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 20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 樓全國體總會議室 
三、 主席：林肇藩先生 
四、 主席致詞：略                  記錄：汪念萱小姐、郭又銘先生、陳虹吟小姐 
五、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 12 屆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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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 本會業於 3 月 29 日辦理「110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

賽暨國手選拔賽」，計有 121 名選手報名，實際 119 名選手參

賽，2 名選手因故退賽：ISU 組 35 名，選手組 84 名；團體接

力項目共計 16 隊。參賽選手成績一覽表請參閱(附件 2)。
（三） 本會業於 4 月 20 日辦理「2021 年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暨俱樂

部賽」，總計 63 名報名參賽，實際 61 名選手參賽，2 名選手

棄賽。賽事各組前 6 名成績一覽表請參閱(附件 3)。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1/22 賽季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2021-2022 年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

辦法」辦理。

（二） 成年組女子單人項目選手馬安安於 110 年 5 月 12 日來信告知

本會，擬從信件收到日起退休，個人聲明書詳如(附件 4)。
（三） 成年組男子單人項目選手曹志禕因故未參加今年 4 月國內選拔

賽，於 110 年 5 月 12 日來信告知本會欲參加今年 9 月份

Nebelhorn Trophy 冬季奧運資格賽，個人申請書詳如(附件 5)。
（四） 我國海內外青年及成年組前 2 季(2019/20、2020/21)國內外成

績一覽表，詳如(附件 6)。
（五） 擬派員參加之賽事日期地點如下表，部分賽事具體參賽人數、

站數分配及技術分門檻尚待 ISU 公告：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獲分配席次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一站 8/18-21 法國  
男 1/女 1 
冰舞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二站  8/25-28 加拿大  女 1/雙人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三站  9/1-4 斯洛伐克  雙人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四站  9/15-18 俄羅斯  
男 1/女 1 
冰舞 1/雙人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五站  9/22-9/25 斯洛維尼亞  無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六站  9/29-10/2 波蘭  男 1/女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七站  10/6-9 奧地利  男 1/女 1 

Nebelhorn Trophy 奧運資格賽 9/22-25 德國  尚未公告  

2021 年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10/13-17 中國  尚未公告  

決議：  
1. 青年大獎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

依據選拔賽成績，有關青年大獎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如

下。因各站競賽規程尚未公告，屆時將依大會公告之標準按照以

下名單有達標者依序派員參加：

賽事名稱 正取 備取 1 備取 2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一站  
男 林芳毅 李宇翔 周冠廷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陳小平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二站  
男 無獲得席次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陳小平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三站 男女皆無獲得席次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四站 
男 林芳毅 李宇翔 周冠廷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陳小平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五站 男女皆無獲得席次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六站 
男 李宇翔 林芳毅 周冠廷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陳小平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七站 
男 李宇翔 林芳毅 周冠廷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陳小平 

海外移訓林芳毅選手因國內疫情隔離天數過長之故，未返國參加

今年 4 月選拔賽，但考量林員目前為我國青年組國際積分排名最

高之選手，依據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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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內容，以個人二年內參加國際

正式比賽之最佳成績，同意徵招入選國家代表隊。 

2. 2022 北京冬季奧運資格賽- Nebelhorn Trophy 我國代表隊選手遴

選名單

依據選拔賽成績，有關 2022 北京冬季奧運資格賽- Nebelhorn
Trophy 挑戰系列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如下。因奧運資格賽

競賽規程尚未公告，屆時將依大會公告之標準按照以下名單有達



標者依序派員參加： 
賽事名稱 正取 備取 

Nebelhorn Trophy 奧運資格賽 
男 葉哲宇 曹志禕 
女 丁子涵 徐正倪 

男子組選手因考量曹員雖因故未參加國內選拔賽事，但其目前國

際積分排名仍為我國最高排名選手，故依其申請，特別徵招備取

資格賽事。並依其申請書內容進行自費訓練。選訓委員通過依據

選拔賽成績，由國內葉員正取，曹員備取。 

女子組選手則因 2021 年世錦賽參賽馬安安選手宣布退休，海外

移訓選手徐正倪雖為目前為我國成人女子組國際積分排名最高之

選手，因國內疫情隔離天數過長之故，未返國參加今年 4 月選拔

賽，選訓委員通過依據選拔賽成績，由國內丁員正取。 

再依據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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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內容，以徐員個人二年內參加國際正式

