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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隊選⼿手組隊辦法 

為積極準備參參加國際賽事，選拔優秀選⼿手，代表參參加比賽，爭取最佳成績，為國爭光，以

提升我隊袋棍球⽔水準及其國際地位，特訂定本辦法。 

參參加資格 

1. 選⼿手必須具有本年年度有效之中華⺠民國國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2. 選⼿手必須具有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之2019年年會員資格‑ 。 *

3. 選⼿手年年齡限制如下： 

男⼦子代表隊 - 於⺠民國92（2003）年年1⽉月1⽇日前出⽣生； 

U19代表隊 - 於⺠民國90（2001）年年1⽉月1⽇日⾄至92（2003）年年12⽉月31⽇日之間出⽣生。 

組成⽅方式 

1. 凡符合前項資格者，需填送報名表，參參加本會辦理理之「年年度選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遴選選出。 

2. 選拔⽅方式須經選訓委員通過後，檢陳理理事長核准。 

3. 選拔結果將於「年年度選拔」結束後於本會官⽅方網站公告。 

入選選⼿手應遵守下列列規範 

1. 需配合本會辦理理之各項集訓及國際交流賽。 

2. 無法配合參參加前款之集訓計劃或比賽選⼿手，應於集訓及比賽前提送選訓委員會審議請假，選訓委員會得依其資料料審

核。 

3. 確認參參與後，卻隱藏應告知⽽而未告知之義務，或因突發事故⽽而無法依規定參參加前款之集訓計劃或比賽時，選訓委員

會有權取消其代表隊資格，送紀律律委員會議處並需⽀支付原訂活動已執⾏行行及墊付之全額費⽤用（如訂定機票/住宿/參參賽安

排），如協會⽅方另受有其他損害，選⼿手應予賠償。 

4. 本辦法經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 

本辦法⾃自2019年年1⽉月1⽇日⾄至2019年年12⽉月31⽇日實施。 

!  選拔報到時須持有效會員資格（建議選⼿手於2019年年1⽉月1⽇日⾄至1⽉月15⽇日完成入會或續會）。如需申請入會， 請前往網路路會員系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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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年度選拔 

年年度選拔將於1⽉月26⾄至29⽇日舉⾏行行，選出男⼦子代表隊及男⼦子U19代表隊各約30名成員。 

選⼿手可獲得以下資源，以茲⿎鼓勵 

1. 優先參參與本年年度規劃之國際賽事（最終名單將於每次出賽前由選訓委員會作最終決定）。 

2. 代表隊服裝、裝備。 
3. 代表隊集訓資源。 

選拔⽇日期 - 1⽉月26⾄至29⽇日 

1⽉月26⽇日		 報到（21:00） 

1⽉月27⾄至29⽇日	 選拔 

1⽉月29⽇日		 選⼿手會議、名單公佈（12:00-17:00） 

1⽉月29⽇日		 解散（17:30） 

選拔地點 -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教室（報到、選⼿手會議、名單公佈）及操場（選拔）。 

參參加資格 

請參參考P.1《組隊辦法》。 

選⼿手如同時符合兩兩年年齡組別，將按報名時填寫之意願分派並可同時被選進兩兩組別之代表隊。 

住宿交通安排 

請選⼿手因應住宿需求於報名表上選填；18歲或以下外縣市選⼿手必須透過協會安排住宿。 

跨縣市往返台北交通	 ⾃自費安排 

往返球場交通　	 	 ⾃自費安排 

⽤用餐　	 	 	 協會僅提供1⽉月27⾄至29⽇日之中餐，其餘⾃自費安排 

1⽉月26⾄至28⽇日三晚住宿	 ⾃自費安排或付費由協會安排入住台北信義太空艙（新台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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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請於2018年年12⽉月25⽇日前完成填寫報名表。報名表將蒐集個⼈人資料料，有關個資法請參參考報名表內之說明。 

 

