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111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 

暨優秀青年及青少年選手暑期國內集中訓練提領槍枝明細表 

地點:桃園市公西靶場 時間:111年 8月 1日至 8月 19日 

編號 選手姓名 槍種 口徑 廠牌 槍號 槍枝列管單位 
備  

註 

1 許明睿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67369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遞補 

2 謝翔宸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30649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3 潘承星 空氣手槍 .177 Steyr 612298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遞補 

4 鍾芷羚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2015623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5 李芸瑄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48489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遞補 

6 石孟庭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64481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7 黃晧宸 空氣步槍 .177 Anschutz 3170378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8 邱佩熙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35297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遞補 

9 劉心恩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32429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  

10 翁慧雯 空氣步槍 .177 Anschutz 3171972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11 楊祐羽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54823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遞補 

12 陳品瑄 空氣步槍 .177 Anschutz 3169390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遞補 

13 張瀚文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54834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遞補 

14 周家羽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68459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遞補 

15 余仕騫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45820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16 謝采芳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45481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17 林冠妤 空氣手槍 .177 Steyr 754819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18 蔡婕寧 空氣手槍 .177 Style 760013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 

委託龜山國民中學代管 
 

19 廖可容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33039 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 遞補 

20 郭穎衡 空氣步槍 .177 Finewerkbau 16838449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21 黃士祐 空氣步槍 .177 Finewerkbau 16748772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22 昌雅琪 空氣步槍 .177 Finewerkbau 16835640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 遞補 

23 黃心怡 空氣步槍 .177 Finewerkbau 16819559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遞補 

24 陸禹翔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22834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遞補 

25 徐偉庭 飛靶槍 12GA perazzi 96392 
高雄市體育總會 

射擊委員會 
 

26 徐歆恩 飛靶槍 12GA perazzi 93152 
高雄市體育總會 

射擊委員會 
 

27 吳易珊 飛靶槍 12GA perazzi 97191 
臺南市體育總會 

射擊委員會 
 

28 方博弘 飛靶槍 12GA perazzi 164926 宜蘭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  

29 曾允中 飛靶槍 12GA Beretta SX05333A 宜蘭縣體育會射擊委員會  

30 劉皓甄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10167 國立體育大學  

31 孫千竺 空氣手槍 .177 Style 611704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32 宋英綺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2016275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33 林慧媗 空氣手槍 .177 Style 606697 桃園市大崗國民中學  

34 王敏榛 空氣手槍 .177 Style 612292 
桃園市大崗國民中學所屬 
委託南崁高級中學代管 

 

35 蔡育成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34517 國立體育大學  

36 王宣懿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22796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 
委託中壢家商代管 

 

37 廖昱愷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31359 桃園市大崗國民中學  

38 黃智愷 空氣手槍 .177 Style 611705 桃園市中壢家商  

39 陳詠傑 空氣手槍 .177 Morini 2015230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 
委託大崗國民中學代管 

 

40 陳駿箖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26622 國立體育大學  

41 黃煒晴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30586 臺北市立大學  

42 羅温家珍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32464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 
委託臺東體中代管 

 

43 張有君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17875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44 李昀蓉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01640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45 賴詩雅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35654 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  



46 詹昆諺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16817001 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47 林詩芸 空氣步槍 .177 FEINWERKBAU 727126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屬 
委託中壢家商代管 

 

合計 
空氣手槍 25枝、空氣步槍 17枝、飛靶槍 5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