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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國際拳擊總會臨時會員大會報告 

   會議名稱 

(英文名稱) 

2018 年國際拳擊總會臨時會員大會 

AIBA EXTRAORDINARY CONGRESS DUBAI 2018 

會議地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杜拜( Dubai) 

會議日期 2018年1月26日 (各大洲聯盟會前會) 

2018 年 1 月 27 日(臨時會員大會) 

原定出返國
日期 

201 年 1 月 24 日起至 1 月 28 日止 

 

 

 

 

 

 原定出席代表 

     姓名(英文姓名) 職稱(英文職稱) 

李武男先生(Wu-Nan LEE)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理事長暨會員大會會議代表 

( CTBA President and Meeting Deputy) 

余忠勇先生(Chung-Yung YU) 國際拳擊總會主席辦公室秘書 

                                                     (Secretary, AIBA President Office) 

謝志強先生(Chih-Chiang HSIEH)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副秘書長 

                                                      (CTB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 

總會會員國數：205 國 

報名國家數：118 國   、 實際出席國家數: 105國、不丹、敘利亞、中華台北等13國家未出席 

一、報名國家： 

1.阿富汗(Afghanistan)、2.阿爾巴尼亞(Albania)、3.阿爾及利亞(Algeria)、 

4.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5.安哥拉( Angola)、6.阿根廷(Argentina) 、 

 7. 亞美尼亞 (Armenia)、8.阿魯巴(Aruba)、9.澳大利亞(Australia)、10.奧地利( Austria)、 

11.亞塞拜然(Azerbaijan)、12. 孟加拉(Bangladesh) 、13白俄羅斯 (Belarus) 、 

14.不丹( Bhutan)、15.玻利維亞( Bolivia)、16.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Bosnia & Herzegovina)、 

17.巴西( Brazil)、18.保加利亞( Bulgaria )、19. 蒲隆地( Burundi)、20.柬埔寨( Cambodia)、 

21. 喀麥隆( Cameroon)、22. 加拿大( Canada)、23.維德角 ( Cape Verda ) 、24.智利 ( Chile)、 

25.中國 (China)、26.哥倫比亞 (Colombia) 、27.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28.克羅愛西亞( Croatia)、29.古巴 (Cuba)、30.塞浦路斯 (Cyprus)、31.捷克( Czech Republic)、 

32.丹麥(Danmark) 、33.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34.厄瓜多爾 ( Ecuador) 、 

35.埃及 (Egypt)、36.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37.英國 (England)、38.愛沙尼亞( Estonia)、 

 39. 斐濟(Fiji islands)、40.芬蘭 (Finland )、41.法國 (France)、42.加彭 (Gabon)、 

 43.喬治亞 ( Georgia)、44.德國 (Germany)、45.希臘 (Greece)、46.格瑞納達 (Gre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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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瓜地馬拉( Guatemala)、48.圭亞那( Guyana)、49.宏都拉斯 ( Honduras)、 

50.香港 (Hong Kong)、51. 匈牙利 (Hungary)、52.冰島( Iceland)、53.印度 (India)、 

54.印尼 ( Indonesia)、55伊朗 ( Iran)、56.愛爾蘭 (Ireland ) 、57.以色列( Israel) 、 

58.意大利 (Italy) 、59.牙買加(Jamaica)、60.日本 ( Japan)、61.約旦 (Jordan)、 

62.哈薩克 (Kazakhstan)、63.肯亞 (Kenya) 、64.科索沃 (Kosovo)、65.吉爾吉斯 ( Kyrgyzstan)、                

66. 寮國 (Laos) 、67.拉脫維亞(Latvia)、68.澳門 (Macau)、69.墨西哥(Mexico) 、 

70.摩爾多瓦(Moldova) 、71.黑山 (Montenegro)、72.摩洛哥 (Morocco) 、73.諾魯(Naura)、

74.尼泊爾 (Nepal) 、75.荷蘭 (Netherland)、76.紐西蘭( New Zealand)、 

77.尼加拉瓜(Nicaragua)、78.奈及利亞 (Nigeria )、79.挪威 (Norway)、80.巴基斯坦(Pakistan)、

81.巴拿馬(Panama)、82.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83.秘魯 (Peru)、 

84.菲律賓(Philippines)、85.波蘭 (Poland)、86.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87.卡達 ( Qatar )、 

