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0 年田徑 C 級裁判講習會實施辦法 
 

一、主    旨：(一)提升本市田徑裁判水準，確立裁判執行工作權威。 

              (二)研討國際田徑裁判規則及最新知識。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協會。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本會網址：http://www.tmtfa.com.tw 

六、講習日期：110年 1月 25日(一)至 1月 27日(三)共計三天 

（1月 25日上午 07:30-08:00報到）。 

七、講習時間：每日上午 08:00 時至 17:00時。1/27 17:00-18:00結業式考試。 

八、講習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號）          

九、參加資格：(1)凡中小學教師及對田徑運動有興趣者。 

(2)年滿十八歲以上熱心田徑運動者。 

(3)高中職學校以上畢業(或同等學歷)。 

(4)身體健康、品行端正無不良記錄者。 

(5)熟悉田徑規則及裁判技術者。 

十、報名日期：(1)自即日起至 110年 01月 15日止(星期五)（郵戳為憑）。 

(2)本次講習會因受場地所限，欲參加者請於報名日期截止前,儘速辦理報名。 

十一、報名方式： 

(1)請上 http://www.tmtfa.com.tw 網站，填寫並提交 Google 報名表單, 並下載紙本報名表（如附件）。 

(2)準備 1吋照片二張（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ㄧ張隨表寄上）。照片背面註明姓名、電話。 

(3)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 

(4)費用：新台幣 2000元整(含報名費,證照費及行政處理費)， 

請利用郵局劃撥:50193026,戶名: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協會張麟鑫,將報名表, 附上劃撥收據

影本,掛號郵寄至: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協會 收 

地   址:1068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66 號 13樓 

電話：（02）2711-2317  7729-7459 

聯絡人:競賽行政組-吳紋妃 

(5) 所有參加學員均贈送國際田徑規則乙本。 

(6）恕不受理電話或傳真方式報名。 

(7) 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良民證)。 

(8) 報名請提供大頭照電子檔，以利日後體總製作裁判證。電子檔檔名請以「姓名_身分證字號」命名。 

十二、研習內容：(1)詳見課表。 

(2)通過結業考試學員可參加實習之場次: 110年臺北市春季、秋季全國田徑公開 

賽、青年盃、中正盃、週末田徑自我挑戰賽。 

十三、上課需知、考試及發證： 

(1) 學員課前需簽到。 

(2) 講習會期間累積三堂以上缺課者,不得參加考試。 

(3) 請假者需填寫請假單,每小時扣總分 2分。 

(4) 考試採筆試測驗方式，滿分 100分，須達 80分始為及格。 

(5) 發證:考試及格並經本會審核通過者，由本協會呈報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再由體育總會核備並製作

C級裁判證，再由本協會寄發證件。 

十四、本辦法奉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公佈之。 

十五、本辦法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9年 12月 28日體總業字第 1090001988號函備查。 

 

http://www.tmtfa.com.tw/
http://www.tmtfa.com.tw/


節次 1月25日(星期一) 1月26日(星期二) 1月27日(星期三)

 7:30～8:00學員報到

08：00～08：50 08：00～08：50 08：00～08：50

開訓典禮
臺北市體育政策 路跑、馬拉松 跳   部

(臺北市體育局 李再立局長

張麟鑫 理事長)

(張樹旺 老師) (張馨文 老師)

09:00～09:50 09:00～09:50 09:00～09:50

裁判職責與修養 性別平等教育 跳   部

(吳萬福 教授) (郭育吟 講師) (張馨文 老師)

10:00～10:50 10:00~10:50 10:00~10:50

田徑總則 競   走 擲   部

(蔡特龍 校長)  (許興政 老師) (廖本立 老師)

11:00～11:50 11:00~11:50 11:00~11:50

田徑總則 田賽通則(法定測量) 擲   部

(蔡特龍 校長) (吳文治 老師 ) (廖本立 老師)

13:00～13:50 13:00～13:50 13:00～13:50

檢  錄 檢   察 田賽實務

(王禎祥 老師) (陳玉明 老師) (郭燦星 老師)

14:00～14:50 14:00～14:50 14:00～14:50

風速測量、終點攝影、紀錄 檢   察 競賽編配與流程表格

(林啟森 老師) (陳玉明 老師) (李坤昇 老師)

15:00～15:50 15:00～15:50 15:00～15:50

發   令 田賽場地實務

(術科:田徑場上課)

裁判實務

(趙晉瑩 老師) (于建民、蔡文欽 老師) (劉富福 老師)

16:00～16:50 16:00～16:50 16:00～16:50

終點、計時、計圈 徑賽場地實務

(術科:田徑場上課)

裁判實務

 (李坤展 老師) (許興政、鍾福啟 老師) (劉富福 老師)

17:00～18:00

註1：授課講師若有變更或課程調動，以研習會場為準。

綜合討論及結業式

考試

午  餐  及  休  息

註2：以上課程均含裁判執行要領、專項裁判術語(專業外語)、中英文規則研討及案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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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協會 1 1 0 年度 

C 級裁判、C 級教練 講習會報名表 

姓    名  

一吋相片 2張 

（浮貼） 

(照片背後註明姓名及

行動電話)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報名項目 

 

□C級裁判講習(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  

□C級教練講習(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  

□C級裁判 + 教練講習(報名費新台幣 4000元) 

 

原持有證照等級 
裁判: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 

教練: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膳食 □ 葷    □ 素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報     名 

資     格 

臺北市 C 級田徑裁判: 

(一) 年滿十八歲以上熱心田徑運動者。  

(二) 品行端正無不良記錄者。  

(三) 熟悉田徑規則及裁判技術者。  

臺北市 C級田徑教練: 

(一) 年滿二十歲以上。 

(二)高中職學校以上畢業(含同等學歷)。 

(三)身體健康、品行端正。 

(四)嫻熟田徑競賽規則並熟悉田徑教育訓練工作。 

報 

 

名 

 

方 

 

式 

※ 即日起至 110年 01月 08日(星期五)止，完成 Google報名

表單提交, 並填妥紙本報名表，連同一吋照片二張(照片背

面註明姓名和電話)、身份證影本、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整, 請利

用郵局劃撥, 帳號:50193026,戶名: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

協會張麟鑫,附上劃撥收據影本,掛號逕寄: 

(1068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段 166號 13樓 

        臺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協會    收 

 

※ 聯 絡 人： 競賽行政組-吳紋妃 

   電    話：（02）2711-2317、 7729-7459 

傳    真：（02）2711-5357 

    E-mail：taipeiaa8@gmail.com 

 

※ 本會網址：http://www.tmtf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