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工作幹部聯席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7月4日10時  

地點：採線上會議辦理google meet 

會議代碼：bjp-oyja-cuz 

 



1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工作幹部」聯席線上會議記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4日 10時 

貳、地    點：線上會議(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jp-oyja-cuz) 

參、出席人員： 

常務理事：張助道、尤若弘、隆文霖、鍾永貴、劉文宏、彭紹武 

常務監事：吳三嘉、陳卉錦 

委 員 會：潛水委員會主委曾應鉅(兼)、執行秘書隆文霖(兼)、蹼泳委員

會主委曾應鉅(兼)、溯溪攀岩委員會主委歐鴻祥、激流運動委

員會副主委兼執行秘書楊隆富(兼)、立式划槳(SUP)委員會委員

王枝豐(兼)、開放性水域環境與安全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王正

琦、技術顧問丁國桓、自由潛水委員會主委曾應鉅(兼)、副主

委陳崇恩(兼)、執行秘書姜秀美、副執行秘書周文愷、委員劉  

炘(兼)、急救委員會主委林榮男(兼) 

分    會：水運會(台北分會)理事長張助道、水運會(高雄分會)理事長隆

文霖(兼)、總幹事林榮男、水運會(花蓮分會)理事長張冠正、

水運會(金門分會)總幹事邱一恕 

團體會員：台北市蹼泳協會湯佩芳教練、曾筱盈教練、張宜蓁教練、中華

台北太平洋潛水會負責人周  昌、趙  元教練、劉  炘教練、

鄭翰霖教練、台中市體育會水上救生協會(蹼泳委員會)薛淳方

教練、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負責人陳崇恩、中區教練團負責人

楊隆富、好野人休閒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曾昭源、高科大-科技

潛水中心負責人尤若弘(兼)、泡泡隆潛水負責人隆文霖(兼)、

屏東水中運動教練聯盟負責人薛迪宏、瘋狂玩家負責人王枝豐 

列席人員：秘書兼代理秘書長楊立群、資訊編輯組組長吳宗昌 

主 持 人：理事長 曾應鉅      紀錄：黃泓瑋  

 

https://meet.google.com/bjp-oyja-c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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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報告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10年度秘書處工作報告 

1 1/20 
「體育雲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講習，假國立體育大學舉行，由黃泓

瑋秘書出席，講習圓滿完成。 

2 1/29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召開「琉球風景區之水域遊

憩活動分區限制」，由理事長曾應鉅、副秘書長謝唯望一同出席，

會議圓滿完成。 

3 2/18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2021 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種子師資人才培訓

工作會議」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會議圓滿完成。 

4 2/23 
理事長曾應鉅與水域運動執行長朱金燦，出席國家海洋研究院會

議，會議圓滿完成。 

5 2/23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 AUF(亞洲水中運動聯盟)、CMAS(水中運動聯合

會)總會視訊會議，會議圓滿完成。 

6 3/3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2021 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種子師資人才培訓

工作會議」假國立高雄大學宅創空間，會議圓滿完成。 

7 3/5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國家海洋研究院會議，會議圓滿完成。 

8 3/7 

本會舉辦第八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於高雄香蕉碼頭海景宴會館舉

行，內政部消防署朱勇全秘書、高雄市消防局溫逸菁專員、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許靜芝副署長、內政部消防署朱勇全秘書、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楊政峰技士、海洋局莊士鋒科長、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侯尊堯局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劉文宏

所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李曉倩副教授及友會、團

體會員，總計出席人員 379人，餐會順利圓滿達成。 

9 3/8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教育部體育署「研商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專業能

力會議」，會議圓滿完成。 

10 3/9 
理事長曾應鉅與水域運動執行長朱金燦，出席海洋委員會「高屏地

區水域遊憩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圓滿完成。 

11 3/17 
理事長曾應鉅，出席國立高雄科技大學「2021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

種子師資人才培訓工作坊工作會議」，會議圓滿完成。 

12 3/17 
「110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假教育部體育署舉

行，由曾昱彰秘書出席，研習會圓滿完成。 

13 3/22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109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Ⅰ」

研習工作坊，假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舉行，由黃泓瑋秘書、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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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出納出席，研習會圓滿完成。 

14 3/2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向海致敬-海洋遊憩產業發展暨職能建構

研討會」假貴校楠梓校區舉行，本會由理事長曾應鉅、榮譽理事長

歐陽昭勇、秘書處全體人員、獨木舟委員會朱金燦主委等人代表出

席，研討會圓滿完成。 

15 3/24 

109年度「救生員訓練檢定授證制度相關事務訪視輔導計畫」救生

員認定及認可機構期初報告會議，假犇亞會議中心舉行，由代理秘

書長楊立群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16 3/25 
海洋委員會舉辦「海域遊憩活動一站式服務資訊平臺」系統優化更

新說明會，由代理秘書長楊立群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17 3/26 

110年「教育部體育署山域嚮導訓練與檢定及複訓授證制度相關事

務訪視輔導計畫」服務案之受認定及認可機構工作坊，假國立體育

大學舉行，由秘書黃泓瑋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18 3/29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109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Ⅱ」

研習工作坊，假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舉行，由秘書黃泓瑋出席，

研習會圓滿完成。 

19 4/2-4/3 
本會假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舉辦「110年理事長盃全國蹼泳錦標