線上報名表連結：https://goo.gl/P6QF4e 

請完整填寫線上報名表，並上傳護照資訊⾴頁、銀⾏行行帳⼾戶資訊⾴頁及匯款⽔水單影本，建議選⼿手完成匯款後填寫報名表。 

家長同意書 

1⽉月26⽇日選拔報到當天未滿18歲者需填具P.6《年年度選拔 - 家長同意書》，並於報到時繳回。 

選拔費⽤用 - 新台幣1,000元 

含選拔雙⾯面衣⼀一件、活動期間中餐及個⼈人旅平險保障額度達新台幣340萬元。 

繳費⽅方式  

參參選費⽤用及住宿費⽤用（如適⽤用）需於2018年年12⽉月25⽇日前以匯款⽅方式⼀一次過繳交。報名後將不退費。 

匯款帳⼾戶資訊如下： 

   帳⼾戶抬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統⼀一編號    38620536 

   銀⾏行行名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行 敦北分⾏行行 (822) 

   銀⾏行行帳號    015540341405 

報名成功的選⼿手將會收到通知書並被邀請進入所屬之Line群組（群組將發放選拔⾏行行事曆及各項相關資訊）。 

如需協助，請聯聯絡代表隊負責⼈人。  

報名與繳費截⽌止⽇日期 2018年年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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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年度選拔 -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您好。貴⼦子弟將於2019年年1⽉月26⽇日（六）⾄至1⽉月29⽇日（⼆二），參參與男⼦子袋棍球代表隊年年度選拔，共計4天（詳如下
表），活動地點為臺北醫學⼤大學（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選拔費⽤用 - 新台幣1,000元 

含選拔雙⾯面衣⼀一件、活動期間中餐及個⼈人旅平險保障額度達新台幣340萬元。不含任何住宿交通安排。


住宿交通安排 

集訓期間之往返交通、⽤用餐與外縣市球員住宿已於《2019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總則》P.5《年年度選拔》中
詳細說明，敬請家長同意貴⼦子弟參參加本活動，並協助督促貴⼦子弟遵守團體規範。


活動⽇日程 

家長若若有任何問題，請即與關教練（0965-077-857）聯聯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弟參參加2019年年1⽉月26⽇日（六）⾄至1⽉月29⽇日（⼆二）舉⾏行行之男⼦子袋棍球代表隊年年度選拔。


  本⼈人不同意⼦子弟參參加2019年年1⽉月26⽇日（六）⾄至1⽉月29⽇日（⼆二）舉⾏行行之男⼦子袋棍球代表隊年年度選拔。


選⼿手姓名：


家長簽名或蓋章：	 	 	 家長聯聯絡電話：


本聯聯請於2019年年1⽉月26⽇日選拔報到當天繳回。 

1⽉月26⽇日（六） 1⽉月27（⽇日）⾄至28⽇日（⼀一） 1⽉月29⽇日（⼆二）

2100   	報到集合（暫定） 0800-1100	   選拔訓練

1100-1300	   午休

1300-1600   	選拔訓練

0800-1100	   選拔訓練

1100-1200   	結果公佈

1200-1500   	⾏行行政安排、入選說明

1500-1700   	禁藥課程

1730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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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須知 

本須知針對選⼿手需了了解之權利利與義務作深入講解。選⼿手的⾝身份是對球員努⼒力力的認可，當中

除了了榮譽也包含了了同等重量量的責任。入選後，除需配合訓練及參參賽規劃外，亦需遵守各細

則之要求。確保代表隊能以良好的品格及表現活躍於國際舞台。 

本須知含以下各細則，請入選選⼿手詳細閱讀。 

I. 費⽤用、保證⾦金金及補助⽅方式 

II. 集訓活動及國際賽事標準程序 

III. 代表隊服裝及裝備 

IV. 網絡與媒體使⽤用指引  

V. 退隊申請 

VI. 參參加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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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費⽤用、保證⾦金金及補助⽅方式 

