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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第 5次理事暨第 4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24日(星期六)12時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27人，出席 15人，請假 12人。 

理 事 長：吳清亮 

常務理事：沈乃正、胡小鳳、蔡文娟、楊欣龍、蔡宗穎、林志忠共 6人。 

    理事：蘇皓沂、蔡博雅、林家鴻、謝千行、余忠杰、黃國良、 

          楊至銅、洪乙安、陳桂蘭共 9人。 

常務監事：蕭達湧、陳薇淑共 2人 

    監事：陳律謀、曹偉偉、陳伯德共 3人 

請假人員： 

常務理事：黃省榮、林蔭宇、顏世紋共 3人 

    理事：連冠穎、陳建閔、黃國展、羅勝群、林柏佾、洪裕昌、吳樹榮、 

          林志謀共 8人。 

常務監事：陳輔弼共 1人 

    監事：陳星次、郭傑儀、許君薇共 3人 

列席人員：鄒政珉秘書長、陳延暐副秘書長 

 

主席：吳理事長清亮                                     記錄：林千雅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工作報告： 

(一) 第 21屆第 4次理事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二) 第 21屆第 3次監事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三) 會務綜合報告： 

1. 110年度非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專案報告 

2. 國光獎章賽事申請結果報告如附件一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訂定本會中、長期計畫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條，理事會應訂定本會中、長期計畫案並據以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二、 請各位理事討論並擬定計畫。 

  決議：留待下次理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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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112年度工作計畫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案經本次理事會審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

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工作計畫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12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 11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提報本次理事會審議通過經監事會查

核後，提請會員大會承認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112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112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如附件

四。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第 21屆第 4次理事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14個(代表人 16人)，個人

會員 152人。 

二、 本次共有個人會員 11人及團體會員 1個提出申請，會員名冊通過送

主管機關核備， 並於本會網站公告。申請入會名單如下：吳明瑄、

張中平、陳正傑、陳宏裕、陳傳誠、鄭得臣、蕭冠筑、劉藺秦、張耀

澤、陳俊諺、劉學賢、桃園市橋藝協會。 

三、 繳費現況(截至 12月 14日)詳見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理監事人數暨章程修正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規定，目前本會置理事 27人

(含理事長 1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 6人，個人會員理事 8人，其

餘為團體會員理事 13人，並於其中推選常務理事 9人。 

二、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目前本會置監事 9

人，其中推選常務監事 3人。 

三、 目前本會個人會員 152人(第三案決議通過後再增加 11人)、團體

會員 14個(第三案決議通過後再增加 1個)，理監事人數過多，故

提請討論修改理監事人數。 

四、 本案通過後將於下次會員大會中提請決議，章程通過後報內政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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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備查，並於下屆改選實施。 

五、 理監事人數設置相關法規如下： 

法規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人民

團體

法 

第 17條

第 1項 

第 4點 

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

事名額三分之一。 

第 17條

第 1項 

第 5點 

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候補理監事；其名額不

得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第 17條

第 2項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

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

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理事

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

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

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國民

體育

法 

第 39條

第 4項 

一、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理

事，不得少於全體理事總額五分之一。 

二、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均不得

逾全體理事總額二分之一。 

  決議：通過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將於下次會員大會中提請決議。 

章程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十八條 本會置理事 27人(含理

事長 1人)，其中運動選

手理事 6人，個人會員

理事 8人，其餘為團體

會員理事 13人。理事產

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

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

實施原則辦理」（如附

件）。 

前項候選人之類別，依

會員名冊。 

選舉第一項理事時，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

類候補理事共 9人，遇

理事出缺時，依序遞補

之。 

…… 

本會置理事 17人(含理

事長 1人)，其中運動選

手理事 4-6人、個人會

員理事 3-8人、團體會

員理事 3-8人，依選舉 

得票數高低排序確認雙

方席次。理事產生方式

「依本會辦理理事長、

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

則辦理」（如附件）。 

前項候選人之類別，依

會員名冊。 

選舉第一項理事時，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

類候補理事共 5人，遇

理事出缺時，依序遞補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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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理事長由全體會員直