賽」，總共有 45支隊伍、227位選手參賽，賽事圓滿完成。 

20 4/10-4/11 

本會假南投縣水里溪(水里農會前河床)舉辦「110 年全國激流運動

先鋒舟國手選拔賽」，總共有 9支隊伍、21位選手參賽，賽事圓滿

完成。 

21 4/20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辦理「109年度輔導非亞奧運體育團體辦理

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說明會」，假教育部體育署聯合辦

公大樓舉行，由代理秘書長楊立群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2 4/21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性別平權與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假體育聯

合辦公大樓，代理秘書長楊立群出席，訓練圓滿完成。 

23 4/24-25 
本會假新店建國游泳池舉辦「110年全國自由潛水錦標賽」，總共有

五支隊伍、12位選手參賽，賽事圓滿完成。 

24 4/28 

教育部體育署召開「國家代表隊疫情期間參加國際賽會評估暨返國

居家檢疫期間訓練計畫」會議，假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1樓會議室舉

行，由秘書曾昱彰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5 4/2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召開「2021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種子師資人才培

訓工作坊工作會議」假國立高雄大學宅創空間舉行，由理事長曾應

鉅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6 4/30 

國家海洋研究院召開「NAMR110039推動海洋水域安全教育課程」第

一次工作會議，假國家海洋研究院第一會議室舉行，由理事長曾應

鉅代表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7 5/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召開教育部體育署「110年救生員訓練檢定授證

事務計畫」救生員資格檢定標準研商會議，假貴校行政大樓 7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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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議廰，由代理秘書長楊立群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8 5/11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召開「水上鋼鐵人活動營運

申請研商會議」假貴處第一會議室，本會由理事長曾應鉅及水車主

委許聖文代表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29 5/1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召開「2021開放性水域安全教育種子師資人才培

訓工作坊工作會議」假楠梓校區舉行，由理事長曾應鉅、鄭義文副

執行長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30 5/28 

由教育部體育署所辦理「110年度山域嚮導認定及認可訓練機構申

請說明會」，說明會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本會由秘書黃泓瑋代表與會，會議圓滿

完成，本次申請以認可(檢定)機構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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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活動： 

1.  03/07    本會「第八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於高雄香蕉碼頭海景宴會館舉

行，友會、團體會員、分會、個人會員，總計出席人員 379 人。 

 

國內比賽： 

1.  04/02-03 「110年理事長盃全國蹼泳錦標賽」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舉行，

45支隊伍，共計 227位選手。 

2.  04/10-11 「110年全國激流運動先鋒舟國手選拔賽」於南投縣水里溪(水

里農會前河床)舉行，9支隊伍，共計 21位選手。 

3.  04/24-25 「110年全國自由潛水錦標賽」於新店建國游泳池舉行，5支隊

伍，共計 12位選手。 

 

二、發證及開班統計 

110 年度發證總數(不含換證)結算至 110 年 05月 31 日 

項次 種類 人數 

1 
潛水 320 

浮潛 111 

2 游泳 99 

3 蹼泳 12 

4 
溯溪 100 

攀岩 21 

5 協會 
水上安全救生員 208 

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0 

6 開放性水域游泳 7 

7 水中有氧 0 

8 水上摩托車 33 

9 立式划槳(SU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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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衝浪 0 

11 
風浪板 0 

重型帆船 0 

12 充氣式救生艇(IRB) 102 

13 獨木舟 69 

14 先鋒舟 10 

15 滑水 0 

16 自由潛水 
CMAS國際證 30 

體育運動總會 47 

17 攀樹 62 

18 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教育訓練) 65 

19 基本救命術(BLS) 57 

20 體育署 

救生員訓練合格證明 48 

救生員證書 61 

救生員安全講習證明 217 

21 體育署 山域嚮導(溯溪類別)訓練合格 21 

 總計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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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各委員會開班發證紀錄表 

《潛水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簽證單位 類別 人數 

1 總會 各級潛水證照 320 

小計 320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4/13-15 浮潛教練 丙-19 總會 15 

2 04/27-29 浮潛教練 丙-20 花蓮縣分會 40 

3 04/26-28 浮潛教練 丙-21 總會 56 

小計 111 

 

《游泳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13-15 游泳教練 丙-295 高雄市分會 10 

2 04/10-12 游泳教練 丙-296 屏東縣分會 6 

3 03/13-15 游泳教練 丙-297 優隼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19 

4 04/10-12 游泳教練 丙-298 台中市分會 21 

5 03/17-19 游泳教練 丙-299 高雄市分會 35 

6 04/23-25 游泳教練 丙-301 蹼泳委員會 8 

小計 99 

 

《蹼泳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2/28、03/01、

04/02-03 
蹼泳裁判 C-36 總會、蹼泳委員會 12 

小計 12 

 

《溯溪攀岩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16-18 攀岩教練 丙-14 溯溪攀岩委員會 9 

2 01/16-18 攀岩指導員 18 溯溪攀岩委員會 2 

3 03/19-21 溯溪教練 乙-11 溯溪攀岩委員會 6 

4 03/26-28 攀岩教練 丙-15 溯溪攀岩委員會 8 

5 03/26-28 攀岩指導員 19 溯溪攀岩委員會 2 

6 03/26-28 溯溪教練 丙-77 花蓮縣分會 20 

7 04/10-12 溯溪教練 丙-78 峽谷探險委員會 34 

8 04/23-25 溯溪教練 丙-80 花蓮縣分會 20 

9 05/14-16 溯溪教練 丙-81 溯溪攀岩委員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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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5/08-10 溯溪教練 丙-82 峽谷探險委員會 5 