88.羅馬尼亞( Romania )、89.俄羅斯( Russia)、90.薩摩亞( Samoa)、 

91.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92.蘇格蘭( Scotland)、93.塞內加爾(Senegal)、 

94.塞爾維亞( Serbia)、95.塞席爾共和國 (Seychelles )、96.新加坡 (Singapore)、 

97.斯洛伐克(Slovakia)、98.斯洛維尼亞 (Slovenia)、99.南非 (South Africa)、 

100.西班牙 (Spain)、101.斯里蘭卡(Sri Lanka)、102.蘇丹( Sudan)、103.史瓦濟蘭(Swaziland) 

104.瑞典( Sweden)、105.瑞士 ( Switzerland )、106.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 

107.塔吉克( Tajkistan) 、108.泰國 ( Thailand )、109.土耳其 ( Turkey )、 

110.土庫曼 (Turkmenistan)、111.烏克蘭 ( Ukrain )、 

112.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113.美國 ( United States)、 

114.烏拉圭( Uruguray )、115.烏茲別克 ( Uzbekistan )、116.萬那杜 ( Vanuatu )、 

117.委內瑞拉( Venezuela)、118. 威爾斯 (Wales) 

二、第一天亞洲拳擊聯盟(Asian Boxing Confederation，以下簡稱ASBC)會前會議主要流程： 

         亞洲拳擊聯盟(ASBC)會員國數：44 國 

         有資格出席國家數：31 國   、 實際出席數: 28國、 

 (一) 時間：2018年 2 月 26 日 

(二) 開場致詞: 

   依據國際拳擊總會(AIBA)章程第25條規定，提供臨時會員大會議程和先前的會員大會會議紀要。 

(三)1.說明召開此次臨時會員大會目的，2.介紹臨時會員大會會議流程、3.簡述執委會報告內容、 

4.國際拳擊總會組織章程修訂、5.研議國際拳擊總會榮譽主席提名案等五項議題。 

 (四)亞洲拳擊聯盟代表此次前來杜拜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除參加臨時會員大會會前會議外, 昨天紛紛 

       抵達杜拜.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系列會議中, 亞洲拳擊聯盟會長和其他職員分別也順道拜會出 

       席非洲拳擊聯盟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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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亞洲拳擊聯盟臨時動議等 

三、第二天臨時會員大會主要討論要點： 

(一)時間：2018 年 1 月 27 日，10 時整至 16 時整 

(二)重要討論議題： 

  1.開場致詞            

              2.承辦單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拳擊協會致歡迎詞 

              3.點名 

              4. 國際拳擊總會AIBA代理主席報告 

              5.核備上屆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6.核備新會員國家資格 

              7.說明並核備修改國際總會(AIBA)章程 

              8. 國際拳擊總會(AIBA)執行委員會報告 

              9.名譽主席提名的投票 

             10.2018年AIBA會員大會籌備情況的報告 

             11.關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拳擊比賽的報告 

             12.展示未來國際拳擊總會(AIBA)管理計劃 

             13.其他拳擊運動業務報告 

    14.散會  

注意: 第8、9兩案對調係依若干國家拳擊協會(NF)要求，聽完執委會報告完畢後，再決定是否 

               選舉榮譽主席。 

 四、內容摘要如下: 

(一)、與國際奧會(IOC)和國際夏季奧運單項運動聯合會(ASOIF)關係 

         鑒於前國際拳擊總會長AIBA吳經國先生突然請辭，國際奧會(IOC)和國際夏季奧運單項運動

聯合會 (ASOIF)分別表達他們的意見。對本會目前營運、管理及財務情況表示憂心。雖然本會做

了數次書信溝通並召開會議，以便讓國際奧會有更好認知與相互理解。此時，本會也正準備一份

報告，通知國際奧委會(AIBA)和國際夏季奧運單項運動聯合會(ASOIF)，對本會營運管理情況和未

來發展計劃能充份了解，確保國際奧會(IOC)能持續支持和信任。更計劃在此次臨時會員大會能完

整向與會代表溝通後正式提交給國際奧會。 

(二)、財務調查： 

        財務沈痾一直是國際拳擊總會AIBA當前核心問題所在，本會執委會決議聘請K2智能 ( K2 

Intelligence )對國際拳擊總會(AIBA)和國際拳總世界聯賽(World Series Boxing /WSB)進行調

查。因此，K2智能從12月20日起開始作業，並將在此次杜拜臨時會員大會提交期中報告，該公

司 並將在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結束3個月後，提交完整報告。衷心希望此次調查能夠順利並為本會

