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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令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8 日 

臺教授體部字第 1030038522B 號 

修正「運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名稱並修正為「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 

附修正「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 

部  長 吳思華 

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運動防護：指各種體育運動之預防保健及安全維護。 

二、 運動防護員：指依本辦法規定取得證書，於政府機關（構）、學校、企業機

構及團體執行運動防護業務者。 

三、 全國性運動防護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向內政部登記立案，以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以推廣運動防護或研究運動防護之學理

及技術為宗旨之團體。 

第 三 條  運動防護員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運動傷害之預防。 

二、 從事體育運動者之健康管理。 

三、 運動傷害之辨別與評估及送醫前之緊急處理。 

四、 運動傷害後之防護及保健。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防護事務。 

   前項業務範圍之細項，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公告之。 

第 四 條  申請運動防護員之檢定，應年滿二十歲以上，持有依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發給之

有效各級救護技術員證書，並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 本部核准立案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運動醫學、運動保

健、運動健康相關科、系、所畢業，領有畢業證書；其屬中華民國一百零六

年一月一日以後畢業（包括應屆畢業，以下同）者，應經運動防護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 

二、 本部核准立案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領有畢業證

書，且修習運動防護員檢定規定課程（附件一），取得學分證明文件；其屬

一百零六年一月一日以後畢業者，應經運動防護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三、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擔任大專校院運動防

護專業課程教師，並持有服務學校開具之證明。 

四、 已取得其他國家運動防護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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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所定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健康相關科、系、所，由體育署公告

之。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附件一所定運動防護實習，其認定基準，由體育署公告

之，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一月一日施行。 

   第一項第二款學分證明文件，包括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取得之推廣

教育學分證明。 

   在學學生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檢定，且學科測驗及術科測驗均及格

者，應於繳驗畢業證書後，始發給運動防護員證書。 

   第一項第二款附件一所列科目名稱之認定範圍，由體育署公告之。 

   申請運動防護員之檢定，於報名時檢附之修習科目名稱與第一項第二款附件一所

列科目不同，且非屬體育署公告之科目名稱認定範圍者，得檢具授課大綱、使用教材

與授課教師基本資料，經體育署審查通過，視同與附件一所列科目相同。 

   於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一月一日以後畢業者，申請檢定應檢具二百五十小時以上

運動防護實習時數證明。 

第 五 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或罹患精神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經體育署諮詢相關專科醫師

二人以上後，認定不能執行業務者，不得擔任運動防護員： 

一、 犯傷害罪章，經判刑確定。其屬過失犯，不包括之。 

二、 犯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 犯殺人罪，經判刑確定。 

五、 販售、協助或指導運動員使用運動禁藥或違反運動禁藥管制相關規定，經查

明屬實。 

六、 逾越第三條所定執行業務範圍而違反其他醫療法規。 

第 六 條  申請運動防護員資格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體育署提出： 

一、 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 符合第四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無違反前條規定之切結書及警察刑事紀錄證明。 

第 七 條  依前條申請運動防護員資格之檢定，應繳交下列費用： 

一、 檢定費用： 

(一) 學科測驗：新臺幣五百元。 

(二) 術科測驗：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 證書費用：初發、展延、補發或換發者，每件新臺幣二百元。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術科測驗檢定費用，應包括每人人身保險（包括死亡、傷殘及

醫療給付）保險金額新臺幣三百萬元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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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檢定經審查合格者，得參加學科測驗及

術科測驗。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檢定經審查合格者，得直接參加術科測驗，免參

加學科測驗。 

第 九 條  學科測驗成績採百分法計分，達六十分以上者為及格；術科測驗依操作方法正確

程度、操作速度予以評定為及格或不及格。 

   學科測驗及術科測驗同時及格者，發給運動防護員證書。 

   學科測驗及術科測驗成績，其中之一不及格者，得保留及格之成績一年。 

   第二項運動防護員證書格式，規定如附件二。 

第 十 條  前條學科測驗、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與評分基準、出題及評審人員資格，由體

育署公告之。 

第 十一 條  運動防護員證書有效期間為四年，期限屆滿三個月前，經累計六十小時以上繼續

教育訓練者，得申請證書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年。 

   前項繼續教育訓練之認可範圍，由體育署公告之。 

第 十二 條  運動防護員證書遺失或毀損者，應檢具申請書，向體育署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 十三 條  運動防護員應遵守下列工作倫理規範： 

一、 因執行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個人資料，不得無故洩漏。 

二、 執行業務時，不得從事涉及利益衝突，或為運動防護專業帶來負面影響之行

為。 

三、 執行業務時，不得有性騷擾疑慮之行為。 

四、 執行業務時，不得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將執行運動防護業務所獲得訊

息，用以影響運動競賽結果，或用於運動賭博以取得非法利益。 

第 十四 條  運動防護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撤銷或廢止其資格： 

一、 取得運動防護員證書後，有第五條規定情形之一。 

二、 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三、 出借或出租運動防護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第 十五 條  運動防護員資格經撤銷或廢止者，體育署應通知其限期繳回運動防護員證書；屆

期未繳回者，註銷之。 

   運動防護員經依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廢止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一年後，或

已無罹患精神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之情事，經體育署諮詢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後，

認定得執行運動防護業務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 十六 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行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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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運動防護員檢定規定課程表 

學科類群 科目（學分數） 

運動防護 

專業科學 

一、 運動傷害防護學與實驗（2 學分） 

二、 運動處方（2 學分） 

三、 運動貼紮與實驗（2 學分） 

四、 運動傷害防護儀器之運用（2 學分） 

五、 運動推拿指壓學（2 學分） 

六、 運動傷害評估學（2 學分） 

七、 運動保健學（2 學分） 

八、 運動防護實習（2 學分） 

九、 運動體能訓練（2 學分） 

運動防護 

基礎科學 

一、 人體解剖學與實驗（1 學分） 

二、 人體生理學與實驗（1 學分） 

三、 運動生理學與實驗（1 學分） 

四、 運動營養學（1 學分） 

五、 運動生物力學（1 學分） 

六、 運動心理學（1 學分） 

七、 運動保健之經營與管理（1 學分） 

八、 健康管理（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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