選，由最高票且超出全

體會員 20%以上者出任

之。無人登記理事長選

舉或理事長直選票數未

達 20%時，理事長得由

理事推選之。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9

人，由理事互選之。 

…… 

理事長由全體會員直

選，由最高票且超出全

體會員 20%以上者出任

之。無人登記理事長選

舉或理事長直選票數未

達 20%時，理事長得由

理事推選之。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5

人，由理事互選之。 

……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監事 9人，由會

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成立監事會。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

票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

三人，遇監事出缺時，

依序遞補之 

本會置監事 5人，由會

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成立監事會。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

票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

1人，遇監事出缺時，

依序遞補之 

第二十四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3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

察日常會務，並由監事

就常務監事中選舉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並擔

任監事會主席。 

……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

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 

…… 

【第六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申訴評議委員會及選訓委員會委員異動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申訴評議委員會任期為兩年，上任已於 111年 5月 29日屆滿，下

一任期由全體原委員繼續擔任，委員名單如附件六。 

二、 選訓委員會胡小鳳召集人、鄒政珉委員及謝千行委員請辭。另新聘

吳清亮理事長擔任召集人，李榮福先生擔任委員。委員名單如附件

七。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訂定本會運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於 111年 10月 27日華防制

(教)字第 1110000575號函，為因應 2021年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

改版及我國運動禁藥管制辦法重新修法，各體育協會皆須重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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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並函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 

二、 修改後運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人：競賽與正點委員會 

  案由：本會正點制度實行辦法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委員會提出改良版本的正點制度實行辦法，除了實現復辦正點系

統外，主要目標在於助於推廣基層橋藝，提升橋藝參與的人數為主

軸。為了達成此目標，本委員會審視現行的正點制度，對整體架構

進行了更完善的設計。包含賽事分級，正點種類及計算，年度及終

身正點累積方式等等，規劃從明年一月起試辦。。 

二、 橋藝正點制度 2022年版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胡小鳳常務理事 

  案由：有關加強國際賽事成績公告及宣傳一事，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協會在宣傳國際賽事成績，僅有提供網站連結。 

二、 請秘書處加強於推廣國際賽事資訊。 

  決議：委請運動員委員會與秘書處合作收集資訊，或請代表隊每日回報成績 

       。 

【第二案】                                   提案人：沈乃正常務理事 

  案由：有關有關中國橋藝復刊一事，謹提請討論。 

  說明：之前多次詢問有關中國橋藝復刊一事，但至今尚未獲得最新消息。 

  決議：委請楊欣龍常務理事做初步規劃並向各位理事報告。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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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2年度工作計畫 

月份 橋協 團體會員/其他 

1月 

1.亞運集訓 

2.第 21 屆各委員會聯席會議 

3.青少年代表隊交流賽 

 

2月 

1.111 學年教育盃橋藝賽 2/11~12 南

投 

2.亞運集訓 

 

3月 

1.春季盃權分賽 

2.第 21 屆第 6 次理事會議 3/11 

3.第 21 屆第 5 次監事會議 3/11 

4.第 2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3/12 

5.亞運集訓 

 

4月 
1.C 級教練講習、C 級裁判講習 

2.亞運集訓 

臺北市橋藝協會青年盃 

5月 
1.夏季盃權分賽  

2.亞運集訓 

 

6月 

1.亞太盃橋藝賽 

2.111 年度 A 級裁判講習  

3.111 年度 B 級教練講習 

4.亞運集訓 

南投縣全民盃 

7月 

1.秋季盃權分賽 

2.橋藝夏令營 南投 

3.111 年度 A 級教練講習 

4.亞運集訓 

高雄市菁英盃 

8月 

1.青少年國手選拔賽初賽 

2.第 21 屆各委員會聯席會議 

3.世界橋藝錦標賽 

4.亞運集訓 

 

9月 
1.冬季盃權分賽 

2.2022 亞洲運動會 中國杭州 

 

10月 1.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臺北市橋藝協會中正盃 

11月 
1.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2.年度計畫申請 

 

