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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 
 

99年01月13日 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九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0月17日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02月19日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1月04日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9月18日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運動代表隊組訓】 

第一條 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及團隊精神，特制定國立東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運動代表隊（以下簡稱校隊）組訓之運動項目，由體育諮詢委員會決議後，

陳報  校長核定。 

第三條 校隊選手，由下列方式產生： 

 一、 公開組： 

(一) 運動重點發展項目之績優生。 

(二) 體育與運動科學學系學生。 

二、 一般組：非公開組的其餘學生，均得依本辦法組成校隊參加一般組 。  

第四條  校隊應擇一代表本校參加下列運動比賽： 

一、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承)辦之運動比賽 

二、 教育部主辦之運動比賽。 

三、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賽會及國手選拔賽。 

【第二章 校隊之學習與生活管理】 

第五條 建立校隊學生學科及專項運動術科資料檔案，作為追蹤輔導之參考，並重視學生

之學習生 活，提供課業及生涯輔導，得由教練報請相關單位協助輔導。  

第六條 經教育部辦理「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入學之運動績優

學生，皆 應參加其專項訓練，並依照選課規範修習本校體育相關課程，無故未

參與訓練與比賽者，得由教練報請相關單位協助輔導。  

第七條 校隊隊員應服從教練之指導，遵守團體紀律，否則取消其資格。  

一、 在學期間如違反校規與運動道德，將提報體育諮詢委員會討論。  

二、 校隊代表學校參賽，報名程序 須經體育中心核定後，方得報名。 

三、 對外參加比賽，須辦妥請假手續始得前往。 

第八條 選手如在比賽期間獲獎，當日應主動告知體育中心承辦人，並提供比賽照片，以

利校方彙 整並發送新聞稿。比賽結束後，隊長應於一週內將比賽經過及結果繕寫

書面報告(含照片)，並送交體育中心承辦人。 

【第三章  校隊證明】 

  第九條 校隊隊員在不影響體育正課及訓練，得憑校隊隊員證明進入游泳池及重量訓練室  

          免費使用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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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校隊隊員證明如借給他人使用，經發現並查證屬實時，沒收其證明，並開除其校隊隊 

         員資格。 

 二、 校隊隊員證明使用期限為一學年，如中途退隊，教練應立即主動通知體育中心承辦 

     人，將其證明銷毀。 

【第四章 教練聘任與職責】 

第十條 各校隊之教練經由體育諮詢委員會決議後，簽請 校長核定並聘任之。 

第十一條 本校教練指導費，依訓練日誌（每星期訓練以 3 天為原則），每月核發指導費 5000  

  元（每隊教練以 1 人為限），以資感謝。 

第十二條 校隊教練之職責，除訓練時間須到場指導外，尚須遵守下列規範： 

一、 教練應於選手比賽期間全程參與，不得參與其他事務，以顧及選手安危，確實執行

應盡的任務。 

二、 教練聘任期間，若未符合聘任職責，將提報體育諮詢委員會議處，不得續聘。 

三、 各隊須於每年 10月擬定年度訓練計畫(包含選手基本資料、隊員人數、訓練時間和

地點、預 定參與之賽事等)，繳交體育中心備查。 

四、 訓練日誌須於次月 10 日前(逾期將不受理)繳交體育中心承辦人，以利教練指導費

申請與核銷。 

【第五章 校隊申請】 

第十三條 欲申請成立校隊，至少必須符合下列兩項之規定，並經由體育諮詢委員會議決

議後，陳 報校長核定之。 

一、 亞、奧運之比賽項目。 

二、  獲得全國性比賽一至三名，方可提出申請。比賽人數(個人或團體)，參賽人數為8 

     人(隊)以上。  

三、 連續兩年獲得全國性比賽四至六名。 

【第六章 經費申報核銷】 

 第十四條  經費編列與使用原則 

一、 以每年學校核定之比賽經費，由體育中心作適當分配。  

二、 全國賽(外縣市)、境內距校60公里以上補助選手交通費 ，可以固定格式之印領清冊核 

    銷。比賽餐費每人一日              350元，住宿費每人一日 500元。 

三、 參賽學生之交通費以台鐵自強號和當地公共運輸工具票價編列，需註明起迄地點及  

    日期。  

四、 體育中心就參與全國大專運動會、大專聯賽之校隊，辦理旅遊平安意外險。 

五、 註冊報名費依收據實報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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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運動服裝、球具、器材之經費併年度預算編列。 

