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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業挺運動，培育優秀年輕選手！

彰化銀行3月22日舉辦記者會，宣

布成立「彰化銀行射箭隊」，延攬國內

10位射箭好手加入，出戰今年中華企業

射箭聯賽。凌董事長忠嫄與周總經理朝

崇聯手力挺自家選手，宣示成為體壇好

手後盾，挺進亞、奧運世界舞臺。

凌董事長表示，彰銀抱持扶植體

育運動發展及傳承運動家精神的理念，

長期贊助各項賽事，並持續與台東縣體

育會合作培育當地優秀潛力選手，為蓄

積我國運動發展能量貢獻己力。此次射

箭隊成立的契機，主要是受去年東京奧

運我國運動員在場上所展現的運動家精

神與堅強實力所感動，深感優秀的運動

選手需要企業長期贊助支持，共同成就

臺灣之光。

凌董事長說，射箭運動不僅是我

國優勢運動競技項目，且為六藝之一具

有文化底蘊的加持，雖然與國民運動籃

球、羽球和桌球等運動人口相比較少，

但是歷來國際賽事表現屢獲佳績，發展

潛力無窮。彰銀以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

出發成立射箭隊，將屬地選在射箭運動

能量豐沛的桃園市，並邀請桃園永豐高

中射箭選手加入，期望培育在地基層

運動員。未來除了持續培育優秀潛力選

手，把射箭運動推廣給國人外，凌董事

長也期許成為臺灣之光推手，朝規劃相

關制度照顧優秀運動員方向邁進，激勵

選手全心投入訓練，進軍亞、奧運為國

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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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上，凌董事長、周總經理

與自家射箭隊展現極佳默契，活力十足

一一為選手打氣，周總經理並親授抗壓

致勝心法「決心、毅力、不忘初衷」，

鼓勵選手發揮運動家精神，超越自我贏

得榮耀。

彰化銀行射箭隊成員由桃園在地

選手耿皜宇、張宇帆、徐湧寓、邱意

晴、徐渝涵、李彩綺及自聯盟選秀會中

簽下包括狀元吳昱明、張心怡、劉虹均

與索煒哲等10位優秀選手組成，平均

年齡不到20歲，正當射箭選手的黃金

年齡，陣容堅強，無論潛力和實力都不

容小覷，尤其女選手邱意晴，目前已是

2022亞運代表隊反曲弓選手，表現可

期。

另外，彰銀對選手的照顧方面，

請到實戰經驗豐富的史正德及邱柏翰兩

位教練聯手坐鎮，運籌帷幄，相信無論

在賽內賽外都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以

新軍之姿在今年賽事中爭取好成績。

中華企業射箭聯盟會長邱炳坤

說，2022中華企業射箭聯賽4年，尚未

開賽就有喜事，本年度中華企業射箭聯

盟加入了新的隊伍，除了原本的5支企

業射箭隊外，今年彰化銀行射箭隊加

入，為聯賽帶來新的突破及改變，期待

彰化銀行射箭隊在新賽季初登場的好表

現。

中華企業射箭聯賽4年已於3月

26日展開，民眾可透過教育部體育署

MOESports平台收看直播，一睹選手

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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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銀
射箭隊

星

隊

/

/

教練／德德

射手座

喜歡聽音樂、學料理、浮潛、旅

遊，未來目標是能讓更多更多的人

喜歡射箭。

接觸射箭經歷了許多的酸甜苦辣、

風吹日曬雨淋，也因此更豐富了我

的人生，學習保持開朗的心面對每

一次的挑戰，因為真正能讓你放棄

的不是對手，而是你的絕望。

教練／COOPER

獅子座

興趣戶外活動、研究科技產品，未

來希望繼續提升台灣射箭競技水

準，協助彰銀射箭在聯賽中獲得總

冠軍，讓企業主感到驕傲。

難忘的經驗是在高二上學期，1998
年以高中生的身份獲得亞運男子銀

牌的佳績，也讓我對基層教練帶隊

一職充滿動力。

破全國紀錄三次

亞洲運動會團體銀牌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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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骨

