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係存年限：

中華民國殘障髖育運動總會 函（稿）

地址：10489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
號1 棲

承辨人：林政誼
電鋙：02-8771-1450
傳真：02-2778-2409
Ema i l : ct sod tw@gnia i 1. com 

受文者：教育部髖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殘總（國）字第11000001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陳本會召開「110年第4次選訓委員會議紀錄」乙案，簽
靖 核示。

說明：

一 、 開會日期：110年6月17日（星期回）上午10點。

-=- 、 會議地點：線上群維會議(Line群維討論）。

三 、 檢附 「110年第4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

正本：教育部盤育培
副本：本會行政紐、國際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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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第 4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席：沈召集人啟賓

出席：張副召集人昭盛、何委員維華、詹委員淑月、王委員三財、 

陳委員金鼓、王委員敏憲、張委員富貴。 

列席：翟副秘書長智語、黃行政主任鈺惠、唐行政副主任碧穗、林國際組

專員政誼、鍾國際組專員耀堅。 

主席致詞： 

壹、報告事項：確認前次選訓會議紀錄（如附件 1）。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檢陳長庚醫院委託本會辦理的招募關懷員計畫申請名單，提

請 審查。 

說 明： 

一、 為培訓、發掘績優及具發展潛力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使優 

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運動選手全心投入訓練及競賽，提升國內

身障選手競技運動實力，針對國內優秀身障運動選手實施本

招募計畫，善用體系資源聘任國內優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選手 

為關懷員。 

二、 長庚紀念醫院依醫院需求每年聘任關懷員數名，聘任期限為

一年，並由本會依每年申請人數作適當調整。 

三、 本次申請人員為李凱琳、劉雅婷及程銘志 3 位；檢附前開人

員申請資料各乙份（如附件 2） 

決 議： 

一、 總會為提供選手無後顧之憂的訓練生活，積極向社會企業尋求

資源並提供給選手，是很正向且值得讚許的作為，建議應鼓勵



並輔導符合資格的選手踴躍報名申請。 

二、 據悉，因本案關懷員須於每周一到三前往林口長庚醫院，配合從事

公益活動，部分選手考量住宿及交通等問題故未提出申請， 甚為可

惜。請總會賡續向長庚醫院協調，因考量有不少住在外 縣市的選手、

且選手多為身障者，不宜舟車勞頓增加往返風險， 是否宜安排選手

居住地就近的據點，擔任關懷員並配合從事相 關公益活動。 

三、 往後選手提出類似申請時，請提供申請者服務地點的選項，並詢

問其意願，俾提供身障運動選手堅實的後勤支援。 

四、 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檢陳本會辦理「110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保齡球錦標賽暨2022 

年亞洲帕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培訓選拔賽」選拔辦法乙份，提請 

審查。 

說 明 ： 

一、本會保齡球單項委員會為遴選「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培訓選手提出選訓辦法， 希望選手參與兩場賽事來獲得

亞帕運選手資格（如附件 3）。 

二、檢附本會保齡球單項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 4）。

決 議 ： 

一、 選訓辦法內並無提及若是同一等級，因男女組成混合雙人組時，

女性每局積分加十分之規定，請釐清國際賽事(以亞帕運為例)中

是否有這樣的規定；考量男女實力有異，建議應予女選手分數加

權的規畫，以確保維護競賽公平性。 

二、 請保齡球單項委員會將女子加權分數條文納入競賽規程中， 修

改後放上選訓委員會群組，經委員回覆同意後通過。 

三、 腦麻組請賡續了解國際賽與國內賽的參與情形，俾提供給保齡球

單項委員會規劃推動事宜。 

四、 本案依建議確認修正後通過。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行政組 

案 由：洪委員佳君目前為總會冰壺項目召集人，不宜再兼任選訓委

員；且為符合專項委員會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原則，

需再聘任一位女性委員，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 考量洪委員原負責督訓項目為柔道及跆拳道，屬技擊類項目，

為使督訓工作順利銜接，宜聘任具技擊專項背景之女性委員。 

二、 請洽詢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戴淑華秘書長是否有意願加入本

會選訓委員會，並請總會繼續完成聘任事宜。 

  委員發言摘錄: 

   沈召集人啟賓：受疫情影響，線上會議將會是未來趨勢，請總會同仁

多了解熟悉視訊會議軟體，以便因應，且建議爾後視

訊會議前先將書面會議資料郵寄予各位委員。  

    總會回覆: 