提出所有必要的調查結果，進一步釐清並糾舉先前犯下的錯誤，打造未來更好，更透明的財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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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奠定基礎。 

(三)、臨時會員大會結合本會各特設委員會： 

        本會決定不在此次臨時會員大會和各特設委員會一併召開。主因為各特設委員會成員名單，

真的是一團亂，很多成員會員身份都無法確定。因此，在杜拜臨時會員大會後，需要重建一份各

特設委員會完整名單後，提供爾後舉行會員大會和各特設委員會會議之需。 

  (四)、2020東京奧運男子選手量級： 

         國際奧會及拳擊界對於男子拳擊重量從原先10個量級縮減到8個量級，(縮減男子 2個量級，

增加女子2個量級)，多難認同，即便本會持續努力溝通爭取，但還是很難證明維持男子拳擊奧運

所有10個量級必要。因此，本會目前正向國際奧會提出報告，分析將男子拳擊縮減至8個量級的

風險。希望國際奧會能夠關注此議題聽取本會的意見，確保拳擊選手安全。 

(五)、組織改造與重建： 

       本會面臨管理和領導階層更換重建過渡期，組織重整時期能否順利成功，更加健全至為關

鍵， 因此委託專案特設委員會來審查，就先前組織’管理及本會章程提出改革建議，並進一步提

交本次臨時會員大會向會員代表大會透過各會員國家附議後逐步實施。 

(六)、2018年AIBA會員大會籌備情況的報告: 

   本會今年11月將在莫斯科舉行下屆會員大會，在此請東道主俄羅斯拳擊總會，正式提出他邀

請，讓所有會員代表能在11月來到莫斯科這個美麗的城市舉辦此項重要活動。請大家歡迎俄羅斯

拳擊總會秘書長Umar Kremleb先生為大家簡報： 

 (七)、章程修訂主要目的: 是獲得國際拳總執委會(AIBA EC)核備，解決迫切和關鍵問題 、 

  •為讓會長和行政部門有更好權限劃分、•確保下屆選舉有女性成員參與執委會運作、 

  •讓本會章程    研讀更清順更易於理解、 •針對國際拳總AIBA章程審核，藉由權威學者專家 諮詢 

     修訂,交今年會員大會核備。 

 (八)、章程建議修訂如下: 

 8.3條•各國家拳擊協會不得隸屬於任何非國際拳擊總會AIBA職業拳擊組織或其他國際拳擊(總) 

            會，國際拳總執委會核准除外。 

 22.1條•臨時國家協會需符合以下條件：不能擔任國際拳總(AIBA)或任何職業拳擊組織執行委員會 

               成員。 

 27.1條•會員大會改為每兩年召開一次，每四年則召開一次帶有選舉會員大會。 

 34.1條•會長應主持會員大會 ; 然而，如會長因個人因素無法主持，在位最久的副會長代行。 

 34.2條•本會置28名執委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的24名執委包括：•1位會長; 5名副會長來自非洲拳 

               擊聯盟AFBC，亞洲拳擊聯盟ASBC，美洲拳擊聯盟 AMBC，大洋洲拳擊聯盟OCBC; 3名來 

               自非洲拳擊聯盟AFBC、美洲拳擊聯盟AMBC、亞洲拳擊聯盟ASBC、歐洲拳擊聯盟EUBC 

              執委，需有1名為女性;•2名來自大洋洲拳擊聯盟OCBC至少有1名為女性; 非洲拳擊聯盟 

               AFBC，4名執委由美洲拳擊聯盟AMBC，亞洲拳擊聯盟ASBC和歐洲拳擊聯盟EUBC等執委 

              當選人任命之。被委任的執行委員需由 會長推薦並且為未當選執委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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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條 候選人：•擔任會長，副會長和執委成員需來自國家拳擊協會推薦提名。 

