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技術手冊 
一.槌球運動組織: 
   (一)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理事長:林錦富 
秘書長:羅四維 
電 話:02-27718928 
傳 真:02-27783082 
e-mail:gateballco@gmail.com 
地 址:104 臺北市朱崙街 20 號 907 室 

   (二)花蓮縣體育會槌球委員會: 
      主  委:游茂盛 
      總幹事:林春容 
      電  話:0919289576 
      e-mail:yms510420@gmail.com 
      會  址: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 8 鄰忠孝路 3 號。 
二.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1 天 
   (二)競賽地點:花蓮縣國福槌球場(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國福橋下)。 
   (三)單位報到及會議:訂於 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7 時 30 分整假花蓮市國  
       福槌球場辦理報到手續及領取相關資料(不另函通知)。 
   (四)比賽項目: 
      1.社男組:團體賽。 
      2.社女組:團體賽。 
   (五)參加辦法: 
      1.組別規定: 
        (1)各組別、各單位限報 2 隊。 
        (2)男女不可同組，各選手亦不可跨組隊報名參賽。 
      2.報名人數:社男、社女組每隊註冊最少 5 人最多 7 人。 
   (六)比賽辦法: 
      1.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108 年 11 月公布實施之規定辦理。 
      2.比賽制度: 
        (1)比賽方式:採場地循環賽，各場地取 2 名進入單淘汰賽，取前 3 名頒 

           發獎勵。 

        (2)循環賽優勝之產生順序:〈1〉勝場數 〈2〉得失分差  〈3〉對戰結 

           果。 

      3.比賽用具:球隊請自備球桿、球、號碼衣及雨衣(遇雨備用)。 

三.管理資訊: 

  1.競賽管理:在本縣縣運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花蓮縣體育會槌球委員會負責   



    槌球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1. 技術人員: 

(1)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花蓮縣體育會槌球委員會聘任之。 

(2)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 人，召集人及審判委員由花蓮縣體育會槌球委  

  員會遴派。 

2. 獎勵:依據競賽總則第 11 條之規定辦理。 

3. 申訴:依據競賽總則第 14 條之規定辦理。 

4. 罰則:依據競賽總則第 16 條之規定辦理。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隊職員名單  

 

共 7 個單位，總計 146 位隊職員  

 
一、社會男子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林光耀     教練:林明福     管理:林金星      
 

陳清文 王啟明 邱新祥 邱銘志 黃政國 余祥中 張錦雄 
  

  

2、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     教練:游勝利     管理:劉志龍      
 

許清京 許俊枰 盛雋軒 胡永順 游進旺 胡智偉 
   

  

3、壽豐鄉 A  

領隊:劉耀宗 張阿財     教練:林長流     管理:黃明德      
 

林昌武 林明貴 劉榮壽 張木生 林阿來 王金城 胡連水 
  

  

4、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     教練:張春昌     管理:游茹淇      
 

劉見財 張春昌 鍾茂田 黃榮福 黃松清 林昕潭 游信達 
  

  

5、豐濱鄉 A  

領隊: 江莉婷 林榮福       
 

黃春木 黃明德 江文金 黃春光 吳福星 巫光輝 江金三 
  

  

6、卓溪鄉 A  

領隊: 呂必賢 王敏     教練:高正茂     管理:周振興      
 

呂文輝 田德福 田東昇 
阿度爾.塔

那比瑪 
詹志郎 景源財 陳清爽 

  

 
 

 

二、社會女子組 

  

1、花蓮市 A  

領隊:魏嘉賢 許富美     教練:林駿悍     管理:孫國珍      
 

曹秀蘭 吳秀蓮 陳海齡 許寶蓮 林春英 林宋美香 陳文銀 
  

  

2、秀林鄉 A  

領隊:王玫瑰     教練:薛美員      
 

李春風 許玫珍 張玉珠 余淑惠 余淑美 呂錦秀 鍾華玉 
  

  



3、壽豐鄉 A  

領隊:劉耀宗 周文裕     教練:張春梅     管理:古秋香      
 

呂利妹 張鏬嬌 陳却妹 金秀蘭 王秋蘭 陳美妹 花夏珠 
  

  

4、鳳林鎮 A  

領隊:蕭文龍     教練:吳門玉     管理:游茹淇      
 

徐秀英 余良妹 吳阿妹 廖秀蘭 徐金菊 李錦美 陳月娥 彭梅妹 
 

  