小計 121 

 

《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110年協會救生員證發照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18-22 救生員 526 高雄市分會 64 

2 02/22-26 救生員 527 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45 

3 03/22-26 救生員 528 高雄市分會 38 

4 03/08-12 救生員 529 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35 

5 03/04-11 救生員 531 高雄市分會 25 

6 04/14-05/06 救生員 535 屏東縣分會 1 

小計 208 

 

《開放性水域環境與安全教育教育訓練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4/13、20、25 
開放性水域游泳

教練 
丙-12 

開放性水域環境與安全

教育教育訓練委員會 
7 

小計 7 

 

《水上摩托車安全教育推廣訓練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15-17 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40 水上摩托車委員會 33 

小計 33 

 

《立式划槳(SUP)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30-02/01 SUP教練 丙-73 SUP委員會 22 

2 03/27-29 SUP教練 丙-74 屏東縣分會 34 

3 02/22-24 SUP教練 丙-75 獨木舟委員會 28 

4 03/27-29 SUP教練 丙-76 獨木舟委員會 28 

5 03/15-17 SUP教練 丙-77 花蓮縣分會 32 

6 03/20-22 SUP教練 丙-78 獨木舟委員會 18 

7 03/27-29 SUP教練 丙-79 SUP委員會 21 

8 04/17-19 SUP教練 丙-80 獨木舟委員會 30 

9 04/17-18、24 SUP教練 丙-81 SUP委員會 26 

10 05/01-03 SUP教練 丙-82 瘋狂玩家 15 

11 04/26-28 SUP教練 丙-85 高雄市分會 28 

12 04/12-14 SUP教練 丙-86 獨木舟委員會 61 

13 04/15-17 SUP教練 丙-87 SUP委員會 28 



9 
 

14 04/23-25 SUP教練 丙-89 花蓮縣分會 40 

小計 411 

 

《機動艇救難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4/16-18 IRB教練 丙-46 花蓮縣分會 58 

2 04/01-03 IRB教練 丙-47 總會 44 

小計 102 

 

《獨木舟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12-14 獨木舟教練 丙-63 花蓮縣分會 20 

2 03/26-28 獨木舟教練 丙-64 花蓮縣分會 23 

3 04/03-05 獨木舟教練 丙-65 SUP委員會 11 

4 04/26-28 獨木舟教練 丙-66 獨木舟委員會 15 

小計 69 

 

《激流運動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07 先鋒舟指導員 08 激流運動委員會 10 

小計 10 

 

《自由潛水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09-10、

01/16-17 

自由潛水 

裁判 
C-08 就愛台灣潛水企業社 16 

2 
03/13-14、

03/20-21 

自由潛水 

裁判 
C-09 太平洋潛水會 18 

3 
0503-04、

0510-11 

自由潛水 

裁判 
C-10 花蓮縣分會 13 

小計 47 

 

《峽谷探險委員會 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1/01-03 攀樹教練 丙-11 溯溪攀岩委員會 10 

2 02/22-24 攀樹教練 丙-13 峽谷探險委員會 17 

3 03/22-24 攀樹教練 丙-14 峽谷探險委員會 9 

4 05/24-26 攀樹教練 丙-15 峽谷探險委員會 26 

小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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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委員會(EMT-1)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單位 人數 

1 03/20 EMT-1繼續教育 急救委員會 31 

2 03/21 EMT-1繼續教育 急救委員會 34 

小計 65 

 

《基本救命術(BLS)110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11 BLS 27 高雄市分會 25 

2 04/24 BLS 28 高雄市分會 14 

3 04/10 BLS 29 高雄市分會 12 

4 04/25 BLS 30 中區水中運動教練聯盟 6 

小計 57 

 

《110年體育署救生員檢定/複訓紀錄表》 

檢定/複訓日期 檢定場地 複訓人數 通過人數 

04/10-11 屏東縣內埔鄉立游泳池 40 39 

04/17-18 南投縣埔里鎮立游泳池 4 4 

04/29-05/06 墾丁 12 號潛水度假會館、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7 6 

05/01-02 高雄市大社游泳池 12 12 

小計 63 61 

 

《110年體育署救生員安全講習證明紀錄表》 

講習日期 安全講習場地 人數 

03/13 東勢國小多功能教室 73 

03/14 梧棲游泳池 24 

03/08 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辦公室 10 

03/15 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辦公室 17 

03/22 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辦公室 7 

03/06 南投縣埔里鎮立游泳池 23 

04/06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游泳池 27 

04/25 高雄市大社游泳池 36 

小計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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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體育署救生員訓練合格證明紀錄表》 

訓練日期 救生員訓練場地 人數 

03/04-11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西舊漁港 25 

04/12-05/06 墾丁 12號潛水度假會館、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13 

04/19-05/02 埔里鎮立游泳池 10 

小計 48 

 

《110年體育署山域嚮導訓練合格證明紀錄表》 

訓練日期 訓練場地 訓練單位 訓練人數 

03/12-14、 

03/19-21 

客家文化會館、德興運動場攀岩牆、 

砂婆礑溪、三棧溪 
溯溪攀岩委員會 21 

小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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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報告(資料時間 110/5/31日止) 