費⽤用 

入選選⼿手將按2019年年1⽉月1⽇日時之年年齡繳付費⽤用； 

23歲或以上：新台幣10,000元 （6,000元為參參加費⽤用；4,000元為保證⾦金金 ） † ‡

22歲或以下：新台幣8,000元†（4,000元為參參加費⽤用；4,000元為保證⾦金金‡） 

各項要求說明 

1. 體適能訓練計劃團練課出席率達80%   	    	 請參參考P.13《體適能訓練計劃》 

2. 藥檢教育課程及考核證明	 	    	 請參參考P.16《禁藥制度》 

3. 教練入⾨門級課程（每年年7⾄至8⽉月開課）	 	 完成男⼦子入⾨門級教練課程 

4. 裁判入⾨門級課程（每年年7⾄至8⽉月開課）	 	 完成男⼦子入⾨門裁判練課程 

5. 袋棍球規則書入⾨門試（結訓時進⾏行行）	 	 試取得合格成績 

6. 8⼩小時協會活動志⼯工服務時數	 	 	 於協會各種活動、課程完成共8⼩小時志⼯工服務 

補助申請 

因應⻘青年年選⼿手之經濟情況，22歲或以下選⼿手如符合以下收入⼾戶審核標準，可申請相對之補助；惟必須於入選後提供收入

審查相關證明，否則入選後將不獲補助。 

中低收入：參參加費⽤用半免；保證⾦金金仍需繳付（2,000元為參參加費⽤用；4,000元為保證⾦金金‡） 

低收入⼾戶：參參加費⽤用全免；保證⾦金金仍需繳付（參參加費⽤用全免；4,000元為保證⾦金金‡） 

服務時數折算 

減免後若若仍然希望協會提供更更多補助，可以服務時數換算。 

換算⾦金金額以⼀一⼩小時服務時數抵新台幣200元。 

必須於本年年度主動完成全部服務時數，否則結訓時繳還餘下費⽤用。 

退隊前亦須繳清全部尚⽋欠費⽤用。 

 費⽤用已含以下各項資源：代表隊服裝及裝備全套、參參與本年年度規劃之國際賽、代表隊集訓資源（場地、⼈人員、交通住宿津貼等）及活†

動之保險（詳情請參參考P.17《保險相關資訊》）。

 保證⾦金金為不可補助及以時數折算之費⽤用，並於選⼿手完成各項要求後於結訓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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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集訓活動及國際賽事標準程序 