12月 

1.年度計畫核銷 

2.第 21 屆第 7 次理事會議  

3.第 21 屆第 6 次監事會議 

南投縣長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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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經費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科        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說明 

壹、經費收入 3,280,000     

一 會費收入 170,000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會費等 

二 活動收入 750,000   本會統籌自辦活動參加費收入 

三 補助款收入 1,200,000   政府補助款 

四 贊助款收入 450,000   機關行號或個人補助辦理活動 

五 捐款收入 700,000   捐款收入 

六 利息收入 5,000     

七 其他收入 5,000     

貳、經費支出   3,280,000   

一 人事費   554,000   

1 薪資   364,000 專職工作人員薪資 

2 保險補助費   55,000 勞健保及勞退 

3 車馬費   120,000 秘書處車馬費 

4 職工福利   15,000 尾牙、聚餐、獎勵 

二 辦公費   290,000   

1 文具書報   20,000 文具用品、書報雜誌、電腦耗材等 

2 印刷費   11,000 印刷、印製費用 

3 郵電費   32,000 電信費、郵寄快遞費等 

4 差旅費   20,000 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差旅費 

5 場地清潔費   96,000 支付基金會辦公室場地清潔費等 

6 修繕維修費   6,000 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維修費 

7 雜項支出   25,000 辦公室清潔用品、雜項費用等 

8 勞務費   80,000 各項會計師費用 

三 業務費   2,190,000   

1 會議費   50,000 理監事、會員大會、各委員會議支出 

2 國內活動支出   750,000 各項集訓、研討、推廣等活動 

3 國際活動支出   970,000 代表參加各項國際競賽活動參加費及國

際會議費用 

4 公關費   20,000   

5 刊物製作   400,000 刊物編輯、印製費用 

四 繳納年費   20,000 繳納世界橋協年費、亞太橋協年費

(2023、2024免繳) 

五 設備購置費   200,000 辦公設備、發牌機、平板等 

六 其他支出   20,000 紀念獎牌、紀念品、花籃等 

七 提撥基金   6,000 提撥準備金 

叁、金額小計 3,280,000 3,280,000   

肆、本期餘絀   0   

 

理事長：吳清亮            秘書長：鄒政珉             製表：林千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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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2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    

稱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

日 

出生地 

到職年月

日 

月支薪

餉 

主管加

給 

其他 說明 

秘 書 長 鄒 政 珉 男 53.05.19 南投縣 110.12.26   5,000 僅領車馬費補助 

副 秘 書

長 

陳 延 暐 男 63.09.21 臺北市 110.12.26 0 0 0 不支薪 

專 職 人

員 

林 千 雅 女 86.09.09 臺北市 111.04.01 28,000  0 

108年 10月 9日起

至到職日前擔任兼

職人員 

 

理事長：吳清亮                   秘書長：鄒政珉                    副秘書長：陳延暐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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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名單 

共計 9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主席 高綸宇 男 

曾任女子組國家代表隊隊

長、曾任長青組國家代表

隊隊員 

社會公正人士、 

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 

2 委員 林蔭宇 女 
現任亞運女子組國家代表

隊隊員、橋協現任理事 

社會公正人士、

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 

3 委員 楊欣龍 男 

國中教師、2018亞運混合

雙人賽金牌、現任混合組

國家代表隊隊員、橋協現

任理事 

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運動選手

理事 

4 委員 張淑瑛 女 執業律師 
社會公正人士 

(具備法律專業) 

5 委員 游沛文 女 新時代行銷公司總監 社會公正人士 

6 委員 洪乙安 男 
曾任青年組國家代表隊隊

員、橋協現任理事 

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團體會員

代表 

7 委員 陳正傑 男 
婕詩國際有限公司 總經

理 
社會公正人士 

8 委員 鄒政珉 男 
臺北市體育總會橋藝協會

秘書長、橋協現任秘書長 
本會秘書長 

9 委員 陳延暐 男 橋協現任副秘書長 本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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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屆選訓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吳清亮 男 

