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105 年聽障運動裁判研習會實施計畫書 
教育部體育署臺體署全(二)字第 1050013794 號書函核定 

一、 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05 年 5 月 30 日臺體署全(二)字第 1050013794

號書函。 

二、 目的： 

(一) 提供聽障績優運動選手轉型及服務的機會，俾利透過投入

各級聽障運動競賽執法的機會，使參賽經驗能夠傳承不

輟，從而提升聽障運動競技水準，並激發下一代聽障選手

見賢思齊的意識。 

(二) 提供有志從事聽障運動裁判服務工作之社會人士學習及

取得資格的機會，擴大聽障運動裁判的來源並提升品質。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五、 研習種類：籃球、桌球、羽球(各 30 名為限) 

六、 研習日期： 

(一) 籃球：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星期五至日) 

(二) 桌球： 10 月 14 日至 16 日(星期五至日) 

(三) 羽球： 10 月 21 日至 23 日(星期五至日) 

七、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實習大樓視聽教室(臺北市重慶北

路 3段 320號) 

八、 報名條件及授證方式 

(一) 凡年滿 20 歲之聽障運動選手及有志投入聽障運動競賽裁

判服務工作之社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 

(二) 報名日期及方式： 



(1) 籃球報名自即日起至 9 月 20 日(星期二)17 時止。 

(2) 桌球報名自即日起至 10 月 4 日(星期二)17 時止。 

(3) 羽球報名自即日起至 10 月 11 日(星期二)17 時止。 

(三) 填寫報名表格，檢附每運動種類報名費各新臺幣 2,000 元

整(報名費使用於支付手語翻譯費、實務操作場地費、教

學材料費、ㄒ恤等)，親送或掛號郵寄臺北市大同區昌吉

街 55 號 2 樓 214 室-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收。以

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四)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低收入戶證明者免收報名費，惟需繳

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整，於完成全部課程後無息退還。 

(五) 每梯次運動種類研習學員以 30名為限，若報名截止日前

額滿，即停止受理報名。 

(六) 凡完成全部課程，結業測驗成績 80 分以上，且無缺課一

節或遲到早退二次以上情事者，授予專項 C 級裁判證。

並優先聘請於本會主辦之各級競賽擔任裁判工作。 

(七) 持有本會核發之專項 C 級裁判證者，如曾連續 2年於本

會辦理之全國性聯賽、錦標賽或選拔賽中執法且未遭申訴

及重大失誤情節者。參加本會辦理之裁判研習會無一缺課

並於結業測驗達 90 分者，核發專項 B 級裁判證。請於報

名時檢附相關資料與證件。 

(八) 測驗及格者於結業時繳交2吋半身照片1張及裁判證工本

費 200 元整(含掛號郵資)。 

(九) 如報名截止日後之報名人數未達 8（含）人以上者，則取

消該項研習會之辦理，並由本會公告後生效，已完成報名

程序之學員將退還報名費或保證金。 



(十) 如經報名完成而未到課者，本會得於扣除已支出之行政作

業相關費用後辦理退費。 

九、 課程內容 

(一) 籃球 

時間/日期 9 月 30 日(五) 10 月 1 日(六) 10 月 2 日(日) 

08:30-10:00 

始業式 
籃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 

與執行程序 
聽障運動 

發展趨勢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裁判職責 
籃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與 

執行程序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籃球最新 

規則解析 

籃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學科測驗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籃球最新 

規則解析 

籃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體能測驗 

 

(二) 桌球 

時間/日期 10 月 14 日(五) 10 月 15 日(六) 10 月 16 日(日) 

08:30-10:00 

始業式 
桌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 

與執行程序 
聽障運動 

發展趨勢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裁判職責 
桌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 

與執行程序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桌球最新 

規則解析 

桌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學科測驗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桌球最新 

規則解析 

桌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裁判技術 

實務測驗 



(三) 羽球 

時間/日期 10 月 21 日(五) 10 月 22 日(六) 10 月 23 日(日) 

08:30-10:00 

始業式 
羽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 

與執行程序 
聽障運動 

發展趨勢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裁判職責 
羽球競賽 

規程解析 

裁判技術 

與執行程序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羽球最新 

規則解析 

羽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學科測驗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羽球最新 

規則解析 

羽球競賽實務

及紀錄方法 

裁判技術 

實務測驗 

十、 學員報名後得由本會向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辦理公假登記，惟

未完成全部研習課程者，本會將主動函告前述單位。 

十一、 本活動由本會為全體學員投保 100萬元額度之團體平安險。 

十二、 本實施計畫書經陳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