本部份列列出選⼿手須要配合之前後期⾏行行政程序。  §

活動開銷津貼 

請款細節 

1. 本地活動之津貼為實報實銷；於每次活動後1－2週，以匯款形式轉到選⼿手提供的銀⾏行行帳號。 

入選後將統⼀一收集選⼿手欲收取津貼的銀⾏行行帳號。如發票有所遺失、破損或⽋欠缺統⼀一編號，則沒法申請津貼。 

2. 海海外活動之津貼⾦金金額將會於每次活動前公佈，並以現⾦金金形式提供給選⼿手。 

選⼿手必須收集發票並於活動後繳回，否則將停⽌止對該選⼿手之補助。 

時間 集訓活動 國際賽事

活動前3個⽉月 不適⽤用 公佈賽事資訊、⽇日期、地點、報到時間、訓練排
程、津貼⾦金金額等；選⼿手回覆參參加意願§。

活動前2個⽉月 不適⽤用 從有意願之選⼿手名單挑出該次賽事正式陣容，供選
訓委員會參參考，並公佈最終決定；⾏行行政⼈人員協助處
理理機票、住宿、交通等安排。

活動前2⾄至1個⽉月 公佈集訓資訊、⽇日期、地點、報到時間、訓練排
程、津貼⾦金金額等；選⼿手回覆出席表及其他各項⾏行行政
安排§。

⾏行行政⼈人員聯聯絡參參賽選⼿手，查詢有關去回程資訊、公
⽂文寄送並收集護照、簽證及役男出境等相關⽂文件資
訊。

活動前1個⽉月 ⾏行行政⼈人員協助處理理機票、住宿、交通等安排，並向
選⼿手所屬學校、公司及政府機關寄公⽂文，確保選⼿手
依正規途徑申請公假。

⾏行行政⼈人員向選⼿手所屬學校、公司及政府機關寄公
⽂文，確保選⼿手依正規途徑申請公假。

活動前3⾄至1週 發放集訓額外注意事項，提供最新資訊。 發放備忘錄及家長同意書（含詳細安排、集合解散
時間、⾏行行程、物資等）。

活動後1週 選⼿手寄回⽣生活開銷及⾞車車資發票。 選⼿手寄回各縣市回程⾞車車票。

活動後2週 協會匯款補助⾄至選⼿手登記之銀⾏行行帳⼾戶。 選⼿手配合填寫有關活動調查。

年年齡 本地活動⽣生活津貼 本地活動跨縣市交通 本地集訓住宿 海海外活動⽣生活津貼

18歲以下 全額新台幣350元/⽇日 全額新台幣2,000元 協會安排 全額（視當地物價）

18歲或以上 不提供 全額新台幣2,000元 協會安排 不提供或半額（視當地物價）

 確認參參與後，如隱藏應告知⽽而未告知之義務，或因突發事故⽽而無法依規定參參加前款之集訓計劃或比賽時，選訓委員會有權取消其代表§

隊資格，送紀律律委員會議處並需⽀支付原訂活動已執⾏行行及墊付之全額費⽤用（如訂定機票/住宿/參參賽安排），如協會⽅方另受有其他損害，選
⼿手應予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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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代表隊服裝及裝備 

服裝及裝備尺⼨寸 

報名時請按表填寫服裝及裝備尺⼨寸，裝備按選⼿手填寫之尺⼨寸發放，但不保證其必然性。 

下表為選⼿手於入選後獲發之服裝及裝備清單，內含各項⽬目之補購價⽬目（新台幣）。 

除另⾏行行公佈外，每次活動必須攜帶清單內所有項⽬目。 

球衣號碼 

報名時請填寫三個號碼意願，號碼將按選填意願分配，但不保證其必然性。 

選⼿手如繼續於接下來來之年年度選上代表隊，將有優先權沿⽤用舊有號碼。 

如出現以下任⼀一情況，則需重新填寫意願： 

1. 退隊或中斷參參加後重新加入 

2. 更更換號碼 

注意事項 

2020代表隊使⽤用之服裝及裝備將維持設計不變，選⼿手請妥善保管直到每年年12⽉月之結訓活動，否則如欲繼續參參加代表隊，

將需於隔年年以單價重新購入，以確保擁有完整裝備清單。 

如選⼿手希望申請退隊，除申請⼿手續外，請⼀一併歸還所有裝備，否則需以單價賠償。 

服裝 數量量 單價 裝備 數量量 單價

主隊球衣（⽩白） 1套 2,500 頭盔 - Cascade S / Goalie 1 9,500

客隊球衣（藍藍） 1套 2,500 ⼿手套 - Cell IV / Shield 500 1 2,500

雙⾯面衣（選拔時派發） 1件 800 護甲 - Cell IV / Shield 300 1 2,000

運動短褲 2條 600 護肘 - Shadow 1 1,200

短袖運動T恤 2件 600 裝備袋 - Faceoff Backpack 1 2,700

長袖衛衣 1件 1,500 隨⾝身背包 - Lazer Backpack 1 2,400

長棉褲 1條 1,500 ⽔水瓶 2 200

運動襪 2雙 200 ⾏行行李吊牌 1 200

防風外套 1件 3,000 護照套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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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網絡與媒體使⽤用指引 

