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7 年 10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4972號函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組織章程  

  第二章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取國際比 

  賽佳績，助益我國柔道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教 

  練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 

(一) 教練制度之擬定與修改。 

(二) 研訂績優有功教練獎金分配原則之擬定與修改。  

(三) 辦理各級運動教練培育活動。 

(四) 代表隊比賽後返國檢討及報告。 

(五) 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六) 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 本委員會之組織如下: 

(一) 本委員會之委員由理事長遴選熱心，倡導柔道運動，具有聲望及專

業知識之人士並經理事會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人數以 7至 9人為原則，主任委員得視需要增減之，其

任期為四年。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連聘得連任之。 

(四)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各委員中遴聘之，得視需要推薦副主任委員。 

五、 本委員會之會議召開: 

(一) 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

任；副主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1 人代理

之。 

(二) 本委員會配合需要，以不定期開會為原則。 

(三) 本委員會委員連續兩次開會未出席者（未包含請假），自動於委

員會名單中刪除，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四) 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案件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

之。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五) 本委員會開會時，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秘書長得列席，行政組人員

應提供有關資料，並擔任會議紀錄及處理決議事項。 

(六)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列席理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並列入會議記

錄。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依程序陳   



    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本簡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 本簡則經教練委員會制定提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教練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 107年 3月 4日至 111年 3月 3止) 

 

編

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資歷 現職單位 

1 主任委員 鄭小龍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 

2 副主任委員 葉海瑞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海天保全股份有

限公司 

3 委員 王連總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台北市大安分局 

4 委員 劉文等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 

5 委員 黃呈堯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新北市立 

明德高中 

6 委員 廖俊強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中國文化大學 

7 委員 王沁芳 女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台北市立大學 

8 委員 吳嘉倫 男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國立體育大學 

9 委員 陳慧欣 女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台東縣太平國小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7 年 10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4972號函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組織章程第

二十八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我國柔道裁

判素質，提升我國柔道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裁判委員會（以

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管理各級裁判。 
   （五）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至 9 人，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1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理事  
         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副 
         主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依程序陳報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第十二屆裁判委員會名單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任期自 107.03.04至 111.03.03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資歷 現職單位 

1 主任委員 許克屏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第 12屆常務理事 

2 副主任委員 程國峰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第 12屆常務理事 

3 委員 張守忠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中央警察大學教官 

本會第 12屆理事 

4 委員 蕭淑慧 女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中央警察大學教官 

5 委員 林淑瓶 女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警正教官 

6 委員 許淑慧 女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第 12屆副秘書長 

7 委員 黃國恩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國立台灣大學 

教授 

8 委員 蕭素秋 女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組長 

9 委員 郭健齡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訓練科專員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7 年 10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4972號函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組織章程第二

十八條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推廣柔道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柔道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會址內。 

五、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六、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人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 

界大學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性賽會代表隊選手、 

年齡滿 20歲以上為原則。(*民法第 12條規定，滿 20歲為成年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 

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七、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 

委員召集主持，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副主任委 

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依程序陳 

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八、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統籌編列。 

九、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第十二屆運動員委員會名單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任期自 107.03.04至 111.03.03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資歷 現職單位 

1 主任委員 張守忠 男 
國際 A級裁判 

第 23屆(洛杉磯)奧運會選手 
中央警察大學 

2 副主任委員 廖德成 男 
1984年洛杉磯奧運 

代表隊選手 

海巡署 

金馬澎分署 

3 委員 鄭小龍 男 第 11屆亞運會代表團選手 
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 

4 委員 劉文等 男 
1999 年、2001 年 

世界警消運動會柔道第一名 

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5 委員 廖俊強 男 1996年奧運會代表隊選手 中國文化大學 

6 委員 黃呈堯 男 
1996亞洲盃銅牌 

1995汎太平洋運動會銀牌 

新北市立 

明德高中 

7 委員 王沁芳 女 

2010廣州亞運會銀牌 

2010年東亞柔道錦標賽金牌 

2009年世大運金牌 

2008年北京奧運會代表隊選手 

台北市立大學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7 年 10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4972號函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組織章程

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訓相關協助， 

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柔道運動實力，特設置中華民國

柔道總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協助教練研擬運動科研介入訓練之實施計畫。 

（八）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7至9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1人：  

1.資深裁判 

2.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 

      副主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 

（三）應邀請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依程序陳報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第十二屆選訓委員會名單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任期自 107.03.04至 111.03.03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資歷 

1 主任委員 紀俊安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2 副主任委員 葉永宗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呂清治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葉海瑞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程國峰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林淑瓶 女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黃國恩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8 委員 蕭素秋 女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9 委員 吳玫玲 女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107.09.14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版 

一、 教育部體育署備查文號:107 年 10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34972號函 

二、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組織章程 

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三、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柔道運動良善風氣，建

立優良柔道運動環境，以提高柔道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

民國柔道總會紀律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四、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訂定中華民國柔道總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 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 審議違反柔道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 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 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 提供柔道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 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五、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

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

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召開： 

（一）本委員會配合需要，以不定期開會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委員連續兩次開會未出席者（未包含請假），自動於委 

      員會名單中刪除，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三）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案件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之。   

      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四）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列席理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並列入會議記 

      錄。 

七、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依程序陳

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八、 本簡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 本簡則經紀律委員會制定提理事會通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紀律委員會名單 
(任期自 107年 3月 4日至 111年 3月 3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資歷 現職單位 

1 主任委員 葉 海 瑞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法律專業人士 

海天保全 

股份有限公司 

2 委員 紀 俊 安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鄭 小 龍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 

4 委員 張 守 忠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中央警察大學 

5 委員 許 克 屏 男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程 國 峰 男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林 淑 瓶 女 

資深裁判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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