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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三屆第 1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 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01 會議室  

三、 出席名單：如簽到表 

四、 主席：蔣進發召集人            紀錄 : 陳虹吟小姐、蔡佳靜小姐、吳政諺先生  

五、 主席致詞： 

首先歡迎大家來參與選訓委員會議，因選訓委員會開會的議題涉及代表

隊的權益，鑒於第 12 屆的經驗，希望各位委員大家有意見能於會中充分

討論後，尊重集體共識決的決議，個人會後不隨意向外人透漏會議討論

過程與意見、傳播消息。 

六、 報告事項： 

(一) 第十二屆第 27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會議記錄(附件一)。 

(二) 111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暨國手選拔賽場地技術報告詳

附件二。 

(三) 有關李 O 修女士(陳 O 平選手家長)提告本會秘書長、理事長於第 12

屆第 20次選訓委員會會議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與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等罪嫌乙案，經臺北地方檢察署調查，案件於今年 5 月 12 日通知

結果，本會依其權責辦理滑冰項目選拔、培訓與組團事宜，有本其專

業之裁量空間，本會委員會對於各項選拔辦法有適度裁量權，且後

又召開 2 次會議修正不足之處且會議紀錄均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實

難認有何不實登載之處，無相關罪嫌構成之要件。本案不起訴處分。 

(四) 配合國際滑冰總會今年度來信調查退役選手，查本會林仁語及曹志

禕選手近兩年無參賽紀錄，經選手同意提報為退役選手名單。 

(五) ISU 於 2022 年 5 月 2 日公告 2022/23 賽季花式滑冰最新規則 2475 號

通告，目前正協請國內裁判陳國志、齊國斌翻譯，由裁判長葉啟煌、

技術專家陳瑞旭協助校稿，將於翻譯校稿完成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ㄧ：短道競速滑冰黃芊華及賴蔡桓鎮選手提出自費移地訓練申請，提

請討論。 

說明： 

1. 兩位選手 111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暨國手選拔賽

成績如下： 

 500M 1000M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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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芊華 0'50"41 1'44"33 2'51"53 

賴蔡桓鎮 0'47"97 1'39"81 2'34"41 

2. 因韓國目前簽證申請規定，選手向本會提出是否可以請協會

開立簽證支持信函，黃芊華選手移訓日期為 111 年 5 月 16 日

至 8 月 13 日，賴蔡桓鎮選手移訓日期為 111 年 6 月 16 日至 8

月 22 日。 

3. 訓練計劃書如附件(附件三)。 

4. 囿於做作業時效，已先於第 12 屆選訓委員會委員 Line 群組

討論通過，提請委員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二) 案由二：本會 2022/23 賽季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草

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自費參賽項目依據 ISU 截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賽事行事曆與

各國公告資訊辦理。 

2. 大道競速滑冰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詳附件四。 

3. 短道競速滑冰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詳附件五。 

4. 花式滑冰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賽會實施要點詳附件六。 

決議： 

1. 修正短道競速滑冰辦法中用詞「秒數」為「計時成績」。 

2. 修正後通過。 

 

(三) 案由三：遴選本會 2022/23 賽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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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大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

選拔辦法」辦理(附件七)。 

2. 外籍教練簡歷及說明(附件八)。 

3. 考量國內目前未有取得A級與 B級大道競速滑冰教練證照的教練，

故國家代表隊教練之選拔以持有 C 級大道競速滑冰教練為主。查具

備資格之教練名單如下：黃錦龍、戴永松、蔡秉原、曾志揚、林嘉

鵬、林祐岑等。 

4. 2022/23 賽季具體賽事時間、地點、員額及成績門檻尚待 ISU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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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爰提供 2021/22 賽季之各項目參賽成績門檻供參。 

5. ISU 公告 2022/23 世界盃賽事如下： 

賽事名稱 地點 日期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一站 挪威．斯塔萬格 2022.11.11-13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二站 荷蘭．海倫芬 2022.11.18-20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三站 加拿大．卡加利 2022.12.9-11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四站 加拿大．卡加利 2022.12.16-18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五站 波蘭．托馬舒夫馬佐維茨基 2023.2.10-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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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賽季成績，以徵召達標成績選手方式辦

