周○興 林○杰 徐○如

19 臺北市立暘射擊協會(新北頂福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吳○謙 張○豪 陳○諺 江○振 陳○鵬 鄭○銘

20 臺北市正義射擊協會(臺北市南港高工、宜蘭四方林靶場、桃園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袁○豪 蔡○傑 黃○晨 卜○中 蔡○丞 邱○翰 李○遠 黃○樺 袁○勳

呂○廷 王○翔 王○良 謝○宜 楊○謙 陳○霖

21 台北市射擊發展協會(新北頂福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徐○彥 高○添 李○釩 錢○叡

22 臺北市身心障礙射擊協會(臺北市文山運動中心所屬庫房)

選手： 李○瑯 高○賢 吳○慈 蔡○同 趙○蘭

23 新北市射擊運動推廣協會(宜蘭四方林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劉○渝 劉○平 王○棠 廖○凱 符○華 徐○宇 廖○凱 曹○杰 吳○豪

白○宸 劉○鉁 游○瑜

24 新竹縣竹北市射擊推廣協會(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田○榛

25 臺南市射擊協會(臺南市該會所屬庫房、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林○州 郭○呈 陳○康 陳○華 葉○昌

26 高雄市中山射擊協會(高雄大寮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李○俊

27 屏東縣中山射擊協會(屏東恆春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蔡○峯 林○佑 金○璽 許○尹 沙○傑 陳○霖 金○杰 金○昇

28 宜蘭縣射擊推廣協會(宜蘭四方林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蔡○樹 蔡○銘 蔡○壽 羅○凱 何　○ 薛○菁



1 中央警察大學(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陳○昇 林○鴻 翁○翔 吳○倫 賴○碩 丁○靖 黃○誠 李○胤 張○誠

蔡○齊 曾○緯 鍾○穎 顏○庭 黃○嘉 陳○融

2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吳○家 陳○展 鄭○哲 葉○俊 李○瑋 蔡○峻 賴○緯 黃○皓 徐○岑

戴○妮 卓　○ 陳○琳 郭○寧 林○澄 鄭○鈺 蔡○霖 邱○嘉 莊○鈞

陳○珉

3 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該校庫房、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林○傑 黃○德 彭○微 范○羽 黃○婧 鐘○茹 宋○婷 洪○晶 張○芮

李○豪 蔡○婷 李○瑄 謝○萱 簡○怡 汪○靖 林○易 呂○全 詹○穎

劉○碩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余○玟 林○欣

5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基隆市明德國中、臺北市萬芳高中、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　○ 高○呈 陳○彤 蔡○琪

6 國立體育大學(公西靶場、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卓○群 翁○翔 林○恒 宋○賢 簡○佑 歐○恩 吳○陽 林○綺 潘○薇

陳○羽 葉○萱 葉○青 曾○璇 郭○廷 蔡○恩 林○鈞 張○政 鍾○恩

李○瀚 陳　○ 魏○緯 洪○佳 黃○芸 劉○甄 曾○繕 森○軒 李○瑄

蔡○儒 張○慈

7 國立清華大學(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筠

8 國立臺東大學(臺東縣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陳○佑 張○凱 郭○廷 陳○諺 游○彬 曾○威 林○羽

1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基隆市明德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柯○瑀 陳○焄

2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基隆市明德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崔○禾

3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基隆市明德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馨

4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基隆市明德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林○倫

5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王　○

高中團體

大專團體



6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臺北市該校、公西靶場所屬庫房)

選手： 黃○宸 林○言 潘○星 謝○宸 黃○均 余○群 黃○怡 吳○庭 李○蓉

張○涵 黃○晴 楊○琍 吳○翔 彭○○軒

7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公西靶場、新北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陳○軒 陳○箖 曾○修 王○宸 張○安 陳○享 林○君 周○瑄 鄭○涵

柳○榛 陳○如 李○臻 謝○倢 宋○綺 陳　○ 孫○筑 林○峰 張○君

林○宸

8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卉 陳○有 張○瑋 黃○庭 陳○雯

9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恩

10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桃園市大崗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王○傑 李○恩 廖○愷

11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謝○諼 陳○語 詹○瑄 陳○柔 楊○倫 宋○諺 鄭○峻 林○浩 金　○

谷○睿 唐○鑫 黃○齊 彭○芃 郭○妤 林○羽 王○安 林○瓴 蘇○方

邱○熙 李○穎 張○婷

12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林○恩 林  ○ 謝○妤 詹○軒 陳○軒 李○瑩

13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學(桃園市龜山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婷

14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劉○函 楊○筑 胡○淳 婁○瑄 張○柔 陳○璇 林○媗 黃○虹 葉○萱

羅○亭 王○羽 簡○軒 吳○傑 謝○權 黃○愷 劉○恩 陳○錡 吳○勳

15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學(桃園市新明國中、中原國小所屬庫房)

選手： 陳○謙 吳○達 宋○彥 詹○諺 陳○文 王○善 孫○凱 黃○芸 李○瑄

石○庭 呂○容 陳○珊 李○晴

16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臺中市中山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劉○榛 許○晴 王○承

17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中山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江○榆

18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中山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洪○宜

19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中市萬和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吳○翰 郭○辰 蔡○哲

