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組射擊分項名冊
1. 男子組射擊 10 公尺空氣手槍賽(共 34 人)
基隆市
1003 黃奎綸(基隆市) 1004 趙岑曄(基隆市)
臺北市
1014 吳國揚(臺北市) 1015 李祐呈(臺北市)
新北市
1026 郭冠廷(新北市) 1027 林暐傑(新北市)
桃園市
1043 吳承倫(桃園市) 1044 張潞(桃園市)
新竹縣
1053 趙奕竣(新竹縣)
臺中市

1005 謝翔宸(基隆市)
1016 黃維德(臺北市)
1028 張國政(新北市)
1045 何景聖(桃園市)

1054 彭育憲(新竹縣)

1055 盧桓羿(新竹縣)

1061 金璽(臺中市)
雲林縣
1072 蔡育成(雲林縣)
嘉義市
1082 林子鈞(嘉義市)
高雄市
1092 黃宸緯(高雄市)
臺東縣

1062 吳宗翰(臺中市)

1064 王玉承(臺中市)

1073 陳威廷(雲林縣)

1074 吳奕葳(雲林縣)

1090 林磊(高雄市)

1091 陳宣佑(高雄市)

1100 鄭彥晨(臺東縣)
花蓮縣
1105 戴育澤(花蓮縣)
宜蘭縣
1110 林修郁(宜蘭縣)

1101 張嶧葳(臺東縣) 1104 金利偉華(臺東縣)
1106 胡凱程(花蓮縣) 1107 陳關士安(花蓮縣)
1111 羅天豪(宜蘭縣) 1112 莊凱翔(宜蘭縣)

2. 男子組射擊 10 公尺空氣步槍賽(共 22 人)
基隆市
1001 張明豐(基隆市) 1006 黃晧宸(基隆市) 1007 詹旻穎(基隆市)
臺北市
1017 呂紹全(臺北市)
新北市
1029 簡嘉佑(新北市)
桃園市
1046 陳俊安(桃園市)

1018 高語呈(臺北市)

1019 陳暟諺(臺北市)

1030 林宇恒(新北市)

1031 楊子謙(新北市)

1047 宋佳彥(桃園市)

1048 陳至謙(桃園市)

苗栗縣
1056 宋永鉦(苗栗縣)
臺中市
1059 蔡育哲(臺中市)
雲林縣
1069 曾翊展(雲林縣)
臺東縣
1099 宋昱賢(臺東縣)

1060 郭育辰(臺中市) 1065 曾彥均(臺中市)
1070 郭家呈(雲林縣)

1075 洪家豐(雲林縣)

1102 易晉暘(臺東縣) 1103 歐浩恩(臺東縣)

3. 男子組射擊 25 公尺快射手槍賽(共 16 人)
臺北市
1009 張憶寧(臺北市)
新北市
1026 郭冠廷(新北市)
桃園市
1049 林文鴻(桃園市)
桃園市
1071 廖洋銘(桃園市)
臺南市
1083 郭俊呈(臺南市)
高雄市
1093 蘇淙元(高雄市)

1013 葉志俊(臺北市)

1014 吳國揚(臺北市)

1032 鄭育哲(新北市)

1033 林顥宸(新北市)

1050 陳祈昇(桃園市)

1051 王松華(桃園市)

1072 蔡育成(雲林縣)

1073 陳威廷(雲林縣)

1090 林磊(高雄市)

1092 黃宸緯(高雄市)

4. 男子組射擊定向飛靶賽(共 21 人)
基隆市
1008 陳信任(基隆市)
臺北市
1010 李孟遠(臺北市) 1011 蔡世銘(臺北市) 1012 何易(臺北市)
新北市
1024 吳惇哲(新北市) 1034 陳志恆(新北市) 1038 羅雋凱(新北市)
桃園市
1039 李安(桃園市)
嘉義市
1077 蔡亦軒(嘉義市)
臺南市
1087 陳湘霖(臺南市)

1052 張峯齊(桃園市)
1078 張家瑋(嘉義市)

1079 張家豪(嘉義市)

高雄市
1094 張簡銘杉(高雄市) 1096 施維庭(高雄市) 1097 陳德偉(高雄市)
花蓮縣
1108 張永隆(花蓮縣) 1109 陳宏松(花蓮縣)
宜蘭縣
1113 蔡瑞源(宜蘭縣) 1115 黃羅傳(宜蘭縣) 1117 謝鴻章(宜蘭縣)
5. 男子組射擊不定向飛靶賽(共 30 人)
基隆市
1002 陳建義(基隆市) 1008 陳信任(基隆市)
臺北市
1020 蔡文傑(臺北市) 1021 黃亞晨(臺北市)
新北市
1025 廖偉凱(新北市) 1035 高振添(新北市)
桃園市
1040 李子英(桃園市) 1041 陳志尚(桃園市)
臺中市
1057 王明聰(臺中市) 1058 黃志清(臺中市)
彰化縣
1066 蕭鎧祥(彰化縣) 1067 楊昆弼(彰化縣)
嘉義市
1076 何政樺(嘉義市) 1080 黃義介(嘉義市)

