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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加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107年7月4日核定 

教育部體育署107年7月10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70024855號發布 

教育部體育署108年6月12日修正 

教育部體育署108年6月1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80020909號發布修正 

壹、計畫背景： 

一、舉辦日期：自2020年7月24日起至2020年8月9日止（計17天）。 

二、舉辦地點：日本－東京 

三、競賽種類：水上運動（跳水、馬拉松長泳、游泳、水上巴蕾、水球）、射箭、田徑、

羽球、籃球(3x3、5x5)、拳擊、輕艇（靜水、激流）、自由車（場地賽、公路賽、山

地賽、小輪車BMX）、馬術、擊劍、足球、高爾夫、體操（競技、韻律、彈翻床）、

手球、曲棍球、柔道、現代五項運動、划船、橄欖球、帆船、射擊、桌球、跆拳道、

網球、鐵人三項、排球（室內、沙灘）、舉重、角力、棒壘球、空手道(型、對打)、

滑板、運動攀登、衝浪等33種。 

四、國際奧會參賽資格規定： 

（一）符合國際奧會與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制訂參賽資格，田徑及游泳等2運動種類屬

之。 

（二）須參加國際奧會與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制訂參賽資格取得規定之指定國際賽成績

符合標準之運動種類，除田徑、游泳等2運動種類外餘均屬之。 

（三）國際奧會、國家奧會聯合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三方協調委員會提出邀請席次的

分配。 

貳、計畫目標：參加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2020東京奧運），

以爭取最多參賽運動種類項目及選手參賽資格，並超越歷屆成績為總目

標。 

叁、備戰策略： 

一、爭取最大量參賽資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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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我國具有取得奧運參賽資格機會之運動種類，藉由各該運動種類取得參賽

資格之方式，積極輔導所屬各奧運競賽種類之全國性單項協（總）會（以下簡稱協

【總】會），擬定其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藉以取得2020東京奧運最大量選手參賽

資格。 

二、組成專責訓輔小組，進行專業輔導與程序審議： 

    由教育部體育署組織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訓輔小組），遴聘具有

專業及熱誠之委員，專責統籌協調各該運動種類之選、訓、賽、輔等工作，以積極

方式參與並輔導各協【總】會辦理教練及選手選拔、培訓與參賽等工作，協（總）

會應設置2020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以下簡稱協【總】會選訓小組），並應

主動會同其專項訓輔委員、運動科學小組成員、協（總）會選訓小組及教練，依近

一年（屆）各項相關國際賽成績逕行評估，並依評估結果，擬訂選手培訓及參賽實

施計畫（如附件一），並檢齊相關資料，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

彙整後，提送訓輔小組審定後據以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國訓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輔導菁英選手培訓參賽計畫事宜： 

    由國訓中心任務編組之競技強化委員會（以下簡稱競強會）依據訓輔小組審議

通過培訓隊名單遴選菁英選手，並審核選手培訓、參賽及運科支援之專案計畫。 

四、成立運科運醫專業支援團隊： 

    對於重點培訓運動種類之選手，將依運動種類之特性及需求，遴選選手所需之

優秀運科運醫人員隨隊支援，並成立團隊式且有組織化的運科及運醫專案，藉由運

科運醫團隊全力支援及監控，加強對選手身體狀況的檢查與掌握、健康管理、醫務

監督、生化檢驗、運動傷害防護及運動禁藥檢測等，以提供教練及選手在運科運醫

全方位的積極支援，協助選手以最健康、最具科學化的身心靈培訓方式，達成各該

運動種類（項目）所設定之競技成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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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奪金項目重點支持強化作為： 

