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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09 年(2020)國家培訓隊及潛力選手培訓實施辦法 

 
壹、依據 

本會 107 年 12 月 6 日選訓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國家隊選拔及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派辦

法、108 年 9 月 19 日第 11 次選訓委員會決議辦理。 

貳、國家培訓隊及潛力選手培訓隊遴選方式 

一、依以下各場比賽選拔出男、女選手參加國家隊選拔 

(一) 四次季賽:各次男子前 4,女子前 3(依成績排序)，每次季賽另選男、女 U16 各

2 人(U16 年齡計算以 2004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為基準) 

(二) 佛度盃台灣錦標賽:男子前 3,女子前 2(依成績排序) 

(三) 台灣業餘錦標賽:男子前 8,女子前 4(扣除國外選手後依成績排序)  

(四) 貝多芬業餘高爾夫邀請賽:男子前 3,女子前 1(扣除國外選手後依成績排序)  

(五) 城市盃台灣青少公開賽:男子前 4,女子前 2(依最遠梯台成績扣除國外選手後

排序) 

(六) 仰德全國業餘公開賽:男子前 6,女子前 3(扣除國外選手後依成績排序)  

註：以上賽事依比賽日期選出晉級選手,如該名選手之前已於其他賽事中獲晉級

資格,則該場晉級選手由下一名次遞補。 

二、冬季賽之名額以冬季賽排名男子前 4，女子前 3，U16 男女各 2 人(U16 需為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晉級後參加四回合國手選拔賽。若冬季賽排序為第一點

中其他賽事已選出之名單內的選手，則依序向下遞補。 

三、 國家隊選拔賽八回合成績為 12/3-12/6 於斑芝花冬季賽四回合成績，加上

12/10-12/13 於信誼球場四回合國手選拔賽，共八回合做為國家隊選拔依據。競

賽過程中不淘汰，所有選手均打完八回合。 

四、實施計畫辦法已選拔出之參加國家隊選拔名單選手，若未具備冬季賽資格，不必

參加月賽取得資格，可直接報名班芝花之冬季賽，但該成績僅列入國手選拔賽之

成績。 

五、2020 年國際賽事各公派選拔依據，另律定公告。 

六、國家隊選拔選手名單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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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家培訓隊及潛力選手培訓隊遴選人數 

一、國家培訓隊 

108 年冬季賽 4 回合成績+108 年國家隊選拔賽 4 回合，共計 8 回合總成績排

序。男子總成績前 6 名、女子總成績前 6 名，共計 12 名。 

二、潛力選手培訓隊 

(一) U16 選手以 108 年冬季賽 4 回合成績+108 年國家隊選拔賽 4 回合，共計 8

回合總成績排序。男子選手取前 4 名、女子選手取前 4 名，共計 8 名。若重

複為第一點國家培訓隊之選手則另增額遞補。(U16 年齡計算以 2004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為基準) 

(二) 另依 108 年冬季賽 4 回合成績+108 年國家隊選拔賽 4 回合，共計 8 回合總

成績排序，選出男、女各 7 員：共計 14 員。如重複為第一點國家培訓隊及

第二點第一款 U16 人員者，則依序向下增額。 

三、進退場檢驗： 

(一) 國家培訓隊及潛力選手培訓隊年度國內集訓未到 3 次，由訓練組提報選訓委

員會後更換人員名單並研擬遞補人員機制，訓練請假規範另行公告 

(二) 潛力選手培訓隊及 U16 名單於 2020 年夏季賽進行排名更替，潛力選手培訓

名單及 U16 選手名單內季賽倒數 2 名與季賽總排名前 2 名交換。 

備註: 

1.若夏季賽總排名為國家隊選手則依序遞補。 

2.若名單內倒數 2 名成績總桿數少於季賽總排名前 2 名者則不做人員替換。 

(三) 全程由本會選訓委員會監督，不定時暸解各階段培訓進度、成效及選手概況，

並適時予以協助與指導。 

(四) 訓練期間如個人因素離退或轉入職業選手者（以優秀選手機制辦理）；必要

時選訓小組得依選手離退狀況，召開臨時會議辦理人員遴選及遞補事宜。如

經淘汰即依選訓標準順位遞補並報體育署核備。 

(五) 由本會選訓委員會成立專案小組，適時督訓，檢測階段目標並考核訓練績效

及改正缺失。  



3 
 

肆、訓練計畫 

一、國家培訓隊 

(一) 國內訓練(國家培訓隊及 U16 培訓隊共同集訓)  

