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8 年第八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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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四、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對於殘總的支持，我們會議開始。 

五、出、列席人員：王敏憲委員、何維華委員、李逸驊委員、杜台興委員        

陳倫中委員、許吉越委員、張永光科長、吳倫閑行政主任、邱渱專員、盧

素貞專員、黃鈺惠專員 

六、主席：盧俊宏委員                         會議紀錄：吳意中 

七、報告事項： 

(一) 本會訓練組鄭宇君小姐因為個人生涯規劃請辭訓練組專員乙

職，鄭員已於本（108）年 5 月 24 日離職；後本會透過 1111 人

力銀行與本會臉書粉絲頁官網公告召聘徵才資訊，完成求職人

員面試審查會議，6 月 1 日業已完成訓練組人員招聘。 

(二) 本會派隊參加 2019 年亞洲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選手、教練徵召

辦法及人員名單，依第七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桌球運

動王明月老師提出之選手及教練徵召辦法及名單，已分別於 5

月 29 日及 6 月 13 日函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相關辦法請參閱

附件一。有關本次徵召 T11 級江光輝選手，江員因從未參加國

際賽無選手國際卡，申辦國際卡過程因江光輝選手無法提供相

關成長背景及檢測的相關資料（教養院賴老師說江光輝國小未

畢業，父母親皆為身障者，收集不到相關資料），審查委員提出

申請資料過少恐無法申請認證，影響選手比賽權益，將依國際

主辦單位裁定後通知選手。 

(三) 為積極備戰 2020 東京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優化重點奪牌代表隊

選手裝備及汰換不堪使用之舊運動設備作業： 

1. 帕拉田徑隊： 

(1) 帕拉田徑選手陳玉連競速輪椅採購乙案依據本會 108 年全國



身障者參與國際體育運動競賽與活動案委辦經費 (「2019 IPC

世界田徑錦標賽」器材費) 辦理。 

(2) 鑒於陳選手裝備乙事已於去年亞帕運期間獲得大眾關注，遲

遲未能順利完成相關作業原因經查為原(前任)承辦人員多次

聯繫國內取得日本 OX 競速輪椅廠商均未能配合本會報價及

相關程序辦理有關，延宕至今。本會察覺有異，以及顧及選

手國際資格賽參賽在即，為能順利協助陳員以最新裝備進行

練習與取得資格，主動聯繫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尋求

協助，且得知選手參賽之競速輪椅需先上網登記經 IPC 審核

通過後始得參賽。囿於我國取得日本 OX 廠商無法配合本會

期程採購裝備協助選手參賽，故本會運用國際關係多方聯

繫，以 IPC 提供製造商資訊，最終透過中國殘奧會取得其國

內符合國際規範要求之裝備代理商資訊，協助本會在陳員國

際參賽期程前能順利取得以陳員量身訂做之競速輪椅。 

(3) 本會與日本 OX 總公司協商溝通期間，亦受到國內 OX 代理

商公司阻撓採購日本 OX 競速輪椅車事宜，以致本會原訂可

今年 8 月底順利交車期程出現變卦。經多次協商後，為保障

選手權益，與主管業務機關兩會合意最終採用替代方案並預

定於今(108)年 8-9 月國際製造商交車完成相關作業。 

(4) 由於「2019 IPC 世界帕拉田徑錦標賽」將是我國田徑隊選手

前進 2020 東京帕運的重要關卡，陳員亦已於「2019 IPC 中國

大陸北京田徑大獎賽」中取得參加「2019 IPC 世界帕拉田徑

錦標賽」的資格(100m/T54/18.52/18.90s)，因此接下來陳員的