比賽之最佳成績，同意徵招入選國家代表隊並備取 2022 北京冬

季奧運資格賽- Nebelhorn Trophy 挑戰系列賽。 

3. 2021 年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

因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競賽規程尚未公告，依據本會「2021/22
年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辦法」第四點-2021 亞洲

花式滑冰錦標賽參賽技術分標準，依據今年 4 月選拔賽成績，有

達技術分門檻者始得入選，遴選代表隊選手名單如下：

組別 正取 1 正取 2 備取 1 備取 2 

成年組 
男 葉哲宇 - - - 
女 丁子涵 - - - 

青年組 
男 林芳毅 李宇翔 周冠廷 陳新悟 
女 林彥儀 江采恩 - - 

少年 A 組  
男 我國無此組別 
女 歐珈瑜 翁聖祺 - - 

少年 B 大齡組  
男 劉孟淵 - - - 
女 蔡玉鳳 陳筠昕 藍澄鈴 陳盈穎 

少年 B 低齡組  
男 我國無此組別 
女 詹若妤 郉方宇 陳莊媛 鄭庭芸 

案由二：2021/22 賽季核辦自費參加花式滑冰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與自費



參賽技術分門檻（草案）（附件 7），提請討論。 
    說明：自費參賽項目依據 ISU 截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賽事行事曆與各國

公告資訊辦理。 
    決議：依據案由一第 2 點決議，新增 2022 北京冬季奧運資格賽- 

Nebelhorn Trophy 挑戰系列賽為自費參賽項目，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2021/22 賽季大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2021-2022 年大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選拔辦法」辦理。 
（二） 擬參加之賽事為： 

1. 2021 年 12 月 3-5 日·美國鹽湖城·國際滑冰總會大道競速滑

冰世界盃第三站。 
2. 2021 年 12 月 10-12 日·加拿大卡加利·國際滑冰總會大道競

速滑冰世界盃第四站。 
上述 2 站世界盃賽事僅公告時間地點，國際參賽人數及達標技

術分皆尚未公告。 
（三） 因國內無大道競速滑冰場地，且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擬採

用 2019/20 與 2020/21 賽季成績，以徵招達標成績選手方式辦

理。 
姓名 2019/20 賽季 2020/21 賽季 

宋青陽 500 公尺-34.930 無 
黃郁婷 500 公尺-38.685 

1000 公尺-1:15.578 
無 

戴瑋麟 1000 公尺-1:09.602 
1500 公尺-1:46.685 

無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大道競速滑冰代表隊疫情期間參加國際賽會評估計畫（草案）（附

件 8），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移訓日期/地點:  
1. 宋青陽選手: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共 144 日。 

2021 年 7 月 10 日- 7 月 31 日，中國上海（防疫旅館隔離） 
2021 年 8 月 1 日- 10 月 9 日，中國哈爾濱冰上訓練基地移訓。 



2021 年 10 月 10 日-11 月 30 日，加拿大卡加利 Olympic Oval 移
訓。 

2. 戴永松教練: 
2021 年 7 月 10 日- 7 月 31 日，中國上海（防疫旅館隔離） 

   2021 年 8 月 1 日-8 月 7 日，中國哈爾濱冰上訓練基地移訓。 
3. 黃郁婷、戴瑋麟選手、黃錦龍教練: 

2021 年 6 月初（暫定）-11 月 30 日，美國鹽湖城。 
（二） 賽事日期/地點: 

1. 2021 年 12 月 3-5 日·美國鹽湖城·國際滑冰總會大道競速滑冰世

界盃第三站。 
2. 2021 年 12 月 10-12 日·加拿大卡加利·國際滑冰總會大道競速滑

冰世界盃第四站。 
決議：照案通過。惟建請協會協助調查選手宋員之教練戴員是否符合中華

民國滑冰協會 2021-22 年大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

辦法之第 3 條第 6 項規定，年滿 25 歲、且無任何不良前科紀錄者，

如確實有不良前科之紀錄，請評估是否適任國家隊教練。 
 
   案由五：2021/22 賽季核辦自費參加大道競速滑冰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與  
          自費參賽技術分門檻（草案）（附件 9），提請討論。 
   說明：自費參賽項目依據 ISU 截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賽事行事曆與 ISU 認  
         證之大道競速滑冰訓練場地測試賽資訊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有關本會 110 年度短道競速滑冰與花式滑冰基層訓練站使用名單， 
          提請討論（附件 10 至 11）。 
   說明：  