    七、 帶隊參賽教練之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國立東華大學教職員工國內 

        因公出差作業要點」辦理，出差費用在單位年度預算下核銷(以體育中心聘任教練為 

        限)。 

【第七章 運動競賽績優學生獎勵】 

第十五條 為鼓勵校隊，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榮獲佳績，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特訂定本

章相關條款。 

第十六條  

一、 獎勵之申請對象為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教育 

部舉辦之大專 運動聯賽或 全國性 錦標賽）之表現優異學生，每年申請以一次

全國性賽事為原則。 

二、 參加奧運、亞運、世大運等國際運動賽事成績破紀錄獎勵金 15000元；參加全國

運動賽事成績破全國紀錄獎勵金 10000 元、破大會紀錄獎勵金 8000 元。 

第十七條 經費來源：由體育中心編列預算支付獎助學金。  

第十八條 獎勵標準如下： 

一、 個人賽(參加人數不足八人，獎金折半，錄取至參賽人數之前二分之一名次)： 

(一) 公開組 

1. 第一名：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 

2. 第二名：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8000 元。 

3. 第三名：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6000 元。 

4. 第四名：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5000 元。 

5. 第五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4000 元。 

6. 第六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3000 元。 

(二) 一般組 

1. 第一名：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8000 元。 

2. 第二名：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5000 元。 

3. 第三名：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4000 元。 

4. 第四名：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3000 元。 

5. 第五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2000 元。 

6. 第六名：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 1000 元。 
 

 

二、 團體賽：(參賽隊數不足八隊，獎金折半，錄取至參賽隊數之前二分之一名次）： 

(一) 公開第一級 

1. 第一名：每人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20000 元。 

2. 第二名：每人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8000 元。 

3. 第三名：每人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5000 元。 

4. 第四名：每人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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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8000 元。 

           6. 第六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6000 元。 

(二) 一般組 

1. 第一名：每人大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20000 元。 

2. 第二名：每人小功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8000 元。 

3. 第三名：每人小功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5000 元。 

4. 第四名：每人嘉獎兩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10000 元。 

5. 第五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8000 元。 

6. 第六名：每人嘉獎乙次，並頒發獎助學金每隊 6000 元。 

【第八章 運動傷害防制輔導】 

第十九條 學生身上隨時備有全隊運動員家庭緊急聯絡電話，急救、送醫聯絡電話、地址、

負責人員資料。 

第二十條 訓練設施、器材等要有正確的使用方法，訓練動作須有安全防護措施，訓練

前更應有暖 身運動，以降低運動傷害事件的發生。 

第二十一條  教練要了解訓練特性，隨時充實該項運動的常識、規則與法令等相關資 

               訊，以利訓練所需，防止選手造成傷害。 

第二十二條 選手必須遵從教練指示與遵守競賽規則，訓練中避免過度疲勞引起事故， 

並且戴上 必要的防護用具。 

第二十三條 教練在考慮選手體能、技能程度與身心狀態後，循序漸進加重訓練要求，

並且掌控整個訓練動態，除衛保組了解選手各項疾病外，更應於訓練活動

中用心觀察每位選 手的身體狀況，同時紀錄於個人訓練檔案中(含傷害時

間、部位、種類及處理過程)。 

第二十四條 薦請教練參與紅十字或其它專業機構所舉辦的急救訓練課程，取得人工

心肺復甦術 證照，並且學習不同的運動傷害知識與處理方法，以給予傷

者最佳的治療，也鼓勵 選手參與各項急救訓練。 

【第九章  校隊評鑑】  

第二十五條 為輔導校隊健全發展，提高校隊水準，訂定本校校隊評鑑機制，相關規定 

               另訂之。 
 

【第十章 施行與修改】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