1.基金：385,004元 

2.109年 1月 1日-12月 15日結餘：324,525元 

3.110年 1月 1日-5月 31日總收入：4,260,740元 

4.110年 1月 1日-5月 31日總支出：2,005,347元 

5.總收入結餘-總支出 = 4,585,265 - 2,005,347 = 2,579,918元 

6.以上金額包含補助款： 

(1)體育署 110年度工作計畫補助 第一期款：224萬 4000元 

(2)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各項訓練案補助費用：19萬 6000元 

(3)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10年度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珊瑚體檢人

員培訓暨珊瑚生態調查」補助 第一期款：24萬元 

(4)國家海洋研究院「推動海洋水域安全教育課程」補助 第一期款：25

萬 6500元 

7.未撥入款： 

(1)體育署 110年度工作計畫補助 第二期款：224萬 4000元 

(2)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10年度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珊瑚體檢人

員培訓暨珊瑚生態調查」補助 第二期款：16萬元 

(3)國家海洋研究院「推動海洋水域安全教育課程」補助 第二、三期款：

59萬 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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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請通過本會訂定之「運動教練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乙案。(如附件一)  

說明: 

一、 為明訂本會運動教練裁判資格檢定之標準(丙、乙、甲)，故擬訂之。 

二、 本案通過後於「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提請通過。 

三、 請討論。 

決議: 無異議通過。並針對獨木舟委員會朱金燦主委所提出之建議將本辦法草案第九條修正 

原文(辦法草案)： 

第九條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於效

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理： 

一、本會。 

二、受託團體。 

三、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 

相關辦理辦法： 

一、專業進修課程： 

（一）於證照到期前一年間回流參加本會辦理之證照同等級講習會，或 

（二）提出曾擔任學校或社區教練工作共計 48 小時之證明者，或 

（三）參與一梯次國家代表隊賽前訓練工作 

即可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修訂後： 

第九條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於效

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理： 

一、本會。 

二、受託團體。 

三、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 

相關辦理辦法： 

一、專業進修課程： 

（一）於證照到期前半年(6 個月)間回流參加本會辦理之證照同等級講習會，或 

（二）提出曾擔任學校、社區教練、同等級教練班擔任講師或助教工作共計 48 小時之證明

者，或 

（三）參與一梯次國家代表隊賽前訓練工作 

即可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提案二 

案由:請通過本會訂定之「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管理辦法」(1100620版)。(如附件二)  

說明: 

一、 為明訂本會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收取費用之標準，故擬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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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已於 110年 6月 20日召開「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暨工作幹部聯席線上視訊會議」，

修訂版詳如附件二。 

三、 針對第貳條第七點，秘書處建議修正「由總會擔任接訓單位，委由委員會、分會、團體

會員擔任訓練單位時，鐘點費發放分配如下；若全程(召集教練、訓練等行政事務)皆由

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處理並完成僅需總會出示官章者，收取費用 5,000元整」。 

項次 承作金額 教練/講師 總會 
委員會/分會

/團體會員 
備考 

1 2000元 1200元 500元 300元 1.餐費自理 

2.交通、住

宿由三方面

(教練、委員

會、幒會)

共支 

2 1600元 1000元 400元 200元 

3 1200元 900元 200元 100元 

4 1000元 800元 100元 100元 

5 800元 800元 0元 0元 

四、 請討論。 

建議： 

一、技術顧問丁國桓：建議將收費項目名稱列清楚，如：1.稅金、2.保險金 3.行政事務費。 

決議：無異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 

(一)提案者：秘書處 

案由：非亞奧運體育運動項目(丙乙甲)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教育」是否需要請專

業講師到場授課? 

決議：由各委員會工作幹部自行決定，無異議通過。 

(二)提案者：中華台北太平洋潛水會_劉  炘教練 

案由：有關自由潛水項目，提出下列事項討論： 

1.賽事年一場提高至每年三場； 

2.2022年能辦理深潛賽事； 

3.CMAS品牌提高曝光率及年輕化。 

決議： 

1.因目前協會自由潛水競賽才剛開始起步，參賽選手人數不多，我們先嘗

試以每年兩場分別為「錦標賽、菁英賽」進行。若今年經費足夠，就從

今年開始；若經費不足，則從明年展開。 

2.協會自由潛水尚於起步階段，宜由安全性高之泳池競賽著手，待熟練後

再進行深潛賽事；目前作為，宜將協會教練團再次確認能力，俟教練通

過深潛檢測後，方行擴大招生為宜。 

3.有關協會 CMAS品牌提高曝光率及年輕化，會後請各夥伴集思廣益，律訂

出可行辦法，共同執行之。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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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草案 

1100704 

第一條 本辦法由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2 月 24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03384 號函，為有效建立運動教練授證制度，培訓各

級教練人才，提高教練素質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運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之分級及其得從事之運動指導、訓練工作，規定如下： 

一、丙級教練：擔任各級政府或本會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之教練。 

二、乙級教練：擔任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及前款工作。 

三、甲級教練：擔任國家代表隊總教練及前款工作。 

第三條 教練之檢定，應年滿十八歲以上，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丙級教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乙級教練：持有本會丙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二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三、甲級教練：持有本會乙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犯殺人罪。 

五、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 申請教練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檢定及證書費用，

向本會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應檢附

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第六條 前條申請人經審查通過者，應參加本會辦理之講習會，完成講習會課程，始得參加測

驗；其應完成之時數，如下： 

一、丙級教練：至少二十四小時。 

二、乙級教練：至少二十四小時。 

三、甲級教練：至少二十四小時。 

前項講習會課程及測驗，應包括學科及術科。本會應辦理丙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二

次；乙級及甲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一次。 

第七條 前條所定丙級及乙級教練講習會，本會得委託地方性體育團體、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並得由受託團

