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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加 2021 第 31 屆成都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6 月 9 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090018464 號函發布 

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9 月 16 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00031330 號函修正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11 月 1 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10040596 號函修正 

 

壹、 2021 第 31 屆成都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 2021 世大運）背景資訊 

一、舉辦日期：自 112 年 7月 28 日至 8月 8日（計 12天，實際期程依 2021

世大運籌委會最終公告為準）。 

二、舉辦地點：中國大陸成都。 

三、競賽種類：田徑、水上運動(游泳、跳水、水球)、體操(競技體操、韻

律體操)、籃球、排球、桌球、網球、擊劍、柔道、跆拳道、射箭、羽

球(以上為必辦)、射擊、划船、武術(以上為選辦)等，共 15 種競賽種

類（以 2021 世大運籌委會最終核定競賽種類為準）。 

貳、 計畫目標 

一、總目標：9面金牌。 

二、各運動種類目標：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及各該運動種類之全國性協會（以下簡

稱各單項協會），依培訓計畫總目標、培訓期程及國際行事曆等資訊，

訂定各運動種類培訓及參賽成績目標。 

參、 培訓期程：自 110 年 8月 1日起至 2021 世大運結束日止，分三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110 年 8 月 1日至 112 年 1月 31 日（110 學年度及 111 學

年度第 1學期期間）。 

二、第二階段：112 年 2 月 1日至 5月 15 日（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期間）。 

三、總集訓及參賽階段：112 年 5月 16 日至 8月 8日（111 學年度第 2學

期期間）。 

肆、 執行原則 

一、第一階段： 

（一） 達培訓標準之運動種類（項目）：選拔培訓選手組成 2021 世

大運培訓隊，建立國家儲訓選手接班梯隊，提升選手體能、技

術能力及國際參賽經驗。 

（二） 未達培訓標準之運動種類（項目）：選手採隨母隊自主訓練，

提升國際賽事成績，爭取參賽資格。 

二、第二階段：依據達參賽標準之競賽項目，選拔並確認各運動種類代表

隊教練選手名單，整合各運動項目參賽人員及組合配對，持續培養團

隊凝聚力與士氣。 

三、總集訓及參賽階段：集中辦理賽前總集訓，全力確保重點項目奪金能

力，爭取最佳參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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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培訓方式：為利建立國家代表隊接班梯隊目標，2021 世大運培訓計畫以整

合 2022 杭州亞運會或 2024 年巴黎奧運會培訓計畫為原則，分為 2種辦理

方式。 

一、該運動種類（或項目）經評估以整合奧亞運培訓計畫辦理者：以單項

協會為培訓單位，培訓計畫由各單項協會納入奧亞運培訓計畫辦理，

並由奧亞運培訓隊教練團負責整體培訓工作。 

二、該運動種類（或項目）經評估以 2021 世大運培訓計畫辦理者：培訓單

位由大專體總邀集單項協會及相關運動組織共同研商後決議，並由培

訓單位擬定培訓實施計畫送本署核定後，辦理培訓隊教練選手遴選及

培訓工作。 

陸、 培訓標準：依據「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培訓標準辦

理。 

一、培訓標準 

（一） 具客觀標準運動種類（田徑、游泳及射擊等 3種）：由本署、

大專體總及單項協會，依培訓計畫總目標，共同訂定各項目培

訓標準並公告。 

（二） 無客觀標準運動種類（其餘競賽運動種類） 

1. 於 2019 年拿坡里世大運正式競賽種類取得前 8名成績，且

非最末名次者。 

2. 於最近一屆世界大學單項錦標賽取得前 2名成績，且非最

末名次者。 

（三） 鑑於世界大學運動會自 2019 年起修改選手參賽年齡原則為 25

歲（含）以下(2021 世大運因延期 2年舉行放寬至 27 歲，介於

1996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間出生者)，為利我國建

立國家儲訓隊制度，銜接奧亞運代表隊訓練計畫，本署得經評

估目前各運動種類競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力，專案提報我國重

點發展運動項目組成 2021 世大運培訓隊。 

二、培訓隊選拔方式 

（一） 訂定培訓標準 

1. 具客觀標準種類（項目）：由培訓單位依據培訓標準，以

特定期間正式競賽成績達標準者，擇優遴選培訓選手組成

培訓隊辦理培訓，所稱特定期間及擇優遴選方式於各該運

動種類培訓計畫明定。 

2. 無客觀標準個人種類（項目）：由培訓單位擬定選拔辦法

或依據，報經本署核定後遴選培訓選手參加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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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教練人數：依核定培訓選手人數四分之一為限，如有特殊

