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會的好處 – 全球和國內性 
前言 

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我們爲什麽要成為會員? 加入會員有什麽好處?”  

我們希望這份文件將能夠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Chinese Taipei Touch Association 臺灣觸球協會 (CTTA) 是臺灣 (中華民國) 在國際觸球

聯合會的代表組織 –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Touch’ (FIT) 國際觸球聯合會 (聯合會)，

請參見 www.international-touch.org 和 www.chinesetaipeitouch.com/ 而獲得廣泛的信息。 

 

FIT 只承認每國家為一個成員國。 

 

根據人民團體法，Chinese Taipei Touch Association 以臺灣觸球協會(Taiwan Touch 

Association) 登記成人民團體 – 在 2014年與內政部註冊為國家觸球協會並作為國家 ‘觸

球’ 體育組織。CTTA 負責臺灣觸球運動發展的全面支持。 

 

當國家的主管部門符合聯合會的入會條件，該國家將被接納為會員國家 (成員國) 。其

中包括國家觸球組織操作為獨立和專門為該體育項目發展的管理機構；當該組織被接

納為成員國時，它們同意遵守聯合會的政策和程序並維持其會員身份為金融會員 (繳納

會費的會員)。 

 

入會 (隸屬、附屬會員) 的好處 

加入聯合會允許 CTTA 被確認為成員國 (如同世界各地的所有其他國家觸球組織) 和受

益於許多發展機會以及有機會參與所有的成員國能夠享受的國際舞臺。 

 

CTTA 和所有的成員國每年都要繳納會員年費給聯合會。該年費允許所有國家觸球主

管部門能夠傳播所有的好處 (利益) 給該國的當地成員和會員 (個人、俱樂部、學校、

大學等)。從而使參與其中的愛好者能夠以球員、教練、裁判和官員的身份在國家層面

以及國際標準體制發展和成長。 

 

入會的 “會員” 使個人和有組織的團體享受會員的優惠。這樣才能夠確保所有會員都有

平等機會在各級參與及充分的享受這項運動。 

 

技術支援 

入會保證所有成員國能夠獲得技術支持、信息和技術的發展、資源和鏈接到全球性成

員國的網路。 

 

技術援助包括教練培訓、裁判員培訓、球員發展計劃、精英球員培訓營、管理結構模

型、組織和財政援助、錦標賽援助和諮詢。 

 

此外，參與國家計劃；活動和比賽；國家發展途徑和廣泛的技術資源都提供給會員，

但是不提供給非會員的團體或會員。像任何 “會員資格” – 會員的好處僅有會員能夠享

用。 

 

http://www.international-touch.org/
http://www.chinesetaipeitou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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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能爲了 ‘Touch’ 觸球在任何國家打開了大門。在一定意義上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是該運動的命脈，並允許 ‘Touch’ 觸球愛好者和體育的整體與國際觸

球聯合會和國際成員國一起發展和成熟。 

 

FIT 網站  

聯合會的網站是該運動和世界各地進行的比賽歷史和信息的存儲庫。區域發展分委員

會的建立 (之後演變成區域聯合會) 已經擴大了這項體育的曝光度，並允許更多的社區

和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貢獻。 

 

網站對全世界介紹每個成員國，而其中的鏈接通過其他成員國的網站來提供更多信息。

成員國能夠尋求 FIT 教練和裁判培訓課程以及所有相關的數據和信息。 

 

成員國的錦標賽可以賽前發佈宣告，而文章可以在比賽前、比賽中和比賽後上傳，詳

細說明各自比賽的細節、要聞，包括成績和相關的攝影和照相記錄。 

 

俱樂部, 少年組和學校團體  

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也允許有組織的團體、學校、大學、俱樂部和相關成員能夠從參

與這項運動而從其中受益。因為只有聯合會成員的主管部門能夠提供該運動的一定的

標準。這反過來又使所有學校、俱樂部及相關附屬團體能夠參加並且享受高標準的當

地、區域性和國際性的賽事。 

 

除了成人球員的世界杯之外，聯合會也會在每四年舉辦青年世界杯。此外, 舉辦區域性

和世界性的俱樂部冠軍賽已經進入規劃階段，而世界學校冠軍賽也計劃為每一年舉辦

兩次，讓上千名年輕球員從眾多的國家都能夠參加。 

 

國際聯合會的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的好處總結 

 觸球比賽對準聯合會 (國際) 標準  

 獲得助於比賽發展的資源  

 提高技術的基礎設施 (教練、裁判、球員)  

