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12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經費總表 

次序 類別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預算項目 
補助經費 

預算 
備註 

一 參加國際性運動競賽 

6 月(計 7 日) U15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台灣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

費、翻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雜支、教練費、選手

零用金、消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524,130 21 人 

7 月(計 12日) 2023加拿大盃女子壘球邀請賽-U18 加拿大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

費、翻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雜支、教練費、選手

零用金、消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2,953,000 26 人 

8 月 (計 7日) U18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中國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

費、翻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雜支、教練費、選手

零用金、消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1,271,210 23 人 

10 月(計 11日) U15世界盃女子壘球賽 日本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

費、翻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雜支、教練費、選手

零用金、消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1,293,800 22 人 

二 參加國內集中訓練 

5-7月(計 12 日) U15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台北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209,020 25 人 

9-10月(計 6 日) U15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台北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513,800 25 人 

5-7月(計 12 日) U18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台北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317,020 25 人 

9-11月(計 9 日) U18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台北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767,800 25 人 

5-7月(計 12 日) U22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317,020 25 人 

9-11月(計 9 日) U22國內集中訓練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767,800 25 人 



 

 類別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預算項目 
補助經費 

預算 
備註 

二 參加國內集中訓練 

6 月(計 6 日) U15亞洲盃女子壘球賽賽前集訓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17,750 25 人 

7 月(計 6 日) 
2023加拿大盃女子壘球邀請賽-U18

賽前集訓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73,500 25 人 

8 月(計 7 日) U18、U22 外籍教練打擊守備訓練營 南投 

保險費、膳宿費、交通費、外籍教練交通費、外籍教練機票

費、外籍教練講師費、外籍教練膳宿費、教練費、選手零用

金、防護員費、消耗性器材、印刷費、場地費、翻譯工作

費、雜支、防疫用品。 

1,288,900 54 人 

8 月 (計 6日) U18亞洲盃女子壘球賽賽前集訓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73,500 25 人 

10 月(計 7日) U15世界盃女子壘球賽賽前集訓 南投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用金、交通費、營養

費、保險費、場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工作

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81,750 25 人 

三 其他 

5-12月 訓練器材費  

比賽球、打擊頭盔、捕手護具、手套、打擊護肘、選手裝備

袋、大型公務裝備袋、球棒袋、打擊手套、木製教練棒、球

棒。 
1,200,000  

5-12月 防護用品  

2 吋輕彈、3 吋重彈、2 吋白貼、3 吋白貼、墊片、冰敷膠

膜、膚膜、肌內效貼布、冷凍噴劑、鯊魚剪、止血棉棒、 
OK 繃、繃帶、手術手套、外傷藥膏。 

130,000  

5-12月 服裝費  
團體服、球衣、外套、運動背包、襪子、球帽、練習衣、釘

鞋、慢跑鞋、教練鞋。 
600,000 

8,000*

75 位 

補助經費合計 17,000,000  

填表人﹝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8日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12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經費分析表 

次序 項目 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合計 備註 

一 參加國際性﹝含亞洲﹞運動競賽。 6,042,140 0 6,042,140  

二 參加國內集中訓練。 9,027,860 0 9,027,860  

三   其他。 1,930,000 0 1,930,000  

總計 17,000,000 0 17,000,000  

填表人﹝即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8日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12度參加國際性運動競賽活動計畫分表 

次序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 

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補助 

經費 

自籌 

經費 
備註 

一 6 月 台灣 U15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Softball Asia 正式錦標賽 21 人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

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費、翻

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

雜支、教練費、選手零用金、消

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524,130 0  

二 7 月 加拿大 
2023加拿大盃女子壘球邀請

賽-U18、菁英潛力培訓隊 
加拿大壘協 邀請賽 26 人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

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費、翻

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

雜支、教練費、選手零用金、消

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2,953,000 0  

三 8月 中國 U18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Softball Asia 正式錦標賽 23 人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

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費、翻

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

雜支、教練費、選手零用金、消

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1,271,210 0  

四 10月 日本 U15世界盃女子壘球賽 WBSC 正式錦標賽 22 人 

機票款、簽證費、證照費、膳宿

費、國內外交通費、保險費、翻

譯工作費、防護員費、場地費、

雜支、教練費、選手零用金、消

耗性器材、報名費、防疫用品 

1,293,800 0  

合計 7,467,020 0  

填表人﹝即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8日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12年度辦理參加國內集中訓練活動計畫分表 

次序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

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 

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補助 

經費 

自籌 

經費 
備註 

一 4-7月 南投、台北 U15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209,020 0  

二 9-10月 南投、台北 U15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513,800 0  

三 4-7月 南投、台北 U18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317,020 0  

四 9-11月 南投、台北 U18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767,800 0  

五 4-7月 南投 U22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317,020 0  

六 9-11月 南投 U22國內集中訓練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767,800 0  

七 6 月 南投 
U15亞洲盃女子壘球賽賽前集

訓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17,750   



 

 

次序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

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 

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補助 

經費 

自籌 

經費 
備註 

八 7 月 南投 
2023加拿大盃女子壘球邀請賽 

- U18 賽前集訓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73,500 0  

九 8 月 南投 
U18、U22 外籍教練打擊守備訓

練營 
本會 集訓 54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1,288,900 0  

十 8 月 南投 
U18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賽前集訓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73,500 0  

十一 10 月 南投 
U15世界盃女子壘球賽 

賽前集訓 
本會 集訓 25 人 

膳宿費、教練費、防護員費、選手零

用金、交通費、營養費、保險費、場

地費、雜支、選訓委員費、裁判費、

工作費、印刷費、誤餐費、器材費、

場地布置費、防疫用品。 

481,750 0  

合計 9,027,860 0  

填表人(即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