理。 

姓名 2019/20 賽季 2021/22 賽季 備註 

戴瑋麟 500 公尺-35.998 500 公尺-35.25  

1000 公尺-1:09.602 1000 公尺-1:08.65  

1500 公尺-1:46.685 1500 公尺-1:46.49  

黃郁婷 500 公尺-38.685 500 公尺-37.87  

1000 公尺-1:15.578 1000 公尺-1:13.44  

1500 公尺- 1500 公尺-1:57.17  

註：經詢問黃郁婷選手 2022/23 賽季無參賽意願；戴瑋麟選手有意

願參加世界盃第一站至第四站。 

 

決議： 

1. 依據各達標選手參賽意願，2022/23 賽季大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

參加賽事及選手名單如下： 

賽事名稱 地點 日期 教練/選手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
-第一站 

挪威．斯塔萬格 2022.11.11-13 
成年男子組： 
戴瑋麟選手 
 
教練：Mitchell R. 
Whitmore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
-第二站 

荷蘭．海倫芬 2022.11.18-20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
-第三站 

加拿大．卡加利 2022.12.9-11 

ISU 大道競速滑冰世界盃
-第四站 

加拿大．卡加利 2022.12.16-18 

 

2. 代表隊教練部分，經戴瑋麟選手於本次會前之訊息，其海外移訓

教練願意於 2022/23 賽季 ISU 世界盃賽事中擔任中華台北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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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由海外移訓教練 Mitchell R. Whitmore 擔任代表隊教練；備取教

練名單：備取一黃錦龍教練、備取二蔡秉原教練。 

3. 請於下次會議中提供戴瑋麟訓練計畫及裝備廠牌等相關資訊。 

 

(四) 案由四：遴選本會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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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短道競速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

拔辦法」辦理(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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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賽季之參賽計時成績門檻

及員額：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備註 

2022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一站  2022.10.28-30 加拿大蒙特婁 潛優計畫 

2022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二站  2022.11.04-06 美國鹽湖城 潛優計畫 

2022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三站  2022.12.09-11 暫無主辦國 年度計畫 

2022 亞洲公開競速滑冰錦標賽  2022.10/11 月 中國天津 年度計畫 
 

組別 ISU 世界盃 500 公尺計時成績門檻(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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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 ISU5 月 20 日新聞稿，世界盃第 3 站及第 4 站原定於中國

舉辦，現因疫情因素影響取消辦理，2 站賽事暫無主辦國家，美

國冰協主辦之 ISU 四大洲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原定於 2023 年 1

月舉行，現可配合改期至 11/11-13，接於第 2 站世界盃後舉辦

(附件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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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家代表隊教練之選拔以持有 B 級教

練證之國內教練且為選拔選手之教練為主，目前具備資格之教

練人選為蔡振銘、張殷誠、蔡秉原、蕭文龍。 

5. 依據 111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成績，達標選手與秒

數資訊詳如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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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因無法確定 ISU 世界盃第三站及第四站後續是否仍受疫情取消

之不確定性，為讓選手訓練與備賽順利，通過原定派隊參賽之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三站賽事，改為改期於今年 11 月 11-13

日辦理之 ISU 四大洲錦標賽。  

2. 代表隊名單及參賽項目如下： 

賽事名稱 選手 教練 備註 

2022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一站  

500M、1000M、1500M、團隊接力 

林峻頡、

蘇駿朋、

廖韋丞、

蔡嘉瑋、

張攸銓 

總教練：蔡振銘 

第一助理教練：張殷誠  

第二助理教練：蔡秉原  

第三助理教練：蕭文龍  

各選手須於各

項賽事報名截

止前取得達標

秒數始得報名

參賽。 

2022 短道競速滑冰世界盃第二站  

500M、1000M、1500M、團隊接力 

ISU 短道競速滑冰四大洲錦標賽  

500M、1000M、1500M、團隊接力 

 