獅子座

興趣是吃美食，我希望我能追隨我

父親的步伐，甚至超越他的成就。

我上高中時成績非常的差，教練除

了修改我的動作，不斷地加強我的

體能，那段時光非常辛苦。

／無

水瓶座

希望未來可以讓射箭變成我的工

作，這樣在工作時也會是快樂的。

讓我更會控制自己的身體肌肉，還

有如何在緊張的時候，調整自己的

心情。

／阿綺

摩羯座

全國總統盃團體金牌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金牌

全國總統盃團體銀牌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喜歡接觸不同的運動項目、不喜歡吃零

食但很愛巧克力（不能太甜）。喜愛閱

讀、思考，期望未來能對體壇有所貢獻

、把台灣的體育專長推向顛峰。

因為堅信腳踏實地才會成功，有時候會因為

求好心切反而把自己的身體搞傷。射箭教會

我冷靜、判斷與耐心，不管是日常訓練還是

比賽中，我都喜歡跟自己對話！很多事情其

實自己最清楚，只不過是不敢去面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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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耿

雙魚座

興趣是彈吉他，未來希望可以成為

很會彈吉他的射箭選手。

某次全中運前，教練給我一個目

標，達成就幫我換新弓！雖然結果

沒達成，但是在這之中成績又更上

層一樓了。

／涵涵

天秤座

興        趣：做手工藝
未來目標： 希望能當上國手，為國

爭光。

從國小開始接觸射箭一直到高中，

一路以來都是起起伏伏的，但是每

當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時，內心就

很雀躍，對射箭又更有自信。

／ㄛ ㄛ

天秤座

興趣：畫畫、手工

未來目標： 希望未來可以站上奧運
舞台。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團體銅牌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金牌

全國運動會個人金牌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練射箭很累很折磨，但在成功的那一

刻，什麼痛苦都煙消雲散了，而且還

學習到各種方面的事物，例如：心態

調整、穩定度和耐力等，練箭就是很

開心。



71 3 & 46 & 4433 &&17166 71711

/

/

/

／小吳

處女座

興趣是聽音樂和嘗試不同的球類運

動，希望未來能站上國際賽的舞

台，甚至拿下獎牌。

射箭訓練是枯燥乏味的，但卻被這

運動所吸引，漸漸愛上每支箭射

到高分的感覺，與站上頒獎台的滋

味，一步一步完成人生目標和夢

想。

／多多

射手座

喜歡的運動：跑步／重訓

夢想：能當上國手，為國爭光。

運動員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練射

箭邁入第十年的我，依舊在跟自己

比賽，只有突破自己的心魔，才是

真正的勝利。

／大索

牡羊座

興趣是射飛鏢和旅行，希望能在國

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大學前我的成績其實很普通，不過

上大學後遇到好的教練跟好的學

長，感謝他們的幫助，使我更相信

自己，成就現在的我。

全國總統盃個人金牌

全國總統盃團體金牌

全國運動會團體第四名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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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羊座

喜歡戶外活動，像是露營、踏青、爬

山；也很喜歡閱讀、看影集和電影，目

標是希望成為比教練更優秀的教練。

接觸射箭已經十餘年，但第一場新

人賽到現在都記得，心思很單純，

只享受當下而已，一直到現在都會

提醒自己要時常回歸初心。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團體銅牌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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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知識報你知
射箭運動比賽項目弓的種類：有