5、瑞穗鄉 A  

領隊:陳進光     教練:陳精浩     管理:吳清河      
 

蔡金環 池瓊純 陳月梅 胡耀尹 周陸金英 陳月妹 林素琴 
  

  

6、豐濱鄉 A  

領隊:江莉婷 江美華      
 

蔡音勿 陳瑞芳 蔡桂美 林新妹 陳寶珠 林冬花 林光香 
  

  

7、豐濱鄉 B  

領隊:江莉婷 張正德     教練:馬晧竛,洪淑媛,吳升瑋      
 

王翔宇 陳品華 林紫瑄 林雨蘋 林靜萱 陳妤恩 陳昶睿 
  

  

8、卓溪鄉 A  

領隊:呂必賢 宋輝國     教練:包錫安     管理:紀霈宸      
 

張秀春 陳勤妹 胡鳳娘 洪說琴 包秋娟 李萍嬈 黃美玲 蕭文娘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比賽名單  
 

一、社會男子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6 隊 , 取 3 隊)  
 

花蓮市 A：邱新祥 王啟明 陳清文 張錦雄 余祥中 黃政國 邱銘志  

秀林鄉 A：胡永順 盛雋軒 許俊枰 許清京 游進旺 胡智偉  

壽豐鄉 A：林阿來 張木生 劉榮壽 林明貴 林昌武 胡連水 王金城  

鳳林鎮 A：林昕潭 黃松清 黃榮福 鍾茂田 張春昌 劉見財 游信達  

豐濱鄉 A：巫光輝 江金三 吳福星 黃春光 江文金 黃明德 黃春木  

卓溪鄉 A：田德福 呂文輝 陳清爽 景源財 詹志郎 阿度爾.塔那比瑪 田東昇  
 

二、社會女子組  

  

1、團體賽 (本項共 8 隊 , 取 4 隊)  
 

花蓮市 A：許寶蓮 陳海齡 吳秀蓮 曹秀蘭 陳文銀 林宋美香 林春英  

秀林鄉 A：李春風 呂錦秀 鍾華玉 余淑惠 余淑美 張玉珠 許玫珍  

壽豐鄉 A：張鏬嬌 呂利妹 花夏珠 陳美妹 王秋蘭 金秀蘭 陳却妹  

鳳林鎮 A：余良妹 陳月娥 徐金菊 彭梅妹 李錦美 吳阿妹 廖秀蘭 徐秀英  

瑞穗鄉 A：林素琴 陳月妹 周陸金英 胡耀尹 陳月梅 池瓊純 蔡金環  

豐濱鄉 A：蔡桂美 林新妹 陳寶珠 林冬花 蔡音勿 林光香 陳瑞芳  

豐濱鄉 B：陳昶睿 林雨蘋 林靜萱 陳品華 林紫瑄 陳妤恩 王翔宇  

卓溪鄉 A：胡鳳娘 陳勤妹 蕭文娘 張秀春 黃美玲 李萍嬈 包秋娟 洪說琴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錦標賽 

                        賽程表 

  社女組  第一場地 

(卓溪 A)                                  (豐濱 A ) 

                                                      

 

(壽豐 A)                                   (花蓮市 A)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錦標賽 

                       賽程表 

  社女組  第二場地 

(鳳林 A)                                     (瑞穗 A) 

 

(豐濱 B)                                     (秀林 A)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錦標賽 

                       賽程表 

  社男組  第一場地 

                       (卓溪 A) 

 

(鳳林 A)                                     (壽豐 A) 

 

 

4 

5 

6 



111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槌球錦標賽 

                       賽程表 

  社男組  第二場地 

                     ( 秀林 A ) 

 

(花蓮市 A)                                   (豐濱 A) 

 

 

5 

6 
4 



大會程序表 

 

序號 程    序 時  間 

1 報到 8:00以前 

2 第一場次 8：20~8：50 

3 第二場次 9：00~9：30 

4 開幕典禮 9：40~10：20 

5 第三場次 10：30~11：00 

6 第四場次 11：10~11：40 

7 午餐 11：40~13：00 

8 第五場次 13：10~13：40 

9 第六場次 13：50~14：20 

10 閉幕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