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8 年第七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晚上 6 時 

二、地  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2 樓會議室 

三、指導單位致詞： 

四、主席致詞：(略) 

五、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六、主席：沈啟賓召集人            會議記錄：黄鈺惠 

七、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派隊參加 2019 年亞洲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選手徵召

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1. 考量 2019 年亞洲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為我國第一次舉辦

大型身心障礙之亞洲錦標賽等級賽事，社會與國人均關心

我國選手表現，身為地主主辦國，擬配合亞錦賽參賽標

準，依據本會 108 年度桌球會長盃暨國手選拔賽成績，擴

大我國選手參加比賽項目與人數，符合社會與國人期待。 

2. 會前就前揭事項內容，請本會桌球運動王明月召集人提出

在原獲本會第 5 次選訓會議決議與體育署核定 8 名選手員

額之外，針對台中身障桌球亞錦賽，提供選手徵召辦法與

徵額參賽選手名單如附件一。 

3. 請本會桌球運動王明月召集人向各位委員說明與報告徵召

標準與細節。 

    決議： 

1. 考量「2019 年台中亞洲盃帕拉桌球錦標賽(Asian Para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於我國舉辦，是我國身

心障礙桌球運動盛事，為提升主辦國士氣，同意擴增代表

隊選手名額。為臻完善，請桌球運動王明月召集人修訂前

揭賽事擴增選手之徵召辦法。 



2. 有關前揭賽事選手徵召辦法，請王明月召集人檢附完整之

會議紀錄、桌球運動委員會委員簽署、徵召選手所參考的

選手積分(含個人積分)、及前述各項賽事成績表等佐證資

料。 

3. 依據徵召辦法遴選選手時，建議每級別取備取選手 1-2

名，以備正取選手放棄參賽資格。並請詳細說明徵召選手

之入選原因，且須包含說明成績好卻未入選徵召選手之具

體原因。 

4. 請桌球運動王明月召集人配合國際賽事報名期程，於

5/30 前提供相關資料至殘總，俾利殘總完成報署作業，

獲署核備後，進行國際報名作業程序。 

  (二)案由：本會桌球代表隊參加 2020 東京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資格賽

項目，提請 審議。 

    說明： 

1. 依據本會 108 年全國身障者舉辦國內競賽、教練裁判講習

及身心障礙運動推廣補助計畫內容，原訂本會派隊參加

2019 日本桌球公開賽，報名作業缺失經具體事實了解，

實屬承辦國際業務人員僅 1 人，處理本會整年度 36 件國

際賽會報名與 4 件共 5 個運動代表隊海外移訓聯絡等事宜

業務繁重，但因承辦人繁忙之中寄錯報名信箱，並非錯過

報名時間未辦理之疏失，事後主動發現未獲報名確認信件

有異，主動聯繫國外報名主辦業務單位與賽會承辦單位補

救未果。(如附件二) 

2. 另，為保障本會桌球選手參加國際賽事之權益，本會國際

組業務人員已於本（108）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電

話通知本會桌球王明月召集人代表隊可改為參加 9 月 6-8

日捷克桌球公開賽（此賽事為 20 積分賽，跨區參加 2020

東京帕運資格賽可獲得雙倍積分）或 11 月 11-13 日芬蘭

桌球公開賽（此賽事為 20 積分賽，跨區參加 2020 東京帕



運資格賽可獲得雙倍積分），相較參加日本桌球公開賽

（此賽事為 20 積分賽）更為有利選手爭取 2020 東京帕運

資格。 

3. 俟獲桌球王明月召集人回應訊息後，責成國際業務人員配

合相關報名期程即刻辦理。 

    決議： 

1. 請王明月召集人考量有利選手爭取帕運資格 40 倍積分之

賽事，透過桌球委員會決議替補賽事後，提供殘總賽事名

稱以辦理賽事變更和後續報名作業。 

    (三)案由：本會派隊參加「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Asian  

       Dance Sport Games 2019 in TAKASAKI)」、「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教練、選手名單，提請審核。 