代表隊選⼿手於2019年年度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期間皆須嚴格遵守本指引。 

涵蓋範圍 

網絡與社交媒體泛指任何在互聯聯網作各種發佈、分享、聯聯繫、交流的⼯工具或平台，包括： 

社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等； 

影像發佈平台，如Instagram、YouTube、Snapchat等； 

網誌與個⼈人網站； 

網上直播，如Facebook直播、Instagram直播； 

⽂文字、語⾳音或視像通訊⼯工具，如電話短訊、Line、Whatsapp、Skype、Facebook訊息等； 

其他媒體發佈平台；及 

任何形式的媒體訪問。 

⼀一般指引 

切勿發佈或發放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代表隊名聲、形象的內容。 

切勿發佈或發放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別國代表隊名聲、形象的內容。 

切勿發佈或發放仇恨、歧視⾔言論。 

避免發佈或發放政治敏感⾔言論。 

切勿發佈或發放淫穢、⾊色情或暴暴⼒力力內容。 

切勿發佈或發放任何會觸犯法例例的內容。 

切勿發佈或發放代表隊比賽戰術。 

協會⿎鼓勵正向、積極的內容。 
⼤大家發佈或發放的任何內容將可能被視為代表隊或協會的意⾒見見與立場，敬請慎⾔言。 

任何發佈到互聯聯網或發放到通訊⼯工具的內容皆有可能被記錄、擷取、存檔、截圖、轉發。發佈或發放內容前請三思。 

若若對發佈或發放的內容性質存疑，協會建議不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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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退隊申請 

希望選⼿手理理解加入代表隊所需之良好態度以及付出，慎重考慮是否加入。 

承諾加入代表隊，代表願意遵守團體規範；有任何問題應盡快與教練團或負責⼈人溝通。 

⼀一旦決定退隊，將沒收保證⾦金金並繳交新台幣1,000元退隊⾏行行政費⽤用。 

如欲退隊，請預留留⼀一個⽉月時間處理理以下全部程序以完成退隊⼿手續 

1. 填寫本⾴頁「退隊申請書」（未滿18歲者必須取得監護⼈人簽名或蓋章），連同新台幣1,000元寄到協會台北辦事處。 

2. 負責⼈人收到申請並批准後，將通知選⼿手繳還裝備。 
3. 選⼿手以郵寄包裹之⽅方式，將全套裝備及任何⽋欠繳之款項寄還⾄至協會台北辦事處。 

4. 完成繳還後，負責⼈人將透過電⼦子或郵寄⽅方式寄出「正式退隊通知書」。 

5. 收到「正式退隊通知書」，⽅方視為「正式退隊」。 

協會台北辦事處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路三段311號8樓 ⼋八度空間 
 

退隊申請書 

本⼈人（全名）	 	 	 於2019年年	 ⽉月	 ⽇日，申請退出男⼦子代表隊 / 男⼦子U19代表隊，並繳
納⾏行行政費新台幣1,000元。


退隊原因： 

本⼈人知悉並願意配合退隊所需之⾏行行政程序。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選訓委員會


選⼿手簽名或蓋章：


⾝身份證字號：	 	 	 	 聯聯絡電話：


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監護⼈人聯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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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參參加同意書 

選⼿手完整閱畢本須知後，同意參參加2019代表隊，請填寫本⾴頁「參參加同意書」，並於2019年年2⽉月15⽇日前寄⾄至協會台北辦事

處（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路三段311號8樓 ⼋八度空間）。 

注意事項 

1. 填寫本同意書時，請確認已充分了了解《2019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總則》。 

2. 本同意書請親⾃自填妥；未滿18歲者，必須取得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同意。 

 
 
 

 

參參加同意書 

本⼈人（全名）	 	 	 同意加入2019代表隊，並願意遵循《2019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總
則 》所列列之全部規定。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選訓委員會


選⼿手簽名或蓋章：


⾝身份證字號：	 	 	 	 聯聯絡電話：


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監護⼈人聯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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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計劃 

