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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6 年 度 奧 亞 運 單 項 運 動 團 體 訪 評 計 畫 

【訪評指標自評表、前次訪評改善建議執行進度表、基本資料表】 

受訪單位名稱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611室 

電    話 02-87723350 

E-mail ctta99@ms34.hinet.net  

日期  中華民國  106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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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一、 本作業主要係依據國民體育法及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辦理，為瞭解全國性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組織會務

及業務辦理相關績效，特規劃本次作業。 

二、 訪評項目共分「壹、組織與會務運作」、「貳、會計制度及財務狀況」、「參、國家代表隊選訓賽制度」、「肆、

業務推展績效及民眾參與」四大項目。 

三、 資料範圍：資料填報範圍為 105年 1月 1日至 106年 8月 31日，惟部分資料僅需填寫現況，則依各表備註說

明填報，前述所填列資料之相關佐證文件，請呈現於實地訪評現場，以利委員參考。 

四、 本表件共有「訪評指標自評表」、「前次訪評改善建議執行進度表」及「基本資料表」三部份。 

(1) 「訪評指標自評表」：請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依據各項指標之【參考效標/檢視資料】內容，自我檢視實際

達成情形進行自我評量，並於【自我檢視/說明欄位】以文字簡要闡述辦理績效、目前執行現況及未來規

劃。實地訪評當日請參考【檢視資料】於現場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2) 「前次訪評改善建議執行進度表」：請針對前次訪評意見所提之各項目建議事項逐條說明所擬訂之改善策

略及實際改善進度，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3) 「基本資料表」：請協助填寫相關數據資訊，供訪評參酌，可與「訪評指標自評表」互相呼應對照。 

(4) 若有其他佐證資料欲事先隨本表件提供委員先行參酌，請以電子檔形式（e-mail/光碟）方式提供，或於

實地訪評當日現場提供即可。 

五、 說明字體一律為標楷體、字型 12，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六、 本表冊電子檔可自台評會 http://www.twaea.org.tw/下載。 

七、 繳交方式：請於 106年 11月 15日（星期三）17：00前填妥表冊，寄達/送達至台評會。 

(1) 格式：本表件以正本乙式 6份自行裝訂，連同電子檔（e-mail/光碟）1份， 
(2) 地址：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訪評小組收（臺北市 100南海路 3號 5樓之 1）。 

若有任何關於本計畫之疑問，請洽 台灣評鑑協會 賴小姐 02-3343-1182。 

http://www.twae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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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訪評計畫-訪評項目及參考效標 

 

訪評

項目 
壹、組織與會務運作 貳、會計制度及財務狀況 參、國家代表隊選訓賽制度 肆、業務推展績效及民眾參與 

參 

考 

效 

標 

一、組織架構 

二、法定會議 

三、計畫與執行 

四、人事制度及人員素質 

五、辦公室與設備 

六、行政資訊化 

七、「性別平等政策」之具體行動措施 

八、自我改善 

一、會計資料建檔與保存 

二、會計報表申報及公告 

三、自籌財源及運作 

四、經費補助執行情形 

五、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 

六、自我改善 

 

一、國家代表隊遴選 

二、國家代表隊培訓 

三、國家代表隊參賽及成績 

四、後勤支援  

五、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養成 

六、自我改善 

 

一、參與國際組織 

二、辦理國際賽事 

三、運動教練養成 

四、運動裁判養成 

五、運動規則審定及出版 

六、運動禁藥宣導與教育 

七、活動賽事及民眾參與 

八、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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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訪評計畫-訪評指標自評表 
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項目壹、組織與會務運作 

訪評內容：檢視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之組織架構是否合於組織任務及發展需要，並藉由組織架構、法定會議、計畫與執行、人事制度及人員素質、 