（一） 短道競速滑冰訓練站時段為 110 年 7 月 3 日至 111 年 1 月 21
日之每週二 21:30 至 23:30 及每週六 01:00 至 03:00。配合春季

錦標賽選拔結果，短道競速滑冰選手訓練站名單如 (附件 10)。 
（二） 花式滑冰訓練站時段為 110 年 5 月 10 日至 110 年 12 月 3 日之

每週一至五 06:00 至 07:00、每週二 23:45 至 00:45 及每週四 21
時 30 分至 22 時 45 分，配合全國菁英賽暨選拔結果，花式滑

冰選手訓練站名單如(附件 11)。 
決議：照案通過。惟建請協會確認花式滑冰潛力培訓選手申請公益時段選

手與教練名單中，入選代表隊之選手是否應劃分為選手，而非教練

身分。 



 
   案由七：110 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競賽章程（草案）（附件 
           12），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旨揭賽事將於本(110)年 7月 17日假台北小巨蛋冰上樂園舉辦。 
（二） 擬將本賽事訂為運動績優升學賽事，賽事將依現行學制分組。  
（三） 為考量選手安全及賽事公平性，擬於競賽章程中針對選手冰刀

種類限制、比賽服裝規定及耳機設備增加相關條款（詳見附件

12 第十項第 11 點）。  
（四） 擬增加團體接力項目參賽資格限制：欲報名接力項目之選手皆

需報名個人項目使得參加團體接力項目（詳見附件 12 第七項

第 7 點）。  
   決議：  

1. 為配合國際賽賽制，本次賽制增加國中男女混合接力組，並於競賽

章程中增加該組選手至多可參加 2 項團體項目之規定。 
2. 修正後照案通過。 

 
   案由八：2021/22 賽季短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2021-2022 年短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

辦法」辦理。 
2. 擬派員參加之賽事日期地點如下表，具體參賽人數及計時成績門檻

尚待 ISU 公告，妥參考 2019/20 賽季之參賽計時成績門檻及員額： 

賽事名稱(皆為冬奧資格賽) 時間 地點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一站  2021.10.21~24 中國北京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三站  2021.11.18~21 匈牙利德布勒森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四站  2021.11.25~28 荷蘭多德勒克 

 

組別 500 公尺計時成績門檻(2019/20 賽季) 最大量報名員額 

男子組 47.40 (報名 1 人) 46.22 (增加報名選手) 6 名 

女子組 50.80 (報名 1 人) 49.53 (增加報名選手) 6 名 

3. 依據 110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成績與海外選手兩年內最

佳成績，達標選手與秒數資訊如下： 



選手 組別 500 公尺計時成績 備註 
蘇駿朋 ISU 成年男子組  0'44"62  
林峻頡 ISU 成年男子組  0'44"94  
王韋傑 ISU 青年男子 A 組  0'45"69  
廖韋丞 ISU 成年男子組  0'46"61  
張蕙 2020 冬季青年奧運會  0'46"837 無參加國內選拔賽 

(聲明書詳附件 13) 
   決議：  

1. 因王員參與選拔賽成績為青年組選手，不列入成人組賽事選拔資

格。 
2. 因 2021/22 賽季世界盃參賽計時成績門檻尚未公告，待國際滑冰

總會公告後，若符合參賽資格擬依以下名單派員參加： 
賽事名稱 選手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一站  

男子組：蘇駿朋、林峻頡、廖韋丞 
女子組：張蕙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三站  

2021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四站  
 
 
   案由九：2021/22 賽季核辦自費參加短道競速滑冰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與

自費參賽技術分門檻（草案）（附件 14），提請討論。  
   說明：自費參賽項目依據 ISU 截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賽事行事曆與各國公 
         告資訊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12 時 40 分。  



前 2 季(2019/20、2020/21)我國青年及成年組選手國內外成績一覽表 
 

 我國成年女子組選手目前共 7位，有近兩年內成績符合資格者 4位 

備註：2021 年 ISU 世界花式滑冰錦標賽參賽選手馬安安於 110 年 5 月 12 日以書面提出退休。 
 
 我國成年男子組選手選手目前共 3位，有近兩年內成績符合資格者 3位 

ISU 

世界排名 
選手 

國際賽最佳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際賽最佳 

長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長曲技術分/總分 
備註 

174 徐正倪 
24.51 /44.95 

2019/20賽季 

46.42 /89.85 

2019/20賽季 

22.36/43.02 

2019全國賽 

29.92/63.65 

2019全國賽 

 