一、 嗣後將提前將書面及電子會議資料寄送給委員。 

二、 本委員會視訊會議將依教育部體育署結報視訊會議出席費辦

法辦理。 

三、 請委員提供匯款帳戶，俾完成出席費核撥事宜。 

肆、散會: 上午 11 點 02 分。



附件 1、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第 3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沈召集人啟賓             紀錄：林政誼

出席：張副召集人昭盛、何委員維華、詹委員淑月、王委員三財、 

陳委員金鼓、洪委員佳君、王委員敏憲、張委員富貴。 

壹、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增列參加「2021 年西班牙帕拉鐵人三項錦標賽」及

「2021 年美國帕拉鐵人三項公開賽」。 

說 明： 

一、 「2021 年日本橫濱帕拉鐵人三項系列賽」因故無

法成行，為取得選手帕運外卡申請資格，擬補報名

6 月 20 日於西班牙舉辦之「2021 年西班牙帕拉鐵

人三項錦標賽」，同時為怕賽事受疫情影響，臨時

取消，亦同時報名 6月 27日於美國所舉辦之「2021

年美國帕拉鐵人三項公開賽」。 

二、 受疫情影響，本次選訓會議於五月十九日(三)透

過線上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附件2、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計畫 

一、 計畫目的及願景： 

   運動競賽是最容易凝聚國人意識的活動，各運動項目具代表

性的運動員時時刻刻肩負國人殷切的期盼。 

   身障運動員在養成的過程中，必須面對本身先天障礙所形成

對訓練所造成之不便，亦須面對比賽對生活或工作所造成之影

響，因此在多數運動員優先選擇工作前提下，致使訓練中斷導致

成績下滑。 

 為培訓、發掘績優及具發展潛力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使優

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運動選手全心投入訓練及競賽，提升國內身障

選手競技運動實力，長庚紀念醫院本著體系創辦人 王永慶先生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針對國內優秀身障運動選手實

施本招募計畫，善用體系資源聘任國內優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選手

為關懷員，以其勇於面對疾病、不畏艱難投入訓練的精神，鼓勵

醫院的病人積極面對病痛，並能使身障運動員能心無旁鶩專心致

力於訓練及比賽，進而締造佳績揚名國際。 

二、 計畫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三、 聘任名額及期限： 

 長庚紀念醫院依醫院需求每年聘任關懷員數名，依中華民國

政府勞動部規定給予每月基本工資，聘任期限為一年。並由中華

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依每年申請人數調整適當人數。 

四、 遴選條件： 

(一)2016、2020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代表中華台北奪牌及參賽選手。 

(二)2018 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代表中華台北奪牌及參賽選手。

(三)具備上述資格者依競賽成績高低及未有全職工作者優先遴選。

五、 資格審查遴選組成： 

   選手於規定時間內填寫「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申請表」

及自傳，並送交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由中華民國殘障體

育運動總會選訓委員會負責審查遴選，並提交長庚紀念醫院進行

最後名單確認。 



六、關懷員工作內容： 

(一)每週工作三日（週一至週三，每日工作時間 8 小時），配合參加

醫院公益活動、每月繳交 2 張關懷病人卡片或心路歷程及行政

庶務工作。

(二)受聘僱期間，不得再兼職其他工作，且需於長庚投保勞健保。

七、督導： 

(一)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訓委員督導或協助通過之選 

手確實執行訓練計畫。 

(二)審核通過之選手，需於通過後 2 週內提出年度訓練計畫及預訂

績效，並於每三個月提出訓練報告，以供選訓委員作為下一年

度是否持續聘任之參考。

(三)選手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事項，經判處禁賽

處分或重大影響長庚紀念醫院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聲

譽者，得立即中止聘任。

(四)依長庚紀念醫院規定需確實紀錄上、下班時間，並於每月25日

前將上、下班簽到表、2張關懷卡片或心路歷程郵寄予醫院，上

班時間需接受醫院電話確認上班狀況。

八、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11 日止(以郵戳為憑)。 

九、申請方式及寄送地點：請詳細填寫申請表，並於申請期限內寄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 樓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沈芳廷 收 

十、以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隨時

修訂並於本會網頁公告。 



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男

□女

照片黏貼 運動項目 
婚

姻 

□已婚

□未婚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工作現況 
□有工作□無職

每月收入：      元 

E-MAIL
曾請領勞保

失能給付 
□是 □否

身障手冊等級

別/身障津貼 

1.身障障別： 障 2.身障等級：  級 

3.身障津貼： 元/月 

福利身份 □無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連絡電話 日(  ) 夜(  ) 
行動

電話 

連絡住址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自傳 請另行附件呈現 

成 績 證 明 

請附證明影本 

年度 名次 比賽名稱 

教練姓名 

證照級別 

訓練 

地點 

初審結果 初審人員簽名 

請附自傳 



長庚紀念醫院關懷員申請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 性別 項目 年齡 教練 居住地 最佳成績 