 青少年發展和改良的青少年方案  

 網站和信息傳播  

 所有的球員；教練；裁判的發展途徑  

 參加聯合會國際錦標賽  

 參加 FIT 區域錦標賽  

 參加許多其他國際賽事及活動 

 有機會拜訪其他聯合會成員國以及進行友誼賽或比賽  

 有機會讓其他聯合會成員國拜訪貴國  

 符合國際標準的技術認證課程 

 

加入國家觸球組織的好處 

聯合會的成員國在國際層面上互相承認並且以會員的身份一起合作為該運動促進全面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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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 (附屬) 於國家觸球組織將會為您的學校、俱樂部或團體的所有會員打開大門，而

讓大家在這個運動的許多層面都能接觸。它保證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這項運

動能夠提供的各種元素並提供給合適個人興趣的一定水平. 

 

觸球是一種業餘體育項目，而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強度的水平。無論是休閒社交球員

或精英代表隊球員、教練、 裁判或管理員. 

 

同樣的原理適用於所有國家。 個人及團體 (俱樂部、學校、大學等) 隸屬 (附屬) 於國家

觸球組織, 然後將其認定為 ‘會員’ 體制。國家觸球組織及所有會員共同努力在一個特

定環境中發展這項運動. 

  

這種模式提供給個人及有組織的團體、機構或俱樂部整體參與的機會。為了成員的共

同利益, 這也能造成機會開展合作以建立一個強大而有凝聚力的會員基地,  

 

隸屬 (附屬) 於您的國家觸球組織的好處是顯著的, 而成為隸屬 (附屬) 會員並沒有壞處. 

 

FIT 歡迎個人和團體加入臺灣觸球協會 (Chinese Taipei Touch Association) 並參與爲了 

眾多年齡組別、教育機構、俱樂部和體育團體而在臺灣舉辦的的廣泛技術發展、活動

和錦標賽。參與包括個人和團體以球員、裁判、教練、經理、俱樂部管理員、教師和

家長等身份 – 全部支持該運動的發展和擴大觸球的社區。  

 

臺灣觸球協會屬於國際聯合會的許多好處和在當地的個人及俱樂部成為臺灣觸球協會

的個人或團體隸屬 (附屬) 會員是一樣的。 

  

臺灣觸球協會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的好處 

 參與國家發展計劃 

 觸球比賽對準聯合會(國際)標準 

 獲得助於比賽發展的資源 

 提高技術的基礎設施 (教練、裁判、球員)  

 青少年發展計劃  

 網站和信息傳播  

 所有的球員、教練、裁判、管理員和官員的國內和國際層面的發展途徑  

 參與所有的國家比賽 – 如果該國家能夠進行全國學校錦標賽、全國觸球聯賽及

其他國內認可的比賽和活動 

 參與聯合會舉辦的青少年和成人的國內和國際錦標賽和活動 – 例如青少年世界

杯、全球所有學校錦標賽、亞洲所有學校錦標賽、歐洲貨亞洲錦標賽，觸球世

界杯以及許多其他臺灣觸球協會舉辦和提供的國內比賽、聯賽和活動。 

 有機會參觀其他聯合會會員國並進行比賽或接待其他聯合會會員國來參觀並享

受比賽。 

 教練和裁判的認可符合國際標準。 

 會員有機會對於觸球全國機構的方向發言。 

 對於全國性的策略提出對於該運動及所有會員有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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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to Play’ 及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的好處 

觸球是付費運動，而全球各地的國家都是由愛好者支付 ‘參與費’。 

 

通過球隊錦標賽或活動報名費用，“參與費”的一部份將會按照 “每人每場比賽” 的原則

收取。  

 

“參與費” 將會支付給臺灣觸球協會，用於租借場地; 買獎品等; 支付裁判員和工作員工

並負責管理這項運動的全國性費用。 

 

會員年費是每項體育管理機關的生命支持線，以此需要依賴它們來持續提供服務及支

付年費帶來的好處。爲了各級的所有會員，這些費用將會被用於加強在各方面的觸球

質量。 

 

會員年費將確保 “觸球” 持續管理是有協調性和高品質的。這包括許多管理和技術開發

項目以及支持所有隸屬 (附屬) 的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並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由專職或

兼職人員提供這些服務。 

 

個人會員需要根據 “成為 CTTA會員流程 – 附件 1” 概述而支付會員年費。 

所有的會員將有機會參與一系列的活動 – 包括當地和國際上舉辦的聯賽、比賽和錦標

賽 – 以及技術發展計劃。 

 