由於袋棍球為對抗性運動，完善體適能訓練將有助選⼿手提升運動表現，以減低受傷機率。

體適能訓練計劃分為四部分：每週常規訓練、動作影像與數據回饋、每⽉月區域團體練習與

動作調整，及每⽉月集訓團體練習。 

每週常規訓練 

1. 課表內容由訓練師每⽉月為選⼿手客製設計，每週固定兩兩次訓練，選⼿手必須按照表進⾏行行訓練。 

2. 菜單內容及強度將依照各選⼿手所參參與之國際賽事、集訓密度作調整，惟每週訓練次數不變。 

3. 訓練計劃固定於每⽉月最後⼀一週發放下⽉月之內容。 

4. 計劃設有專為受傷選⼿手之復建訓練，如有受傷情況，請於時限內與訓練師聯聯繫，並依菜單完成，以加快復健速度。 

5. 選⼿手請前往訓練菜單連結，於所屬⾃自⼰己之⽂文件夾內尋找每⽉月的訓練菜單， 

6. 如對訓練計劃內的動作有任何疑問，可前往示範動作影⽚片連結，尋找相關的影⽚片教學。 

每週常規訓練 - 菜單調整 

1. 只接受於每⽉月菜單發放前所提出之申請，按照菜單發放時間，請於每⽉月最後⼀一週前提出下⽉月申請，恕不接受臨臨時提

出的菜單調整申請。 

2. 所有申請除須於時限內向訓練師直接提出申請外，亦須詳細列列明以下各項申請資訊，經代表隊教練團及訓練師討論

後核准。 

a. 調整申請原因 

b. 欲調整期間（⼀一般申請以⼀一個⽉月為上限；如欲長期申請可特別註明，惟必須居備充分理理由） 

3. 由於體適能訓練被視為必要，請選⼿手提前安排時間執⾏行行；恕不接受⼀一般打⼯工、時間不⾜足、場地缺乏或非婚喪喜慶之

家事為理理由提出請假或菜單調整。 

影像動作、數據回饋

影像動作、數據將提供給訓練師了了解每位選⼿手的訓練情況，讓訓練師能更更好的調整適合每位選⼿手的訓練計劃，請不要虛

報，虛報將導致錯誤的課程編制。

影像動作：選⼿手需要為每⽉月新菜單第⼀一、三週的所有動作各拍⼀一組影⽚片，並上傳⾄至該⽉月菜單之檔案內，供訓練師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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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區域團體練習與動作調整 

團練課主要提供訓練師實地觀測選⼿手訓練之動作與協助各調整，各區域每⽉月⼀一次團練。 

⽇日期與時間將與菜單⼀一起公佈，如有缺勤勤，請於貼⽂文下留留⾔言並記錄原因。 

團練課地點如下： 

⼤大台北（北北基）— 台北市市立⼤大學（台北市⼠士林林區忠誠路路⼆二段101號）⾏行行政⼤大樓B1重訓室 

台中 — 國立台灣運動體育⼤大學（台中市北區雙⼗十路路⼀一段16號）體適能訓練中⼼心 

彰化 —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23號）體適能訓練中⼼心 

台東 — 協會台東辦事處（台東市中興路路⼆二段718號）體適能訓練中⼼心 

每⽉月集訓團體練習 

除各區域團練課外，每次代表隊集訓將安排集訓團練課，同樣提供訓練師實地觀測選⼿手訓練之動作與協助各調整。 

飲食與⽣生活作息之建議

另外針對飲食與⽣生活作息之建議，請參參考“睡眠對運動表現之影響”及“運動員飲食原則”。 

體適能計劃為選⼿手必須完成之訓練。 

無法完成者，選訓委員會將予以警告；長期違規者，可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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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訓、國際賽事與活動⾏行行事曆 