訓練目標將鎖定於 2019 IPC 世界帕拉田徑錦標賽前四名，方

可取得代表我國參加 2020 東京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的資格。 

(5) 依據第四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原定參加 2019 年亞洲盃田徑

錦標賽，但因大會表示今年無此賽事，故改為參加 2019 年 IPC

法國巴黎田徑大獎賽(108/8/29-108/8/30)。 

(6) 考量陳員已取得 2019 IPC 世界帕拉田徑錦標賽參賽資格，且



新訂製之競速輪椅交車期程可能影響陳員在 2019年 IPC法國

巴黎田徑大獎賽的表現。經與帕拉田徑隊張福生教練討論陳

員之運動訓練週期，將 2019 年 IPC 法國巴黎田徑大獎賽訂為

「以賽代訓」模式，最終仍將目標鎖定在「2019 IPC 世界帕

拉田徑錦標賽」，以取得前四名、獲得 2020 東京帕拉林匹克

運動會參賽資格。 

2. 輪椅籃球隊： 

預計本(108)年 9 月汰換不堪使用之舊競技輪椅設備，於相關規

畫作業期程內提供選手 2 台新採購裝備進行訓練並參加「2020

年東京帕運輪椅籃球資格賽」。 

        決議： 

(一) 報告事項知悉。 

(二) 請總會盡量協助江光輝選手資格申請案，但最終依國際主

辦單位資格認定結果後通知江選手。 

(三) 餘照案通過。 

八、討論事項： 

(一 ) 案由：本會派隊參加 2019 年亞洲帕拉跆拳道公開賽教練選手

徵召辦法及人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 2019 年亞洲帕拉跆拳道錦標賽 7 月 18 日至 20 日於約旦安

曼舉辦，因該項目係屬新興運動項目，前 2019 世界帕拉跆

拳道錦標賽已徵召陳健強選手及戴淑華教練。 

2. 經跆拳道項目宋玉麒老師提出本次 2019 年亞洲帕拉跆拳

道錦標賽培訓計畫推薦謝磊教練，戴淑華教練擔任領隊並

可協助選手運動防護事宜，賽前培訓計畫如附件二。 

3. 有關謝磊教練因長期於國內參賽及培訓，並無國際跆拳道

聯盟之教練國際卡，依據 2019 年亞洲帕拉跆拳道錦標賽規

定無教練國際卡下場指導選手須繳交 200 美元規費，已與

教練協調該規費將由謝磊教練自付，教練也會依規範於後

續賽事前取得相關國際卡資格。 



    決議： 

(一) 本賽事推派領隊戴淑華、教練謝磊、選手陳健強。 

(二) 賽前培訓計畫請加上訓練地點及預計參賽的賽事地

點。 

(三) 有關行政程序上無項目可核銷之 200 美元規費，請總

會協助謝磊教練支付。 

(四) 通過。 

 

(二) 案由：我國參加「2019 和平盃國際輪椅網球公開賽」及「2019

永達盃高雄國際輪椅網球公開賽」，選手教練名單，請審核。 

     說明： 

1. 本會經由「108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輪椅網球錦標賽

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中表現優異者依序選拔，並經輪椅

網球運動劉耀台召集人召開選拔會議紀錄辦理，會議記錄

如附件三。 

2. 2019 永達盃高雄公開賽教練及選手： 

教練：林永華、呂嘉儀 

男子選手：戴加揚、洪志民、張福生、劉蒲生、黃慶鑽、

蔣榮貴、林金達、楊國清 

3. 2019 日本廣島和平盃教練及選手： 

教練：謝麗娟、陳世峰 

男子選手：陳駿杰、鄭漢琮、劉曉文、唐兆漢、王偉軒、

廖克松 

女子選手：楊綵縈、黃楚茵 

        決議： 

(一) 有關教練選拔依中華殘總教練選手選拔辦法規定辦

理，並補充教練資格說明。 

(二) 餘照案通過。 

 

(三) 案由：有關「2019 瑞士世界盃羽球錦標賽」教練、選手名單，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羽球委員會瑞士世界盃羽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

