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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2 月  



 

一、 目的 

 

於 2019年 6月底接任國際聽障體育總會（以下簡稱 ICSD）代

理主席一職之後，須遵守 ICSD章程及相關法規執行相關業務，善

盡擔任國際組織職務應盡之責任與義務，再者提名參加主席的選

舉，期待更深化我國在國際聽障體壇之影響力，彰顯我國聽障運動

整體實力。 

 

二、 活動行程摘要 

 

日期 事由 地點 備註 

12/03（二） 赴瑞士洛桑  
12/04（三） 

抵達瑞士 

12/04（三）～ 

12/05（四） 

督導 ICSD秘書處會務 

行政作業 

瑞士 

洛桑 
 

12/06（五）～ 

12/23（一） 

主持 ICSD執行委員會 

會議暨 2019年冬季聽障

奧運會籌備及辦理作業

以及主持會員大會 

義大利

米蘭、

瓦爾泰

利納 

12/06（五）從

瑞士洛桑搭火車

至義大利米蘭 

12/23（一）～

12/24（二） 

督導 ICSD秘書處會務 

行政作業 
  

12/25（三） 啟程返國 
瑞士 

洛桑 

12/26（四）抵

臺 

 



 

三、 秘書處會務摘要 

 

1、 會計相關業務 

（一） 由於位於美國的銀行帳號正在轉移至位於瑞士洛桑的銀

行帳號，另行會計師所查核的 2018年度財務報告已於

10月 15日呈報至國際奧委會(IOC)。目前仍等候 IOC的

正式回覆。 

（二） 再者，位於美國的銀行帳戶仍有少數資金，經執行委員

們的決議之後，預計於今年底將所有資金轉移完畢。 

2、 與 IOC之間的溝通情況 

（一） IOC持續表達關注改革的進度，尤其是組織章程的部

份，需遵照 IOC所擬定的「Basic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of the Olympic and Sports Movement」

將選手委員、倫理等一併列入組織章程。秘書處均定期

呈報進度。 

（二） 已將主席選舉的結果呈報至 IOC。 

3、 2019年義大利冬季聽奧會的籌備與執行現況 

（一） 義大利冬季聽障奧運會已各別於 12月 12日開幕和於 12

月 21日閉幕。 

（二） 由於競賽場地分散於三大城鎮，秘書處均已分配其人力

及職責，以求之間的資訊之同步性。 

（三） 雪板之下的 5項競賽項目，之中二項因天氣因素而緊急

更換場地。 

（四） 已於 12月 22日與義大利冬季聽奧籌備處召開檢討會

議，其重要議題如下： 



 

1、 在賽前和賽中與各國的溝通方式與內容之改進。 

2、 少數競賽項目由於場地限制未能夠提供即時成績，只能

在賽後提供紙本成績，引起少數國家的抱怨並要求下屆

賽會改進此部份。 

3、 彙整各項競賽種類的申訴書並撰寫其申訴結果。 

4、 指導義大利冬季聽奧籌備處關於總結報告的部份，尤其

是財務的部份。 



 

四、 2019年 ICSD會員大會議程 

 

 



 

五、 會員大會重點摘要 

 

1、 改革相關議題 

（一） 改革委員會代表出席並說明如下： 

1、 依據「Basic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of 

the Olympic and Sports Movement」內所定義的「Conflict 

of Interest」進行其詳細說明。 

2、 說明十大改革要點以及預計完成的時程表。 

（二） 各會員國代表表達組織章程的草稿仍有需要修改的部份 

2、 各會員國提案 

（一） 已於 8月 8日受理 49件提案。 

（二） 依據現有的組織章程，會員國須於 4月 1日前完成今年

度會員費的付款作業，方可享有提案、投票等的權利。 

（三） 依據第二點的部份，唯有 16件提案是正式受理，33件

提案不被受理。 

（四） 已於會員大會討論完畢，秘書處近期將彙整所受理的提

案之結果及會議紀錄。 

（五） 五人制足球正式列入冬季聽奧的競賽項目之一。 

（六） 所被會員大會核准的提案則是即時生效並執行。 

3、 夏冬季聽障奧運、世界錦標賽的申辦與執行現況 

（一） 2021年夏季聽障奧運 

1、 投票決議由巴西主辦，惟有主辦城市需要待確認，目前

已知有 2個城市表達主辦的意願，各別為巴西利亞與南

卡希亞斯。 

（二） 2023年冬季聽障奧運 



 