國際賽事與活動 

集訓 

⽉月份 ⽇日期 男⼦子代表隊活動 男⼦子U19代表隊活動 地點

3⽉月 9-10 - ⼤大中華盃 上海海

4⽉月 19-22 香港公開賽 - 香港

5⽉月 25-26 香港交流訓練營（含室內袋棍球） 香港

6⽉月 20-30 亞太盃 - 韓國慶州

7⽉月 22-31 加拿⼤大集訓（僅特選球員參參與） 加拿⼤大溫哥華

11⽉月 待定 法國室內袋棍球 - 法國⾥里里爾

11⽉月 待定 - ⽇日本交流賽 ⽇日本

⽉月份 ⽇日期 男⼦子代表隊活動 男⼦子U19代表隊活動 地點

1⽉月 26-29 代表隊選拔（含室內袋棍球）

台北

2⽉月 23-24 - 集訓

3⽉月 16-17 集訓

4⽉月 13-14 集訓 -

5⽉月 4-5、11-12、
18-19 三週週末密集訓練（含室內袋棍球）

6⽉月 1-2、8-9 集訓 -

8⽉月 24-25 集訓（含室內袋棍球） -

11⽉月 待定 與香港聯聯合集訓、室內袋棍球集訓

12⽉月 待定 結訓

�16

2019 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總則   |   集訓、國際賽事與活動⾏行行事曆



禁藥制度 

禁藥教育資訊 

國際袋棍球聯聯盟⾃自2017年年起，要求所有參參與國際賽事之選⼿手必須強制進⾏行行藥檢與禁藥相關之教育課程並通過以下檢核之

⼀一。 

1. 由National Anti-Doping Organization（NADO）即中華奧會藥檢組所核發之證明；或  

2. 完成由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 即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所提供之線上考核ADeL （Anti-Doping 

eLearning）。 

選⼿手必須按照代表隊安排按時出席完成教育課程以及考核程序，無法達標將不獲或取消原有代表參參賽之資格。 

治療⽤用途豁免（TUE） 

選⼿手如因急慢性病症治療必須使⽤用某禁⽤用物質或⽅方法且無合理理可⾏行行之替代治療者，可申請治療⽤用途豁免（TUE）證明

書。申請時須檢齊下列列各項⽂文件，於競賽開賽前若若⼲干天前（參參照各比賽辦法），向國際袋棍球聯聯盟提出申請。 

i. 由治療醫師具名填妥之申請書。 

ii. 完整病歷⽂文件；原就診醫院（診所）歷次就診之醫療紀錄影本。 

iii. 其他相關之醫學證明⽂文件影本，如醫學檢驗報告。 

iv. 其他申請中或過往已獲核定之TUE⽂文件。 

參參考資訊 

中華奧會藥檢組 

中華奧會藥檢組 - 教育相關資訊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表（TUE） 

治療⽤用途豁免（TUE） Q&A  

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 

線上考核A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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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相關資訊 

針對2019年年度代表隊選⼿手參參與代表隊所舉辦之本地及海海外活動，協會提供相對應之保障。 

本地集訓/活動 - 國泰⼈人壽旅⾏行行平安保險 

保險⾦金金額意外⾝身故及失能【意外傷害】新台幣300萬元，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金新台幣40萬元【意外傷害及特定事故】。 

i. 旅⾏行行平安險 【主約條款】 

ii. 旅⾏行行平安險 【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海海外活動 - 富邦產險精采⼈人⽣生特定活動保險  

保險⾦金金額意外⾝身故及失能【意外傷害】新台幣500萬元，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金新台幣30萬元【意外傷害及特定事故 】。 