會議會議記錄辦理（附件四）。 

2. 選拔辦法已於第 2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 

3. 「108 年瑞士世界盃羽球錦賽」國家代選手及教練名單。 

 選手名單: 方振宇、林正哲、楊伊宸、葉恩銓 4 名  

 教練名單: 鄭元龍、潘光敏 2 名  

 備取名單: 陳羿穎、胡光秋、蒲貴煜 

4. 羽球委員會擬提請陳羿穎 、胡光秋、蒲貴煜 3 名選手自

費參加瑞士世界盃羽球錦標賽事宜，已告知依本會自費

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實施要點中，已核定各國

際性身心障礙運動團體舉辦之正式錦標賽、青少年錦標

賽，由本會組隊報名參賽為原則，本會已組隊報名參賽

者，不得再有自費報名參賽者。 

5. 擬請增派 1 名防護員，隨隊參與瑞士世界盃賽事。 

        決議： 

(一) 名單通過。 

(二) 同意增派防護員一名隨隊參與瑞士世界盃賽事。 

 

(四) 案由：有關「2019 泰國帕拉羽球國際賽」及「2019 中國帕拉

羽球國際賽」教練、選手申請自費參加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實施

要點」辦理。 

2. 「2019 泰國帕拉羽球國際賽」及「2019 中國帕拉羽球國

際賽」教練、選手名單如附件五。 

        決議：本案請羽球委員會提供詳細參賽計畫與名單，本委員會

再依提出相關參賽計畫後再送下次會議再議。 

     



(五) 案由：有關「2019 年 IPC 法國巴黎田徑大獎賽」、「2019 世界

帕拉田徑錦標賽」教練、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第四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原定參加 2019 年亞洲盃田徑

錦標賽，但因大會表示今年無此賽事，故改為參加 2019 年 IPC

法國巴黎田徑大獎賽(108/8/29-108/8/30)。 

2. 承前述，「2019 年世界帕拉田徑錦標賽」及「2019 年法國巴

黎田徑大獎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名單，除依照選拔辦法外，

亦參考「2019 年 IPC 北京田徑大獎賽」參賽成績作為選拔參

考(選拔辦法及「2019 年 IPC 北京田徑大獎賽」參賽報告如附

件六)。 

3. 「2019 年法國巴黎田徑大獎賽」教練、選手名單： 

教練(2 名)：張福生、曹文仲 

選手(5 名)：劉雅婷、陳玉連、林榮福、劉瑋旂、黃楷倫 

4. 「2019 年世界田徑錦標賽」教練、選手名單： 

教練(2 名)：張福生、曹文仲 

選手(6 名)：劉雅婷、陳玉連、江志忠、楊川輝、黃家皇、 

      黃楷倫 

        決議： 

(一) 茲經綜整評估選手會長盃、北京田徑大獎賽成績與世界

錦標賽參賽標準，就競技，實力考量調整法國巴黎田徑

大獎賽選手教練名單如下： 

教練(2 名)：張福生、曹文仲 

選手(3 名)：劉雅婷、陳玉連、黃楷倫 

(二) 2019 年世界田徑錦標賽教練選手名單照案通過。 

(三) 請總會訓練組與田徑委員會針對潛力選手的參賽效益

研擬相關辦法，代表隊國際賽選拔辦法及名單也請田徑

委員會召開相關會議，依程序補上各教練選手選拔會議

紀錄及說明的書面資料。 

 



(六) 案由：有關桌球委員會提出建議總會徵召男子 TT4 林文信選手

參加另外二個國際賽，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桌球委員會第 4 次會議紀錄辦理（附件七）。 

2. 為爭取 2020 東京奧運參賽資格徵召男子 TT4 林文信選手參

加另外二個國際賽。 

3. 2020 東京奧運錄取名額男子 TT4 為 18 人，林文信選手目前

世界排名為 22 名，與前面幾名選手相較積分相差不多。 

4. 2020 奧運年規定需要一個跨洲 50 或 40 倍和三個國際賽事，

林文信選手已徵招參加 7 月台中亞洲盃，選手本身也自費參

加波蘭公開賽，只需要再有二個國際賽事即可有希望具有奧

運參賽資格。 

        決議：同意徵召男子 TT4 林文信選手參加捷克桌球公開賽及荷

蘭桌球公開賽。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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