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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十四次理事暨第十二次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10：00 開始報到） 

二、 地點：忠泰集團總部九樓會議室（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9 樓） 

三、 出席人員：洪調進理事長、洪明堂副理事長、林銘彬副理事長、黃

嘉傑副理事長、林志洋常務理事、張文晃常務理事、賴

繼輝常務理事、張文馨常務理事、林佳馨常務理事、許

天送常務理事、鄧年益理事、陳信安理事、林玉美理事、

施文倡理事、蔡芊晴理事、鄭鈺錡理事、王淵棟理事、

黃勤瑋理事、陳鈞銘理事、田宏文理事、郭慶豐理事、

陳瑞旭理事、林庭臻理事、林肇藩理事、宋青陽理事、

蔡明憲理事，理事出席人員 26 人，詳如出席簽到表。 

李慧娟監事長、盧珮儀常務監事、鐘筱瀅監事、陳國文

監事、張永裕監事、黃聖富監事、賀慈惠監事、黃秉鴻

監事，監事出席 8 人，詳如出席簽到表。 

四、 請假人員：葉啟煌理事、楊斯涵理事、林振緯理事、陳秋雄常務監

事、方心彤監事 

五、 缺席人員：吳肇強常務理事、彭婉萍理事、黃柏彰理事、黃玉葉監

事 

六、 列席人員：陳瑞德先生、張嘉樺先生（未出席） 

七、 報告事項：                               紀錄：郭又銘先生  

（一） 本會第十二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暨第 11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附件一，p.7-11）。 

決議：備查。 

（二） 本會 109年 9月 14日至 110年 3月 15日期間會務報告如下： 

國內活動： 

1、 業於 109年 11月 9-11日假體育大樓及台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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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蛋完成辦理 C級短道競速滑冰裁判講習。  

2、 業於 109年 12月 1-3日假體育大樓完成辦理 C

級花式滑冰裁判講習。 

3、 11 月 9 日於台北小巨蛋冰上樂園之 109 學年

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秋冬季賽報告。 

4、 預定於 3 月 29 日舉辦 110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

冰春季錦標賽暨國手選拔賽。籌備工作招募到

2 個贊助商，感謝廠商願意支持短道競速滑冰

運動發展。 

5、 預定於 4 月 19-20日舉辦 2021 年全國花式滑

冰菁英錦標賽暨俱樂部聯賽。今年賽事籌備工

作截至今日已招募到 16 個贊助商支持（相較

去年的 12 個明顯成長）；且今年賽事以「讓愛

延續」為主軸，擴大服務不同弱勢族群，持續

推動滑冰公益事務，活動服務內容也與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小巨蛋

中心合作，以期能透過不同團體共同合作推動

體育公益事務服務，也鼓勵滑冰運動選手與教

練以自身範疇能力回饋社會。 

國際活動： 

1、 花式滑冰 

1) 成人女子組選手馬安安參加 2 月 25-28 日

於荷蘭舉辦之 2021 年挑戰盃賽事獲得第

二名。 

2) 2021 年世界花式滑冰錦標賽於 3 月 22-28

日假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我國成人組女

子選手馬安安取得參賽資格。 

2、 大道競速滑冰 

考量相關疫情與配合國內隔離政策，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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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季因未涉及冬奧參賽資格且經洽詢教練及

選手意願後，未派員參賽。 

3、 短道競速滑冰 

1) ISU訪問教練分別於去年 11月 20-22日及

12 月 18-20 日之 C級教練講習提供課程，

並預計於 3 月 29 日短道春季賽後提供後

續教練課程。 

2) 考量相關疫情與配合國內隔離政策且賽事

未涉及冬奧資格，經選訓會議通過，2021

年世界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未派員參加。 

（三） 其他： 

1、 3月 25日參加由教育部體育署召開之「臺灣滑冰運動發展

諮詢會議」。 

2、 申辦國際滑冰總會（ISU） 2022/23賽季、2023/24賽季與

2024/25賽季錦標賽工作進度報告： 

（1) 花式滑冰： 

賽季 賽事項目 是否

申請 

本會提出辦理

日期 

ISU第 2375號

通告公告賽事

辦理日期 

備註 

2021/22 2022年 ISU四大

洲花式滑冰錦標

賽（6天賽事） 

是 2022年 1月

17-22日(星期

一至五)辦理 

 原公告由澳洲

雪梨承辦，但

因 2022冬

奧，改由北京

取得舉辦權 

2022/23 2023年 ISU世界

青年花式滑冰錦

標賽預定（6天

賽事） 

是 預定 2023年 2

月 21至 26日

(星期二至日)辦

理 

 加拿大卡加利

取得舉辦權 

2023/24 2024年 ISU四大

洲花式滑冰錦標

賽(6天賽事) 

是 預定 2024年 1

月 23至 28日

(星期二至日)辦

理 

2024年 2月

6-11日(星期二

至日) 

我方申請後，

ISU公告指定

賽事期為我國

農曆年期間，

場館與廠商等

籌備工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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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故不再修

改日期重新提

送申請 

2024/25 2025年 ISU世界

青年花式滑冰錦

標賽預定（6天

賽事） 

是 預定 2025年 2

月 25日至3月 2

日(星期二至日)

辦理 

公告有此賽

事，但 ISU未開

放給各會員申

請 

1. ISU官網

查詢不到

理事會暫

時分配之

國家 

2. ISU也尚

未通告公

布分配給

那個會員

國 

3. ISU理事

會會議紀

錄也無相

關資訊揭

露 

2025/26 花式滑冰四大

洲、世界錦標

賽、世界青年錦

標賽 

之前

尚未

公告 

 

