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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 22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地點：忠泰美術館-明日咖啡美術館店(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1                             
三、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陳虹吟小姐、郭又銘先生 
四、 主席：許天送委員(代理主席) 
五、 貴賓致詞：略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報告事項： 

（一） 第十二屆第 21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會議記錄(附件一)。 

（二） 依據國際滑冰總會(ISU)2021 年 7 月 6 日公布第 2406 號通告，

2021/22 賽季我國選手可參加 ISU 花式滑冰國際賽事報名員額

與技術分門檻如下:  

1. 2022 年 ISU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在前三季的賽事(2019/20、
2020/21 與 2021/22)裡面達到技術分門檻(男子短曲 28 分，長曲 46
分；女子短曲 23 分，長曲 40 分)分配的參賽員額至多到 3 名。 

2. 2022 年世界花式滑冰錦標賽: 我國目前無分配到多於 1 位的參賽

員額，若今年我國選手有在前三季的賽事(2019/20、2020/21 與

2021/22)於 ISU 轄下的成人國際賽事達到技術分門檻者(男子短曲

34 分，長曲 64 分；女子短曲 30 分，長曲 51 分)始得至多報名 1
名，若無達標者，無法報名參賽。 

3. 2022 年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錦標賽: 依據 2020 年世青賽參賽結果與

因新冠疫情取消的 2021 年世青賽，我國目前無分配到多於 1 位的

參賽員額，若今年我國選手有在前三季的賽事(2019/20、2020/21
與 2021/22)於 ISU 轄下的青年國際賽事達到技術分門檻者(青年男

子短曲 23 分，長曲 42 分；青年女子短曲 23 分，長曲 38 分)始得

至多報名 1 名，若無達標者，無法報名參賽。 

八、 討論事項： 
    案由一：2021/22 賽季花式滑冰青年女子選手國家代表隊選拔尚有未盡事

項需釐清乙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依體育署中華民國本(110)年 6 月 24 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00021465 號函辦理(附件二)。 
決議： 

1. 為推廣滑冰運動發展及讓選手有更多機會吸取國際賽經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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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達標選手數不多的情況下，依據選拔辦法，凡最近一次全

國賽、菁英賽及國際賽事之總分與長短曲技術分達到本會選拔

辦法內明訂之 2021/22 參賽技術標準者，皆選拔為 2021 青年

大獎賽之參賽選手；查林彥儀、江采恩、陳小平、鍾曉薇、費

悅瑈共五位選手符合選拔資格，每位選手依其意願則擇選一站

出賽，各站出賽選手意願與選手參賽站別若有超出員額的情

形，均授權協會幹事部調查並依選拔辦法所定排序協調。(同
意：6 票、不同意：0 票) 

2. 若今年青年大獎賽各站參賽選手已確認其參賽意願，後臨時棄

賽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參賽，則該站員額不再遞補其他選手。

(同意：5 票、不同意：1 票) 
3. 若今年青年大獎賽各站參賽選手放棄其原始參賽站後欲參加其

他站別，將在該站皆無其他選手欲參賽之情況下始得參賽。

(同意：6 票、不同意：0 票) 
4. 若今年青年大獎賽賽事期間參賽選手之教練無法陪同其選手出

賽，造成該選手因不符 ISU 國際參賽要求，無法完成參賽報名

而喪失參賽資格，且該站員額不再遞補其他選手。(同意：5
票、不同意：1 票)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上午 11:50 分 



技術分 總分 技術分 總分 技術分 總分 技術分 總分 技術分 總分 技術分 總分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2019/20、2020/21賽季花式滑冰青年組選手於國際賽事成績及近兩次全國

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本成績彙整表僅供會議討論參考之用，選手所有原始成績可於以下連結查詢
  2020全國賽：https://ctsu.com.tw/records/20200805/

  2021菁英賽：https://ctsu.com.tw/records/2021CTFSElitesCup/

●本表排列之順序並無依照其成績排序

青年女子組
ISU

世界排名
選手

國際賽最佳短曲 國際賽最佳長曲 2020全國賽短曲 2020全國賽長曲 2021菁英賽短曲 2021菁英賽長曲
備註

34.51 72.31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少年A組成績
2019/20賽季少年A 2019/20賽季少年A

- 江采恩 - - -

20.94 35.34 33.61 70.15 23.42 40.46- 林彥儀
16.06 27.44 23.81 47.91

66.47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少年B組

- 陳小平 -
21.89 39.53

22.60 41.80

-
16.29 33.93

19.45 34.39 30.60

14.00 26.06 23.87 54.41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少年B組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大齡組成績
2019/20賽季大齡

- 林宜帆 - - - -
19.89 41.99

39.65 79.92 17.28 33.48 25.16 56.35

2021/22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少年B組

- 陳映築 - - 14.3 25.88 21.5 45.57

15.26 32.11
16.47 28.95 18.47 40.53- 賴品妍 - - - -

9.98 18.52 19.29 42.15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外成績

- 鐘曉薇
26.09 43.47 42.87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無國內成績
2019/20賽季少年 2020/21賽季

82.07
- - - - -

- 費悅柔
29.29 47.56 42.21 76.19

- - -

- -
2020/21賽季轉青年組

國外賽事僅有少年組成績
2019/20賽季少年 2019/20賽季少年

19.33 35.05 27.14 62.34 - -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22次選訓委員會議 簽到表

一、時間： 110年7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二、地點：忠泰美術館－明日咖啡美術館店（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1 樓）

三、出列席人員：

單位職稱 I 姓名

林肇藩召集人

蔣進發副召集人

賴繼輝委員

許天送委員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選訓委員會

葉啟煌委員

林銘彬委員

冀宗澤委員

蔡文德委員

黃大原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

I 
吳倫閑嵇書長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I 

競賽維陳虹吟

國際維郭又銘

簽到

」 、 ^
差－曰

請假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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