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第三十二屆椰林盃射箭邀請賽簡章 

壹、宗旨：為推展全民體育，推廣射箭運動，增加校際射箭技藝及友誼交流，進而增加學生身心健

康，培養積極進取之精神，特舉辦本次比賽。 

貳、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射箭校隊 

肆、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臺大系統文化基金會 

伍、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射箭校隊、國立臺灣大學射箭協會 

陸、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2月 02日（週日） 八時至十七時 

柒、比賽地點：國立體育大學射箭場 

捌、參加對象：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東海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輔仁大學、亞洲

大學、東吳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明志科技大學、臺南應

用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慈惠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陸軍專科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

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等日夜間部一百零七學年度已註冊在學之正式學生，及社會上之射箭同

好。 

 

玖、報名時間、方式及費用 

一、即日起至 11月 14日（週三）前，以 e-mail來函至 ntuarcheryclub@gmail.com 報名，報

名表可至臺大射箭協會 Blog（http://ntuarcheryclub.blogspot.com）下載。 

二、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 500元整（含便當、飲料，及保險）。請於 e-mail確認報名成功

後，在 11月 16（週五）以前匯款至 

 

  ※若需正式發票，請於 11月 14日（週三）前完成報名、繳費。（酌收校內行政費用 15%） 

 

三、報名後，如有需修改，請於 11月 16日（週五）前告知，且 11 月 14 日（周三）報名截止

後恕不退費，逾期不受理。 

四、因場地限制，如報名人數高過可容納上限，依報名(表)先後順序依序錄取，敬請見諒。各

組報名人數限制如下： 

新人組：20人 大專乙組：16人 公開甲組：16人 

裸弓組：16人 女子丙組：12人 公開乙組：16人 

 男子丙組：16人 複合弓組：16人 

※各組剩餘名額情形，統一於每週五晚間 10:00更新於臺大射箭協會 Blog

（http://ntuarcheryclub.blogspot.com）。 

  

郵局代號  700 

郵局匯款帳號 0001236 0549185 

戶名   國立台灣大學射箭協會黃泊羲 

 

mailto:ntuarcheryclub@gmail.com
http://ntuarcheryclub.blogspot.com/
http://ntuarcheryclub.blogspot.com/


壹拾、 比賽分組 

一、反曲弓大專組： 

(一)反曲弓大專乙組 

1. 體院體保生及一般科系生 

2. 自願參加晉級者 

(二)反曲弓大專男子丙組 

1. 乙組以外之男大專生及研究生 

(三)反曲弓大專女子丙組 

1. 乙組以外之女大專生及研究生 

(四)反曲弓大專新人組 

1. 從事射箭運動未滿一年之大專生及研究生 

二、反曲弓公開組： 

(一)社會公開甲組 

1. 凡社會上人士，各校畢業校友，及國、高中生 

(二)社會公開乙組 

1. 凡社會上人士，各校畢業校友，及國、高中生 

三、裸弓組 

四、複合弓組 

 

壹拾壹、 競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  

(一)賽制共同注意事項 

1. 個人複賽資格：若遇得分相同且影響是否進入複賽者，以二十秒加射一箭決定排

名。若遇得分相同而未影響是否進入複賽者，依序以內十分、十分、九分…之總

數進行比較，不另外進行加射。 

2. 個人複賽資格：裸弓組、女子丙組取八名，其餘各組皆取十六名進入下午個人對

抗賽，若該組總人數不足，以總人數計。 

(二)個人賽共同規則 

1. 個人資格賽：每回四分鐘射六支箭，計一局六回共 36支箭。 

2. 個人對抗賽：每回兩分鐘射三支箭，該回較高分者得 2點，同分則兩人各得 1

點。五回對抗中先得 6點者獲勝。若五回結束平手（各得 5 點），則二十秒加射 1

箭，較接近靶心者為勝。 

3. 複合弓個人對抗賽：每回兩分鐘射三箭，計五回 15支箭，加總高分者為勝。若總

分同分，則二十秒加射 1箭，較接近靶心者為勝。 

4. 對抗賽輪空選手，無輪空射擊。 

(三) 團體賽共同規則 

1. 團體賽於報到時報名，取前四隊進行團體對抗 1/2賽、季軍賽、冠軍賽。 

2. 團體賽可升組組隊，可跨校，可跨單位。惟欲跨校、跨單位者，請自行事先組

隊！當天報到截止，團體賽報名亦即截止，逾時不候。 

3. 團體對抗賽：每隊三人，每回二分鐘每人射二箭，該回較高分者得 2點，若同分

則兩隊各得 1點。四回對抗中先得 5點者獲勝。若四回結束後平手（各得 4點）

則一分鐘每人加射 1箭，較接近靶心者為勝。 

4. 複合弓團體對抗賽：每隊三人，每回二分鐘每人射二箭，計四回共 24支箭，加總



高分者獲勝。若總分同分則一分鐘每人加射 1箭，較接近靶心者為勝。 

(四)各組別細則 

組別 比賽距離 靶紙種類 附註 

反曲弓大專乙組 70公尺 122公分全直徑靶紙 不分男女 

反曲弓大專男子丙組 30公尺 80公分５分靶靶紙  

反曲弓大專女子丙組 30公尺 80公分５分靶靶紙  

反曲弓大專新人組 20公尺 80公分全直徑靶紙 限學習射箭未滿一年者 

反曲弓公開甲組 70公尺 122公分全直徑靶紙  

反曲弓公開乙組 30公尺 80公分５分靶靶紙  

裸弓組 20公尺 80公分全直徑靶紙 含傳統弓 

複合弓組 50公尺 80公分６分靶靶紙  

二、其他上述未列之規則，以國際射箭總會 FITA審定之最新規則（2017/04/01）為主，主辦單

位具有最終定奪之權力。 

 