          辦公室與設備、行政資訊化、性別平等政策之具體行動措施等指標，檢視組織與會務運作情形。 

1.組織架

構 

【內涵】 

1.協會各組明確劃分權責、建立溝通管道，互相合作支援，及發揮

行政效能情形。 

2.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組成情形。 

團體會員應包括直轄市、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單項運動

委員會（協會）或各級學校。 

3.理監事之成員組成及運作情形。 

4.成立之委員會依組織章程/簡則規定運作情形。 

所設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及運動員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說明：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組織基本資料：最近一屆理監事、專兼職人員及委員會（專責小

組）資料表、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入會資格及人數名冊。 

2.協會各組與各委員會最新版組織章程、簡則及相關辦法，或工作

與權責分配表等。 

3.組織簡則備查公文。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1、表2、表3-1、表3-2、表6 

列表說明團體會員及個人組成情形、委員會（專責小組）名稱/設置

依據及組織簡則/相關資料或文件、理監事名單、專兼職人員及與理

監事成員為三親等內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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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2.法定會

議 

【內涵】 

1.定期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情形。 

2.召開理監事會議情形。 

3.召開理事會認為必要之臨時會議情形。 

4.召開各委員會會議情形。 

5.會議按規定程序召開及報核情形。 

說明： 

皆按照時程辦理 

 

【檢視資料】 

1.會員大會紀錄。列表說明訪評週期開會次數及日期。 

2.理監事會議紀錄。列表說明訪評週期開會次數及日期。 

3.各委員會會議紀錄。列表說明訪評週期開會次數及日期。 

4.現場檢附上述會議之會議紀錄。 

【基本資料表】表4 

列表說明召開法定會議名稱/日期/與會人數/會議事由/會議紀錄

等。 

3.計畫與

執行 

【內涵】 

1.協會發展目標具體明確，符合當前體育發展政策。 

2.訂定年度計畫之過程及執行情形，並提報會員大會通過。 

3.訂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過程及執行情形，並編入年度工作計畫及

實施進度。 

4.重要計畫均送理監事會討論通過之情形。 

5.業務執行、行政作業及管控之情形。 

說明： 

已辦理 

【檢視資料】 

1.年度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 

2.專案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 

3.中程（4年內）發展計畫及實施進度報告。 

4.長程（4年以上）發展計畫及實施進度報告。 

5.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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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4.人事制

度及人員

素質 

【內涵】 

1.協會秘書長與副秘書長之資格及專業背景。 

 體育團體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雇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

理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理事長（會長）任期，每任不得超過四年，連選得連任，並以一

次為限。 

2.協會人事遴選、任用、考評辦法等人事規章之完整性及實施之落

實情形。 

3.專、兼職人員人數、專業背景及執行會務情形。 

4.理監事之配偶及三親等內任職協會情形。 

  體育團體不得聘任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

專任工作人員；於該理事長接任前已聘任，亦同。工作人員不得

由理事、監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擔任。 

  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其擔任同一

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監事不得有下列情形： 

ㄧ、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說明： 

皆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協會專、兼職人員資料表、職稱（含任職期間）及學經歷、專長。 

2.協會人事遴選、任用、考評辦法。 

3.協會人員參與進修及增能研（講）習活動明細表。 

【基本資料表】表3-1、表3-2、表5、表6 

列表說明本屆理監事名單現況 

列表說明本屆理監事名單 

列表說明專兼職人數統計 

列表說明專兼職人員及與理監事成員為三親等內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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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5.辦公室

與設備 

【內涵】 

1.設有固定會址且為專屬辦公室。 

2.辦公室設施、設備完善，足以執行相關會議及會務。 

 

【檢視資料】 

1.辦公室設施、設備數量、使用情形一覽表。 

2.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6.行政資

訊化 

【內涵】 

1.公文傳遞系統電子化。 

  電子化程度：☑大部分   □少部分   □無 

2.訂有電子化文書處理作業程序（登記、處理、歸檔、保存）。 

3.建置網站 □無，☑有。 

4.網站內容建置完整、資訊公開透明 

  （含組織運作、辦理活動資訊、辦理活動成果、運動規則、年度財

務狀況、可供民眾參與表達意見之管道等）。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既有公文。 

2.文書處理相關紀錄（登記、處理、歸檔、保存）。 

3.協會網站。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7 

列表說明目前網站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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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7.「性別

