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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日期：1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地點：山溪地球場 

與會人員：理事長、邱主委、祕書長、辦公室主任、訓練組賀嘉瑞、選訓委員 

          宋定衡老師 

會議記錄重點： 

一、理事長講話： 

    大家好，現在我們正在山溪地球場舉辦夏季賽及下半年國手選拔賽，

因為有許多家長在賽事現場，所以我們趁著這個機會召開家長座談會，一

方面將協會未來做法及家長平日關心的議題大家面對面溝通一下，以解除

疑慮及消弭誤會，希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起為提升台灣的高爾夫運

動而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各位知道台灣的高爾夫選手其實在國際各項賽事中比其他的體育項目

選手表現更好也更有曝光度，但是體育署每年補助中華高協的預算其實只

有其他體育協會的幾分之幾，例如與足協相比我們一年的補助款更只有足

協的 1/10，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因為高爾夫現在並未列入重點發展項目，

所以未來除了努力對外募款之外，我想將高爾夫列入政重點發展項目這也

是高協未來努力的重點之一 。 

    另外，由於高協目前並未擁有球場，我向各位保證我們所有募來的款

項或是體育署補助每一分錢絕對都是用在培訓、賽事與選手有關的項目，

絕對是公正無私。希望接下來的座談能相互交流，我們也會將各位家長的

意見帶回去做為協會未來精益求精的參考依據，謝謝大家。 

 

二、邱靖媽媽(錢韋杉)發言： 

    很感謝理事長舉辦這次座談會，像這種座談會是我們做家長的期盼已

久的，也讓我們感到王理事長上任後協會的氛圍與以前真的不一樣，希望

這種溝通交流的方式是持續的不是一次性的，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的

高球環境一天比一天更好。 

 

三、張瑞揚爸爸發言： 

C. D.組的小朋友希望可以恢復季賽,讓小選手可以有機會跟北中南的小朋友

一起切磋球技；一年一次的小學賽也希望繼續舉辦。我們家長想聽聽高協

選訓小組做出 C.D 組不辦季賽的原因。 

 

四、選訓委員宋老師發言答覆： 

        選訓委員會從去年底就開始制定制度,今年起做了一些改變,如果跟過去 

    10 幾年來的做法一樣，大家看看台灣培訓的環境與小朋友的水準有蓬勃發 

    展嗎?參與高爾夫運動的小選手有增加嗎?還是相對的培訓選手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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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4 年紮根計畫看的出具體成效嗎?我們覺得捫心自問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以前小朋友辦這麼多賽事但卻沒有我們期待的成果；因此    

    協會為了提升季賽品質，所以協會把 C.D 組員額拿掉。另外我們在 C.D 組 

    設計了跟走教練這一部分其實也是一種創新，跟走這一部份家長反應是良 

    好的，因為小朋友連桿數都記不清楚，有些也不了解規則與禮節，所以跟 

    走教練可以協助記成績並教導及約束小朋友的行為。所以我們為了提升效 

    益而將 CD 組季賽停辦，除了創新跟走教練作法外，也正研究增加月賽這 

    些都是為了作業順暢提升訓練成效的做法。 

 

五、理事長說明： 

    其實 C.D.組的訓練，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在快樂中學習，雖然我們取消

了季賽，但是仍維持訓練營另外針對初學者還有夏令營與冬令營，我們的

目的是希望退年紀還小的小朋友盡量以訓練代替比賽，這樣或許更有成

效。 

 

六、陳廷宇爸爸發言： 

    希望 CD 組能增加國際賽事，這樣可以多培養小選手的國際視野及抗

壓性與經驗膽識，建議協會能蒐集相關資料並公告且能補助及選派選手。 

 

七、邱主委回應： 

    我想原則上是可以研究的，另外各位家長如果有這方面的訊息是不是

也 PASS 給我們，我想協會一定會整合相關資料後提供必要的協助。 

 

八、理事長說明： 

    我們協會裡面如果有相關訊息除了會主動公布外也希望家長們與我們

互通有無；協會每年會項體與署申請補助如果訊息越早得到且越完整，也

更有利承辦人員列入年度計畫爭取預算補助。 

 

九、邱靖媽媽(錢韋杉)再度發言： 

        我想再度反映一下，雖然剛才宋老師有解釋，但我還是希望 C.D 組能 

    增加季賽以磨練小選手的經驗。 

 

十、宋老師回應： 

    其實今年下半年我們除了會舉辦全國小學賽，在 6、8 月也增加 C.D 組

的月賽，再來我們開放 CD 組小朋友可以跨組參賽且不需簽切結；這些都

是為了增加 CD 組小選手的賽事經驗。協會的相關作為應該在官網及臉書

等社群網站多加宣導與公告。 

    另外我想在強調說明的是，增加 CD 組的賽事但是品質還是應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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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至於小選手參加國際賽事應該通盤考量，如如何選派？如何帶 