專對於球員、教練和裁判的方案也會定期進行以便為所有隸屬 (附屬) 協會以及它們的

會員提高標準和確保大家都有平等機會發展和成長。 

 

主管機構會安排讓會員個人促進他 (她) 們的參與度的國家發展途徑，而所有的會員都

能夠參加該途徑。主管機構將會安排比賽、錦標賽和活動，而各年齡組的國家代表隊

也會逐漸的開發，以便會員在國際舞臺上挑戰其他 FIT 成員國。 

 

當觸球在特定國家發展時，贊助商和活動將允許更廣泛的利益。這些都能夠傳達所有

的隸屬 (附屬) 協會以及會員們。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堅實的隸屬 (附屬) 基礎 – 會員

基地 – 這將能夠支持廣大的觸球社區。最重要的是，讓這項運動在教育系統內蓬勃發

展，並讓俱樂部通過會員資格而持續成長。 

 

發展途徑將是因此被創建的並允許個人會員充分參與。 

 

國家體育主管機關的基礎建立於它的成員網絡。爲了未來的發展，臺灣觸球協會正在

努力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並會繼續支持各會員，其目的為繼續與隸屬 (附屬) 的學校

和俱樂部合作以便推廣該運動。 

 

 “觸球” 擁有長期的全球性未來。在世界的許多地方，該運動處於未成熟的 “起步階段”。 

但是，如果隸屬 (附屬) 協會和它們的成員能夠有認知通過 “隸屬 (附屬) 協會” 會員的

資格 – 所有的個人會員、學校、俱樂部和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在觸球的整體發展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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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出一份心和一份力。該作用，通過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所有個人會員以及隸屬 

(附屬) 組織的基地都會受益。 

 

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 – 能夠保證 “開門式” 的政策給所有註冊的會員。他 (她) 們能夠

享受所有 FIT 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比賽和錦標賽、獲得發展和技術的支援並獲得國內和

國際上的承認。 

臺灣觸球協會 CTTA 在臺灣主辦的錦標賽及活動會以最高品質的賽事管理和裁判的水

平，能夠允許愛好者參與並享受高標準的觸球賽事。  

 

附屬於臺灣觸球協會 CTTA 的裁判將能夠從事持續的發展、培訓和支持。這些專用裁

判員和球員兼裁判在臺灣觸球的發展及標準提昇過程中有明顯的作用。 

 

推廣非附屬 (非會員制度) 的錦標賽和活動的團隊，無法提供 FIT 和國際上的標準。而

在這些活動的裁判質量往往較差。從事未經批准錦標賽的裁判不會是 CTTA 的附屬裁

判，因此不會受益與國家觸球機構能夠提供的持續技術培訓和支持。 

 

球隊支付給未經批准錦標賽和活動的參賽費用通常是給與觸球沒有聯繫的活動主辦單

位，所以那些支付不會用於進一步發展該運動。 

 

非會員和非附屬的團隊不受益於 FIT或國家觸球機構提供的發展途徑。 

 

FIT 只承認和支持每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管理機構。 FIT不會支持使用 “觸球” 這項目而

增益和非附屬於國家觸球協會的機構。FIT 也不會支持那些無助於國際會員費用或不

遵守 FIT 的標準、方案和政策的個人或團體。 

 

這包括所有、任何推廣 “Touch 觸球” 的非附屬團隊，未經批准的比賽或活動的主辦單

位; 非附屬的俱樂部、球隊、球員、裁判和官員等。 

 

附屬會員制度確保他 (她) 們能夠參與所有和任何 CTTA 有關聯的觸球機會  - 而他 (她) 

們是國家管理機構認可的; 區域聯合會和國際觸球聯合會 – 以及所有其他國際 FIT成員

國。 

 

聯合會的 “非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規則” 是保護隸屬 (附屬)會員制度。不貢獻的團隊和

個人將不會受益或分享所有隸屬 (附屬) 會員的利益和機會 – 或受益與聯合會成員國或

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所付出的貢獻和努力。請觀看 FIT “非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規則”. 

 

隨著觸球在臺灣的發展，希望參加這個充滿活力的 “全民運動” 提供的各種元素的個人、

教育機構、運動俱樂部和有組織的團體等，將被歡迎為隸屬 (附屬) 會員。所有人都能

以球員、裁判、教練或官員的身份參與並都能夠享受他 (她) 們的隸屬 (附屬) 會員制度

在臺灣、亞洲地區和國際上提供的廣泛的優勢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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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 臺灣觸球協會隸屬 (附屬) 會員申請流程 

 

 

臺灣觸球協會的團體 隸屬 (附屬) 會員 

以下的流程是有關於區域性組織或其他想要附屬於臺灣觸球協會的觸球團體。通過隸

屬 (附屬) 會員之後能夠享受上述文件中所述的利益 (申請表格請查看附錄 2). 