1、 已有 1個國家表達主辦的意願，目前因五人制足球正式

列入冬季聽奧的競賽種類之一，需要跟中央政府商討其

相關規劃，因此無法公佈主辦國家的名稱。 

（三） 2025年夏季聽障奧運 

1、 由日本聽障運動協會提供申辦進度報告，其重點是此申

辦案件已於 2018年正式經過日本聽障運動協會的會員大

會之核准並進行。 

2、 場地規畫暫時傾向 2020年東京奧運場地為主。 

（四） 2027年冬季聽障奧運 

1、 在會員大會的期間，現場陸續有國家表達其主辦意願。 

4、 夏季青年聽障奧運的現況 

（一） 商討夏季青年聽障奧運的主辦年份，德國詢問可否改到

2024年，以衍接 ICSD 的百年紀念系列活動。若會員大

會允許的話，德國將於今年底向中央政府提出其預算等

計畫。 

（二） 執行委員會將商討其可能性。 

5、 其他重大事項 

（一） 2014-2018年財務報告均已經過 IOC所推薦的會計事務

所進行其審查並提交予會員大會。但，會員大會認為仍

不足夠，要求其詳細審查。 

（二） 會員大會有要求於 2020年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其議程重

點如下： 

1、 完成 2014-2018年財務報告的詳細審查。 

2、 完成版改革內容如組織章程等。



 

六、 選舉過程重點摘要 

 

ICSD執行委員會於 6月底正式授權陳康為代理主席，隨後即宣

佈主席的補選等作業，提名參選的截止日期為 9月 9日。同時因

「利益衝突」的理由而立刻解除法律委員會的委員們之資格並公開

聘請新委員。 

9月 9日所受理的參選人即有 5名，其中 4位是透過國家聽障運

動總會的提名，其餘 1位是獨立提名參選。但，因於法律委員會仍

有空缺而無法進行審查作業直到會員大會的前幾天，聘請到 Robert 

Mather為法律委員會主席。 

經審查之後，注意到 ICSD 執行委員會於 6月底宣佈補選等作業

已漏失宣佈暫時停止執行以下的條文如下： 

9.1.7.6.1 be submitted in writing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ICSD not 

less than four (4) months (unless waiv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its absolute discretion) before the month in which Congress is due to meet 

and 

凡是提名參選，務必於會員大會召開的 4個月前完成提名，因

此所有參選人已經不符合以上條文而喪失參選資格。此時，比利時

臨時提出新提案，其提案內容均是維持我的職位直到 2021年，可是

這不符合正常程序。 

Robert Mather則在會員大會建議請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暫時執行

與選舉相關的條文，會員大會則投票通過。然而，再請會員國投票

決定其參選人名額數量，比利時提出 1位名額並亦已經過會員大會

的同意。最終，請比利時提案指名，比利時則指名陳康為參選人，

陳康接受其指名而已通過會員大會的同意。 

進行投票之前，請陳康進旁邊的小房間等候投票結果。投票結



 

果是 48張有效票，各別為 37張支持票及 11張反對票，結果是已過

半，陳康則當選 2019-2021年主席。



 

七、 照片集 

 

 
主持冬季聽奧技術長的賽前會議 

 
冬季聽奧籌備處的辦公室 

 
附近路邊的歡迎布條 

 
會員大會的歡迎布幕 

 
陳康主持會員大會 

 
當選時與各國代表的合照 



 

 
陳康於開幕式宣佈開幕。 

 
與日本前参議院議員薬師寺道代的合

照 

 
與挪威聽障運動協會的委員之合照 

 
監督越野滑雪的技術會議 

 
監督高山滑雪的技術會 

 
監督單板滑雪的技術會議 



 

 
接受媒體採訪的現況 

 
頒獎現況 

 
與大會主席和吉祥物的合照 

 
高山滑雪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