    隊？如何向舉辦國爭取名額等都是需要再深入研討的。 

  

十一、邱主委回應： 

      協會的原則是有公信力的賽事才會推薦選手參賽，爾後會整合相關 

  資訊後盡早公布。另外如果大家都覺得要恢復 CD 組季賽我覺得也沒有 

  太大的問題，我們會再研究。今年我們先增加 6、8 月 CD 組的月賽外還 

  有年底會再舉辦全國小學賽。 

 

十二、謝霆葳媽媽發言： 

      我們做家長在乎的是選派的制度一定要公平公正，且不要一邊執行 

   又一邊修正規則。相關賽事的選派是不是應該分齡、分級，且有關國外  

   賽事的訊息及選拔規定應該提早公布以利家長即早因應。 

      有時候我們打電話到協會，秘書處的人好像都沒有相關訊息；我建 

   議秘書處承辦人員對所有賽事都應十分清楚有關選拔規定也應該十分熟 

   稔，這樣家長關心詢問的時候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 

 

十三、選訓委員宋老師回應： 

      說實在的，協會在王理事長上任後已經做了許多推動提升選手訓練 

   的措施，我們下半年提報體育署的送訓計畫爭取訓練預算的就有國家隊 

   的海外移地訓練及潛力培訓選手的國內訓練等。我們這次國家隊的選拔 

   就是以十分嚴謹的態度來執行，希望在公平嚴格的標準下選出優秀的國 

   家代表隊選手；相關的辦法我們都會事先公開公告。 

 

十四、邱主委回應：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明，我們每一場國際賽是要選派選手的時候， 

   一定都十分慎重與謹慎，考量的只有如何公正公平的派出最優秀的選 

   手，絕對不會黑箱作業。 

 

十五、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建議國際賽事選派選手時應依強度制定不同的選派制度，如 

   Amateur、青少年、分齡等，國外每年都有許多賽事，協會會派選手參  

   加那些比賽、如何選訓等，都應該即早公布。 

 

十六、訓練組賀嘉瑞回覆： 

      我們所有要參加的賽事都需提報體育署，但因為體育署核銷規定十 

   分僵化，所以不是所有家長想參加的國外賽事都能申請補助，所以有時 

   會無法滿足家長的期待。至於爾後可參加的賽事，相關資訊的公告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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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溝通方面，我們會再加強。 

 

十七、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就我所知，國外有許多賽事都有 Free 的名額，可是詢問秘書處好像 

  都沒有相關資訊，建議秘書處對這方面資料可否多多蒐集。 

      另外男 B 在白 TEE 開球，可惜不能開卡；既然無法開卡為何還要打  

  三天比賽呢？建議恢復季賽的資格賽，另外為何月賽可以跨組而季賽卻 

  無法跨組? 

 

十八、選訓委員宋老師回覆： 

      男 B 如果要開卡須打藍 TEE，但大部分選手距離不夠，但女 B 可打白 TEE 

   因為女生發育較早所以一般問題不大。如果男 B 選手願意打藍 TEE 與其他打 

   白 TEE 的一起比那當然沒問題。 

       另外月賽其實就是季賽的資格賽，所以應該沒有需求再恢復季賽資格 

   賽。 

 

十九、邱主委回應： 

      恢復 CD 組每月月賽是可行的，但我希望只要是高協辦的比賽都應該要 

   很正式，這樣對選手及家長才有幫助。 

 

二十、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建議爾後選訓委員會在開選訓會議時可開放家長旁聽，這樣讓家長有參 

   與感也可消除不必要的疑慮與誤會。 

 

二十一、邱主委回應： 

      選訓委員會的選訓會議絕對會公平、公正，秘書處就是資訊公布的太慢 

   這點我們一定會改進。 

 

二十二、廖崇漢爸爸發言： 

      選訓委員決議的內容攸關選手的權益，所以選訓委員不應該有選手家長 

   在內，例如宋老師是否應該利益迴避？宋老師是選手家長外還是體大選手的 

   老師其實是雙重身分卻列為選訓委員，我們家長當然會質疑。 

       例如 2018 下半年、2019 上半年分二階段實施國手與潛力選手選拔，公 

   平嗎？ 

 

二十三、邱主委回應： 

      我們在今年底會選出明年一整年的國手與潛力培訓選手，也會有退場機 

   制，在選拔制度上我們一定講究絕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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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丁子軒爸爸發言： 

      被協會選出的國手及潛力培訓選手是至高的榮譽，選手應該努力練習維 

   持水準，協會真的應該要制定一套公允的退場機制讓選上國手的人如果表現 

   不好有一個淘汰遞補的機制，以維持公信力。 

      我知道其實協會的確做了很多事，但就是缺少溝通尤其與家長的互動， 

   所以我建議是否可以成立一個家長委員會，定期開會讓協會有一個與家長互 

   動的平台。 

 

二十五、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沒錯，因為協會考量的角度不見得周延全面，而且秘書處承辦人也不見 