1 李凱琳 女 柔道 29 吳嘉倫 
新北市

林口 

2016 年里約帕拉林匹克

運動會柔道女子 48公

斤級-第 5名 

2018 年印尼亞洲帕拉

運動會柔道女子 48公

斤級-第 3名 

2 劉雅婷 女 田徑 30 張福生 台中市 
2016 年里約帕運田徑女

子 F13 標槍項目第 5名 

2018 年印尼亞帕運田

徑女子 F12/F13標槍

項目第 2名 

2018年印尼亞帕運田

徑女子 F12鐵餅項目

第 3名 

3 程銘志 男 桌球 42 林佳蓉 台南市 

2016 年里約帕運桌球男

子 TT4-5團體賽項目 

第 2名 

2018 年印尼亞帕運桌

球男子 TT5級個人賽

第 2名 

2018年印尼亞帕運桌

球男子 TT4-5級團體

賽第 3名 



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計畫 
 

一、計畫目的及願景： 

運動競賽是最容易凝聚國人意識的活動，各運動項目具代表

性的運動員時時刻刻肩負國人殷切的期盼。 

身障運動員在養成的過程中，必須面對本身先天障礙所形成

對訓練所造成之不便，亦須面對比賽對生活或工作所造成之影

響，因此在多數運動員優先選擇工作前提下，致使訓練中斷導致

成績下滑。 

為培訓、發掘績優及具發展潛力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使優

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運動選手全心投入訓練及競賽，提升國內身障

選手競技運動實力，長庚紀念醫院本著體系創辦人 王永慶先生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針對國內優秀身障運動選手實

施本招募計畫，善用體系資源聘任國內優秀或具潛力的身障選手

為關懷員，以其勇於面對疾病、不畏艱難投入訓練的精神，鼓勵

醫院的病人積極面對病痛，並能使身障運動員能心無旁鶩專心致

力於訓練及比賽，進而締造佳績揚名國際。 

二、計畫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三、聘任名額及期限： 

長庚紀念醫院依醫院需求每年聘任關懷員數名，依中華民國

政府勞動部規定給予每月基本工資，聘任期限為一年。並由中華

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依每年申請人數調整適當人數。 

四、遴選條件： 

(一)2016、2020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代表中華台北奪牌及參賽選手。 

(二)2018 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代表中華台北奪牌及參賽選手。 

(三)具備上述資格者依競賽成績高低及未有全職工作者優先遴選。

五、資格審查遴選組成： 

選手於規定時間內填寫「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申請表」

及自傳，並送交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由中華民國殘障體

育運動總會選訓委員會負責審查遴選，並提交長庚紀念醫院進行

最後名單確認。 



六、關懷員工作內容： 

(一)每週工作三日（週一至週三，每日工作時間 8 小時），配合參加 

醫院公益活動、每月繳交 2 張關懷病人卡片或心路歷程及行政

庶務工作。 

(二)受聘僱期間，不得再兼職其他工作，且需於長庚投保勞健保。

七、督導： 

(一)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訓委員督導或協助通過之選

手確實執行訓練計畫。 

(二)審核通過之選手，需於通過後 2 週內提出年度訓練計畫及預訂

績效，並於每三個月提出訓練報告，以供選訓委員作為下一年

度是否持續聘任之參考。 

(三)選手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事項，經判處禁賽

處分或重大影響長庚紀念醫院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聲

譽者，得立即中止聘任。 

(四)依長庚紀念醫院規定需確實紀錄上、下班時間，並於每月25日

前將上、下班簽到表、2張關懷卡片或心路歷程郵寄予醫院，上

班時間需接受醫院電話確認上班狀況。 

八、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11 日止(以郵戳為憑)。 

九、申請方式及寄送地點：請詳細填寫申請表，並於申請期限內寄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 樓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沈芳廷 收 