        遴選具有奪金之重點運動種類（項目）與選手，除團隊式的運科運醫專業團隊

支援外，再搭配專業營養師針對選手狀況設計客製化的飲食調配，以提升其訓練效

益，並有效強化體能，漸進式達成所設定之訓練績效目標，同時籌組教練團隊，且

妥善研擬各項訓練、參賽及移地訓練措施，另透過駐東京代表處協尋適當之訓練場

館，以及早適應場地及環境，於2020東京奧運爭奪獎牌，創造佳績。 

六、奪牌項目以賽代訓強化實戰： 

    我國選手於 2016里約奧運中，在桌球、羽球、網球及柔道等運動種類皆已打

進前八強，最後以第五名坐收，離奪牌僅在咫尺，選手競技實力已具國際級水準，

另 2020東京奧運增辦空手道、棒壘球等，為我國長期於國際賽場中競技實力較為

堅強之種類，再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情形及運動人口發展之普遍性，未來建立有系

統之訓練及參賽計畫，有助提升我國參加2020東京奧運奪牌機率。 

七、建立情蒐團隊蒐集資訊研擬備戰： 

    由於各國對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重視，逐屆提升了奧運的競技強度，使得我國

奧運的奪牌任務日趨艱鉅，競技運動是一場零和遊戲，場上的些微疏失，勝敗立見，

由於國際競技環境的詭譎多變，應隨時蒐集最新競賽規則、比賽器材規定及相關選

手競技資訊，在知己知彼的思維之下，才能百戰百勝，情蒐的資訊應隨時納入訓練

計畫內備戰及令選手及早適應規則、器材與特定選手之打法模擬訓練，情蒐於現代

競技運動環境中已扮演著影響勝負之重要關鍵角色。 

八、教練團隊專業分工： 

    教練之遴選方式及遴選時點，將是左右參賽勝負之關鍵因素，對於教練之進退

場機制，以及未來教練總決選時間應作整體之規劃。國際性綜合賽會計有奧林匹克

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世界大學運動會等運動賽會，各協（總）會應依該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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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組成教練團隊，為週期之國際性綜合賽會指導與訓練運動選手，有關教練相

關資格與權利及義務詳如第柒點。 

肆、培訓執行規劃： 

一、培訓期程：自2018雅加達亞運結束日起至2020東京奧運結束日止，分三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自2018雅加達亞運結束日起至各項目取得參賽資格日止。 

（二）第二階段：自各運動種類（項目）取得參賽資格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 

（三）第三階段（總集訓）：自2020年3月1日起，取得參賽資格者即參加總集訓至東

京奧運結束日止。 

二、培訓標準： 

（一）第一類（田徑、游泳）：國際奧會與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制訂參賽標準或2018雅

加達亞運會個人項目前6名成績者。 

（二）第二類（不含田徑、游泳、籃球、手球、曲棍球、足球、排球、橄欖球及棒壘球）：

凡成績符合 2016里約奧運會成績前 8名、2018雅加達亞運會、最近一屆世界大

學運動會、世界、亞洲錦標賽（盃）前3名者及世界排名100名（以桌球、羽球

為限）內之選手。 

 （三）第三類（籃球、手球、曲棍球、足球、排球、橄欖球及棒壘球）：2018雅加達亞

運會、最近一屆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亞洲錦標賽（盃）前4名者。 

 （四）具有爭取2019年及2021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具潛力運動選手或經評估（客觀數

據）具有取得 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及網球與高爾夫之職業選手等，

則以專案評估審核辦理。 

三、培訓原則： 

 （一）第一類：以協（總）會自2018雅加達亞運會起舉辦之全國性錦標賽或奉准參加

之國際性比賽（含邀請賽）所創成績為依據，其成績達到標準之選手為培訓對

象。 

  （二）第二類：由協（總）會擬定選拔辦法，遴選最優選手參加培訓。除經專案申請通



 5 

過之重點運動種類外，其培訓人數團體競賽項目以最大報名選手數乘以1.5倍為

培訓人數，個人項目以最大報名選手數之3倍為培訓人數。 

 （三）第三類：由協（總）會擬定選拔辦法，遴選最優選手參加培訓。其培訓人數以最

大報名選手數乘以1.5倍為培訓人數。 

 （四）具有爭取2019年及2021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奪牌之具潛力運動選手或經評估（客