3. 2022 亞洲公開競速滑冰錦標賽代表隊名單俟亞洲滑冰總會公

告競賽章程資訊，確認賽事辦理之參賽項目後，另行開會討

論。 

 

(五) 案由五：遴選本會 2022/23 賽季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名單，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2022-2023 年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辦

法」辦理(附件十二)。 

2. 我國青年及成年組近 2 次全國賽事成績一覽表及 2022 菁英賽

成績詳如附件十三。 

3. 成年組男子選手林芳毅，於 111 年 5 月 27 日向本會提出欲自費

參加 2022/23 賽季 ISU 挑戰者系列賽-斯洛伐克站及芬蘭站，個

人申請書詳如(附件十四)。 

4. 成年女子組選手丁子涵 2022/23 賽季出賽計畫詳如(附件十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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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站  2022.9.7-10 拉脫維亞  男 1/女 1 

ISU 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第五站  2022.9.28-10.1 法國  男 1/女 1 

2022 年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尚未公告  中國  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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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通過林芳毅選手自費參加 2022/23 賽季 ISU 挑戰者系列賽-斯洛伐

克站及芬蘭站賽事。 

2. 同意丁子涵選手 2022/23 賽季出賽計畫。惟 11 月份參賽行程其教

練應留意需能返國順利參加 2022 年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選拔

賽)。 

3. 青年大獎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 

依據「2022-2023 年花式滑冰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選拔辦法」和

疫情因素考量，以及所有青年組選手選拔賽技術分均達選拔辦法

技術分門檻情形下，為求更多達標選手能出國比賽爭取資格，汲

取國際賽事經驗，比照上次依最近一次國內賽技術分成績排序做

為優先選擇，排序第一者選一站，另一站讓其他選手也能參賽。

其餘站別委由恊會依成績排序逐次徵詢。今年亦延續以往由多位

選手分別出賽。 

有關青年大獎賽我國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如下： 

 正取一 正取二 備取名單 

青年男子組 李宇翔 黃昱鈞 周冠廷 

青年女子組 歐珈瑜 翁聖祺 江采恩、林彥儀、林宜帆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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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公告後確認辦理之

賽事項目組別，另行開會討論。 

 

(六) 案由六：有關本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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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短道競速滑冰訓練站時段為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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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2. 花式滑冰訓練站時段為 111 年 5 月 16 日至 111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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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選手訓練站使用辦法草案及名單如附件十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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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由七：有關修改 111 年度花式滑冰「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

畫」，提請討論。 

說明： 

1. 原花式滑冰選手李宇翔、歐珈瑜提交潛力優秀培育計畫中僅有

施文倡教練及海外教練 Yuka Sato，且無列出海外移訓之確切日

期。 

2. 5 月 15 日施文倡教練告知本會希望增列 3 位海外移地訓練之教

練與新增國內曾鈺詢教練等 4 位教練陪同選手出賽。 

3. 查曾鈺詢教練為 2021 全國賽與 2022 菁英賽李宇翔與歐珈瑜選

手之教練，且持有本會 B 級教練證。  

4. 施文倡教練於 5 月 25 日提出修改後之計畫詳如附件十八及十

九。 

       決議：因修改後之計畫，每位選手均自原提報計畫之 2 位教練增列至

10 位教練，且計畫內容難以確認新增至 10 位教練對於選手各

項訓練內容之工作與負責事項，也無法確認新增列 8 名教練對

選手訓練之必要性，不予同意兩位選手修改後之計畫。 

 

八、 臨時動議： 

 

曹委員晉誠： 

建議於下次會議中討論修改下一屆選拔辦法內容。訂定兩階段技術分成

績比重。 

 

賴副召集人繼輝： 

提議於下屆選拔辦法中討論，是否新增選手因受傷無法參與選拔賽事

時，需檢附教學醫院之診斷證明，提交至選訓委員會討論決議；當跨組

選手無第一階段成績時，以第二階段成績認定。 

 

蔣召集人進發： 

由於修改選拔辦法需要詳細討論內容及細節，因時間關係，我們將於下

次會議中討論下一屆選拔辦法修改內容。 

 

九、 散會：13 點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