十、以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隨時  

        修訂並於本會網頁公告。 



長庚紀念醫院招募關懷員申請表 

申請日期：110  年  6 月  2  日 

申請人姓名 李凱琳
性 

別 

□男

■女

運動項目 柔道
婚 

姻 

□已婚

■未婚

出生年月日 民國   81年  07  月  15  日 

身分證字號 L224250059 工作現況 
□有工作■無職

每月收入： 元 

E-MAIL judo071520@yahoo.com.tw
曾請領勞保 

失能給付 
□是 ■否

身障手冊等級

別/身障津貼 

1.身障障別：視障 2.身障等級：輕度

3.身障津貼：無

福利身份 ■無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連絡電話 日( ) 夜( ) 
行動 

電話 
 0970-909-655

連絡住址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二路21號18之6 

緊急聯絡人 連自立 電話  0933-992-330 

自傳 請另行附件呈現 

成 績 證 明

請附證明影本 

年度 名次 比賽名稱 

105 5 2016年里約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柔道女子48公斤級

107 3 2018年印尼亞洲帕拉運動會柔道女子48公斤級

  

教練姓名 

證照級別 

吳嘉倫
A級 

訓練 

地點 
國立體育大學

初審結果 初審人員簽名 

請附自傳 



  



 



  



 



自傳 

    我的出生地位於台中市純樸的后里，從爺爺那一代開始相傳下

來，在柔道世家的體育氛圍下長大，特別的是我們家有先天性遺傳

疾病，稱作視神經萎縮症，視神經會隨著年齡增長萎縮而導致視力

退化，是由奶奶遺傳給爸爸、叔叔和姑姑，他們都是屢戰屢勝國際

賽的視覺障礙柔道國手。父親任職於內埔國小的工友，同時義務擔

任內埔國小的柔道教練，也是我的啟蒙教練，而母親任職於內埔國

小教師，從小父母就培養我時間的觀念以及做人處事的道理，哥哥

現就任職於盲人按摩，哥哥在 2010年廣州亞洲帕拉運動會獲得柔道

銅牌。 

    從小因環境耳濡目染之下，從國小二年級開啟柔道生涯，以前

在台灣，體育還沒有很盛行，但那時的念頭只是想要讓大家可以重

視體育，所以升上國小五年級開始屢獲佳績。畢業後就讀后里國

中，教練是 1996年亞特蘭大身障奧運冠軍的青忠叔叔，在叔叔嚴苛

的訓練下，使我在柔道技術與體能大幅進步。在國中二年級暑假在

泰國的亞洲盃青少年角力錦標賽女子 43kg獲得銅牌，而這也是我人

生中第一場國際賽。比賽結束回國後，學校給予我報名總統教育獎

的機會，很感謝師長們大力推薦以及協助，才能讓我順利得獎，我

曾想，獲獎的幸運也許是我人生中的轉捩點，從小的訓練以及比賽



都是與正常人對摔，甚至在全國賽與全中運獲得冠軍，擁有這些成

績漸漸使得我產生自信足以繼續往前邁進。 

在國三畢業那年，參加美國科羅拉多州的 IBSA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女

子 48kg獲得冠軍，才開啟了通往視覺障礙柔道的大門。  

    在很多人的建議下進入了台中市私立新民高中進修部體育班，

然而寄宿學校的環境對我來說，是一項極大的考驗，雖然剛開始無

法適應，每天也總是膽顫心驚的與人相處，加上訓練強度負荷高，

但這些磨練使得我茁壯成長，在高一的暑假在葉門的亞洲盃青年柔

道錦標賽女子 45kg獲得銅牌。我開始思索著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目

標該如何設定?有時卻因練習的辛苦或者訓練上出現瓶頸，竟喚起放

棄的念頭，還好身邊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成為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高二暑假在匈牙利的柔道公開賽女子 48kg和美國 IBSA青少年柔道