                             •擔任會長職務必須有在執委會服務的記錄。 

38條 執委會權責：•-超過三分之二投票表決不信任議案，會長於會員大會所提第23（b）條，會 

                                     長應暫時停止職權至下屆會員大會。 

38.1條 執委會： 

•（新）批准任命與罷免執委會;•（新）批准任命與罷免特設委員會召集人; •（新）依據章 

    程第34.1條任命執委會成員;•（新）批准國際拳總AIBA執委的任免;•（新）依實際需要對 

    國際拳總(AIBA)賽事，取消，延期，更換比賽地點等決定;•（新）批准任命和罷免道德與 

    紀律委員會及召集人;•（新）批准任命和罷免財務部和法律部法律顧問;•（新）任命和罷 

    免委外會計師事務所;（新）批准副執行長任免;•（新）依據第23.b條會長及會員大會主席 

   權力，三分之二不信任議案表決應暫時中止至下屆(臨時)會員大會。   

39.1條 會長權力： 

           •會長缺席，國際拳總會長或執委會召集人為合法代表。 國際拳總會長是最高。 會長代表 

             國際拳總所屬各國家協會，國際奧委會，其他國際體育總會和國際體育協會國際組織。 

39.2條  權力移轉與撤消： 

          •（D）主持會員大會•刪除（重複第27.1條）、（G）根據第34.2條和第34.2條，任命和罷免 

           執委會成員 34.5章程•轉移執行委員會的權力•（K）決定取消，延期，更換本會賽事地點•轉 

           向執委會的權力•（L）在特殊情況下，就重要事項做出決定，必須得到執行委員會下次會議 

           再批准。 

39.3條 : • 會長職權： 

          • 會長因缺席或生病等個人因素不能行使權力，任職最久副會長擔任代會長之職至多一1年 

          內，到召開下次會員大會選出新會長。 

42.1條：• 法定人數： 

          •任何因會長無法出席，執委會得以電話或電郵召集過半執委。執委會可任命一位出席成員 

            代理主席。 

42.2條：•任何因會長無法出席，執委會得以電話或電郵召集3名以上執委。執委會可任命一位出 

                席成員代理主席。 

50.3條 : •（F）由會長和執委會指示，在國際體壇及奧林匹克大家庭內推展拳擊運動。 

                  ( G）應會長要求，執行專案計畫應先取得執委會批准。 

51條 : • 置“執行副會長”職務(新)。 

51.1條 : •執委會核可後，會長可任命一位執行副會長。 

51.2條 : •執行副會長職責如下：•執行副會長職務、•應會長需要代表會長出席活動及會議、•襄助 

                會長處理會務、•出席執委會和其他會議•與其他副會長相同權利和禮遇。 

51.3條 : •所任命執行副會長職務，候選人需為現任或前任國際拳總AIBA副會長。 

51.4條 : •現任副會長如被任命為執行副會長，仍保有副會長權力，額外職稱執行副會長。如任命 

                 執行副會長並非現任副會長，則不能行使投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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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條：•國際拳總AIBA執委會將委外聘請合格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公司協助財務部諮詢。 

66.1條 : •運動仲裁法庭： 

              •國際拳擊總會(AIBA)依據其章程及反禁藥規定，得承認總部位於瑞士洛桑的運動仲裁法院        

                (CAS)作為上訴的權力機構。總會、國家協會、選手、競賽官員皆須承認運動仲裁法庭 

                (CAS)係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格遵運動仲裁法院(CAS)通過的決定。 

66.4條 : •國際拳擊總會(AIBA)依章程及反運動禁藥規定，得承認總部位於瑞士洛桑的運動仲裁法庭 

                （CAS）為上訴權力機構，按照運動仲裁法庭(CAS)章程規定”相關仲裁。在30天內以書面提交運 

                 動仲裁法院(CAS)有關決定。 上訴不應有禁令效力。 紀律委員會或運動仲裁法庭(CAS)得上訴具 

                 有禁令效力。 

67條 :  •遵守國際拳總AIBA決定 ： 

             •依據本會章程各大洲總會和國家協會需完全遵守執委會、紀律委員會，道德委員會或其他  

               特設委員會，除運動仲裁法庭(CAS)外，不得上訴。 各洲總會和國家協會須採取一切必要 

              預防措施來確保他們自己選手，官員和競爭官員遵守上述決定。 

 (九)、2018年AIBA會員大會籌備情況的報告 :  