平 等 政

策」之具

體措施 

【內涵】 

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國際趨勢之措施。 

1.組織成員（理、監事會）單一性別統計與比例。 

2.各委員會成員數是否達到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組織、各委員會、裁判教練及運動選手之男、女性比例。 

【基本資料表】表2、表3-1、表6、表9、表10、表11、表17、表19-2、

表20、表21、表23、表24、表29、表30 

列表說明相關活動賽事之男、女性人數比例。 

8.自我改

善 

【內涵】 

針對本訪評項目各項措施之定期檢討與自我改善策略執行情形。 

 

 

http://www.gec.ey.gov.tw/cp.aspx?n=363dc330e476b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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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項目貳、會計制度及財務狀況 

訪評內容：檢視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於會計、財務方面的運作是否合乎相關法規並有基礎建檔與運作管理情形，包括會計資料建檔與保存、會計報

表申報及公告、自籌財源及運作、經費補助執行情形及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等指標。 

1.會計資

料建檔與

保存 

【內涵】 

1.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進行會計資料建檔之情形。 

 ☑是   □部分  □否  依規定辦理 

2.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進行會計資料保存之情形。 

 ☑是   □部分  □否  依規定辦理 

3.定期產生報表之情形。(可複選）   

  □每年 ☑每六個月  □每季（三個月） □每個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會計作業程序與佐證資料。（可複選） 

1.憑證（☑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2.帳冊（☑日記帳、☑分類帳）。 

3.報表（☑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

錄、□基金收支表）。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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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2.會計報

表申報及

公告 

【內涵】 

1.預算之編制、審議及報核情形。 

  ☑經會員大會通過 

  ☑經理監事會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 

2.決算及財務報表之編制、審議及報核情形。 

  ☑經會員大會通過 

  ☑經理監事會通過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報教育部備查 

  ☑公告預決算及財務報表（☑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 

3.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與捐款等名目提經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教育部)核備之執行情形。 

4.每月定期編報財務報表、每年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內政部、教育部)核備之執行

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會計帳冊與核備公文。 

2.收支預算表、決算表。 

3.訪評週期會計帳冊與核備公文及經費預決算表。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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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3.自籌財

源及運作 

【內涵】 

1.協會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與捐款等財源收入。 

2.協會舉辦之比賽、研（講）習等活動所收取費用情形。 

3.協會自籌財源占年度支出之比重及逐年變動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自籌財源之款項明細（含金額統計）及占年度支出之百分比。 

2.協會收支預算書與決算書。 

3.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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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4.經費補

助執行情

形 

【內涵】 

1.年度計畫經費補助（含國際體育交流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2.獲得之優秀及潛力選手計畫補助執行情形。 

3.獲得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頂級賽事或其他國際體育交流活動經費補

助執行情形。 

4.獲得之其他專案補助執行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獲補助公文。 

2.會計師查核簽證（或認證）報告。 

3.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8  

列表說明獲補助經費計畫（活動）補助年度/名稱/補助單位/補助金

額/協會自籌金額/計畫（活動）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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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5.財務稽

核及管理

機制 

 

【內涵】 

1.定期財產盤點管理情形。 

2.會計資訊公告情形。 

3.收支平衡情形。 

4.會計、出納專責人員設置情形。 

5.監事職掌發揮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認證）報告。 

2. 上述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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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6.自我改

善 

【內涵】 

針對本訪評項目各項措施之定期檢討與自我改善策略執行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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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項目參、國家代表隊選訓賽制度 

訪評內容：檢視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針對國家代表隊選、訓、賽等面向制訂明確機制與執行情形，包括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遴選、培訓、參賽及