體向本會申請辦理。 

第八條 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本會發給教練證。教練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核准字號。 

二、姓名、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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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 

四、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 

五、發證之本會名稱。 

六、發證日期。 

第九條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

時，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

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理： 

一、本會。 

二、受託團體。 

三、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 

相關辦理辦法： 

一、專業進修課程： 

（一）於證照到期前一年間回流參加本會辦理之證照同等級講習會，或 

（二）提出曾擔任學校或社區教練工作共計 48 小時之證明者，或 

（三）參與一梯次國家代表隊賽前訓練工作 

即可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第十條 本會為辦理教練之檢定，應先訂定實施計畫，報教育部備查；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應填具之申請書、檢附之文件、資料及繳交之費用。 

二、學科授課內容、學科與術科測驗方式、複查成績。 

三、教練證申請補發、換發。 

四、持有外國教練證者、申請換證審查之條件。 

五、教練之進修、管理、考核及獎懲。 

六、辦理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之收費基準及經費編列。 

第十一條 教練授課內容須包含： 

（一）體能訓練法。 

（二）運動基本技術。 

（三）運動規則。 

（四）指導技術。 

（五）戰略與戰術。 

（六）運動營養學。 

（七）運動科學理論（生理學、心理學、力學、社會學）。 

（八）運動傷害防護。 

（九）英文（甲級講習需必備課程）。 

（十）運動禁藥課程（甲級講習必備課程）。 

（十一）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 

以上授課內容建議時數，每堂課以不少於 50 分鐘為原則，得視學員能力調整各項課

程時數。 

第十二條 申請人通過教練資格檢定後，本會應造冊及妥善保存，建立教練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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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教練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一、謹守專業倫理，發揮身教與言教之功能及展現運動風度。 

二、維護運動員權益。 

三、配合運動員之身心發展，訂定之訓練計畫，從事指導、訓練之工作，避免過

度訓練。 

四、熟悉訓練原理及比賽規則，並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五、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 

第十四條 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其教練證，其三年內不受理其申

請檢定： 

一、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取得教練證後、有第四條規定情形之一。 

三、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轉讓、出借或出租教練證予他人使用。 

第十五條 教練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使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

之檢定。 

第十六條 教育部應對本會辦理本法所定事項，進行督導及考核。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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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草案 

1100704 

第一條 本辦法由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2 月 4 日

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03384 號函，為有效建立運動裁判授證制度，培訓各級

裁判人才，提高裁判素質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運動裁判（以下簡稱裁判）之分級及其得從事賽會執法之工作，規定如下： 

一、丙級裁判：擔任各級政府或本會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之裁判。 

二、乙級裁判：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分齡比賽及前款之裁判。 

三、甲級裁判：擔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之裁判、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之隨隊裁判及

前款之裁判。 

第三條 裁判之檢定，應年滿十八歲以上，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丙級裁判：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乙級裁判：持有本會丙級裁判證後，實際從事二年以上裁判工作者。 

三、甲級裁判：持有本會乙級裁判證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裁判工作者。 

持有第十條第四款之國外裁判證人員，其申請換證之審查資格條件，由本會訂定。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犯殺人罪。 

五、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 申請裁判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檢定及證書費用，

向本會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應檢附

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第六條 前條申請人經審查通過者，應參加本會辦理之講習會，完成講習會課程，始得參加測

驗；其應完成之時數，如下： 

一、丙級裁判：至少二十四小時。 

二、乙級裁判：至少二十四小時。 

三、甲級裁判：至少二十四小時。 

前項講習會課程及測驗，應包括學科及術科。本會應辦理丙級裁判講習會每年至少二

次；乙級及甲級裁判講習會每年至少一次。 

第七條 前條所定丙級及乙級裁判講習會，本會得委託地方性體育團體、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並得由受託團

體向本會申請辦理。 

第八條 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本會發給裁判證。裁判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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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准字號。 

二、姓名、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照片。 

四、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 

五、發證之本會名稱。 

六、發證日期。 

第九條 裁判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

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每次

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理： 

一、本會。 

二、受託團體。 

三、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 

相關辦理辦法： 

一、參與本會賽事或專業進修課程： 

（一）於證照到期前一年間回流參加本會辦理之證照同等級講習會，或 

（二）於證照有效期間內曾參與本會辦理之賽事裁判工作 4 年共計 4 次，或 

（三）參加本會辦理之專業裁判進修課程 2 次， 

即可向本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第十條 本會為辦理裁判之檢定，應先訂定實施計畫，報教育部備查；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應填具之申請書、檢附之文件、資料及繳交之費用。 

二、學科授課內容、學科與術科測驗方式、複查成績。 

三、裁判證申請補發、換發。 

四、持有外國裁判證者、申請換證審查之條件。 

五、裁判之進修、管理、考核及獎懲。 

六、辦理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之收費基準及經費編列。 

第十一條 裁判授課內容須包含： 

（一）運動規則。 

（二）裁判分析。 

（三）裁判技術。 

（四）裁判職責。 

（五）記錄方式。 

（六）裁判示範。 

（七）實習裁判。 

（八）英文（甲級講習需必備課程）。 

（九）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 

以上授課內容建議時數，每堂課以不少於 50 分鐘為原則，得視學員能力調整各項課

程時數。 

第十二條 申請人通過裁判資格檢定後，本會應造冊及妥善保存，建立裁判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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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裁判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一、謹守專業倫理，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教育之價值。 