        說明： 

1. 依據本會辦理 108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輪椅舞蹈錦標

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遴選出教練 2 名、選手 12 名參加

「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Asian Dance Sport 

Games 2019 in TAKASAKI)」(如附件三)。 

2. 依據本會辦理 108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輪椅舞蹈錦標

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遴選出教練 2 名、選手 10 名參加

「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如同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提案人：張榮洲教練。 

  案由：本會派隊參加「2019 年克羅埃西亞世界帕拉射擊錦標賽」及

「2019 年世界帕拉射擊錦標賽」賽前集訓擬借國家訓練中心

公西靶場訓練乙案，提請 決議。 

    說明：本會派隊參加「2019 年克羅埃西亞世界帕拉射擊錦標賽」及

「2019 年世界帕拉射擊錦標賽」賽前集訓擬借國家訓練中心



公西靶場做為賽前集訓場地，預訂培訓計畫如附件四，提請

審議。 

    決議： 

1. 請射擊委員會參考亞奧運國家隊使用的標準及規範，訂

定身心障礙選手適用的國家代表隊培(集)訓計畫供殘總

陳報體育署，俾利向公西靶場提出場地使用申請。 

2. 本(108)年度先以專案方式向體育署提出申請，俾使今

年度的訓練計畫能順利進行。下年度起編列預算時應將

射擊訓練計畫所需經費列入評估。 

九、散會：18 時 50 分。 







中 華 民 國 殘 障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桌 球 委 員 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一）12 時 00  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陳金海、張富貴、王明月、莊紋娟、蕭存沂、蔡貴蘭 

四、主    席：陳金海    紀錄：莊紋娟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提案： 

     

 案由：擬增訂桌球項目運動員國際比賽徵召辦法，請討論。 

說明：2019 亞洲盃於台灣台中市比賽，我國只派有 8 名選手參賽，擬

以徵召方式增加參賽選手名額。 

      

 決議：1.擬定徵召辦法。（詳如附件ㄧ） 

2.經 2018 亞運、2017 亞洲盃及 2019 國內會長杯成績為依據，

擬徵召人員，名單臚列（詳如附件二）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中 華 民 國 殘 障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桌 球 委 員 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簽到單 

出席委員 簽名處 備註 

陳金海召集人   

張富貴   

王明月   

蔡貴蘭   

蕭存沂   

莊紋娟 

 

 

 

 



附件一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2019 亞洲盃殘障桌球錦標賽運動員徵召辦法 

 

徵召資格訂定如下： 

 

一、 徵召參加國際賽事之資格，優先遴選具國際競爭力之選手(各級別世界排

名女子前 12 名、男子前 16 名優先入選)，並依據參加 108 年殘總舉辦之

會長盃成績，若還有名額，則依該年度積分排名及年輕有潛力之選手遴

選之。 

二、 依據各級別之參賽人數(包含己報名之國手)不得超過 3 名選手。 

三、 徵召參加國際賽事皆為代表國家，必須遵守國家代表隊之各項規定，參

加之隊職員均需注意言行及道德規範，如有損害國家形象者，將停止參

加國際賽事一年。 

 

 

 

本制度報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訓委員會核備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2019 亞洲盃殘障桌球錦標賽運動員徵召選手名單 

 

 

級別 性別 正取選手(排名) 徵召選手(排名) 說明 

TT1 M  
朱為中(無) 108會長盃 TT1第一名 

許昇達(無) 108會長盃 TT1第二名 

TT2 M  
黃景宏(40) 108會長盃 TT2第一名 

陳富貴(46) 108會長盃 TT2第二名 

TT3 M  
范振信(無) 108會長盃 TT3第一名 

胡頌恩(無) 108會長盃 TT3第二名 

TT4 M  
林文信(23) 108會長盃 TT4第一名 

梁振坤(37) 108會長盃 TT4第二名 

TT5 M 
程銘志(4)   

林晏弘(11)   