1. 訓練時間:於國內高爾夫球場實施集中管理訓練，視球場時間安排隨時調

整。 

2. 訓練師資:本會遴聘之高爾夫訓練團隊。 

3. 訓練內容:體能訓練、專項技術訓練、個別課、下場 9 洞、18 洞比賽。 

(二) 海外移地訓練(國家培訓隊) 

1. 海外移地訓練地點 

海外移地訓練，初步規劃為 2 月份於越南(泰國)進行移地訓練 6-7 月前

往美國進行大師訓練營及參加美國業餘賽事以賽代訓。(確切時間及球

場視情況待訂) 

2. 重大賽事提前適應場地海外訓練 

重大賽事如野村盃、世界業餘錦標賽等安排提前至比賽場地進行適應場

地訓練。(確切時間及球場視情況待訂) 

(三) 國際賽事以賽代訓 

2020 年國際賽事各公派選拔依據，另律定公告。 

二、潛力培訓隊 

(一) 國內訓練 

1. 訓練時間:國內訓練安排集中訓練。(視球場時間安排隨時調整) 

2. 訓練師資:本會遴聘之高爾夫訓練團隊。 

3. 訓練內容:體能訓練、專項技術訓練、個別課、下場 9 洞、18 洞比賽。 

(二) 國際賽事以賽代訓 

2020 年國際賽事各公派選拔依據，另律定公告。U16 選手之國際賽事，併於

潛力培訓計畫實施。 

伍、訓練計畫及出國公派基準員額將以體育署109年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選手計畫經費視

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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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家隊選拔之 2019各場賽事名單: 

賽事名稱 賽事日期 備註 

貝多芬邀請賽 1/1-1/5  

春季季賽 3/5-3/8  

佛度盃台灣錦標賽 4/9-4/11  

夏季季賽 5/21-5/24  

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5/28-5/31  

台灣青少年公開賽 8/14-8/16  

仰德全國業餘 8/27-8/30 高協沒有參與主辦 

秋季季賽 9/3-9/6  

冬季季賽 12/3-12/6  

貝多芬邀請賽: 

男子:黃至翊、廖崇漢、沈上恩 

女子:黃郁評 

 

春季季賽   

男子:蘇晉弘、洪昭鑫、楊浚頡、陳霆宇 

U16男:陳瑋利、林士軒 

女子:許淮茜、葉家儒、劉可艾 

U16女:古孟宸、吳純葳 

 

佛度盃台灣錦標賽 

男子:范揚嘉、許凱俊、巫耀微 

女子:宋有娟、劉芃姍 

 

 

 

夏季季賽   

男子:劉永華、葉佳胤、王文暘、謝霆葳 

U16男:陳季群、陳亮宇 

女子:安禾佑、楊斐茜、黃亭瑄 

U16女:林欣黛、廖信淳 

 

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男子:呂孫儀、廖煥鈞、彭雄、許育誠、黃郁翔、蔡雨達、沙比亞特馬克、

羅政元 

女子:曾彩晴、邱譓芠、楊亞賓、盧昕妤 

 

台灣青少年公開賽 

男子:吳有容、李睿紳、郭傳良、林宸駒 

女子:謝佳彧、林毓錡 

 

仰德全國業餘公開賽 

男子:林銓泰、陳佑宇、方傳崴、吳易軒、詹昱韋、陳威勝 

女子:陳品晞、林怡潓、劉慧庭 

 

秋季季賽   

男子:陳宥臻、張彥翔、蔡睿恒、張簡克諺 

U16男: 呂偉銍、賴昱禓 

女子:戴佑珊、鄭昕然、陳葶伃 

U16女:盧芊卉、黃意真 
 

紅字為具有冬季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