   得完全了解相關訊息與規定。 

 

二十六、邱主委回應： 

      協會的立場、體育署的規定還有家長的需求的確需要整合，因為目前協 

   會秘書處的業管人員大部分都比較缺乏經驗，請各位再給他們一點時間歷 

   練，爾後一定會越來越上軌道。 

      另外希望可以邀請葳媽到協會來與業管人員經驗分享並給予我們新進人 

   員一些指教，這樣可以讓秘書處的業管更快進入狀況。 

 

二十七、理事長說明： 

      以前協會沒有國家代表隊，現在有國家代表隊選訓制度，我們委託 

   dream golf 團隊協助實施訓練，包含海外移地訓練及國內自訓，dream golf  

   要全權負起責任。未來國家代表隊都會有贊助廠商，我想家長送訓小孩一定 

   不希望白白浪費時間，協會也不希望；我在這邊必須好意地提醒家長有些 

   free 的課程與訓練可能要注意訓練成效，不要貪圖便宜或是因為 free 而白浪 

   費時間與精力。 

       我希望每位家長都鼓勵你們的小孩以進入國家代表隊為目標，讓我們共 

   同努力。 

 

二十八、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CD 組的小朋友如果想參加國際賽事，協會如何選訓？C 組可否納入潛力 

   培訓選手？ 

 

二十九、選訓委員宋老師回覆： 

      CD 組如果納入潛力培訓選首選訓可能會影響公開與 AB 組的名額，所以 

   應該全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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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邱主委回應： 

      CD 組可參加的國外賽事，協會目前資訊不是很充分，這點是否可請葳媽 

   協助業管人員分享經驗，以利我們全面快速的獲得相關資訊。 

 

三十一、丁子軒爸爸發言： 

      這次國家代表隊選拔時間又趕打的天數又多，真的影響在校的選手課 

   業。 

 

三十二、邱主委回應： 

      因為這次國家代表隊有送到美國移地訓練，因為要配合美方的時間，所 

   以時間十分緊迫再加上 5 月底又有業餘錦標賽，所以才會這樣趕。我想明年 

   就不會如此緊湊了，這點請各位家長見諒。 

 

三十三、理事長說明： 

       因為 6、7、8 月美國有許多賽事，所以我們才希望在今年 5、6 月趕快 

   選出國家代表隊，加上今年我們有安排世界知名校練 Butch Marmon 的大師 

   訓練營，所以時間上很趕，我想是特例；下次應該就不會像今年一樣如此急 

   迫。 

 

三十四、丁子軒爸爸發言： 

      建議家長維持能夠跟場，因為這對選手真的有幫助；只有家長對選手的 

   優缺點最為了解，如果跟場在賽後可以與小孩針對優缺點實施檢討改進。 

 

三十五、秘書長答覆： 

      跟場的問題其實協會是樂觀其成的，但是每個球場的立場與規定不一 

   樣，並不是協會不讓家長跟場，我們會盡全力向舉辦賽事的球場爭取，盡力 

   滿足家長的需求。 

 

三十六、丁子軒爸爸發言： 

      我們很期待台灣男子公開賽恢復辦理。像今天這種座談會我覺得很棒， 

   希望不要只有這麼一次，建議應該持續辦理。 

 

三十七、謝霆葳媽媽再次發言： 

      建議季賽時可以舉辦家長參加規則講習，這樣可以提升家長的觀賽素養 

   與提升高球水平。還有就是建議能成立家長委員會，以利往後協會和業餘選 

   手家長們的直接溝通管道。 



7 
 

 

三十八、邱主委回應： 

      今天的座談會各位家長所提的問題，我們回去後會整理出來而且也會一 

   條一條的回覆，請各位放心。 

 

三十九、理事長最後結語： 

       以前協會每年的年度計畫幾乎都一樣，現在我們則是依實際需求擬定年    

   度計畫將優點保留缺點改進，並不是每年都照抄。目前協會的業管人員也比 

   以前增加快一倍，我相信他們會做的更好。 

       至於男子公開賽，也是我一直想突破的目標，今年可能太趕，而且明年 

   初有大選這也影響今年贊助商贊助的意願；所以我把期程目標訂在明年，希 

   望明年能成功地恢復舉辦，我們會努力。 

      還有明年的業餘錦標賽是 30 周年，我們會擴大辦理，邀請全世界包括美 

   國、歐洲、日本等前 10 名的業餘好手來共襄盛舉。 

      協會現在有國家代表隊海外移地訓練的作法，這也是一項創舉；我希望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與澳洲的團隊合作，讓選手冬天到澳洲訓練夏天則宜的美 

   國訓練；我就是希望盡力栽培我們的國家代表隊建立自己國家的品牌。 

      接任理事長以來，我還有許多的規劃待一一的推動，請給我們一些時間 

   我相信我們執行團隊一定會做得比以前更好。家長委員會的想法，我覺得很 

   好，樂觀其成，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協會運作越來越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