觀數據）具有取得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格機會之選手，及網球及高爾夫之職業

選手，則由協（總）會研提選手成績評估書面資料，經訓輔小組審議通過，得以

專案方式據以培訓。 

 （五）培訓教練人數依核定培訓選手人數而定（以4名選手1名教練為原則）。 

 （六）如有特殊情況者，得以專案方式申請增加培訓人數（教練、選手），並按培訓階

段依序減少。 

 （七）凡未符合第一階段培訓標準之項目或選手，協（總）會得以專案方式提出詳細培

訓計畫（含效益評估報告），送國訓中心提報訓輔小組審核後儲訓。 

四、培訓措施： 

（一）奪金運動種類：各該運動種類經評估具有2020東京奧運奪金實力者，各該運動種

類之選手，由計畫內各專案小組以團隊方式支援各該運動種類選手，並依教練團

評估、規劃，從飲食管理、體重控制，直至訓練、比賽，以個別選手量級量身訂

定培訓計畫，由協（總）會研提培訓計畫送訓輔小組以專案方式審議辦理。 

      （二）奪牌運動種類：各該運動種類經評估具有2020東京奧運奪牌實力者，該運動種

類之選手，由計畫內各專案小組以團隊方式支援該運動種類選手，並依教練團規

劃，以策略性方式規劃選手培訓計畫，由協（總）會研提培訓計畫送訓輔小組以

專案方式審議辦理。 

 （三）取得參賽資格運動種類：除上開經評估奪金及奪牌之運動種類外，由協（總）會

依取得參賽資格之相關規定，研提培訓計畫送訓輔小組審議通過後，據以培訓選

手爭取積分或排名，以取得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爭取最佳比賽成績為目標。 



 6 

 （四）協（總）會若有下列之任一情事者，則由國訓中心以專案辦理，協（總）會應

配合相關培訓參賽事宜，並依第拾參點規定辦理。 

    1.協（總）會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提報培訓計畫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者。 

    2.培訓計畫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未能配合政策或依規定程序送訓輔小組審議者。 

    3.協（總）會未依審議通過後之培訓計畫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配合執行、考核者。 

 （五）訓輔小組審定協（總）會相關培訓計畫，並督導教練、訓練員、外籍教練之遴聘

作業；有關培訓選手、儲訓選手、參賽教練、選手名單及其他選拔、培訓、移訓、

參賽、輔導、督訓等事宜，應依相關規定據以辦理。 

伍、工作分工： 

一、教育部體育署： 

（一）籌組訓輔小組，並核備2020東京奧運組團計畫（含代表團隊職員名單及經費明細）

及代表團經費支用原則、課業輔導、2020東京奧運之培訓教練及選手輔導管理要

點、督導運動科學及醫護等輔助小組、2020東京奧運培訓工作時程表及行事曆與

工作進度、專案小組組織簡則與名單等，應專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二）輔導協（總）會研擬培訓選手參賽實施計畫、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等規劃事宜。 