 

對於一組個人 (申請人) 被臺灣觸球協會確認為 “隸屬 (附屬) 會員”，該申請人必須符合

以下的所有條件: 

1. 申請人必須提供書面證明，它代表了至少 14 位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國民身

份證) 或者是中華民國的合法公民 (當前有效的居留證 ARC)。 

2. 申請人必須代表中華民國行政區域之一。 

a.  申請人不能夠代表已被臺灣觸球協會批准的隸屬 (附屬) 會員的行政區域。 

b. 如果兩個申請人在同一時間申請代表同一個中華民國行政區域， 擁有更

多人數的申請書將會被優先處理。 

3. 申請人必須以書面同意它和它們的隸屬 (附屬) 會員將會遵守臺灣觸球協會行為

守則 Code of Conduct.  

 

臺灣觸球協會的個人隸屬 (附屬) 會員 

申請人可以使用個人名義加入臺灣觸球協會認可的團體隸屬 (附屬) 會員而成為臺灣觸

球協會會員。這樣子，該會員也可以充分利用臺灣觸球協會隸屬 (附屬) 會員的好處 

(申請表格請查看附錄 3)。 

 

臺灣觸球協會需要每團體隸屬 (附屬) 會員提供每位會員的詳細資料, 包括姓名、性別、

出生日期、ARC/身份證號碼、通訊地址以及電子郵件。 每團體隸屬 (附屬) 會員也得

為每會員繳納每年新台幣 200以支付他 (她) 們的會員費。 

 

每新會員也需要支付新台幣 100的初始會員註冊費。 

  



         入會的好處 – 全球和國內性 
附錄 2 – 團體隸屬 (附屬) 會員表格 

 

隸屬 (附屬) 會員申請表格 

 

臺灣觸球協會  

 

我, …..................................................................................... 是 (“申請人”) 

 …........................................................................................................... 的 正式授權官員  

居住於….................................................................................................................... 

…................................................................................................................................... 

在此向 Chinese Taipei Touch Association 臺灣觸球協會 (簡稱為 “本會” ) 申請 (代表申請人) 隸

屬 (附屬) 會員資格   

 

在被接納為隸屬 (附屬) 會員資格的情況下，申請人將同意完全遵守本會所有生效的章程、規

定、法律、政策和指令。 特別是，申請人將同意:  

 

(a) 對於觸球 Touch 的所有相關事項，將受本會的管制和指導; 

(b) 完成結合、編入、成立團體組織或在申請過程中; 

(c) 採取本會 的目標並採用由國家法令要求、或符合臺灣觸球協會的法規和規則; 和 

(d) 支持本會並且鼓勵和推廣本會的目標; 和  

(e) 採取本會目標並遵守本會的章程。 

 

 

簽名: ….................................................................................................................... 

 

日期: …...................................................... 

  



         入會的好處 – 全球和國內性 
隸屬 (附屬) 會員申請表格 

 

臺灣觸球協會  

 

1. 隸屬 (附屬) 會員名稱  

 

 

2. 隸屬 (附屬) 會員地址  

首選郵寄地址:  

 

縣/市 

主要比賽場地:  

 

縣/市 

首選聯繫電話:  

 

電子郵件:  

 

 

3. 創立委員會成員詳細 

姓名 身份證/ARC 聯繫方式 

   

   

   

   

   

   

   

   

   

   

   

   

   

   

 

  



         入會的好處 – 全球和國內性 
附錄 3 – 個人隸屬 (附屬) 會員申請表格 

 

個人隸屬 (附屬) 會員申請表格 

 

臺灣觸球協會  

 

以下為 ………………………………. [隸屬 (附屬) 團體會員] 的新會員，將在此註冊

為臺灣觸球協會的隸屬 (附屬) 會員。 

 

姓名 身份證/ARC 聯繫方式 

   

   

   

   

   

   

   

   

   

   

   

   

   

   

   

   

   

   

   

   

   

   

   

   

   

 

 

我 ………………………………. 為 代表 …………………………………… 特此向臺

灣觸球協會註冊上述的個人為協會隸屬 (附屬) 會員。 

 

 

簽名: …………………………….. [隸屬 (附屬) 協會主席、理事長]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