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參加 2013 年第 22 屆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參賽實施計畫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01年 12月 19日體委全字第 1010045723 號函核定 

壹、計畫依據： 

依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頒布之「我國參加國

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及國際聽障運動總會（ICSD）

之「2013 年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s，國人

慣稱聽障奧運會）參賽邀請函」辦理。 

貳、背景說明： 

一、我國自 1993 年首度組團參加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未獲任何成

績。1997 年首獲 1 銀 1 銅，開啟我國參加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的奪牌歷史；時至 2001 年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我國獲得 1 金

1 銀 2 銅，首登大會獎牌榜第 24 名；2005 年獲得 9 金 4 銀 3

銅，躍升大會獎牌榜第 5 名；2009 由我國臺北市主辦，計有

81 國參加，我國代表團奪下 11 金 11 銀 11 銅，維持世界排名

第 5 名之成績，當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更獲時任國際聽障運

動總會（ICSD）主席 Donalda Ammons 盛讚為：「後人難以

超越的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原訂接辦第 22 屆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的希臘雅典因遭逢歐洲債務風暴，無力承辦是項賽會，

遂於 2011 年宣佈放棄主辦權，由保加利亞‧索菲亞接辦。 

二、舉辦屆次：第 22 屆。 

三、舉辦日期：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4 日。 

四、舉辦地點：保加利亞．索菲亞（Sofia, Bulgaria）。 

五、預估參賽國：約 80 國（會員國 108 國）。 



六、舉辦種類：田徑、羽球、籃球、保齡球、自由車（公路賽）、

足球、手球、柔道、跆拳道、空手道、定向越野、射擊、游泳、

桌球、排球、沙灘排球及角力（自由式與羅馬式）共 18 項運

動種類。 

七、有關報名相關罰則： 

（一）團體競賽種類報名後退賽，每隊罰款 5,000 元美金。 

（二）個人競賽種類退賽，每人罰款 20 元美金（提具醫療證明 

者可免罰）。 

八、報名作業： 

（一）初次人數報名：2012 年 12 月 21 日止。 

（二）最後報名截止日期：2013 年 6 月 26 日。 

參、我國規劃擬參賽種類：共計 12 種，依我國競技實力分為以下 2

類： 

一、重點運動種類：射擊、羽球、桌球、保齡球、網球、跆拳道與

空手道。 

二、強化運動種類：田徑、游泳、籃球、定向越野與自由車（公路

賽）。 

肆、計畫目標：  

一、爭取 6 面以上金牌。 

二、爭取列大會總獎牌榜前 10 名。 

伍、參賽標準規定： 

（一）團體項目需取得各地區規定之參賽資格。我國男子籃球

代表隊甫獲 2012 年首爾第 7 屆亞太聽障運動會金牌，以

亞太區第 1 名獲得參賽資格。 



（二）國際聽障運動總會（ICSD）設有客觀參賽標準之運動種

類（田徑、游泳、射擊），至少需達該標準，且符合我

國參與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以精英選手參賽為原則所訂定

之參賽標準，始取得參賽資格，各運動種類之參賽標準

詳如附表。 

（三）其他未設參賽規定之運動種類（籃球、羽球、桌球、保

齡球、網球、跆拳道、空手道、自由車、定向越野），

以該運動種類在 2009 至 2012 年間，聽障奧運會或世界

聽障單項錦標賽，選手於賽事排名前 6 名成績為參賽名

額之依據。 

（四）各運動種類選手成績，未達世界聽障單項錦標賽排名前

6 名者，如於 2012 年間獲亞太區正式綜合賽會金牌，得

經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選訓

小組會議通過，以獲金牌數之相同名額參賽，並提報行

政院體委會訓輔會議核定後實施。 

陸、計畫期程：本計畫自頒布日起至索菲亞聽障奧運結束日止，分四

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初選（遴選培訓選手及教練） 

依本會頒布選拔日期辦理。 

（初選結束至第一階段培訓前，入選選手應自行持續加強訓練） 

二、第二階段：培訓 

各運動種類獲遴選之培訓教練（團）提出培訓計畫，經本會選

訓小組審議通過，陳報體委會核備後據此實施。 

（採各代表隊分站實施，本階段訓練完成後舉行決選選拔）。 

 