壹拾貳、 獎勵辦法 

一、個人錦標：前三名頒發獎盃，前六名頒發獎狀。 

二、團體錦標：第一名頒發獎盃，前三名頒發獎狀。 

 

壹拾參、 備註 

一、本次競賽計時器採分秒制，將顯示 4:00或 2:00倒數。 

二、受場地使用時間限制，各組個人對抗賽及團體對抗賽，恕不因該組人數過多而增加。 

三、本次競賽將為選手提供意外險，但現場報名者除外。 

四、賽程表： 

時間 賽程 

08:00～08:30 報到 

08:30～08:40 領隊會議 

08:40～09:20 公開練習 

09:20～10:50 資格賽 

10:50～11:00 開幕典禮 

11:00～12:00 團體對抗賽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3:30 1/16賽（新人組） 

1/8賽（公開乙組、複合弓組、大專乙組） 

13:30～14:00 1/8賽（新人組、男子丙組、公開甲組） 

14:00～14:30 1/4賽 

14:30～15:00 1/2賽 

15:00～15:30 冠亞季殿賽 

15:30～ 頒獎典禮、閉幕 

 

壹拾肆、 交通資訊 

國立體育大學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電話：(03)3283201 

以下資訊摘自：https://general.ntsu.edu.tw/files/14-1028-12995,r11-

1.php?Lang=zh-tw  

 

 

 

一、自行前往 

(一)開車至林口下交流道後，沿文化一路往桃園龜山方向，行駛大約四公里即可抵達。 

(二)由台北出發行經台一線往桃園方向，途中又轉青山路一段，接往青山路二段後，左轉

文化一路行駛約 500公尺即可抵達。 

(三)停車資訊： 

1. 國立體育大學為開放性校園，只要有停車格的位置皆可停車(除職員專用車格)。 

2. 但由於體大停車位數量有限，建議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二、大眾運輸 

https://general.ntsu.edu.tw/files/14-1028-12995,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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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車 

1. 三重客運 1211（台北市政府－國道 1號－長庚大學）：可從市府轉運站搭車，直

達國立體育大學。（時刻表與路線詳細資訊請見：

https://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ine=4681&Lang=） 

2. 桃園客運 202（體育大學－工四工業區）：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固定班次發車，

一日來回共 22班。 

3. 桃園客運 5065（桃園－體育大學）：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固定班次發車，一日

來回 4班。 

（桃園客運時刻表路線詳細資訊請見：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二)桃園捷運 

1. 桃園機場捷運 A7站（國立體育大學）：下車後，走路約 15 分鐘可到達體大行政大

樓。 

(三)高鐵 

1. 搭乘高鐵至桃園站下車後，轉成桃園捷運至 A7體育大學下車。 

(四)客運 

1. 搭乘國道客運（統聯、國光等）至林口站下車後，可轉乘公車或搭乘桃園捷運至

體大 A7站下車。 

 

※路線資訊、乘車地點與發車時間…等，以各該公司公告為主。 

 

壹拾伍、 廣告 

 

 

感謝  

https://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ine=4681&Lang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第三十二屆椰林盃射箭邀請賽報名表 

隊名：  地址：  

領隊： 教練： 管理：  電話： 

姓名 性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組別 備註 

      

      

      

      

      

      

       

      

      

      

      

      

      

      

      

      

      

  ★身障者請於備註欄註明，以便安排靶位 

★團體賽可於當天報到時現場報名，報到截止時，團體賽報名亦即截止，逾時不候。 

★欲跨單位組隊報名團體賽者，請務必自行事先聯絡好組隊事宜。 

合計：______人 

吃素：______人 

加訂便當：_______個($70/個) 

是否需要正式發票？_____(是/否) 

※若需正式發票，請於 11月 14日（週三）前完成報名、繳費 

※須酌收校內行政費用 15% 

 

郵局匯款戶名/銀行匯款帳號末五碼（匯款後方便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二屆椰林盃射箭邀請賽團體賽報名表 

組別 隊名 校別/單位別 姓名 備註 

  

   

   

   

     

   

   

      

   

   

     

   

   

     

   

   

     

   

   

     

   

   

 

★團體賽可於當天報到時現場報名，報到截止時，團體賽報名亦即截止，逾時不候。 

★團體賽亦可於 11/21(三)前，先行填寫本表 email至 ntuarcheryclub@gmail.com 報名。 

★欲跨單位組隊報名團體賽者，請務必自行事先聯絡好組隊事宜。 

mailto:ntuarcheryclub@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