尚未

提出

申請 

 公告有此賽

事，但 ISU未開

放給各會員申

請 

（2) 短道競速滑冰 

賽季 賽事項目 是否

申請 

本會提出辦理

日期 

ISU第 2375號

通告公告賽事

辦理日期 

備註 

2023/24 2024年 ISU四

大洲短道競速

滑冰錦標賽(3

天賽事) 

是 2024年 1月

19-21日(星期

五至日)辦理 

2024年 1月 5-7

日(星期五至

日) 

因 ISU在我國

申請後公告指

定賽事日期，故

我方將修正賽

事日期再提出

申請 

2024/25 2025年世界青

年短道競速滑

冰錦標賽(3天

賽事) 

是 2025年 2月

14-16日(星期

五至日)辦理 

2025年 1月 31

日-2月 2日 

3、 會務專任工作人員異動報告： 

（1） 競賽暨活動組李詩慧小姐因家庭因素無法繼

續服務，感謝李小姐在會期間的貢獻，相關業

務由新聘陳虹吟小姐到會負責，請各位理監事

繼續給予本會新進人員支持與指導。 

（2） 國際暨行政組由新聘郭又銘先生到會服務，請

各位理監事繼續給予本會新進人員支持與指

導。 

決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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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案討論： 

（一） 案由一： 本會 109年度財務決算書（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

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附件二，p.12-17），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人民團體法及國民體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二：本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年度行事曆、收支預算表與年度工

作計畫預算表（附件三，p.18-22），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090040087號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三：本會 110年度會員名單（附件四），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人民團體法、國民體育法與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 110年度會員繳費自今年 1月 1日至 2月 28日止，總計收到

348個會員繳費 (舊個人會員 334名、團體會員 2個，新申請

加入個人會員 29名、團體會員 2個)。繳費名單請參閱（附

件四）。 

3. 新進會員資格審查名冊（附件五），提請討論。 

4. 再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5條，以及去

（109）年 9月 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三次理事暨第十一次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本會個人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決議一人

一權。 

決  議：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申請個人會員有 1人（吳○德先生）

資格審查未過，28人通過。 

2.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申請團體會員 2個通過。 

3. 110年度有效會員數為 347個人會員及 4個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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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由四：本會理事喪失資格遞補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辦理。 

2. 本會理事周義明先生、楊舜帆先生與劉中達先生因截至 2月

28日未繳交 110年度會費，喪失會員與團體會員理事、運動

選手理事資格，辦理出會。 

3. 依據 107年 5月 26日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提案二紀

錄與去（109）年 9月 14日第十二屆第十三次理事暨第十一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個人理事正式遞補順位為陳瑞德、張

嘉樺；選手理事將由個人理事遞補順位遞補。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五：有關本會新增「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委員名單

與本會 110-112年度運動禁藥管制計畫（附件六，p.23-29），

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09年度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本會訪評報告建議修正事

項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六: 修正本會人員工作職掌表、薪資待遇表（附件七，p.30-32），

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人民團體法與國民體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2. 本案通過後送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一） 林志洋常務理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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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為重視國內花式滑冰選手，若有特殊情況，協會依據

「2021/22 年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辦法」第五點

選手第 2 項徵召海外優秀選手並送至選訓委員會審議時，應加上

「海外選手參加國際正式比賽（ISU 認可之賽事）最佳成績必須

高於國內選手參加國內全國賽成績之百分之十以上，始得徵招入

選為代表隊選手；若分數差距少於百分之十，則應該由國內選手

入選代表隊」，這樣才是重視國內選手的做法。惟最終決定權屬

於選訓委員會，本人了解，但應交付理監事會做出共識與討論。 

 

林銘彬副理事長：大家都知道依照 ISU 的規定，國際參賽成績不

佳，將會影響到後續我國可以出賽選手的員額，若表決通過這個

責任需要理監事大家共同承擔。 

 

吳倫閑秘書長：今年因為疫情與我國防疫隔離政策，參加 ISU2021

年世界花式滑冰錦標賽的我國選手，返台後將無法參加 4月 19-20

日的 2021 年全國花式滑冰菁英賽暨俱樂部聯賽，目前我國國內

選手尚未有選手有 ISU 轄下國際賽事成人組的比賽成績，若是以

國內賽事成績做為跟國際賽事的成績比較，且還要將兩者賽事成

績設定差距分數門檻，恐有失公允。另外，選訓委員會屬於審議

的共識決，且選訓委員大部分都是沒有代表隊的選手的滑冰專業

人士共同組成，相信在做出決議的時候，沒有私心，也不會做出

不愛護本土選手的決議，是以整體為我國國際參賽的最大利益著

眼，也是為了讓後續更多優秀本土選手可以參加國際賽事為考

量，希望各位理監事能夠秉持理性來看待選訓委員會的決議，且

所有選訓會議的會議紀錄都公開在本會官網，請各位理監事可以

去瀏覽與了解。 

 

決議：同意 24 票，不同意 0 票。表決同意數過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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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瑞旭理事提案： 

提案二：提案海外選手若有特殊情況無法返國順利參加全國性選

拔賽時，海外選手與國內選手同時以直播方式進行比賽，然後由

國內的技術與裁判組進行評分，總分高者入選代表隊。 

 

決議：同意 29 票，不同意 0 票。表決同意數過半，通過。 

 

十、 散會：12時 30分。 
















	0506最終版會議紀錄_第十二屆第十四次理事暨第十二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理監事會議簽到表
	20210406155100058
	20210406155107884
	20210406155115691
	20210406155121455
	20210406155130030
	20210406155136859
	20210406155142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