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小女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宋依潔 
      

1B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何彤恩 
      

1C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張玉慧 
      

1D 個人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林昱伶 
      

2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許可芯 
      

2B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鄭紋綺 
      

2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張芯誼 
      

2D 個人賽 桃源國小 選手 柯天語 
      

3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謝云晴 
      

3B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蒲念慈 
      

3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巧蓉 
      

3D 個人賽 桃源國小 選手 游優 
      

4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高以樂 
      

4B 個人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陳羽湘 
      

4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鄯閔 
      

4D 個人賽    
      

國小新人女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5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徐稚甯       

5B 個人賽 盧山國小 選手 張馨柔       

5C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莊筱芹       

5D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曾楊謹紜       

6A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謝宜君       

6B 個人賽 盧山國小 選手 蔡宇柔       

6C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鄭喬蓉       

6D  溪南國小 選手 黃新亞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小男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吳宥緯 
      

1B 個人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周峻毅 
      

1C 個人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巫晊昊 
      

1D 個人賽 廬山國小 選手 巫侑恩 
      

2A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柯柏瑜 
      

2B 個人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林永曜 
      

2C 個人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廖棋安 
      

2D 個人賽 廬山國小 選手 楊恩傑 
      

3A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謝柏禹 
      

3B 個人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洪子翔 
      

3C 個人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林勇智 
      

3D 個人賽 廬山國小 選手 江雋 
      

4A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賴泓叡 
      

4B 個人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王宣茗 
      

4C 個人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田瑞恩 
      

4D 個人賽 廬山國小 選手 羅丞宣 
      

5A 個人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陳虹羽       

5B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林祈恩       

5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劉倚睿       

5D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簡銘亨       

6A 個人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黃宏坤       

6B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楊浩恩       

6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宇彥       

6D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宇翌嘉       

7A 個人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黃涖耿       

7B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紀彥平       

7C 個人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梓嘉       

7D 個人賽 
 

選手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小新人男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8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吳孟澤 
      

8B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葉諺奇 
      

8C 個人賽 桃源國小 選手 柯騰昊 
      

8D 個人賽 春陽國小 選手 羅恩傑 
      

9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朱晧綸 
      

9B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黃奕翔 
      

9C 個人賽 桃源國小 選手 詹啟弘 
      

9D 個人賽 普台國小 選手 黃仕安 
      

10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李昶憲 
      

10B 個人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許佳凱 
      

10C 個人賽 普台國小 選手 吳瑞騏 
      

10D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吳禹辰 
      

11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梁景鈞 
      

11B 個人賽 愛蘭國小 選手 鄭恩晰 
      

11C 個人賽 普台國小 選手 林睿承 
      

11D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游浩翔 
      

12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莊哲瑋 
      

12B 個人賽 普台國小 選手 沈定緯 
      

12C 個人賽 中原國小 選手 李永承 
      

12D 個人賽 溪南國小 選手 陳亮瑋 
      

13A 個人賽 育英國小 選手 莊閔皓 
      

13B 個人賽 普台國小 選手 蘇品哲 
      

13C 個人賽 中原國小 選手 李泰勳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中女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邱毓晴 
      

1B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全晨晰 
      

1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巫芷涵 
      

2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梁雅蓁 
      

2B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全知學 
      

2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曾羽瑄 
      

3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陳詩穎 
      

3B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谷恩慈 
      

3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陳虹妤 
      

4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蔡瑜安 
      

4B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陳孟妘 
      

4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黃予惠 
      

5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余若瑋 
      

5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陳靜恩 
      

5C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國中新人女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6A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幸梓婧       

6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曾羽葳       

6C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谷寶庭       

7A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谷佳玲       

7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葉家甄       

7C 個人賽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中男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李丞玉       

1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施高齊       

1C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謝承宏       

1D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松子安       

2A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李尚瑋       

2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田承佑       

2C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謝承翰       

2D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松維新       

3A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簡友南       

3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廖品皓       

3C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鄭又升       

3D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黃丞佑       

4A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邱宥興       

4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蕭孟維       

4C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林威華       

4D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全賽亞       

5A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徐煒哲       

5B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林雷恩       

5C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林哲生       

5D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施高捷       

國中新人男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6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余佑恩       

6B 個人賽 明潭國中 選手 連晟泰       

6C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林陽       

6D 個人賽 
   

      

7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柯珳棋       

7B 個人賽 民和國中 選手 谷立晨       

7C 個人賽 
   

      

7D 個人賽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高中女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吳苡姍 
      

1B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林靜雯 
      

1C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劉沛妤 
      

1D 個人賽 
 

選手 
       

2A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陳洪芯汝 
      

2B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黃巧昕 
      

2C 個人賽 暨大附中 選手 梁奕萱 
      

2D 個人賽 
 

選手 
       

高中男子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3A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余隆華 
      