成績、後勤支援、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養成等指標。 

1.國家代

表隊遴選 

【內涵】 

1.各級國家代表隊選拔之辦理情形。 

2.訂定、公佈各級國家代表隊遴選選手、教練之辦法及執行情形。 

【檢視資料】 

1.選訓委員會簡則及相關辦法，或工作與權責分配表等。 

2.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3.國家代表隊教練暨選手遴選辦法。 

4.國家代表隊名單。 

5.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皆已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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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2.國家代

表隊培訓 

【內涵】 

1.各級代表隊培訓計畫。 

2.各級代表隊之培訓之執行情形。 

3.選訓委員會之督訓情形。 

【檢視資料】 

1.相關會議紀錄。 

2.培訓計畫。 

3.選訓委員督訓報告。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9 

列表說明辦理單項國際錦標賽集訓或移地訓練比賽名稱/訓練地點/

日期/教練選手人數（含性別）統計。 

皆已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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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3.國家代

表隊參賽

及成績 

【內涵】 

1.依據選拔結果報名參賽各項目國際競賽情形。 

2.組訓代表隊參與國際賽事（含參加國際公開賽與訓練營）之執行

狀況與成績。 

【檢視資料】 

1.國家代表隊職隊員名單。 

2.相關會議紀錄。 

3.參賽計畫。 

4.選手參加國際賽事之成績紀錄、統計表。 

5.組訓代表隊參與國際賽會之執行狀況與成績。 

6.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10 

列表說明組訓代表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名稱/類別/日期/地點（城

市）/組別/我國選手成績/教練參賽人數（含性別）/選手參賽人數

統計。 

皆已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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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4.後勤支

援 

 

【內涵】 

1.配合相關競賽，協會所提供之支援服務情形。 

2.運動競賽等情資蒐集機制及情形。 

 □有   ☑無  

3.競賽特殊器材運送機制及情形。 

 ☑有   □無  

4.實施運動選手培訓、參賽及舉辦各類運動競賽時聘請運動防護相

關專業人員之情形。 

□於賽會外（例組訓、賽後階段）聘請運動防護相關專業人員 

□已建置心理諮商層面之相關預防、輔導措施等機制 

5.參加國際運動賽會時，應參考國際慣例及考量選手比賽之需要與 

  權益，訂定服裝裝備及其相關規範，並報教育部備查。 

訂定相關規範：☑是   □否  

報教育部備查：□是   ☑否 

 

【檢視資料】 

1.各類賽事辦理之可行性分析、規劃、人員協助等情形。 

2.各類賽事之事前評估、行政作業、申辦過程等相關佐證資料。 

3.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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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5.優秀及

具潛力運

動選手養

成 

【內涵】 

1.基層訓練站或訓練中心等運動訓練體系之規劃與執行情形。 

2.建立運動團隊（選手）分級登錄及成績登錄管理制度與執行情形。 

3.建立運動選手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資訊安全情形。 

4.安排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進行國內或國外移地訓練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運動團隊（選手）登記與管理辦法相關資料。 

2.選拔計畫或辦法、紀錄、名冊與成果。 

3.訓練計畫或辦法、紀錄、名冊與活動成果。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11、表12、表13、表14 

1.列表說明運動選手養成人數（含性別）統計。     

2.列表說明設置基層訓練站或訓練中心名稱/地點/日期/培訓選手   

  人數。 

3.列表說明辦理訓練營名稱/地點/日期/參加選手人數。 

4.列表說明聘用外籍教練姓名/國籍/聘用任期/聘期內績效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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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6.自我改

善 

【內涵】 

針對本訪評項目各項措施之定期檢討與自我改善策略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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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項目肆、業務推展績效及民眾參與 

訪評內容：檢視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於業務具體推展績效以及推廣行銷，以利民眾參與之情形，包括參與國際組織、辦理國際

