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經裁判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4日經第 10屆第 8次理事及第 7次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一、 本會為建立各種身心障礙運動之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提

升裁判素質，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

辦法第十條及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

第六條第二、三款訂定本計畫。 

二、 各種身心障礙運動裁判區分為三級，各級職務如下： 

(一) C級裁判 

擔任各級政府或特定體育團體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

之裁判。 

(二) B級裁判 

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身心障礙分齡比賽及前款工作。 

(三) A級裁判 

1. 擔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之裁判、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

之隨隊裁判及前款工作。 

2. 受派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裁判研習、活動或證照考

試。 

三、 運動種類包括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國際各類身心障礙

運動總會及本會所認定之運動種類。 

四、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以上，符合下列資格，並參加各該

項運動裁判講習會，修滿各級規定之課程與時數者，始得參加

各該級運動裁判檢定： 

(一) C級裁判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受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動之

競賽規則。 

(二) B級裁判 

取得 C級裁判證二年以上，具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三) A級裁判 

取得 B級裁判證三年以上，具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前項需實際從事身心障礙運動裁判工作經驗，須由申請者

提出服務證明(如裁判聘書)經本會裁判委員會審查通過。 

五、 參加本會辦理各運動項目各該級裁判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報

名費用如下： 

(一) A級：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二) B級：新台幣壹仟元整 

(三) C級：新台幣伍佰元整 

六、 各級運動裁判講習會課程應包括學科及術科二部分，其授課總

時數如下： 

(一) C級裁判至少 24小時。 

(二) B級裁判至少 32小時。 

(三) A級裁判至少 40小時。 

前項學科及術科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一各級運動裁判學科及術科

之課程及授課時數表規定。 

各級裁判講習會得以連續或分期方式辦理。惟其授課時數應符

合規定標準。 

各級裁判講習會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依附表二各級裁判講習會

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一覽表規定。 

七、 裁判證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核准字號。 

(二) 姓名、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 照片。 

(四) 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 

(五) 發證之特定體育團體名稱。 

(六) 發證日期。 

八、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

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 犯殺人罪。 



(五)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九、 參加本會辦理各運動項目各級裁判講習會時數達成後，申請裁

判之檢定者，其學、術科測驗成績 C級需各達 70分以上、B

級需各達 80分以上，A級需各達 85分以上並應檢附下列文

件、資料，繳納檢定證照費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 符合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證照費：新台幣參佰元整。 

以上資料齊全者本會始核發該項該級之裁判證照，如未通過者

退還證照費。 

十、 對其學、術科測驗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測驗結果通知之翌

日起七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複查申請。 

前項複查申請，本會應於受理後三十日內，將複查結果函覆申

請人。 

十一、 持有裁判證者如有遺失或毁損，需檢附一吋大頭照及補發證

照費新台幣參佰元寄送本會補發。 

十二、 各級裁判證之有效期限均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

達 48小時，並每年至少 6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

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

期間為四年。 

前項申請新證換發者，應於舊證有效期限內參加本會或特定

體育團體、受託團體、本會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

組織所舉辦之講習(包括但不限於本會舉辦之會長盃、講習會

及相關領域單位辦理之活動或研習等)，始得申請換發新證。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包括學科或術科課程及參加相關國內外研

習(討)會之時數，並須由申請者提出參加證明，經本會裁判

委員會審查通過。 

十三、 另中華民國國民持有國外裁判證者，需檢附該項運動及級別

資格證明資料，經本會裁判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可換證。 

十四、 裁判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一) 謹守專業倫理，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教育之價值。 



(二) 秉持專業、公正、公平及熱誠，使運動競賽之賽程或比

賽順利進行。 

(三) 熟悉裁判技術內容及比賽規則，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

動。 

(四) 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騒擾之行為。 

十五、 持有裁判證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裁判證，

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 

(一) 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 取得裁判證後，有第八條規定情形之一。 

(三) 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 轉讓、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 

十六、 裁判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始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十七、 辦理裁判講習及檢定授證所需經費，於本會各該年度相關預算項

下支應。 

十八、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各級身心障礙運動裁判講習之課程及時數一覽表 

級別 

時數 

科目 

C級 B級 A級 

共

同

科

目 

包括國家體育政策、適應體育概論、裁判職責及素養、裁判

倫理與品格教育、運動禁藥管制、身心障礙運動分級及本會

指定課程。 

小 計 8~10 14~16 16~20 

專

項

科

目 

包括專項規則與紀錄方法、專項裁判技術與判例、專項裁判

術語、專項裁判實務與測驗及本會指定課程。 

小 計 16~18 18~20 24~26 

總計 24 32 40 

註：1、國家體育政策由教育部體育署或本會派員講授政令宣導課

程。 

2、裁判職責包括競賽糾紛及緊急事件處理課程。 

3、專項裁判術語為專項外語課程。 



附表二 

各級裁判講習會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一覽表 

級別 

資格 
C級裁判 B級裁判 A級裁判 

學  

科 

學 

歷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資 

歷 

1. 對檢定科目相關

領域，學有專精，

並曾公開發表文

章、論著或著作

者。 

2. 具大學教師以上

資格，擔任 與檢

定科目相關領域

課程三年以上者。 

3. 五年內曾擔任國

外相關運動裁判

檢定考試評審人

員者。 

4. 取得相關國際運

動組織核發裁判

證書，證明裁判專

業技術能力者。 

5. 擔任 A 級裁判 3

年以上，著有績效

之現任裁判者。 

1. 具大學教師以上

資格，擔任與檢定

科目相關領域課

程三年以上者。 

2. 五年內曾擔任國

外相關運動裁判

檢定考試評審人

員者。 

3. 取得相關國際運

動組織核發裁判

證書，證明裁判專

業技術能力者。 

4. 擔任 A 級裁判 4

年以上，著有績效

之現任裁判。 

1. 具大學教師以上

資格，擔任與檢定

科目相關領域課

程三年以上者。 

2. 五年內曾擔任國

外相關運動裁判

檢定考試評審人

員者。 

3. 取得相關國際運

動組織核發裁判

證書，證明裁判專

業技術能力者。 

4. 擔任 A 級裁判 5

年以上，著有績效

之現任裁判。 

術  

科 

學 

歷 
不限 具高中(職)以上學歷 具大學以上學歷 

資 

歷 

1. 擔任 A級裁判 3

年以上，著有績

效之現任裁判

者。 

2. 曾擔任國家代表

隊培訓隊執行教

練，著有績效

者。 

1. 擔任 A級裁判 4

年以上，著有績

效之現任裁判

者。 

2. 曾擔任國家代表

隊執行教練，著

有績效者。 

1. 擔任 A級裁判 5

年以上，著有績

效之現任裁判

者。 

2. 曾擔任國家代表

隊執行教練，著

有績效者。 

註：共同科目之講師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