20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賴○蓁 李○玟 盧○慈 曾○恩



21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張○棻 林○亨 陳○瑋

22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曾○心

23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蔡○益 翁○軒 李○榛 蔡○芮 顏○慧 林○川 陳○丞 劉○廷

24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李○晴 陳○萱 王○婷 王○貴 陳○柔 黃○鈺 王○哲 何○廷 李○毅

張○仁 郭○誠 傅○衡 趙○淵 許○承 呂○德 余○達 湯○宇 蔡○丞

25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吳○翔 林　○ 黃○緯

26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中學(臺東縣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周○禾 曾　○ 林○辰 張○葳 陽○亞 鄭○晨 卓○恩 陳○雅 金○○華

黃○綸 楊○義 尤○培 田○銜 王○啟 林○憶 林　○ 包○致 江○○宣

葉○華 潘○霖 陳○廷 陳○妘 吳○頴 馮○凱 東○傑 黃○霆 羅○○珍

羅　○ 李○宇 易○翔 杜○震 劉○媛 潘○綺 楊○晴 古○雯 高○○雯

陳　○ 李○正 易○暘 羅○○怡

27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金門縣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陳○富 蔡○勳 黃○億 徐○綸 黃○炎 孫○嘉 陳○羽 陳○菲 莊○彤

呂○軒 洪○亭

1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基隆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趙○曄 黃○綸 吳○繁 何○丞 謝○宸 陳○恩 何○煜 黃○翔 陳○翰

張○銘 張○恩 林○安 卓○永 李○佑 郭○晞 林○行 余○驊 李○陽

李○耀 呂○誠 王○睿 徐○聖 李○竺 李○甄 陳○岑 徐○倫 郭○彤

林○倫 徐○筑 王○雅 余○安 鄭○晴 高○婕 徐○軒 余○安 張○嘉

陳○婕 簡○希 張○瑄 張○瑄 葉○賢 徐○儐 余○瞳 莊○心 陳○淩

張○晴 高○彤 吳○杰 郭○瑄

2 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臺北市萬芳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慈 漢○澐 徐○芸 莊○○郁

3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所屬庫房)

選手： 周○羽

4 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黃○乃 林○妤

5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新北市林口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閔

國中團體



6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新北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鍾○燁 陳○安 楊○謙 李○銓 鄭○之 陳○安 王○妮 李○妤 許○梒

林○均

7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桃園市南崁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李○翰 徐○鋒 陳○泰 郭○衡 安○昕 陳　○ 林○宇 藍○碩 許○凱

何○聖 陽○暄 黃○祐 陸○翔 王○宸

8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王○懿 陳○傑 林○琪 王○斌 陳○安 陳○樂 郭○輔 林○煌 陳○哲

李○丞 陳○瑞 洪○民 阮○彥 吳○仲 駱○澄 鄧○軒 王○榛 吳○晶

陳○妍 楊○語 藍○莉 陳○瑄 古○均 邱○喬

9 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桃園市楓樹國小所屬庫房)

選手： 林○靖 李○辰 廖○善 張○亞 周○岑 陳○菲 馮○安 林○睿

10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林○名 陳○棠 陳○中 胡○銓 黃　○ 蔡○嬣 陳○妡 張○馨 洪○豐

11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桃園市中原國小、中壢家商所屬庫房)

選手： 鍾○羚 宋○婕 謝○芳 張○涵 許○瑜 陳○菱 呂○剛 蘇○元 陳○廷

劉○畯 卓○瑜 傅○偉 辛○倩 李○樺 凌○檠

12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所屬庫房)

選手： 陳○安 楊○羽 廖○婷 彭○軍 許○睿 余○成 邱○溥 劉○翰 葉○緯

曾○貽 卓○瑜 張○文 林○妤 邱○漢 鍾○軒 葉○慈

13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臺中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張○佾 方○宇 李○熙 王○晴 曾○均 翁○雯 朱○瑀 謝○恩

14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臺中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朱○儒 余○睿 卓○若 范○綸 周○羽 林○雅

15 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雲林縣義峰高中所屬庫房)

選手： 詹○涵 曾○展 張○瑄 王○齊 張○豪

16 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高雄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蔡○廷 蔡○佑 李○祐 蔡○庭 陳○臻 陳○儀 蔡○樺

17 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王○鈞 林　○ 陳○鉎 楊○翔 莊○雨 陳○岑

18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林○丞 吳○芯 黃○萁 陳○心 昌○琪 許○臻

19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所屬庫房)

選手： 郭○嘉

20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公西靶場、花蓮縣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謝○錚



1 桃園巿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羅○恩 李○皓 闕○紜 葉○綸 林○菲 蘇○榮 詹○婷 徐○寧 鄭○鴻

濮○翔

2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蕭○和 葉○敏 廖○心 莊○芸 呂○芊 林○樺 林○容 鍾○允 曾○星

黃○媛 陳○澧 邱○熙 蔡○媗 楊○萱 羅○云 翁○和

3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桃園市該校所屬庫房)

選手： 姜○凱 江○寧 孫○晴 葉○彤 余○芯 江○禧 黃○晴 陳○潔 賴○溱

衛○芯 呂○蓁 劉○郡

4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高雄市興仁國中所屬庫房)

選手： 陳○欽 范○樂 許○婕 許○蕎 王○蓁

國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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