錦標賽女子 48kg獲得冠軍，而比賽經驗的累積將我推向身障奧運的

目標更近一些。高三在土耳其的世界盃 IBSA柔道錦標賽女子 48kg

獲得冠軍並正式拿到 2012年英國倫敦帕運門票，當下的我正一步一

步往上爬，目標就在不遠處向我揮手，但在高中畢業那年，卻意外

受到極大的打擊，2010年 6月 5日在國手選拔比賽中受傷，當下渾

然不知自己受傷，是在後續的診斷才得知右腳膝蓋前十字韌帶已撕

裂。 



     我以推甄方式進入了國立體育大學，但受傷卻讓訓練進行得不

順利，晨操跑步嚴重落後，專項訓練時常扭到膝蓋，在練習場上被

抬下場數多次，許多技術也變得不敢做，同時心理與情緒深深受到

影響，害怕訓練再度受到傷害，而即將來臨的廣州亞帕運隨著突如

其來的考驗，使我來不及面對。2010年 12月在廣州亞帕運女子柔

道 48kg獲得銀牌，這場比賽使我喪失信心，迷失自我，更不曉得如

何克服。因為老師的想法和學長姐的建議使我萌生動手術的念頭，

但迎接而來的 4月土耳其世界盲人運動會，在比賽前幾週情緒崩

潰，甚至和家人起爭執，在衝動下脫口而出盡是負面的話語，受傷

使我變得不像自己，對任何一位運動員來說，受傷是一種無法承受

的痛。家人的關心與朋友的支持，用剩下的意志力撐過那段時間，

在土耳其下場比賽前告訴自己要忘記受傷並莫忘初衷，雖然每場比

賽幾乎都很驚險，但只要想到家人和朋友對我所有的付出和關愛，

就算膝蓋再怎麼樣疼痛，也要堅持下去，最後才能讓我有力量拿到

冠軍。 

    2011年 5月 27日做了膝蓋前十字韌帶重建的手術，復健比我

想像中的還要艱辛幾萬倍，也承受了許多苦難。但為了 2012年的倫

敦帕運，我必須更努力得往前邁進。曾經很多人懷疑的問我說:「這

樣真的來的及嗎?」，我很堅定的告訴他們:「我相信我可以的」。不



管多難，一定可以突破它的。 

    2011年 6月開始接受復健治療和肌力訓練，剛開始的復健治療

真的難以形容，膝蓋的凹角度讓我幾乎每天以淚洗面，前三個月每

天都需要戴著護具行走，連同睡覺也需戴護具保護膝蓋。右膝蓋大

腿和小腿的肌力整個退化萎縮，所以每天從中午 1點復健到晚上 6

點為的就是讓自己早點回到柔道場上訓練，9月重返道場，卻只能

在場邊觀看隊友訓練，畢竟我的膝蓋還沒完全恢復，依稀記得剛開

始下去跑步時，右腳非常輕盈膝蓋周圍的大肌肉都沒有感覺，都是

左腳在幫忙拖著右腳跑步，也一直要求自己要跟上大家的腳步，但

心有餘而力不足，自己期許至少要把熱身圈數跑完。開始專項訓練

後，恐懼占據我的心理，害怕再度受傷卻導致很多技術都不敢做，

但是手術後五個月我決定參加全國中正盃，因為我想試試看也想了

解自己恢復多少，在比賽前幾天幾乎每天做噩夢。雖然比賽輸了，

心裡卻感到滿足，因為大家都跟我說我表現得不錯，至少我盡全力

也很享受比賽的過程。真的很感謝國立體育大學防護團隊的細心照

料以及教練和柔道隊大家的鼓勵，這段期間也學到很多關於運動傷

害的治療方式以及防護措施，更深入了解運動傷害並預防受傷。 

    2012年 8月 30號站上了帕運的舞台，這一天是我最榮耀的一

刻，雖然結果離目標差一點點，但獲得銀牌代表著進步空間還很



多，賽後回憶起比賽前怎麼熬過復健期，如何將體重控制下來的艱

辛過程，還要學著克服受傷後造成的恐懼，反而在這之中體會到許

多也學習到很多，這是當運動員最珍貴的感受，在這段過程我學會

了要先肯定自己，別人才會肯定我，至少我有盡力去做，未來也會

一直努力下去。  

    2012年底運動精英獎我入圍最佳運動精神獎，雖然沒有得獎，

但是當我參與頒獎典禮時，卻深深感受肯定與榮耀，看著每個運動

員身上是這麼閃耀，但在他們背後是付出多少的汗水與時間，才能

站在這個頒獎台上。在 2013年學校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報名總統教育

獎，進入第二次複選時必須要二位評審委員來審查，我非常感謝那

時校長，副校長，學務長，系主任，以及多位老師和同學都來參與

審查，因為各位師長的舉薦以及親友的支持才能讓我又再度獲獎。  

    沉澱一年後，我學習著如何和受傷相處並持續做肌力訓練，因

長庚醫療計劃協助兩年，然而這段期間曾右腳背腺性骨裂、左膝蓋

內側韌帶拉傷，在長庚醫療防護團隊的協助下不管是訓練還是比賽

我都能盡心盡力投入，儘管受盡受傷之困擾，但這些深刻的體會

下，情緒表現不再重於得失，在 2014年的韓國仁川亞洲帕拉運動會

獲得銀牌以及 2015年世界盲人運動會獲得銀牌，真的很感謝長庚醫

療防護團隊的關愛與協助，在我最脆弱以及最失落的時候拉我一



把，甚至讓我在受傷時學會成長，未來還有很多挑戰等著我一一突

破。 

    2016年巴西里約帕運比賽結果不盡理想，僅獲得第五名，也是

我接觸盲人柔道比賽以來成績最差的一次。巴西里約帕運賽後非常

徬徨，有時甚至懷疑自己在柔道技術上的表現，對自己也越來越沒

有信心，由於環境與其他因素，比賽機會少之又少，一年僅參加一

至兩次國際性比賽，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增加比賽經驗。  

    雖然有些事情改變不了，不過為了今年的東京帕運以及明年的

杭州亞帕運，我還是會繼續加油的! 





























附件3、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保齡球錦標賽暨 

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培訓選手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X 月 X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0000 號函辦