二、秉持專業、公正、公平及熱誠，使運動競賽之賽程或比賽順利進行。 

三、熟悉裁判技術內容及比賽規則，並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四、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 

第十四條 持有裁判證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其裁判證，其三年內不受理其申

請檢定： 

一、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取得裁判證後、有第四條規定情形之一。 

三、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轉讓、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 

第十五條 裁判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使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

之檢定。 

第十六條 教育部應對本會辦理本法所定事項，進行督導及考核。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 



21 
 

附件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10.06.20)水中運動協會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暨工作幹部聯席線上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會議： 

一、 各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招開會議，須向總會報備，及邀請出席。 

二、 委員會不得獨立對外行文。 

 

貳、 委員會行政資金來源： 

一、 自行招募顧問［以伍仟元為最低門檻，由總會開立收據，總會保留 1500元作為年

會及顧問費］。 

二、 各委員會在訓練費當中，編列行政事物費；或在勞務費中扣繳 15%作為委員會行政

基金。 

三、 由總會出示官章完成之標案或接洽之訓練項目總金額，十萬以下以第貳條第七點方

式收費，十萬至五十萬收取總金額 10%，五十萬以上收取總金額 12%，為總會「標案

授權費」。 

舉例：  標案總金額 50萬元整 

總會收取「標案授權費」：50萬*10%=50,000元整 

四、 各項證照班，證照費一律 600元整(含團體保險)。 

五、 各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或教練開辦體育署救生員複訓，總會行政事務費比例，

原則如下： 

依簡章截止報名人數 

(1)15人以下 5%。 

(2)15至 25人 10%。 

(3)25人以上 15%。 

六、 各委員會及分會開辦講習會鐘點費發放方式：教練/講師每小時 800 元，助教 400

元。 

七、 由總會擔任接訓單位，委由委員會、分會、團體會員擔任訓練單位時，鐘點費發放

分配如下： 

項次 承作金額 教練/講師 總會 
委員會/分會

/團體會員 
備考 

1 2000元 1200元 500元 300元 1.餐費自理。 

2.交通、住宿由三

方面(教練、委員

會、幒會)共支。 

2 1600元 1000元 400元 200元 

3 1200元 900元 200元 100元 

4 1000元 800元 100元 100元 

5 800元 800元 0元 0元 

    註：各分會、團體會員或教練自行承接之訓練班(無須協會官印)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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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開班/講習會方面： 

班次 主辦 承辦 協辦 備考 

甲級 總會 總會 
委員會/分會/

團體會員 
委員會主委或

幹部應到場主

持開訓及結訓

測驗 

乙級 總會 委員會 分會/團體會員 

丙級 總會 
委員會/分會/團

體會員 

委員會/分會/

團體會員 

 

一、 各分會、團體會員應以總會為主辦單位，透過總會頒發證照。 

二、 凡透過總會發證之訓練班，紅布條一律書寫：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級××× 教練/

裁判講習會。 

三、 C、B、A訓練班概由總會(委員會)開班（主/承辦單位）；各分會/團體會員（協辦單

位）。 

四、前往之委員（主委或幹部）出席費用由該訓練班教練費項下支付；若需額外支付食、

宿、交通費，則由總會及委員會的行政基金支付。 

 

肆、比賽： 

一、凡透過總會進行之大型賽會，其裁判人員由委員會推薦裁判、工作人員名單，總會

派任，並發給證明；獎狀亦由總會頒發。 

二、各分會/團體會員辦理比賽時，宜邀請相關委員會派員（主委或幹部）到場主持。前

往之委員出席費用由分會/團體會員支付；出席委員（主委或幹部）若需額外支付食、

宿、交通費，則由委員會的行政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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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丙、乙、甲以游泳教練實施計畫為例 

水中運動協會 110 年丙級游泳教練講習會實施計畫 
一、宗    旨：發展全民游泳運動，提升游泳教練技術水準及介紹游泳教學方

法，以建立游泳教練制度。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教育部體育署(本條刪除)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辦理單位) 

四、協辦單位：陸軍步兵學校體育組、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游泳委員會(若承

辦單位無掛該項運動委員會，則協辦須掛上以示申請通過) 

五、講習時間：110 年 4 月 21～23 日(星期三～五)共三日。(訓練時數合計 24

小時) 

六、講習地點：陸軍步兵學校游泳池(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 1000號) 

七、報到時間：110年 4月 21日 上午 08:00  

八、報名資格： 

（一）年滿 18歲以上，高中（職）或同等學歷以上。(必要條件，不得刪除) 

（二）具備基本游泳能力捷、蛙式各 25公尺者（術科測驗）。 

（三）對游泳教學有熱誠者。 

 (四) 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良民證且無下列之罪章情事；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

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必要條件，不得刪除) 

      1.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2.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

罪章。 

      3.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4.犯殺人罪。 

      5.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九、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19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十、報名方式： 

（一）郵寄掛號：填妥報名表，連同匯款收據、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二吋照片 1

張掛號郵寄至【811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 48號、高雄市水中

運動協會收】，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費：每人 1200 元，如報名成功後不克參訓者，請當事人於開班前七

日完成取消手續，逾期不受理；中途退訓者，概不退費。 

（三）匯款帳號：陽信商業銀行右昌分行：(108)096420009350戶名~高雄市水中

運動協會。(若利用 ATM轉帳，明細表請註明姓名。) 