i. 特定活動險【簡介】 

ii. 特定活動險【主約條款】 

本會有加保恐怖主義⾏行行為附加條款。 

若若選⼿手評估後，認為需要更更⾼高規格的保單，需⾃自⾏行行準備。 

事故處理理、事後申請理理賠程序 

1. 發⽣生事故，選⼿手可⾃自⾏行行選擇由協會隨隊⾏行行政⼈人員代墊或⾃自⾏行行繳費醫療相關費⽤用 。 **

2. 如事故之醫療費⽤用由協會代墊，選⼿手需於活動結束後7天內以匯款或現⾦金金⽅方式繳回醫療費、相關⽂文件申請費⽤用 。 ††

3. 事故後之理理賠申請將由選⼿手⾃自⾏行行負責 、協會⾏行行政⼈人員謹協助提供相關⽂文件 

 為保障選⼿手得到即時醫療服務，如選⼿手為無意識或無法明確決定時，將默認由協會先⾏行行代墊。**

 匯款資訊如下：  ††

帳⼾戶抬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統⼀一編號	 38620536  
銀⾏行行名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行 敦北分⾏行行 （822） 
銀⾏行行帳號	 01554034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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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Fi-M7WbitH9LVKzsC-9DTu67NIlk12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c0bFS7gurQsDyG9N8ln36yONaG-Px0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BvajzFs3ze22WgUH_rk_Wimi5THmnCX/view?usp=sharing


個⼈人資料料蒐集、處理理及利利⽤用告知事項 

所有代表隊相關活動係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主辦（以下簡稱本單位）、謹依個⼈人資料料保護法
第8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 

• 蒐集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 蒐集⽬目的：活動參參與、⾝身分確認、選⼿手管理理、提供服務、聯聯絡通知、⾏行行銷、統計、調查、研究等。 
• 個⼈人資料料類類別：中英⽂文姓名、出⽣生年年⽉月⽇日、出⽣生地、國⺠民⾝身分證統⼀一編碼、護照號碼、家庭、教育、職業、Email、地

址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資料料。 
• 個⼈人資料料利利⽤用期間：上述蒐集⽬目的（或特定⽬目的）之存續期間。 
• 個⼈人資料料利利⽤用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外地區。 
• 利利⽤用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料將由本單位或其相關單位（本公司、與本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公司）在上述蒐集⽬目的之

範圍內予以處理理及利利⽤用。 
• 您享有個⼈人資料料保護法第3條之權利利：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理或利利

⽤用、請求刪除。您可連絡本單位 （電話: 02-27176118-228關先⽣生），為您處理理。 
• 若若您未能提供個⼈人資料料，將無法參參加或得知本單位提供之相關服務或訊息。 

選⼿手肖像權（⼀一般⼈人格權）處理理及利利⽤用告知事項 

• 被拍攝的對象擁有「⼀一般⼈人格權」；攝影師（即著作⼈人），則擁有照⽚片的「著作權」。兩兩種經法律律制度正式定義的權

利利，在未經雙⽅方協調與同意前，屬於相互對立的法律律位階。其中，著作權⼜又包含「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兩兩

種基本權利利。 
• 「著作⼈人格權」可以進⼀一步解釋成如下三種創作⼈人對作品本⾝身的權⼒力力： 

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同⼀一性保持權（即作品的不可變更更）。 
• 前述三種屬於創作者對作品的專有權⼒力力，著作⼈人不得讓與及放棄；另外，著作⼈人可⾃自⾏行行決定是否讓與、授權或放棄的

「著作財產權」（保護公開發表後之五⼗十年年內之權益），可以依照⽤用途與性質拆分出如下權⼒力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或編輯權；及出租權。 
• 「著作⼈人格權」規定：我⽅方主辦活動之⽽而製作、拍攝之所有照⽚片、圖騰、設計、聲⾳音、影像等之著作權屬我⽅方所有，

並由本單位或其相關單位（本公司、與本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公司）予以處理理及利利⽤用。如反對協會使⽤用居其肖像權之影

像及照⽚片等，請向活動負責⼈人索取並填寫【不同意書】。針對2019年年度代表隊選⼿手參參與代表隊所舉辦之國內外活動，

協會提供相對應之保障。 

了了解更更多：https://www.ithome.com.tw/article/9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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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2019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總則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聯絡 

關梓樺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男⼦子代表隊、男⼦子U19代表隊 統籌 
+886 965077857  
timkwan@taiwanla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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