理(文號俟核備後填註)。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四、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保齡球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協會 

六、 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培訓選手競賽規程： 

(一) 本賽事為 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亞帕運)培訓選手

資格賽事。

(二) 遴選組別：

1. 視障：TPB1級、TPB2級、TPB3級

2. 智障：TPB4級

3. 肢障：TPB8級、TPB9級、TPB10級

(三) 男女組分別依兩場共 12 局總分高低進行排名，取各組成績前兩名正

取及兩名備取為培訓選手。所有當選之選手應簽署切結書，須配合參

與各項賽事。

(四) 依據本會訂定代表隊選拔辦法，並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後，陳報教

育部體育署備查；經備查後公告於本會網站。

(五) 上揭辦法將依據 2022 年亞帕運之競賽規程進行修正，主辦單位有權調

整。若有不足額之組別，將另辦理選拔賽補足。

(六) 採用世界十瓶保齡球協會(WB)及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所頒佈保

齡球競賽規則實施之。

七、 比賽日期： 

(一) 第一場賽事：110年 8月 21日(星期六)下午 13時起至 17時，請於 12時

30分前完成報到手續。 

(二) 第二場賽事：111年另行公告。



八、 比賽地點： 

(一) 第一場賽事(南區)：黃金保齡球館(臺南市東區莊敬路 12號) 

(二) 第二場賽事(北區)：111年另行公告。

九、 參賽年齡： 

(一) 選手參賽年齡需滿 12足歲。 

(二) 選手未滿 20歲者，應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但未滿 20歲已結婚者，不

在此限。

十、 參賽資格： 

(一) 持有我國身心障礙證明，肢障組及視障組需持有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

中 心 ( 以 下簡 稱分 級 中心 ) 核 發 之 分級 證 明 ( 查 詢 網址 ：

http://www.taiwanpscc.org/?tag=ml) 

(二) 智障組選手憑本會核發智障運動選手證報名，如尚未有選手證者，需

檢附符合本會訂定智障運動員參賽資格認定，經本會心智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方得報名智障組參賽。

十一、 比賽分組及項目： 

序號 障礙類別 組別 級別 說明 

(一) 
視覺障礙 

(重度) 

男子組 

女子組 
TPB1級 

全盲或接近全盲，比賽時須戴

上不透光眼罩。 

(二) 
視覺障礙 

(中度) 

男子組 

女子組 
TPB2級 

(三) 
視覺障礙 

(輕度) 

男子組 

女子組 
TPB3級 

視覺障礙程度較輕，但須符合

視覺障礙組的最低標準。 

(四) 智能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4級 

障礙程度與對功能表現的影響

符合最低參賽標準。 

(五)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5級 

腦性麻痺或腦部損傷；站立擲

球。 

(六)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6級 

腦性麻痺或腦部損傷；站立擲

球。 

(七)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7級 

腦性麻痺或腦部損傷；站立擲

球。 

http://www.taiwanpscc.org/?tag=ml


序號 障礙類別 組別 級別 說明 

(八)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8級 

(輪椅組) 

因肢體障礙無法安全地站立擲

球，且符合最低參賽標準。 

(九)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9級 

(站立下肢組) 

能安全地站立擲球，其肢體障

礙主要發生在下肢，且障礙情

況符合最低參賽標準。 

(十) 肢體障礙 
男子組 

女子組 

TPB10級 

(站立上肢組) 

能安全地站立擲球，其肢體障

礙主要發生在非擲球的上肢，

且障礙情況符合最低參賽標

準。 

◎註：上述障礙級別係由分級中心參考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官網相關文

件翻譯，實際正確級別應經由正式分級後由分級師判定。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視障重度組(TPB1 級)須戴上不透光眼罩比賽，導盲員引導至球道上給