1022 卜憲中(臺北市)
1037 段式偉(新北市)
1042 袁紹勳(桃園市)
1063 魏敏超(臺中市)
1068 許孟漢(彰化縣)
1081 盧信榮(嘉義市)

臺南市
1084 蘇孝儒(臺南市) 1086 謝政翰(臺南市)
1088 鄭冠晨(臺南市)
高雄市
1089 徐慶煌(高雄市) 1094 張簡銘杉(高雄市) 1095 施榮宏(高雄市)
屏東縣
1098 陳俊旭(屏東縣)
宜蘭縣
1114 曹立杰(宜蘭縣) 1116 莊翰霖(宜蘭縣) 1117 謝鴻章(宜蘭縣)
6.

男子組射擊雙不定向飛靶賽(共 17 人)

基隆市
1002 陳建義(基隆市)
臺北市
1021 黃亞晨(臺北市)
新北市
1035 高振添(新北市)

1022 卜憲中(臺北市) 1023 蔡硯丞(臺北市)
1036 蔡志成(新北市) 1037 段式偉(新北市)

嘉義市
1076 何政樺(嘉義市)

1077 蔡亦軒(嘉義市) 1080 黃義介(嘉義市)

1085 葉武昌(臺南市) 1089 徐慶煌(高雄市)
1094 張簡銘杉(高雄市) 1096 施維庭(高雄市) 1116 莊翰霖(宜蘭縣)
1118 蔡富宇(宜蘭縣) 1119 吳名倫(宜蘭縣)
7. 混合組射擊 10 公尺空氣手槍混合賽(共 20 組)
基隆市
1005 謝翔宸\2006 高秝彤(基隆市)A 1004 趙岑曄\2001 林幼容(基隆市)B
臺北市
1015 李祐呈\2017 王彣珊(臺北市)A 1016 黃維德\2010 彭雅微(臺北市)B
新北市
1026 郭冠廷\2022 杜禕·依姿(新北市)A 1027 林暐傑\2029 劉皓甄(新北市)B
桃園市
1043 吳承倫\2032 余艾玟(桃園市)A
新竹縣
1053 趙奕竣\2039 林嫚萱(新竹縣)A
臺中市
1061 金璽\2045 劉蓁榛(臺中市)A
雲林縣
1072 蔡育成\2049 劉恆妤(雲林縣)A

1044 張潞\2036 田家榛(桃園市)B
1054 彭育憲\2041 葉鎔瑄(新竹縣)B
1062 吳宗翰\2047 王曉晴(臺中市)B
1073 陳威廷\2052 黃宣慈(雲林縣)B

高雄市
1091 陳宣佑\2058 吳佳穎(高雄市)A 1092 黃宸緯\2056 鐘芷緣(高雄市)B
臺東縣
1104 金利偉華\2061 鐘儀茹(臺東縣)A 1101 張嶧葳\2060 林詩燕(臺東縣)B
花蓮縣
1106 胡凱程\2066 胡家瑄(花蓮縣)A 1105 戴育澤\2067 潘羽霏(花蓮縣)B
8. 混合組射擊 10 公尺空氣步槍混合賽(共 14 組)
基隆市
1006 黃晧宸\2002 柯思瑀(基隆市)A 1007 詹旻穎\2003 崔雨禾(基隆市)B
臺北市
1017 呂紹全\2007 黃煒晴(臺北市)A 1018 高語呈\2014 曾憶璇(臺北市)B
新北市
1029 簡嘉佑\2027 林穎欣(新北市)A 1030 林宇恒\2025 陳淇(新北市)B
桃園市
1046 陳俊安\2033 宋諭婷(桃園市)A 1047 宋佳彥\2034 張萁芮(桃園市)B

臺中市
1060 郭育辰\2043 朱思瑀(臺中市)A 1065 曾彥均\2046 翁慧雯(臺中市)B
雲林縣
1069 曾翊展\2050 楊雅筑(雲林縣)A 1075 洪家豐\2051 趙敔(雲林縣)B
臺東縣
1103 歐浩恩\2065 朱嬿儒(臺東縣)A 1102 易晉暘\2063 羅溫家珍(臺東縣)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