情況者，得以專案方式申請增加培訓教練，並按培訓階段依序

減少。 

柒、 參賽標準：依據「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參賽標準辦

理。 

一、具客觀標準運動種類：由本署、大專體總及單項協會共同研商，依據

參賽目標訂定各項目參賽標準，以特定期間正式競賽成績達參賽標準

者擇優參賽，所稱特定期間及擇優參賽方式，明定於各該運動種類代

表隊選拔辦法。 

二、無客觀標準運動種類：參加 2019 年拿坡里世大運取得前 6名成績，且

非最末名次者，教練及選手選拔方式明訂於各該運動種類代表隊選拔

辦法。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大專體總或各單項協會得經評估培訓狀況、競

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力，專案提報我國重點發展運動項目參賽，並經

本署審議通過後納入組團參賽計畫辦理。 

（一） 經評估具有於 2021 世大運取得前 3名成績者。 

（二） 經評估為辦理 2022 杭州亞運會或 2024 年巴黎奧運會培訓計

畫，而有參加 2021 世大運必要者。 

捌、 培訓計畫督導機制：本署應輔導大專體總成立 2021 世大運訓輔小組，辦

理各項培訓計畫審議工作，包括培訓種類、培訓計畫（含移地訓練）、培

訓隊教練及選手名單、代表隊參賽教練及選手名單、計畫經費補助，以及

其他培訓輔導及考核事項。 

一、培訓計畫以整合各運動種類單項運動協會奧亞運培訓計畫辦理者，由

奧亞運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訓輔委員會執行培訓計畫輔導及督導

事宜，並負責實地訪視培訓狀況。 

二、培訓計畫由大專體總邀集單項協會及相關運動組織共同辦理者，由

2021 世大運訓輔小組執行培訓計畫輔導及督導事宜，並負責實地訪視

培訓狀況。 

玖、 運動禁藥管制督導規定 

一、培（集）訓期間由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對選手實施運動禁藥檢測，凡

檢測結果有違規用藥情事之選手，即予取消培訓或代表隊資格，其教

練並應負連帶責任。 

二、培（集）訓期間選手應接受健康檢查，如經醫師檢查認定不適合繼續

培訓或迴避檢查者，即予取消培訓或代表隊資格。 

壹拾、 經費支用原則： 



 4

一、培訓隊教練及選手培訓經費及支給標準，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

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集訓選手費用支給要點」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