（四）洽詢專線: TEL：07–3652491、0930-305555；FAX：07-3652635； 

E–mail：syt498@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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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預期效益： 

（一）提升學生、民眾體適能、落實海洋國家概念、加強水域運動發展普及性。 

（二）培育游泳教練指導人才，充實專業管理及人力推廣。 

（三）全程參與並通過測驗的學員，將為社會宣導發展游泳教練增添生力軍，提

升就業能力。 

十二、附 則： 

（一）本講習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建立教練三級制度。 

（二）學科及術科測驗各達 70分以上為及格。 

（三）講習會期間未參加學、術科測驗，或未實際教學繳交紀錄報告，或請假超

過五分之一，或無故缺課者，不發給證照，僅核發研習證明。 

（四）附報名表、課程表各乙份，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五）本計畫同時刊登於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網站，www.khccmas.org 

十三、備 註： 

（一）參加學員請攜帶泳衣、泳帽、泳鏡、毛巾及個人盥洗用具，禦寒衣物。 

（二）本講習會不提供住宿，住宿請學員自理。 

十四、證照年限：(必要條件，不得刪除) 

修畢全部學程通過本會考核，並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製發丙級運動教

練證，有效期限四年。持照人應於有效期限內參加專業進修。 

 
相關辦法規定於下一屆(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暨工作幹部聯席線上視訊會議)會議通

過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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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110 年丙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課程表 
 

日期 

 

時間 

4月 21 日 

（星期三） 

4月 22 日 

（星期四） 

4月 23 日 

（星期五） 
備考 

08：00 

08：20 
報   到 

蛙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捷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08：20 

09：00 
性別平等教育 

蛙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捷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09：00 

09：50 
游泳運動發展現況 

蝶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仰泳技術分析 

（運動基本技術） 

10：00 

11：50 
初級游泳教學 游泳體能訓練法 游泳體能訓練法 

12：00 

13：00 

午  餐 

影片欣賞 

午  餐 

影片欣賞 

午  餐 

影片欣賞 

13：00 

13：50 

最新游泳規則 

（游泳運動規則） 
游泳戰略與戰術 學科測驗 

14：00 

14：50 

如何成為 

成功的游泳教練 
游泳運動營養學 術科教學測驗 

15：00 

15：50 
運動傷害防護 游泳技術指導要領 術科教學測驗 

16：00 

16：50 
運動科學理論 游泳技術指導要領 

綜合座談 

結業式 

紅字為必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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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群(110.06.20新增) 

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性別 科目  相關證照 經歷 

 

姓名：林榮男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

具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

際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

上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

生員檢定考試評審 

 

姓名：吳三嘉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

具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

際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

上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

生員檢定考試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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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團(110.06.20新增) 

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性別 科目  相關證照 經歷 

 

姓名：林榮男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具

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際

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上

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

員檢定考試評審 

 

姓名：吳三嘉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具

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際

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上

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

員檢定考試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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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110 年丙級游泳教練講習會報名表 

姓 

 

 

名 

中

文 
 生   日       照 

     請  

     浮   

     貼 

    片 

英

文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公 

 

行動電話 

 

宅 
 

電  子 

信  箱 
 

學  歷  現  職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寄出前請核對下列

資料是否全： 

(四項皆必備，缺一

即視為報名不成功)  

□報名表                        

□報名費匯款收據               

□二吋照片 1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 葷食     □ 素食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已於民國 101年 10月 1日正式施行(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10056845 號令)，不論是個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皆必須遵守個資法規範，本會亦有

遵行個資法之義務，以保護參加講習訓練的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 8條的規定，本會在取得

任何個人資料時，對於個人資料取得之目的、資料之類別、利用期間……等等，皆有明確告知

義務，使各位瞭解為何我們要取得各位的個人資料、我們將如何利用各位的個人資料以及各位

的相關權利等事項。因此，本會請各位簽署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之目的，係為確實履行

個資法第 8條之告知義務，若您不同意本會合法取得以及利用各位的個人資料，本會亦將無法

進一步對各位提供相關服務，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本次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在於辦理游泳教練講習，故只用於本次活動不挪做其它用途，請簽署

同意書，俾利承辦單位為您辦理製證及聯絡。 

立切結書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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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C、B、A以蹼泳裁判實施計畫為例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110年度C級蹼泳裁判講習(第36期)實施計畫 

一、宗旨：推展世界運動會蹼泳運動項目、提昇專業素養，培訓 C 級/初級蹼泳裁判。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四、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委員會、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小 

五、參加資格及人數： 

（一）年滿 18歲、高級中等學校（含同等學力）以上畢業、對蹼泳發展有興趣者。 

（二）預計培訓人數裁判 30 人。 

（三）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本計畫第十四點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

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六、講習時間、地點： 

1.時間：110年 2月 28-3 月 1 日。 

(學、術科 16小時，實習 16小時，共計 32 小時) 

   2.地點：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小(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 103號)。  

  3.術科實習：必需參加 110 年理事長盃全國蹼泳錦標賽實習，日期：4月 2 日至 3 

    日，住宿需自理，方可發照。 

七、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2月 21 日(星期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八、報名費：講習報名費新台幣 2200元整。 

            【含教材、講師費、午餐、保險、裁判服、紅帽、證照 300 元】。 

九、報名方式：網路報名。https://www.beclass.com/rid=24461b95ff3edfe0fd47 

十、洽詢電話：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秘書處：07–6171126、手機：0975-676583。 