（三）培訓及參賽期間，督導相關單位執行業務。 

（四）作為協（總）會、專項輔導委員、教練及選手等之溝通及協調橋樑。 

（五）執行培訓工作績優之團體或個人，由國訓中心統籌彙整相關資料報本署轉所屬服

務機關辦理敘獎。 

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接受教育部體育署委請或補助辦理下列各項事務。 

（一）負責輔導、考核及支援培訓等行政工作。 

（二）協助支援計畫內各專案小組（專案小組組織簡則與名單）及專案計畫（含國訓中

心競強會執行黃金計畫專案客製化支援菁英選手培訓及參賽相關事宜）等辦理相

關行政執行事宜。 

（三）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全國性體育團體聘用國際級教練作業要點」及「運



 7 

動團隊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實施賽前國內外移地訓練輔導要點」之規定，協

助協（總）會辦理延聘國際級教練及國內、外移地訓練工作。 

（四）辦理各階段培訓之課業輔導事宜，未如預期獲得參賽資格者，得配合學期時程，

賡續辦理至該學期結束止，並規劃持續訓練事宜。 

（五）訂定2020東京奧運之培訓教練及選手輔導管理要點。 

（六）依培訓階段訂定2020東京奧運培訓工作時程表及行事曆，以掌控工作進度。 

（七）籌組運動科學及醫護等輔助小組。 

三、協（總）會： 

（一）設置2020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辦理選手教練遴選、培訓等相關事宜。 

（二）協（總）會應主動會同專項訓輔委員、運動科學小組成員、協（總）會選訓小組

及教練依近一年各項相關國際賽成績逕行評估，並依其評估結果，擬訂培訓選手

參賽實施計畫（如附件一）及參加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教

練、選手遴選辦法（如附件二）等參賽選拔、訓練（含移地訓練）與相關行政支

援，並列入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三）協助教練團辦理情蒐事宜，提供訓練與比賽參考。 

（四）培訓工作開始前，提供所屬培訓教練（含總教練、教練、訓練員）、選手（含培訓

選手、儲訓選手及陪練選手）及專項訓練指導人員等電腦檔案資料（含個人基本

資料及健康、體能、技術、心智、品德等資料），送國訓中心建檔，以備查考。 

（五）經核定之培訓教練、選手及專項訓練指導人員，若有兵役、學業、職業等問題者，

應於培訓開始實施一個月前彙整資料，送國訓中心辦理。 

（六）應聘專責專業人員，健全內部組織及職掌分工，並遴選專人擔任計畫窗口。 

四、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一）彙整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訊，並隨時提供教育部體育署、國訓中心及協（總）會 

      參考。 

（二）蒐集協（總）會參加國際賽會及其他賽會之成績資訊，供國訓中心轉教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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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2020東京奧運組團計畫及代表團經費支用原則。 

（四）訂定協（總）會、教練及選手參賽協議書，以規範遵守相關參賽規定，並於姓名

報名作業前一個月簽訂完成，否則不予報名。參賽期間，違背協議之單位、人員，

應負賠償之責。 

陸、管理與考核 

一、教練： 

（一）由協（總）會研提參加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並就培（儲）訓中預定達到之階段成績目標，訂定檢核點，並依其達成

之成效據以考核。 

（二）教練團應擬訂訓練計畫及各階段培訓預期成績目標（以具體數據顯示），經列管考

核凡未依訓練計畫施訓及未達到預期目標者，經訓輔小組決議，得終止其教練資

格。 

（三）教練團以專職培訓工作為原則，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及不適當行為之事實者，

經專項訓輔委員及國訓中心查核屬實者，即取消教練資格並解聘。 

二、選手：  

（一）由協（總）會研提參加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並就培（儲）訓各階段預定達到之成績目標及取得參賽資格情形，訂定

檢核點，並依其達成之成效據以考核。 

（二）培訓隊選手須接受教練指導並依據訓練計畫施訓，日常生活作息接受國訓中心輔

導，倘於培訓期間有態度不佳及行為不良之事實者，經教練及國訓中心查核屬實

者，即取消培訓資格。 

（三）培訓期程中，選手因治療或其他因素需服用藥物者，應向國訓中心駐診醫師諮詢

並經同意，若有違規用藥情事或迴避檢查者，即予取消培訓或參賽資格，其指導

教練併同取消資格。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國訓中心為教育及宣導運動選手正確

用藥，得不定期實施用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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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重視運動選手健康及提升訓練效益，選手應接受國訓中心檢測及健康檢查，如

經醫師檢查認定不適合繼續培訓或迴避檢查者，即應中止培訓或取消參賽資格。 

柒、資格與權利及義務： 

一、教練：本計畫所稱之教練係指經教育部體育署審查核定之奧運培訓隊教練。 

（一）依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培訓教練費用支給要點規定或依聘約薪資支給，

教練應取得A級教練證照（國家級教練資格）；訓練員應具有各該運動特殊專長。

惟以專案審核通過者不在此限。 

（二）培（儲）訓隊教練應依訓練階段詳擬大、小週期及每日訓練計畫（或季、月、周、

日訓練計畫），並依計畫施訓，以指導選手爭取奧運最佳競賽成績為目標，並肩負

比賽成敗之責，及接受國訓中心監督及管理。 

（三）總教練：  

   1.應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具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A級教練證照者。 