賽事、運動教練及裁判養成、運動規則審定及出版、運動禁藥宣導與教育、活動賽事及民眾參與等指標。 

1.參與國

際組織 

【內涵】 

1.舉辦/參與國際會議情形。 

2.協會成員於相關之國際組織擔任職務情形。 

3.邀請與會務推展相關之國際人士來臺進行交流、訪問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國際會議之會議手冊或出席證明。 

2.邀請函與相關佐證資料。 

3.相關國際組織職位之聘書或當選證書。 

4.會議紀錄、辦理或出席會議成果或返國報告（含官網公告之成果

資訊）、外賓行程、訪臺旨趣等。 

5.其他上述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 15、表 16、表 17、表 18 

1.列表說明協會成員於相關國際組織擔任職務，其組織名稱/擔任人

員/職稱/任期起訖年月，並可備註說明擔任職務期間對於國際及

我國之具體貢獻。 

2.列表說明舉辦國際會議之會議名稱/日期/地點/參與國家數/參加

人數。 

3.列表說明出席國際會議之會議名稱/日期/地點/參加人數（含性

別）統計。 

4.列表說明邀請外賓訪臺之外賓姓名/職稱單位/日期/訪臺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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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2.辦理國

際賽事 

【內涵】 

1.申辦國際性賽事情形（含正式及非正式）。 

2.舉辦國際性賽事情形（含正式及非正式）。 

 

【檢視資料】 

1.申辦國際性賽事概況表。 

2.舉辦國際性賽事成果報告。 

3.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 19-1、19-2 

1.列表說明申辦國際賽事之名稱/日期/地點（城市）  

2.列表說明舉辦國際賽事之名稱/類別/日期/地點（城市）/組別/  

 我國選手成績/教練人數/選手人數/外籍人數/志工人數/觀賽人數 

 

3.運動教

練養成 

【內涵】 

1.運動教練制度實施辦法。 

2.各級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並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備查情形。 

3.各級運動教練之增能研（講）習與換證。 

4.各級運動教練之考核辦法與執行情形。 

5.各級教練研（講）習聘請國際級講師情形。 

6.建立運動教練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資訊安全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教練授證管理等實施辦法。 

2.各項教練研（講）習手冊、報名與出席紀錄。 

3.各級教練名冊。 

4.各級運動教練之考核紀錄。 

5.授證、檢定辦法、名單人數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之佐證

公文。 

6.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 20、表 21、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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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1.列表說明各級運動教練養成人數（含性別）統計。 

2.列表說明舉辦各級運動教練研（講）習會之名稱/日期/地點/參加

人數及通過檢定人數（含性別）統計等。 

3.列表說明參加國際級教練研（講）習會之名稱/主辦單位/日期/

地點/參加人員姓名。 

 

4.運動裁

判養成 

【內涵】 

1.運動裁判制度實施辦法。 

2.各級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並報中華民國體育運

動總會備查情形。 

3.各級運動裁判之增能研（講）習與換證。 

4.各級運動裁判之考核辦法與執行情形。 

5.各級裁判研（講）習聘請國際級講師情形。 

6.辦理國際裁判人才培育情形。 

7.國際裁判參與國際正式賽事執法情形。 

8.建立運動裁判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資訊安全情形。 

皆已按規定辦理 

 

【檢視資料】 

1.裁判授證管理等實施辦法。 

2.裁判研（講）習手冊、報名與出席紀錄。 

3.各級裁判名冊。 

4.各級運動裁判之考核紀錄。 

5.授證、檢定辦法、名單人數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之佐證

公文。 

6.取得國際裁判（亞洲級與世界級）資格人數及佐證資料。 

7.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 23、表 24、表 25、表 26 

1.列表說明各級運動裁判養成人數（含性別）統計。 

2.列表說明舉辦各級運動裁判研（講）習會之名稱/日期/地點/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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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人數及通過人數（含性別）統計。 