➢曾任高雄市橋藝協會常務理事、總幹

事 

➢宏儒補習班負責人 

➢第 20屆選訓委員會召集人 

➢第 20屆、21屆橋藝協會理事長 

➢橋藝 B級教練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2 
副召集

人 
曹偉偉 男 

➢ B級教練 

➢曾任橋藝協會秘書長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許秀卿 女 ➢女子組國手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隋俊魁 男 

➢曾任橋藝協會常務監事 

➢曾任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總幹事 

➢橋藝協會第 20屆選訓委員會委員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陳文科 男 

➢ B級裁判 

➢橋藝協會第 20屆理事 

➢2016世青賽教練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

士、曾任國家

代表隊教練 

6 委員 李榮福 男 

➢2000年中華台北公開組(男子)代表

隊、亞太盃冠軍 

➢2017年中華台北公開組國家代表隊

選拔賽冠軍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陳薇淑 女 

➢現任橋藝協會常務監事 

➢現任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董事 

➢現任臺北市體育總會橋藝協會理事 

➢民有里橋藝社社長 

➢2022年亞洲盃長青組雙人賽第三名 

體育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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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藝協會運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 

一、橋藝協會依世界運動禁藥管制機構（下稱 WADA）公布之世界運動禁藥

管制規範（WADA CODE，下稱 WADA 規範），訂定本運動禁藥管制

作業要點。 

二、適用對象 

(一)本會所屬運動員及輔助人員。 

(二)本會及本會轄下之會員。 

(三)本會之組織成員及本會授權之人員。 

三、義務：本會將直接適用或間接援引 WADA 規範及相關規定，依中華運動

禁藥防制基金會運動禁藥管制規定，遵守下列事項： 

(一)運動員 

1.知悉並遵守運動禁藥管制規定。 

2.隨時準備接受運動禁藥檢測採樣。 

3.對己身攝取或使用運動禁藥禁用物質負責。 

4.告知醫務人員，運動員有義務不使用禁用物質和禁用方法，並有責

任確保所接受的治療均不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 

5.向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揭露過去十年內曾受任何非簽署組織對其本

身所做之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裁決。 

6.與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合作以調查違反運動禁藥管制情事。 

7.向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揭露其輔助人員。 

(二) 運動員輔助人員 

1.瞭解並遵守運動禁藥管制規定。 

2.配合運動員禁藥檢測計畫。 

3.運用己身對運動員價值與行為影響力以提升運動員對運動禁藥管

制之正向態度。 

4.向運動禁藥管制組織揭露過去十年內曾受任何非簽署組織對其本

身所做之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裁決。 

5.與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合作以調查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情事。 

6.無故不得對運動員施用或持有運動禁藥禁用清單臚列之禁用物質

或方法。 

四、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視為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 

(一)運動員檢體中發現禁用物質（prohibited substance）或其代謝物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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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bolites）或標示物（markers）。 

(二)運動員使用或意圖使用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prohibited method）。 

(三)運動員規避、拒絕或未能提交檢體。 

(四)運動員行蹤不實。 

(五)運動員或輔助人員干擾或意圖干擾運動禁藥管制流程。 

(六)運動員或輔助人員無故持有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 

(七)運動員或輔助人員非法運送販賣或意圖非法運送販賣禁用物質或禁用

方法。 

(八)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於賽內無故對運動員施用或意圖施用禁用物質或禁

用方法，或於賽外對任何運動員施用或意圖施用任何賽外禁用物質或

禁用方法。 

(九)運動員或輔助人員共同違反或預謀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 

(十)處分期內人員未經核可與其他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接觸合作。 

(十一)運動員或輔助人員對違規情事舉報人進行阻擾或報復行為。 

(十二)其他依世界運動禁藥管制機構規定之違規行為。 

五、依 WADA 有關規定對違反運動禁藥管制進行審議及後續結果管理。 

六、申訴：依WADA、運動禁藥管制辦法有關申訴之規定進行。 

七、解釋與歧異 

(一)本要點之解釋，以WADA公布之各項規定為基準。 

(二)本要點如與WADA公布之各項規定岐異者，以WADA公布相關規定之

英文版本為準。 

(三)本會所屬單項國際總會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