球後，應立即退場且不得做任何指導球員動作。 

(二) 視障重度組得自行準備導盲桿或導盲器材，惟須於報名時加註說明，

並於報到時將輔助器材送交大會器材組檢驗合格後，比賽時方可使用。

(三) 視障各組皆不得對現有的設備做任何視覺輔助。

(四) 肢障輪椅組之輪椅請自備。

(五) 球館提供公球及球鞋，唯數量有限，不適應者可自備球具，唯須符合

規定之合法球具，如有必要大會得檢驗之。

(六) 報名表之參賽組別請填寫清楚。

十三、 會長盃比賽辦法： 

(一) 比賽制度：採國際賽方式，各組別一次打完 6局總分。

1. TPB1、TPB5、TPB6、TPB7及 TPB8固定球道，每三局更換球道。

2. TPB2、TPB3、TPB4及 TPB9、TPB10交換道，每二局更換球道。

(二) 如遇總分相同時，以最後 1局分數高者為勝，如分數依然相同時以第 5

局比分數類推至分出優勝。 

(三) 選手須於比賽前 30分鐘完成報到檢錄手續，方得參賽。



十四、 比賽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12：00-12：30 報到 
1.繳交紙本資料 

2.領取秩序冊 

12：40 領隊會議 

13：00 正式比賽 

17：00 頒獎 

十五、 報名： 

(一) 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 

1. 採用紙本報名或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35d60ac6c016e189)或

掃描右側 QR-code。

2.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7 月 26 日止(紙本以郵戳

為憑)。

3. 報名時需檢附報名表、匯款單收據、身心障礙證明、

分級證明等影本一併寄送本會；網路報名者請填寫完報名表後，將

匯款單收據及分級證明 Email至 ctpc1984@gmail.com。

(二) 報名費：每人新台幣 200 元整，請於賽前完成匯款。

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復興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帳號：008-10-37495-9

(三) 報名地點：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樓) 

聯  絡  人：陳   廷、黃鈺惠 

聯絡電話：(02)8771-1450、8771-1502 

傳  真：(02)2778-2409 

E m a i l ：ctpc1984@gmail.com 

(四) 請於匯款後 Email告知匯款人姓名、匯款日期、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並

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mailto:ctpc1984@gmail.com
mailto:ctpc1984@gmail.com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比賽，在報名截止日前可申請全額退費；若已

超過報名截止日期，報名費已用於保險及其他相關行政作業等必要支

出，則不予退款。 

註：1.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2.本活動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額度如下；若有其他投保需求(如

個人人身保險)，建請自行辦理。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4)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

十六、 會長盃獎勵辦法： 

(一) 參賽人數 1至 3人時，錄取 2人，頒發獎牌、奬狀；

(二) 參賽人數 4 至 5 人時，錄取 4 人，頒發獎牌、奬狀；

(三) 參賽人數 6 至 8 人以上時，錄取 5人，前 4名頒發獎牌、奬狀；第 5名

頒發獎狀。

(四) 參賽人數在 9人(含)以上時，錄取 6人，前 4名頒發獎牌、奬狀；第 5、

6名頒發獎狀。

十七、 申訴： 

(一) 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

不得以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比賽進行

當中，各參賽單位隊職員、家長或選手，不得直接質詢裁判。 

(二) 書面申訴應由領隊簽章(或由教練代理)，向裁判長正式提出，並附繳保

證金伍仟元，由裁判長召開技術委員會議審議，其申訴理由不成立者，

大會得沒收其保證金。

(三) 如抗議成立，則恢復該運動員成績、名次及退還保證金。

十八、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 規則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解釋者及大會之特別規定者，以裁判

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交由大會技術委員會判定之，其判決為終決，不

得提出再議。

十九、 罰則： 



(一) 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兩名選

手(報名及頂替者)參賽資格及已得到之名次或成績，並收回已發給之獎

狀，判決前已比賽之場次不予重賽，唯成績、名次須重新判定。

(二) 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除依規則判決外並按下列罰則處分

之：

1. 選手毆打裁判員：取消該員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停止該選手參

加本比賽之權利。

2. 職員毆打裁判員：取消該單位全部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停

止該職員參與擔任任何比賽種類之職員或選手之權利。

3. 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經裁判員勸導無效，

超過十分鐘未恢復比賽，取消該員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停止該選手、

職員一年之參賽、參與權利。

4. 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裁判權資格，並終

身停止該裁判員擔任運動裁判之權利。

二十、 附則： 

(一) 所有參加會長盃之選手，不分障別、等級，應全數遵守本競賽規程。 

(二) 比賽進行時，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經大會宣布停止比賽，否則仍照常

舉行；如遇空襲警報，應於警報解除後半小時繼續比賽原比賽成績仍

然有效。

(三) 所有參賽選手及大會工作人員，大會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其他人

員如需保險，均請自行辦理。

二十一、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公佈實施之。 

二十二、 本活動因應防疫措施，若因疫情要求取消辦理，所有成績以第二場成

績為主。 

二十三、 本競賽規程經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我國參加 2022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代表隊選拔辦法 