3.列表說明參加國際裁判研（講）習會之名稱/主辦單位/日期/地點

/參加人員姓名。 

4.列表說明國際裁判參與國際正式賽事名稱/主辦單位/日期/地點/

裁判姓名/職位等情形。 

5.運動規

則審定及

出版 

【內涵】 

1.建立運動紀錄及運動規則、蒐集國內外運動資訊，並出版或其他

方式公開提供會員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2.撰寫、彙編、翻譯或發行相關之運動叢書刊物。 

3.協助辦理運動科學研究及發展。 

 

【檢視資料】 

1.相關之審定規則或出版清單。 

2.審定資料或出版品。 

3.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27 

列表說明協會審定相關運動之規則（出版品）書名（刊物）名稱/

作者（審定者）/出版年度/出版單位。 

6.運動禁

藥宣導與

教育 

【內涵】 

1.訂定單項運動禁藥管制規定，並送中華奧會核備情形。 

2.擬訂年度運動禁藥管制實施計畫，並請中華奧會協助執行情形。 

3.配合相關政策，向教練、選手宣導運動禁藥相關知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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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檢視資料】 

1.宣導活動辦理之辦法與活動紀錄。 

2.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3.訪評週期內是否有成員違反禁藥之情事。 

☑否       □是，共    人 

【基本資料表】表28 

列表說明辦理宣導運動禁藥相關活動年度/名稱/日期/地點/教練、

選手、其他之參與人員。 

 

7.活動賽

事及民眾

參與 

【內涵】 

1.主/協辦全國性運動競賽。 

2.主/協辦有利運動推廣之地方性運動賽事。 

3.運用各管道與資源，推展全民休閒運動情形。 

4.建立年度運動競賽季節制度。 

5.設置網站、粉絲專頁或其他管道提供民眾參與意見表達之情形。 

6.進行賽事性別人數統計。 

7.舉辦分齡運動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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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內涵及檢視資料 自我檢視/說明 

【檢視資料】 

1.主辦或協辦各運動賽事，公告之競賽規程、賽事照片、相關報導

與紀錄等。 

2.各項行銷推廣佐證資料。 

3.公告之活動辦法、宣傳品、活動照片與紀錄。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 29、表 30、表 31 

1.列表說明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名稱/主辦單位/日期/地點/教練選手

人數（含性別）統計。  

2.列表說明主辦有利運動推廣之地方性運動賽事名稱/日期/地點/

教練選手人數（含性別）統計。 

3.列表說明供一般民眾參與之體育活動或賽事之名稱/日期/地點/ 

  參與對象/預估參與人數/實際參與人數。 

8.自我改

善 

【內涵】 

針對本訪評項目各項措施之定期檢討與自我改善策略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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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與會務運作」 

針對前次訪評意見各指標建議事項逐條說明所擬訂之改善策略及實際改善進度。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前次訪評改善建議 自我檢視並說明改善情形 

1 組織架構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2 法定會議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3 計畫與執行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4 人事制度及人員素質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5 辦公室與設備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6 行政資訊化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7 行銷推廣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8 「性別平等政策」之具體行動措施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貳、會計制度及財務狀況」 
針對前次訪評意見各指標建議事項逐條說明所擬訂之改善策略及實際改善進度。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前次訪評改善建議執行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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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訪評改善建議 自我檢視並說明改善情形 

1 會計資料建檔與保存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2 會計報表申報及公告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3 自籌財源及運作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4 經費補助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5 其他財務運作情形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參、業務推展績效」 
針對前次訪評意見各指標建議事項逐條說明所擬訂之改善策略及實際改善進度。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前次訪評改善建議 自我檢視並說明改善情形 

1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2 國際運動競賽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3 國內運動競賽推廣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4 運動教練養成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5 動裁判養成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6 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養成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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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後勤支援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8 運動禁藥宣導與成果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9 運動規則審定及出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尚未改善(□已排入改善期程) 

改善情形說明：已依照訪評建議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