204 丁子涵 
33.01/56.27 

2019/20賽季青年 

55.46/98.07 

2019/20賽季青年 

29.40/53.78 

2021菁英賽 

56.69/104.76 

2021菁英賽 

2021/22賽季轉成年組 

國際賽僅有青年組成績 

- 江婉柔 
29.05/52.14 

2019/20賽季青年 

42.98/82.71 

2019/20賽季青年 

17.76/38.44 

2019全國賽青年 

33.44/67.97 

2019全國賽青年 

2020/21賽季轉成年組 

國內外賽事僅有青年組成績 

- 林佩臻 - 
38.02 /81.49 

2020/21賽季青年 
- 

17.63 /43.49 

2019菁英賽少年 A 

2020/21賽季轉成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青年組成績 

國內賽事僅有少年 A成績 

ISU 

世界排名 
選手 

國際賽最佳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際賽最佳 

長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長曲技術分/總分 
備註 

92 曹志禕 
38.51/72.57 

2018/19賽季 

59.41/64.34 

2019/20賽季 

32.55/64.80 

2019全國賽 

43.17/102.69 

2019全國賽 

依據 2021-2022年本會國家代表

隊選拔辦法，因故無法參加國內

選拔賽者，可用近兩年內優秀國

際賽成績辦理徵招 

115 湯銘恩 
33.52/62.95 

2018/19賽季 

56.29/59.84 

2018/19賽季 

19.36/41.86 

2019全國賽 

41.99/89.15 

2019全國賽 

 

- 葉哲宇 
18.70/42.19 

2019/20賽季青年 

27.00/64.52 

2019/20賽季青年 

25.15/53.33 

2020全國賽 

47.83/103.51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成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青年組成績 



 

 我國青年女子組選手目前共 8位，均無人擁有近兩年內國際賽青年組參賽成績 

 

 

 

ISU 

世界排名 
選手 

國際賽最佳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際賽最佳 

長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長曲技術分/總分 
備註 

- 林彥儀 
16.06/27.44 

2019/20賽季少年 A 

23.81/47.91 

2019/20賽季少年 A 

23.42/40.46 

2021菁英賽 

34.51/72.31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少年 A組成績 

- 江采恩 - - 
19.45/34.39 

2021菁英賽 

30.60/66.47 

2021菁英賽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 陳小平 - 
21.89/39.53 

2019/20賽季大齡 

17.28/33.48 

2021菁英賽 

25.16/56.35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大齡組成績 
22.60/41.80 

2020全國賽 

39.65/79.92 

2020全國賽 

- 林宜帆 - - 
14.00/26.06 

2021菁英賽 

23.87/54.41 

2021菁英賽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 賴品妍 - - 
16.47/28.95 

2021菁英賽 

18.47/40.53 

2021菁英賽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 陳映築 - - 
9.98/18.52 

2021菁英賽 

19.29/42.15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 鐘曉薇 
26.09/43.47 

2019/20少年 

42.87/82.07 

2020/21賽季青年 
- -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內成績 

- 費悅柔 
29.29/47.56 

2019/20少年 

42.21/76.19 

2019/20少年 

19.33/35.05 

2020全國賽 

27.14/62.34 

2020全國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少年組成績 



 

 

 

 我國成年男子組選手選手目前共 5位 

 

 

 

ISU 

世界排名 
選手 

國際賽最佳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際賽最佳 

長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短曲技術分/總分 

國內賽 

長曲技術分/總分 
備註 

- 林芳毅 
26.56/53.97 

2019/20賽季 

45.84/103.14 

2019/20賽季 

24.45/51.70 

2019全國賽 

40.17/93.85 

2019全國賽 
 

- 李宇翔 
25.95/41.99 

2019/20賽季少年 A 

41.63/76.42 

2019/20賽季少年 A 

26.19/53.19 

2021菁英賽 

50.45/108.42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少年 A組成績 

- 周冠廷 - 
22.98/43.48 

2019/20賽季大齡 

21.32/42.15 

2021菁英賽 

41.67/93.17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大齡組成績 

- 陳新悟 - 
15.54/35.36 

2019/20賽季大齡 

19.05/35.88 

2021菁英賽 

38.91/87.41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大齡組成績 

- 黃昱鈞 - - 
16.51/30.59 

2021菁英賽 

37.36/86.52 

2021菁英賽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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