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 十 二 屆 第 15 次 選 訓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一、 日

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

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 樓 301 會議室

三、 主

席：林召集人肇藩

四、 出席人員：本會第 12 屆選訓委員，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記錄：汪念萱、李詩慧

(一)本會第 12 屆第 14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與決議事項追蹤工作進度報
告（附件一）。
(二)本會業於 8 月 2 日至 3 日辦理「109 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分
為公開組及花式組，共 66 個項目；總計 125 名報名參賽，實際 122 名
選手參賽，3 名選手棄賽。賽事各組前 6 名成績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二。
(三)本會業於9月7日辦理「109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
，計有103名選
手報名參賽：個人項目共99人報名，含ISU組39人、選手組43人、新人組17
人；團體接力項目計有13隊67人。參賽選手成績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有關9月7日比賽當天冰面有9道嚴重刮痕和4個坑洞，洗冰車一直無法
改善冰面不佳的情形，考量場地冰面是否平整都對選手安全與成績造成影
響，捷運局提供冰場租借與洗冰服務，請協會要在秋冬賽前和捷運局加強反
映並要求改善問題。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
「109 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秋冬季錦標賽」競賽規程，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旨揭賽事將於本年 11 月 9 日於台北小巨蛋副館舉辦。
(二) 本賽事將向教育部申請為「110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
格運動錦標賽」
，報名菁英組之國中及高中選手，視參賽人數及其
成績可獲得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三) 國小組團隊接力，為廣被基層選手數與鼓勵女性運動員參賽，故
賽事團隊接力以混合性別組為唯一組別。
(四) 競賽規程如附件四。
決議：

1.第 9 條第 11 項修正為「110 年度潛力選手暨參加 2020/21 與 2021/22
賽季亞洲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培訓隊遴選辦法」。
2.由於國際賽制「ISU D 組」的年齡橫跨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國
小高年級菁英組距離項目 777 公尺調整為 1500 公尺，以利委員遴
選時評比此兩組選手的秒數成績。
3.競賽規程中加入「個人組及團隊接力各項目僅一人(隊)報名參賽時，取
消該項比賽」之規定。
4.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本會2020/21年「ISU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韓國站及中國站代表隊
人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2020/21 ISU 年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因受疫情影響已取消兩站，第三
站(韓國首爾)及第四站(中國北京，冬奧資格賽)尚待 ISU 決定是否照常
舉行。
(二) 另，因 ISU 未公告今年短道世界盃各國員額及參賽資格，故參考
2019/2020 世界盃公告(第 2275 號通告)，並依據 9/7 全國短道競速滑
冰夏季賽成績，遴薦 7 名選手獲得 ISU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參賽資
格，參賽選手名單如附件五。
(三) 國家代表隊教練人選：考量國內目前僅有少數取得 A 級短道競速滑冰
教練證之教練，但考量大多 A 級教練均非常資深，年事已高，故國家
代表隊教練之選拔以持有 B 級教練證之國內教練為主，並考量教練外
語能力，本會遴薦目前具備資格之教練人選為張殷誠、蔡秉原、蕭文
龍，提請各位委員討論。
決議：
1.男子選手正取 3 位：林峻頡、蘇駿朋、蔡嘉瑋。備取第 1 順位：廖
韋丞。
2.女子選手正取 1 位：張蕙。
3.國際賽事教練須具備基本的外語能力，考量各候選教練的語言能力，
國家代表隊教練人選決定如下：
世界盃韓國站：蕭文龍(正取)、蔡秉原(候補)。
世界盃北京站：蔡秉原(正取)、蕭文龍(候補)。
案由三：「花式滑冰訓練站」使用辦法（附件六），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為培訓具潛力之花式滑冰績優與基層選手，提升我國花式滑
冰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本辦法供相關教練選手參辦。
(二) 本辦法所稱訓練站，指以培訓運動選手為目的，訓練站之施訓對
象為經本會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選拔達門檻分者，並經本會函報
台北市業務機關核備者，以及其他經專案核准接受培訓選手。
決議：
1. 為提升訓練品質，明年度花式訓練站可列出入站選手上限，並提早
公告。
2. 辦法照案通過。
案由四：花式滑冰成人女子組海外選手馬安安，參加 ISU 挑戰賽奧地利站資格
審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馬安安今年轉籍成功為我國成年女子組花式滑冰選手，囿於新冠肺炎
旅遊限制今年無法回國參加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進行代表隊資格選手，
合先敘明。
(二) 依據本會 2020/21 賽季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拔辦法第三點第（二）項
選手選拔標準，ISU 挑戰者系列賽事參賽技術達標分－成年女子單人短
曲為 19 分，長曲為 29 分。
(三) 考量馬員曾入選美國花式滑冰代表隊儲訓選手，其美國教練 Mark 提供
馬員 2018/19 及 2019/20 兩賽季成績（如附件七），請各選訓委員評估
是否符合徵召參賽資格。
決議：馬員技術分已達國際參賽選拔標準，同意徵招參賽。
案由五：花式滑冰組少年 B 大齡女子組林宜帆選手申請成為本會 109 年
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附件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由花式滑冰陳國文教練提案申請。
(二) 本案教練提名文件、林員訓練計畫等資格審查如附件八。
決議：通過。
案由六：本會 110 年培育花式滑冰具潛力運動選手暨參加 2020/21 賽季與
2021/22 賽季亞洲公開花式滑冰錦標賽及亞洲青少年花滑挑戰賽
培訓隊遴選辦法草案（附件九），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遴選 110 年具潛力之運動選手及教練團，備戰 2020/21 賽季花式滑
冰國際正式賽事。
(二) 培訓我國花式滑冰運動基層選手，賡續培育國家接班梯隊。
決議：
2.修正第九點罰則為凡獲選之選手無故或不參加培訓及比賽者，將喪
失本會 110 年至 111 年主辦之各項賽事、國際賽參賽資格以及隔
年培訓資格。
3.修正後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會 110 年培育短道競速滑冰具潛力運動選手暨參加 2020/21 與
2021/22 賽季亞洲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培訓隊遴選辦法草案
（附件十），提請討論。
說明：
(一)遴選 110 年具潛力之運動選手及教練團，備戰 2020/21 及 2021/2022
賽季 ASU 短道競速滑冰國際正式賽事。
(二)培訓我國短道競速滑冰運動基層選手，賡續培育國家接班梯隊。
決議：
1. 修正第九點罰則為凡獲選之選手無故或不參加培訓及比賽者，將喪
失本會 110 年至 111 年主辦之各項賽事、國際賽參賽資格以及隔年
培訓資格。
2. 修正後照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上午 11 點 5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