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集訓教練費用支給要點」基準辦理。 

二、另經本署核定為奧運或亞運培訓之教練或選手者，則依據奧亞運培訓

計畫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支用事宜。 

壹拾壹、 為因應培訓及參賽實際需要，大專體總應邀請專業人員，成立各項工

作小組辦理各項培訓支援、計畫審議及組團行政等事務。 

壹拾貳、 督導考核 

一、本署應輔導大專體總及單項協會依核定之培訓計畫，督促培訓單位落

實執行，以達到培訓之成績目標。 

二、本署應定期或不定期會同大專體總及各單項協會人員，赴各培訓地點

督導、輔導與考核培訓情形。 

三、凡未達預期成績或績效不彰者，本署得要求培訓單位改進或調整培訓

計畫（含教練選手名單），仍未改善者本署得終止培訓計畫。 

壹拾參、 附則 

一、經核定之培訓教練及選手，若有兵役、學業等問題者，由培訓單位於

培訓開始實施一個月前彙整資料，送本署協助辦理。 

二、培訓單位辦理選訓會議及選手選拔賽，應邀請 2021 世大運訓輔小組委

員出席，並請本署及相關體育團體列席。 

三、為求公平、公正、公開遴選優秀教練及選手，並顧及國內各運動種類

單項協會會務運作，各單項協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長以上人

員，不得擔任各該項培訓隊及代表隊教練職務。 

壹拾肆、 本實施計畫經本署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5

我國參加 2021 第 31 屆成都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壹、 

一、舉辦日期：自 112 年

7月 28 日至 8月 8日（計

12 天，實際期程依 2021

世大運籌委會最終公告

為準）。 

壹、 

一、舉辦日期：自 111 年

6月 26 日至 7月 7日（計

12 天，實際期程依 2021

世大運籌委會最終公告

為準）。 

修正賽會日期 

參、培訓期程：自 111 年

8月 1日起至 2021 世大

運結束日止，分三階段辦

理。 

一、第一階段：111 年 8

月 1日至 112 年 1月 31

日（110 學年度及 111 學

年度第 1學期期間）。 

二、第二階段：112 年 2

月 1日至 5月 15 日（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間）。 

三、總集訓及參賽階段：

112年 5月 16日至8月 8

日（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期間）。 

參、培訓期程：自 110 年

8月 1日起至 2021 世大

運結束日止，分三階段辦

理。 

一、第一階段：110 年 8

月 1日至 111 年 1月 31

日（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期間）。 

二、第二階段：111 年 2

月 1日至 5月 15 日（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間）。 

三、總集訓及參賽階段：

111 年 5月 16 日至 6月

25 日（110 學年度第 2學

期期間）。 

修正培訓期程 

伍、培訓方式：為利建立

國家代表隊接班梯隊目

標，2021 世大運培訓計

畫以整合 2022 杭州亞運

會或 2024 年巴黎奧運會

培訓計畫為原則，分為 2

種辦理方式。 

伍、培訓方式：為利建立

國家代表隊接班梯隊目

標，2021 世大運培訓計

畫以整合 2022 年杭州亞

運會或 2024 年巴黎奧運

會培訓計畫為原則，分為

2種辦理方式。 

 

修正杭州亞運賽會名稱 

陸、培訓標準 

一、培訓標準 

(三) 鑑於世界大學運動

陸、培訓標準 

一、培訓標準 

（三）鑑於世界大學運動

配合大會第五版競賽規

程總則修正 2021 世大運

參賽年齡，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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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 2019 年起修改選手

參賽年齡原則為 25 歲

（含）以下(2021 世大運

因延期 2年舉行放寬至

27 歲，介於 1996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間出生者)，為利我國

建立國家儲訓隊制度，銜

接奧亞運代表隊訓練計

畫，本署得經評估目前各

運動種類競爭實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專案提報我

國重點發展運動項目組

成 2021 世大運培訓隊。 

會自 2019 年起修改選手

參賽年齡為 25 歲（含）

以下，為利我國建立國家

儲訓隊制度，銜接奧亞運

代表隊訓練計畫，本署得

經評估目前各運動種類

競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

力，專案提報我國重點發

展運動項目組成 2021 世

大運培訓隊。 

柒、參賽標準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大專體總或各單項協

會得經評估培訓狀況、競

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

力，專案提報我國重點發

展運動項目參賽，並經本

署審議通過後納入組團

參賽計畫辦理。 

(一)經評估具有於 2021

世大運取得前 3名成績

者。 

(二)經評估為辦理 2022

杭州亞運會或 2024 年巴

黎奧運會培訓計畫，而有

參加 2021 世大運必要

者。 

柒、參賽標準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大專體總或各單項協

會得經評估培訓狀況、競

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

力，專案提報我國重點發

展運動項目參賽，並經本

署審議通過後納入組團

參賽計畫辦理。 

(一)經評估具有於 2021

世大運取得前 3名成績

者。 

(二) 經評估為辦理2022

杭州亞運會、2023 年世

大運或 2024 年巴黎奧運

會培訓計畫，而有參加

2021 世大運必要者。 

刪除 2023 年世大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