TT6-7 M  
許明峯(無) 108會長盃 TT6-7第一名 

林我欽(無) 108會長盃 TT6-7第二名 

TT8 M  
胡銘福(29) 108會長盃 TT8第一名 

侯廷松(38) 108會長盃 TT8第二名 

TT9 M  
盧威辰(無) 108會長盃 TT9第一名 

陳櫻水(無) 108會長盃 TT9第二名 

TT10 M 蘇晉賢(23) 林駿梃(無) 108會長盃 TT10第二名 

TT11 M  
黃大佑(無) 108會長盃 TT11第一名 

江光輝(無) 108會長盃 TT11第二名 

級別 性別 正取選手(排名) 徵召選手(排名) 說明 

TT4 F 
盧碧春(10)  108會長盃 TT2-5第一名 

李雅朱(18)  108會長盃 TT2-5第二名 

TT5 F 蕭淑卿(9) 
 108會長盃 TT2-5第五名 

世界排名第 10名，奧運資格 

TT7-8 F 
 李秀英(無) 108會長盃 TT7-8第一名 

 張美玉(無) 108會長盃 TT7-8第二名 

TT10 F 
田曉雯(7)  108會長盃 TT9-10第一名 

林姿妤(14)  108會長盃 TT9-10第二名 







召開代表我國參加「2019 年媽祖盃國際輪椅舞蹈公開賽」、「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代表隊教練、選手人選會議紀錄 

一、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 

二、地  點：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 26 巷 26 號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  席：林長榮        紀 錄：鍾裘玟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選拔「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Asian Dance  

      Sport Games 2019 in TAKASAKI)」及「2019 年媽 

      祖盃國際公開賽」代表隊教練、選手名單。 

1. 依據 2019 年媽祖盃國際輪椅舞蹈公開賽、 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Asian Dance Sport 

Games 2019 in TAKASAKI)代表隊選拔辦法以本會

辦理「108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輪椅舞蹈錦標

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成績，選出具有奪牌實力

者選手 12 位代表參加「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

會」。 

2. 選拔 10 位代表參加「 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 

   決議：1.通過代表參加「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選 

       手名單如下： 

       輪椅舞組：郭文生、張巧慧；陳森棋、洪語謙； 

            林浚宏、吳依芸；洪當欽、吳彩雲。 

             備取：林萬松、彭鈺琳；柯皓宇、廖碧珍。 

            雙輪椅舞組：郭文生、黃薏蓉；陳森棋、許燕玉； 

             林浚宏、李淑蓉；洪當欽、林 蔭。 

      2.通過代表參加「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選手 

       名單如下： 

       輪椅舞組：郭文生、張巧慧；陳森棋、洪語謙； 

            林浚宏、吳依芸；洪當欽。 

             備取：吳彩雲；林萬松、彭鈺琳；柯皓宇、 

            廖碧珍。 



            雙輪椅舞組：郭文生、黃薏蓉；陳森棋、許燕玉； 

             林浚宏、李淑蓉。 

             備取：林 蔭。                        

  (二)案由：選拔代表我國參加「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代表隊教練 人選，提請 審核。 

    說明：依據選拔辦法所訂以入選選手教練為優先，並需具備中華 

       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輪椅舞蹈 B 級以上教練，平時亦在 

       基層協助訓練選手，亦能配合本會行政工作者。 

    決議：1.通過代表參加「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教練名 

        單如下： 

        輪椅舞蹈國家 A 級教練:蔡秀慧 

              輪椅舞蹈國家 A 級教練:林長榮 

       2.通過代表參加「2019 年媽祖盃國際公開賽」教練名 

        單如下： 

         輪椅舞蹈國家 A 級教練:蔡秀慧 

               輪椅舞蹈國家 A 級教練:林長榮 

               候補教練：輪椅舞蹈國家 B 級教練:謝祥譯(殘障亞運輪 

             椅舞蹈銀牌選手並擔任展夢園輪椅舞集專職 

             教練) 

七、檢附 108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輪椅舞蹈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  

   成績表（如附件） 

八、散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10489 臺北市朱崙街20號
承辦人：陳思瑋
電話：02-87711781
傳真：02-27514523
電子信箱：0228@mail.sa.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6月4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體字第10800185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所報「2019年亞洲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選手徵召辦法及

選手名單、「2019 年亞洲運動舞蹈運動會」及「 2019 年

媽祖盃國際公開賽」教練選手名單，存部備查，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總會108年5月29日殘總字第1080000155號函。

二、本案仍請依「108年第七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案由(一)

決議，備妥選手徵召背景說明及擇選考量，以利後續行政

作業需求。

正本：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副本：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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