（2）應具經資歷豐富，且國際賽事經驗之教練。 

   2.總教練之遴選及任期： 

（1）應經各協（總）會之選訓小組審核通過。 

（2）送國訓中心再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者。 

（3）總教練之任期最少一年，以奧運期程為準。 

（4）團體運動種類之遴選方式：由各協（總）會選訓小組會議遴選出總教練，教練

團由總教練提出經選訓小組同意任命之。 

（四）個人運動種類之教練遴選：由總教練(由協【總】會推薦或教育部體育署遴選)依

據奪牌考量進行建議，提至協（總）會選訓小組審議通過，再送訓輔小組審議通

過後聘任之。 

（五）外籍教練：為提升選手競技成績，應視國際情勢及我國發展現況，以專案方式聘

請優秀外籍教練進駐培訓隊，以指導我國選手突破競技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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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練（團）退場機制：未達計畫預定目標者，應於賽會結束一個月內提出具體檢

討報告，並負全責總辭或改選。 

二、選手：本計畫所稱之選手係指符合培（儲、陪）訓原則之選手。 

（一）依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培訓選手補助要點規定，對於符合培（儲、陪）

訓原則之選手，支給培（儲、陪）訓選手零用金及生活津貼（限培訓選手未就學、

未就業者）。 

（二）培（儲、陪）訓隊選手應接受教練訓練指導，以爭取奧運最佳競賽成績為目標，

及接受國訓中心生活管理。 

三、為提升教練及選手之訓練績效，教育部體育署得視實際培訓需求，訂定教練、選手

權利及義務規範與注意事項。 

捌、計畫審核： 

       協（總）會應主動會同專項訓輔委員、運動科學小組成員、協（總）會選訓

小組及教練依近一年各項相關國際賽成績自行評估，並依自評結果，擬訂培訓選

手參賽實施計畫（如附件一），及檢齊相關資料，送國訓中心彙整後，提送訓輔小

組審定後據以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籌組方式： 

一、為求公平、公正、公開遴選優秀教練及選手，協（總）會應依教育部體育署所訂

頒之「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辦理，擬訂教練、

選手遴選辦法（如附件二），並於遴選辦法審議通過後，再薦送符合國家級教練

資格者經由協（總）會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訓中心彙整，提訓輔小組審定後聘

任及施訓。為避免影響協（總）會會務正常運作，有關協（總）會秘書長以上人

員，不得擔任教練工作。 

二、協（總）會於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執行期間，如有爭議之情事，協（總）會就國民

體育法第37條所定私法爭議，應同意依仲裁法所定之合意仲裁條款辦理。 



 11 

三、協（總）會可自行評估各階段培訓實際需要，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全國

性體育團體聘用國際級教練作業要點」遴聘外籍教練協助教練團訓練工作，並協

助遴選選手參與培（儲）訓，惟協（總）會需確認所遴聘外籍教練所指導之奪牌

選手及其學歷等之真實性，並經協（總）會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訓中心彙整，

提訓輔小組審定後聘任之。 

四、教練（團）依訓練情形、培訓或參賽實際需求，依規定程序調訓選手，其名單應

提送協（總）會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訓中心彙整後，提訓輔小組審定後調訓。 

五、協（總）會、選手及教練（團）之選、訓、賽、輔相關工作由訓輔小組之專項訓

輔委員輔導之，訓輔小組得視培訓需要派員輔導考核。 

六、國訓中心依培訓階段與考量東京奧運期程，擬訂賽前總集訓實施計畫，提訓輔小

組審定後據以實施。 

拾、培訓支用標準：教練、選手及相關培訓經費補助標準，由國訓中心依據培訓相關規

定辦理。 

拾壹、專案小組與職掌： 

 為落實培訓實際需求，由國訓中心邀請專家及學者等專業人員，成立下列

專案小組支援培訓工作： 

一、運動科學小組：運用運動生物力學、心理、運動生理、營養及體能、禁藥等相關

運動科學專業技術，支援教練及選手訓練與比賽之需。 

二、運動醫學小組：建置運動選手之外科、內科、骨科、復健科、婦科等之醫護網，

並統籌負責選手健康、用藥、運動傷害防治及疲勞消除等醫護事宜。 

拾貳、凡符合國際奧會與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制訂參賽資格者（含邀請席次），由各協