一、 選拔目標：選拔優秀保齡球選手代表我國參加 2022年亞洲帕拉林

匹克運動會。 

二、 預計錄取名額：教練 3人(各組一位)、選手 14人。 

三、 選手選拔方式及標準： 

(一) 依據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110 及 111 年

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保齡球錦標賽暨 2022 年亞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保齡球培訓選手之賽事成績，選出成績優異並具有奪牌實力

者，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產生。 

(二) 入選代表隊選手如因故放棄者，須填寫放棄聲明書，由候補選手

遞補，報請教育部核准後始得入選。

四、 教練遴選方式： 

(一) 基本條件：

1. 保齡球 A級教練資格，教練證照需處於有效期內，停權處分期

間不得擔任教練。

2. 需具有國際賽帶隊經驗者優先。

(二) 遴選方式：

1. 依 110及 111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保齡球錦標賽入選培訓

選手之教練為建議名單。

2. 最終依入選選手排名及入選人數多寡遴選為代表隊教練。

(三) 行政配合：

1. 可依訓練計畫之安排，配合公假調訓，不影響其訓練及工作者。

2. 配合國家組訓之行政作業期程，提交訓練計畫書、成果報告書、

訓練日誌等資料，並能確實按計畫執行訓練工作。

3. 入選代表隊教練如因故不克擔任職務時，須填寫放棄聲明書，

本會將另行徵召教練，經選訓委員會召集人同意，報請教育部核

准。

(四)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教練人選時，採徵招方式，得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會

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五、 培訓：參賽前 2個月進行總集訓，以培養團隊默契。 

六、 錄取代表隊之選手，需簽署健康切結書，以確保健康狀態足以勝任

激烈之訓練及競賽。 



七、 錄取為我國代表隊之選手，並遵守代表隊規範及參賽訓練計畫與賽

事之義務。凡有重大違規之情事，本會得主動召開紀律委員會論

處，並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執行。 

八、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 選手注意事項

1. 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 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

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

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 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10年 7月 30

日。

(二) 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官

網「公告欄」，單項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

(https://pse.is/3gurhe)：

1. 運動禁藥管制辦法

2. 運動禁藥管制採樣流程圖

3. 2021禁用清單

4.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

5. 運動禁藥管制規定暨違規處分要點

6. 運動禁藥違規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7. 申訴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九、 經費：選手及教練參賽相關費用(報名、機票、住宿、保險等等)由教育

部體育署相關經費支應。 

十、 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https://pse.is/3gurhe


附件4、身心障礙體育運動總會保齡球項目教

練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5月 8日(六) 10：30 

會議地點：黃金保齡球場二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許可戰召集人 

紀錄：洪淑君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一、 關於 110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保齡球錦標賽暨 2022 年

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培訓選手選拔賽競賽規程，提

請討論。 

決議：競賽規程修訂如附。 

二、 關於 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代表隊之選拔競

賽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待 2022 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競賽規程公布後，將另

行公告周知。 

參、 臨時動議： 

一、2022年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保齡球教練遴選辦法訂定。 

決議：將於參賽前召開全國教練會議，訂定相關遴選辦法。 

二、關於學生會長盃分級制度，提請討論。 

決議：與殘總確認後，該賽事攸關升學加分制度，故須以國際標

準訂定之分級制度辦理。 



身心障礙體育總會保齡球項目教練委員會會議

簽到表

一丶會議時間：110年5月8日（六）10 : 30 

二丶會議地點：黃金保齡球場二樓會議室

職稱

召集人－許可戰

委員－林信佑

委員－高海源

委員－陳玉龍

委員－黃景星

委員－黃榮利

簽到

委員－黃忠仁 詐伍

口�



王三財黃鈺惠 張富貴 張昭盛

沈芳廷 王昭卿 沈啟賓 詹淑月

陳金鼓

王敏憲

唐碧穗 林政誼鍾耀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