分複合弓、反曲弓及裸弓三種。

弓箭首次出現是在舊石器時代後

期，人類在狩獵方面，最偉大的發明就

是弓箭。當時使用弓箭的目的是為了獵

取食物，以及去除猛獸的威脅。然而，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開始過著團體生

活後，弓箭又被用來作為爭奪地盤和戰

爭的器具，之後相繼有了火箭、石弓和

大弓的發明，到了後來，射箭逐漸發展

成為一種運動，才發展到今日如此的盛

況。

國際重要的賽事有奧運、亞運、

世錦賽、亞錦賽、世界青年射箭標賽、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世界及亞洲大獎賽

等等；國內重要賽事有全國運動會、全

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

總統盃射箭錦標賽、全國青年盃射箭錦

標賽、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及各縣

市主辦之縣市級比賽等等。

射箭的規則：

1.   個人排名賽：射兩局72隻箭，每

一箭滿分為10分，一局36支箭，

一趟射6支箭，每趟有三分鐘的時

間，兩局加起來的成績獲得排名

的名次，決定是否晉級各項對抗

賽；團體排名則取該隊伍成績最

優三人排序；混雙則是取最優之

一男一女。

2.   個人對抗賽：每回合三支箭，分
數總合最高的人獲得兩點，平手

各拿一點，得六點獲勝。

3.   團體對抗賽：三人一組，一趟6

支箭（每人2支），先得五點獲

勝，點數為四比四時，加射三箭

（每人一箭）高分者獲勝，若分

數相同，則以三箭之中最靠近黃

心的隊伍獲勝。

4.   混雙對抗賽：一男一女為一組，
每趟4支箭，先得五點獲勝，點

數為四比四時，和團體對抗賽相

同每人一箭最靠近黃心的隊伍獲

勝。

射箭靶紙分數圖：

* 分

* 分

*10分分10分****10分0分

*9分*9分*9分**9分9分

*8分*8分**8分8分

*7分*7分**7分分

*6分*6分*6*6分6分

*5分*5分**5分5分

4分*4分*4分*4*4分4分

3分*3分*3分**3分3分

*2分*2分**2分2分

1分*1分*1分**1分分

010r1enner1n e＋ i＋ ＋ inn＋ inn＋ inn r11er1er1e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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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介紹：

— 弓身（riser）

— 弓臂（limb）

— 弓弦（string）

— 瞄準器（sight）

— 箭震吸收器（plunger）

— 夾箭片（響片）（clicker）

— 箭座（rest）

— 安定桿（stabilizer）

射箭比賽距離：

比賽距離：

國小組30公尺 國中組50公尺

高中組、大專組、公關組均為與國際比賽相同7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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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常見問題：

1.   動作姿勢  —  首先雙腳與肩同

寬，腳尖朝前；持弓手（左手）

水平抬起，引弦手（右手） 以

三隻手指頭（食指、中指、無名

指）引弦至下巴。待到確定瞄準

好、動作穩定後，即可放箭，完

成射箭的動作。

2.   射箭眼力只要能看得到靶紙的顏

色就夠了，近視也能在配好眼鏡

後射箭。

3.   其實射箭比的是控制跟技巧所以

其實臂力不一定要很強才射得準

如果你想學好射箭，必須要有強

壯的身心靈，因為這是所有的體

育項目必備的條件，射箭最重要

的是心理，在所有條件都一樣的

情況下比的就是抗壓性，所以平

時在訓練肌肉的同時，也得磨練

磨練自身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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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銀行力挺中小企業，積極辦理

信保基金業務備受肯定， 3月23

日於經濟部、金管會及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共同舉行之「2022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金融機構及授信

經理人」頒獎典禮，榮獲「信保金質

獎」、「促進政策推動獎」、「紓困振

興獎」及「協處企業獎」等獎項殊榮。

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

根基，也是國家政策推動的重點，為能

穩固中小企業營運基礎、協助其持續提

昇國際競爭力，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自成立以來，對於中小企業的

輔導與融資向來不遺餘力，並為能鼓勵

金融機構多加支持中小企業的信保業

務，每年度特別設立獎項及獲獎機構專

屬保證措施，以表揚積極推動相關業務

的金融機構及經理人員。獎項中，「信

保金質獎」為鼓勵金融機構加強辦理中

小企業融資並兼顧授信品質之主要獎

項，而「促進政策推動獎」及「紓困振

興獎」等特別獎項，則為感謝金融機構

積極配合政府各項政策而設。

本年度獲頒「信保金質獎」的金

融機構共7家，其中彰化銀行在信保

基金業務的推動上，可謂屢獲佳績。

繼2019年榮獲「信保夥伴獎」後，自

2020、2021至2022年，已連續三年勇

奪「信保金質獎」，今年更同時獲頒

「促進政策推動獎」、「紓困振興獎」

及「協處企業獎」，顯示彰化銀行積極

支持國家政策，力挺中小企業，並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成果。彰銀透過金

融資源的引導與金融專業服務，協助國

家紓緩疫情衝擊，強化重點產業及重大

建設之發展動能，落實責任金融之理念

精神。

  

呂宛純呂宛純



71 3 & 412

此外，彰化銀行近來也積極投入

ESG領域的發展，接軌國際力行永續發

展目標，除由日常營運落實節能減碳、

綠色採購、綠建築等理念外，在授信業

務方面，亦大力推廣綠能產業、太陽能

設備貸款及永續績效連結授信之融資。

同時，彰銀也關注到社會少子化及高齡

化的發展趨勢，推動購建長照機構、以

房養老及安養信託等金融商品，響應政

府政策，促進社會健全平衡之發展，持

續發揮其在金融業之公共性及影響力。

紓困振興獎
周朝崇總經理代表領獎

信保金質獎-授信經理人
辛素敏經理代表領獎

信保金質獎-金融機構
周朝崇總經理代表領獎

信保金質獎-授信經理人
楊培忠經理代表領獎

促進政策推動獎
王淑芳副總經理代表領獎

協處企業獎
王淑芳副總經理代表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