（總）會邀集該會選訓小組及教練依本署所頒之「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

團參賽原則」辦理，並檢齊參賽效益評估資料，送國訓中心彙整後提報訓輔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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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拾參、協（總）會執行2020東京奧運選拔、培訓及參賽業務，倘未依本實施計畫相關規

定執行，或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自事件發生日起一年內，教育部體育署得不受理

協（總）會年度等各項工作計畫經費補助： 

一、未配合執行國家體育政策辦理政府交辦或委辦工作者。 

二、所屬選手一年內被查出二名以上違規使用運動禁藥者。 

三、不遵守參與國內外重大賽會相關規定者。 

四、未能統籌辦理或不配合本計畫相關選拔、培訓及參賽等行政業務執行者。 

拾肆、本實施計畫由教育部體育署編列經費補助辦理，至相關之教練、選手資格及訓練 

      計畫等皆須由訓輔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 

拾伍、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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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協（總）會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賽

實施計畫（範例） 

一、 依據：（計畫依據機關名稱及文號） 

二、 目的：（自擬） 

三、 SWOT分析： 

（一）Strength（優勢） 

（二）Weakness（劣勢） 

（三）Opportunity（機會） 

（四）Threat（威脅） 

四、 訓練計畫： 

（一） 參賽資格取得規定、期限 

（二） 現況實力分析（含最近一屆奧亞運參賽成績） 

（三） 總目標：（本計畫預定達成之最後目標） 

（四） 階段目標：（培（集）訓中預定達到之階段成績） 

1. ○○○邀請賽。（應做參賽之實力評估） 

2. ○○○盃錦標賽。（應做參賽之實力評估） 

3. …………………（應做參賽之實力評估） 

（五） 訓練起迄日期：（自開始培（集）訓至總目標比賽結束檢討後止） 

（六）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以培訓期間之時段作劃分） 

1. 第一階段（爭取資格）：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共○○月（或幾天），

於○○○○訓練。 

2. 第二階段（調整備戰）：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共○○月（或幾天），

於○○○○訓練。  

3. 第三階段（總集訓，奪取佳績）：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共○○月（或

幾天），於○○○○訓練。 

（七） 訓練方式：（採階段培訓或長期培訓） 

（八） 實施要點： 

1. 國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之撰述： 

2. 訓練成效之預估： 

3. 訂定成績檢測標準及選手汰換之辦法。 

五、 督導考核：（協（總）會自行依狀況撰寫，須含各階段檢測時間、地點及檢測成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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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標準） 

六、 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 運科：待援項目檢測實施計畫 

（二） 運動防護：支援防護員或按摩師 

（三） 醫療：復健、健檢、醫療意外保險 

（四） 課業輔導：就讀學校、課程及建議處理方案 

（五） 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六） 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 其他：依實際狀況提出需求 

七、 經費籌措： 

（一） 自籌 

（二） 向有關機關申請 

八、 本計畫經本會2020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送國訓中心彙整，提運動人才

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附教練、選手簡歷冊（含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字號、項目或量級（位置）、就

讀學校科系所年級或服務單位、職稱、單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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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協（總）會參加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 

教練、選手遴選辦法（範例） 

一、依據： 

二、目的： 

三、組織：由本會組成2020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

訓督導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 

（一） 條件： 

（二） 遴選方式： 

五、選手選拔： 

六、附則： 

（一）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選手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送本會紀律委員

會議處。 

（二） 教練、選手之除名須經本會2020年東京奧運會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送

國訓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遴選辦法經本會2020東京奧運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後，送國訓中心彙整，提運

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