3B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潘桓烜 
      

3C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何政諺 
      

3D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許恩糧 
      

4A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劉翰承 
      

4B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陳佑豪 
      

4C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吳昱緯 
      

4D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陳主恩 
      

5A 個人賽 埔里高工 選手 幸亞伯 
      

5B 個人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張恆偉 
      

5C 個人賽 
 

選手 
       

5D 個人賽 
 

選手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複合弓男女混合組 

靶位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第一局 第二局 X 10+X 總分 名次 

1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黃弈恩       

1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施恩芝       

1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何宛均       

2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石璵昊       

2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曾雅倫       

2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宋柔萱       

3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曹柏碩       

3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江昱融       

3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洪慧鈴       

4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吳筱喬       

4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沈育傑       

4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王靖賢       

5A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梁奕筑       

5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陳宥嘉       

5C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陳子齊       

6A 個人賽 暨大附中 選手 潘妍蓁       

6B 個人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陳欣慧       

6C 個人賽 大成國中 選手        

國小女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1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張芯誼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巧蓉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鄯閔  

團體賽  選手 
 

 

2 

團體賽 溪南國小 選手 何彤恩  

  團體賽 溪南國小 選手 蒲念慈  

團體賽 溪南國小 選手 鄭紋綺  

團體賽  選手 
 

 

3 

團體賽 埔里國小 選手 宋依潔  

  團體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許可芯  

團體賽 埔里國小 選手 謝云晴  

團體賽 埔里國小 選手 高以樂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小男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1 

團體賽 廬山國小 選手 巫侑恩  

  
團體賽 廬山國小 選手 楊恩傑  

團體賽 廬山國小 選手 江雋  

團體賽 廬山國小 選手 羅丞宣  

2 

團體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陳虹羽  

  
團體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黃宏坤  

團體賽 土城國小 選手 黃涖耿  

團體賽  選手 
 

 

3 

團體賽 愛蘭國小 選手 吳宥緯  

  
團體賽 愛蘭國小 選手 柯柏瑜  

團體賽 愛蘭國小 選手 謝柏禹  

團體賽 愛蘭國小 選手 賴泓叡  

4 

團體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巫晊昊  

  
團體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廖棋安  

團體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林勇智  

團體賽 德鹿谷國小 選手 田瑞恩  

5 

團體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周峻毅  

  
團體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林永曜  

團體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洪子翔  

團體賽 伊達邵國小 選手 王宣茗  

6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劉倚睿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宇彥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洪梓嘉  

團體賽 新庄國小 選手 簡銘亨  

7 

團體賽 春陽國小 選手 林祈恩  

  
團體賽 春陽國小 選手 楊浩恩  

團體賽 春陽國小 選手 紀彥平  

團體賽  選手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中女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1 

團體賽 大成國中 選手 梁雅蓁  

  團體賽 大成國中 選手 蔡瑜安  

團體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邱毓晴  

團體賽 大成國中 選手 陳詩穎  

2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巫芷涵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曾羽瑄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陳虹妤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黃予惠  

3 

團體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全晨晰  

  團體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全知學  

團體賽 民和國中 選手 谷恩慈  

團體賽 民和國中 選手 
 

 

國中男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1 

團體賽 A 大成國中 A 選手 林哲生 
 

  
團體賽 A 大成國中 A 選手 林威華 

 

團體賽 A 大成國中 A 選手 林雷恩 
 

團體賽 A 大成國中 A 選手 蕭孟維 
 

2 

團體賽 大成國中 B 選手 施高齊 
 

  
團體賽 大成國中 B 選手 田承佑 

 

團體賽 大成國中 B 選手 廖品皓 
 

團體賽 大成國中 B 選手 
  

3 

團體賽 B 民和國中 A 選手 松子安 
 

  團體賽 B 民和國中 A 選手 松維新 
 

團體賽 B 民和國中 A 選手 黃丞佑 
 

團體賽 B 民和國中 A 選手 全賽亞 
 

4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李丞玉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李尚瑋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簡友南 
 

團體賽 旭光國中部 選手 邱宥興 
 



南投縣 112 年中小學聯合運動會射箭賽程表 

國中男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學校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5 

團體賽 B 明潭國中 選手 謝承宏 
 

  
團體賽 B 明潭國中 選手 謝承翰 

 

團體賽 B 明潭國中 選手 鄭又升 
 

團體賽 B 明潭國中 選手 
  

高中男子團體組 

編號 賽程 單位 名稱 姓名 個人總分 團體總分 團體排名 

1 

團體賽 埔里高工 選手 余隆華  

  團體賽 埔里高工 選手 劉翰承  

團體賽 埔里高工 選手 幸亞伯  

團體賽 埔里高工 選手 潘桓烜  

2 

團體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何政諺  

  團體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吳昱緯  

團體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張恆偉  

團體賽 旭光高中部 選手 許恩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