三、第三階段：總集訓 

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9 日止。 

四、第四階段：參賽 

自 2013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4 日止。 

柒、代表隊選手選拔與教練遴選： 

依據體委會「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

擬定「我國參加 2013 年第 22 屆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選手選拔及教練遴選辦法總則」據以辦理，以公平、公正、公

開方式辦理各單項運動種類選手選拔及教練遴選。 

捌、培（集）訓原則： 

依本會所定之「我國參加 2013 年第 22 屆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

克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培（集）訓實施計畫」實施。 

玖、經費支用標準及預算： 

一、培訓及總集訓：依體委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培

訓教練費用支給要點」、「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培

訓選手補助費用支給要點」、「輔導各運動團體參加綜合性

賽會實施賽前國內、外移地訓練要點」，據實編列預算陳報

體委會核定後據以辦理。 

二、培（集）訓所需訓練設備、訓練器材、職業輔導、課業輔導、

運科支援、運動傷害防護支援、醫療支援與運動禁藥管制等

相關所需經費，由聽障體協另依實際需要以專案陳報體委會

核定，據以辦理。 

拾、專案小組與職掌： 

為落實培（集）訓實際需求，由本會邀請專家及學者等專業人

員，成立下列專案委員會支援培（集）訓與參賽工作： 



一、選訓小組： 

審議各單項運動種類之選拔辦法、培（集）訓計畫、教練遴

選辦法、培（集）訓及參賽名單、督導考核、獎勵懲戒、成

績審核等相關事宜。 

二、醫學小組： 

建置運動選手醫護網，統籌選手健康、用藥、運動傷害預防

及治療與疲勞消除等醫護事宜。 

拾壹、督導考核： 

本會選訓小組於培（集）訓期間辦理下列事項： 

一、 培（集）訓期程中，選手因治療或其他因素須服用藥物者，

應向聽障體協醫學小組醫師諮詢並經同意。中華奧林匹克委

員會為教育及宣導運動選手正確用藥，得不定期實施用藥檢

測。培（集）訓選手若有違規用藥情事或迴避檢查者，得由

聽障體協召開選訓小組會議，依據「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

動協會培（集）訓隊教練、選手管理辦法」予以懲處，若其

指導教練涉及該違規事件者，併同實施懲處。 

二、為重視運動選手健康及提升訓練效益，選手應接受聽障體協

醫學小組檢測，如醫師檢查認定不適合繼續集訓或迴避檢查

者，即提交選訓小組會議審議。 

三、教練團以專職培（集）訓工作為原則，若培（集）訓期間有

工作不適任之事實，經選訓委員查核屬實者，提交選訓小組

討論是否續任教練工作或處以相關懲處措施。 

拾貳、分工與任務： 

一、體委會： 



（一）指導本會研擬培（集）訓與參賽實施計畫、各單項運動

種類選拔辦法、教練遴選辦法、組團實施計畫等相關事

宜。 

（二）培（集）訓與參賽期間，督導本會各項業務之執行。 

（三）依實際需要補助培（集）訓相關場地修繕、設備器材購

置、教練選手待遇及其他督導、輔導所需經費。 

二、本會： 

（一）研訂「我國參加 2013 年第 22 屆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克

運動會組團實施計畫」、「我國參加 2013 年索菲亞第 22

屆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培（集）訓實施計畫」、

「我國參加 2013年索菲亞第 22屆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暨教練遴選辦法總則」、「我國參加

2013 年索菲亞第 22 屆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個運動種類

代表隊選拔辦法」、代表團經費支用原則及預算、課業輔

導辦法、「我國參加 2013 年第 22 屆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

克運動會集訓選手與教練輔導管理要點」、製作集訓工作

時程表及行事曆與掌握工作進度，專案陳報體委會核定後

實施。 

（二）辦理培（集）訓階段之課業輔導事宜，協調培（集）訓

所需之場地設備。 

（三）籌組醫學小組。 

（四）設置選訓小組。 

（五）建立培（集）訓選手與教練、專項運動訓練指導人員、

運動傷害防護員等檔案資料，以備查考。 



（六）經核定之培（集）訓選手、教練與專項運動訓練指導人

員，若逢兵役、課業及職業問題等，由本會彙整後，於

培（集）訓實施前報請體委會辦理。 

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一）協助提供禁藥資訊予選手及教練。 

（二）協助辦理運動禁藥管制之教育與宣導予教練及選手。 

（三）協助辦理培（集）訓選手之運動禁藥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