十一、附則： 

（一）本講習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委辦「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輔導非亞奧運

體育運動團體辦理教練裁判講習實施計畫」建立裁判、裁判三級制度。 

（二）學科及術科測驗各達 70分以上為合格。 

（三）講習期間未參加學術科測驗或缺課者，不發給證書。 

（四）持有本會核發之合格蹼泳裁判、教練證者，始可註冊擔任各項蹼泳比賽裁判

及教練。 

（五）講習期間供應午餐及礦泉水。 

（六）附報名表、課程表各乙份，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30 
 

（七）未報名者不開放旁聽。 

十二、缺課補課辦法： 

(一)遲到十分鐘以上者，應補上遲到的課程一小時。 

(二)缺課補課需另繳費，每堂（一小時）300元。 

(三)講習結束一年內必須完成補課，未完成補課者，視同講習不合格。 

十三、補考辦法 

(一)學科、術科考核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可申請於六個月內補測（至多兩次）。 

(二)補測收費辦法：1.學測：每次 300元。  2.術測：每次 300元。 

(三)請學員自行上網選定欲參加之開課班別，於七天前通知協會登記補測並繳

費，以併入該班期一併參加檢測。 

十四、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教練/裁判資格之講習：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犯殺人罪。 

 （五）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六）其他(由本會教練委員會或裁判委員會決議事項)。 

十五、因應肺炎疫情，配合場館，戴上口罩，並於報到時測量體溫，超過 37.5度不 

      得入場。 

十六、本實施計畫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

布之。 

 

 

▲相關辦法規定於本會官網/會務資訊專區/教練裁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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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C級蹼泳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日期 

時間 
02月 28 日（一） 03月 01日（二） 

04月 02日(一) 
04月 03日(二) 

08:00-08:10 報到   

110年理事長盃全國

蹼泳錦標賽 

日期：4 月 2日至 3日 

必須參與本次游泳池

比賽，方可發證。 

08:10-09:00 
始業式協會簡介 

國家體育政策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含資訊科技運用) 

09:00-10:00 性別平等教育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計時組、紀錄組) 

10:00-10:50 

總裁判長、報告員職責技術

及方法、專項裁判術語 

(裁判技術、裁判職責、外語) 

專項運動裁判執法案例 

判例分析 

水上安全與急救 

10:50-11:40 
發令員示範及實習 

(裁判示範、實習裁判) 

專項運動裁判技術 

(含資訊科技運用) 

轉身檢查、終點 

11:40-12:30 
裁判職責及素養 

(計時組示範及實習) 

裁判倫理 

（姿勢檢查、裁判示範） 

12:30-13:00 午     休 

13:00-13:50 自由潛水運動規則 裁判心理學 

14:00-14:50 
自由潛水運動規則 

(姿勢檢查組技術及方法)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終點組 

15:00-15:50 
自由潛水運動規則 

(姿勢檢查組職責)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轉身組 

16:00-17:00 
專項裁判術語 

專有名詞(外語) 

綜合演練 

學科測驗 

 

紅字為裁判必要科目 

 

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承辦人告知，於(5/27)後所舉辦的講習會，課程內容「性
別平等教育」都須請專業師資到場上課，並於實施計畫所訂的課程時間簽到，開班教
練可以透過下列平台，來尋求師資並請師資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送實施計畫時一併
附上 
行政院型別平等會-各機關師資人才資料庫
https://gec.ey.gov.tw/Page/3F92B946F5F0CB3D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性平教育人才庫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6/m6_01_index

https://gec.ey.gov.tw/Page/3F92B946F5F0CB3D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6/m6_01_index%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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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群(110.06.20新增) 

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性別 科目  相關證照 經歷 

 

姓名：林榮男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

具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

際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

上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

生員檢定考試評審 

 

姓名：吳三嘉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

具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

際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

上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

生員檢定考試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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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團(110.06.20新增) 

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性別 科目  相關證照 經歷 

 

姓名：林榮男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具

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際

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上

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

員檢定考試評審 

 

姓名：吳三嘉 

■男 
水域安全教

育 

 1.具備高中以上學歷 

2.參與署辦甄審研習營具

研習證明 

3.具救生教練證照且實際

從事救生工作近 5年以上

經歷 

4.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

員檢定考試評審 



34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110 年 C 級蹼泳裁判 

講習報名表(請參考第九項報名方式) 

姓 

 

 

名 

中

文 
 生   日 年    月    日 

照 

 

片 英

文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公 

 

行動電話 

 

宅 
 

電  子 

信  箱 
 

學  歷  現  職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衣 服 

型 號 

□S   □M   □L 

□XL  □2L  □3L 
膳 食 □ 葷食     □ 素食 

寄出前請核對下列資料是否齊全：(三項皆必備，缺一即視為報名不成功) 

□報名表                         

□報名費單一項 2200元整(請以報值掛號寄出) 

□二吋照片 1張是否黏貼於報名表上，另 1張浮貼於報名表及照片背面寫上姓名 

為辦理/參加「110年 C級蹼泳裁判講習會」活動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

提供貴單位使用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手機）、電子信箱、學歷、

現職、地址等個人資料，惟僅限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

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

第三者或散佈。 

本人同意上述內容，確認無誤。 

填表人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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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本會新續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蹼泳、潛水、浮潛、自由潛水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