        莫斯科城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世界建築史和國家象徵 

      俄羅斯（莫斯科克林姆林宮，TRETYAKOV畫廊，BOLSHOI劇院等），超過8,000個文化遺 

產，250個劇院和音樂廳，450個博物館和博物館，展覽場。旅遊：莫斯科是 一個全球知名           

旅遊勝地，商業，文化，體育蓬勃發展及流行文化中心，2018年全球年度體育盛事：國際足   

總世界杯：莫斯科主辦城市擁有卓越及便捷交通設施及空中樞紐：有4個國際機場， 9條鐵路，17

條高速公路及為數眾多國際大型旅館、餐飲醫療設施，一應俱全。 

 (十)、國際拳擊總會代會長 Franco  Falcinelli( 義大利籍) 辭職聲明: 

         向諸位報告同時，在此提簡短聲明並尋求與會各位諒解。在過去4個月裡，有幸暫代國際拳

擊總會(AIBA)代理會長職務。是延續我個人對拳擊運動承諾和道德責任，彌補已奉獻58年之久拳

擊運動的虧欠。現在我想暫時休息一下。並在本屆臨時會員大會結束後辭去代理主席職務，國際

拳總(AIBA)副會長及歐洲拳擊總會會長的職務，到下一次11月份在莫斯科舉行的會員大會，留給

更多時間給家人。在此特別請求國際拳總(AIBA)執委會同仁們，在臨時會議結束前儘快找到適合

繼任會長人選。對於4個月來擔任代理會長期間各國家拳擊協會理事長及好友的支持銘感五內。 

(十一)、新任代理會長遴選依據 : 

      茲因Franco Falcinelli先生辭去代理會長之後，執委會利用午休期間召開緊急會議。 

根據國際拳總“章程”第39.3條，遇有會長辭職從缺情況下 – 應由曾擔任副會長最長時間副會長

接任Falcinelli先生離職後，現任職最長的副主席是 Gafur Rahimov ( 烏茲別克籍 )，執委會從超

過15位副會長人選中，一致認為，依據本會章程規定  自2002年來，嘉福．瑞金莫夫Gafur 

Rahimov ( 烏茲別克籍 )。順理成章可擔任此項職務，他本人也已經接受此一任命。在這種情況

之後，他可擔任臨時會長的任務至11月份所舉行下一次會員大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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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新任代理會長Gafur Rahimov 接受任命演說 :  

親愛的Franco Falcinelli先生，執委會同仁及來自全球國家拳擊協會會長們， 

    首先，很榮幸能接替Falcinelli先生，擔任國際拳擊總會(AIBA)代理主席職務，個人將竭盡所能

接受這份職務帶來的挑戰、責任與該履行義務。衷心感謝全體執委會同仁賦與我這神聖使命，讓

我能有機會為這熱愛已久拳擊運動做奉獻。 

    親愛的Franco Falcinelli先生，我必須說，國際拳擊總會(AIBA)被你偉大奉獻和犧牲拯救了，

非常感謝您，在最艱困時期挺身而出。讓我更加確認為您為本會所做諸多努力及貢獻。國際拳擊

總會(AIBA)是一個很棒的組織，很榮幸在過去二十年間，擔任副會長職務，因此，我們仍須共同

努力面對當前改革克服改革期間挑戰，並讓組織改造成功。 

 親愛的各會員國家拳擊協會理事長， 

   現在是團結捍衛熱愛拳擊運動的時候。我們應持續努力，彼此密切合作，讓大家恢復對AIBA財

務管理信心。會務管理更加透明，恢復國際奧委會(IOC)對本會信任。 

   從今天起，將竭盡所能，讓熱愛拳擊選手們找回往日的自尊及信任。在座所有人請相信我，我

將與各位肩併肩加強合作，齊心與大家一同打拼，讓國際拳擊總會(AIBA)再次站上國際體壇重返

榮耀。Franco先生，執委會同仁，各國家協會的朋友們， 我不會讓各位失望。謝謝。 

五、結語 : 

        今日已順利完成所有議程，臨時會員大會已近尾聲。此次會議，讓國際拳擊總會創造歷史的

新頁。在此對您親自出席表達敬意，感謝您用熱情對國際拳總的關愛。今天，我們歡迎國際拳擊

總會(AIBA)的新領導人。 相信在新會長領導帶領之下，組織未來會更光明。 我們將把握這個密

切合作黃金機會，重新贏得的國際奧會及國際夏季奧運單項運動聯合會(ASOIF)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