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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第 12屆第 33次選訓委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9年 12月 24日 上午十點。 

二、會議地點：體育署大樓本會辦公室 

三、主    席：陳森宏主任委員 

四、出席人員：應出席 11位，實出席 9位，請假 2位(詳如簽到表)。 

五、列    席：詳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記錄：王毓齡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總計畫草案及培育選手名單 

      (詳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9年 9月 26日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 本會依據 110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總計畫之五，優秀具

潛力選手及教練遴選依據以 109年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高中男、女

子組參賽量級第一名選手成績及具備原住民身份進行遴選。 

(三) 優秀具潛力計畫及選手、教練遴選名單（詳如附件一） 

決 議： 
    (一)出席委員 9位，同意 9位。 

    (二)同意總計畫草案及遴選 64位(含)17名原住民等培訓選手、執行教練

名單辦理。 
案由二：有關奧培男子隊欲聘請外籍教練案，提請審查。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 12屆第 12次選訓會議提案通過，由協會完成規劃及相

關程序後聘請。 

(二) 今有美國籍及俄羅斯籍外籍教練簡歷（詳如附件二、三），提供委員

們審查。 

決 議： 

(一) 出席委員 9位同意聘請外籍教練。 

(二) 會議中採不記名投票同意聘請美國籍 3位，同意聘請俄羅斯籍 6

位。 

(三) 同意聘請俄羅斯籍教練並以培訓男隊選手為主落實執行外籍教練

職務。 
案由三：2022杭州亞運培(儲)訓隊選手、教練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培(儲)訓選手遴選依據體育署奧林匹克運動會，培訓種類第三類之 2

原則及標準辦理，以 2018至 2019年亞運會、亞錦賽、世錦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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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錦等拳擊競賽之各項成績進行推薦為培訓選手。 

(二) 2018至 2019年亞青、亞青少前三名與世大錦第二、三名及巴奧長期

培訓等優秀選手推薦為儲訓選手。 

(三) 教練遴選依據本會 2022年亞洲運動會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辦

理。 

(四) 教練及選手名單如附件四。 

決 議： 

(一) 同意修改實施計畫草案及遴選辦法草案修改，刪除「(不含外卡)」 

字樣及因國際疫情未能舉辦「2021年 3月泰國國際拳擊公開賽」。 

(二) 同意培訓選手名單，吳沛儀、杜柏緯、陳柏亦等選手先保留資格，
待參與 2021年國際賽成績後定案是否延續培訓。 

(三) 調整儲訓隊選手名單，保留 2018年、2019年有成績選手如下：秦千

惠、張家薰、柯媛蒨、林宏達、洪傳勛、游青煒、林  囿、劉千綾、
呂姿瑩共 9位。 

    (四)2022杭州亞運教練名單，出席委員 9位，同意 9位，一致同意 2022

年杭州亞運教練名單。 
案由四：2022杭州亞運推薦任務性教練 1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 2022年亞運教練團與東奧教練團任務重疊，為求奧運教練團能全

力培訓東京奧運參賽選手奪牌計畫，因亞運階段性培(儲)訓期間無

法兼顧第一階段選手培訓，本會擬於第一階段推薦任務性教練餐與

培訓，自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8月 31日止，任務結束即歸建。 

(二) 任務性教練資格：1.A級以上教練資格 2.帶隊三年以上經驗 3.該校

選手列入培(儲)訓或 2024年巴奧培訓名單。 

(三) 推薦教練名單如附件五。 

決 議： 

      同意教練名單，教練排序為：(一)蕭璜議(二)邱敬雅。 

案由五：2024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具潛力及優秀選手專案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9年 12月 1日「2024年巴黎奧運會拳擊具潛力及優秀選手 

遴選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專案計畫如附件六。 

決 議： 

(一) 出席委員 9位，同意 9位。 

(二) 同意吳詩儀、張家薰、呂姿瑩等三位選手專案計畫。 

(三) 莊龍双因已辦理休學，且不在母隊訓練，自動放棄資格。 

 
案由六：奧培隊曾自強教練申請更換防護員及增聘訓練員一名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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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原防護員張伃君因個人生涯規劃及家庭因素，於 12/31號離職，申

請更換防護員為羅奕萱。(詳如附件七) 

     (二)申請增加訓練員林榆鈞。(詳如附件八) 

決 議： 

     (一)出席委員 9位，同意 9位，一致同意更換新防護員。 
     (二)有條件同意申請增加訓練員，訓練員需具備 B級以上教練資格方可

編列為奧培隊訓練員。 

 

案由七：2021年國際度各級賽事國手選拔賽-競賽規程，提請討論。 

說  明： 
因國際疫情目前多項國際賽事屬暫定，無法預估是否辦理，本會預

先準備遴選儲備選手，以防突有賽事臨時準備不及。 

(競賽規程詳如附件九) 

決 議： 

      (一)同意亞洲青少年組：男子、女子各遴選 10量級。 

      (二)同意世界青年組：男子 10量級、女子 5量級。 
      (三)同意世界及亞洲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各遴選 5量級。 

      (四)同意亞洲少年組：男子、女子組各遴選 5量級。 

 
案由八：全大運女子組是否增加 81公斤級及 81公斤+級，提請討論。 

說  明： 
       全中運中國中女子組及高中女子組有該量級，是否能爭取使選手有更

多參賽機會。 

決 議： 

       建議爭取全大運增加女子組 81公斤量級及 81公斤+量級。 

 
臨時動議：爭取承辦國際裁判講習。 

決   議： 

       同意爭取國際裁判講習。 
九、散會：會議結束於 109年 12月 24日中午 12時 05分。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2 4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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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110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109年 12月 25日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實施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濳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 

二、主旨:遴選我國青年優秀具潛力拳擊運動選手，有計畫長期培訓參與國際青年 

      各項拳擊錦標賽為 2024巴黎奧運奪牌備戰。 
三、我國優秀具潛力選手 SWOT分析： 

(一)Strength(優勢)： 

年度 遴選會議名稱 
108年國際

比賽成績 
組別/量級 姓名 成績 年齡 

109 
2024年巴黎奧運拳擊 

優秀選手遴選培訓名單 

亞錦青少年 女子/57kg 呂姿瑩 銀牌 18 

亞錦青少年 女子/66kg 張家薰 銅牌 18 

亞錦青年 女子/81kg 莊龍双 銅牌 19 

    

   2019 年我國入選 2020 年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女子組選手:林郁婷、黃筱雯、   

吳詩儀、陳念琴及在積極培訓增取東京奧運男子組參賽資格選手:杜柏緯、      陳

柏亦、賴主恩、甘家葳均為我國歷年培訓之青年或青少年選手，這些選手於   

2018-2019年在國際各榮獲 3金 3銀 2銅 2等優異成績 2019世界女子拳擊錦標  賽團

隊總成績排第二。另青年、青少年選手經 2024 年巴黎奧運運科檢測小組，  對本會

推薦 9位潛力選手中做人體測量評估並經會議遴選 3位青年潛力選手延  續培訓，選

手相關資料如上表所列，本會將與東京奧運參賽選手持續培訓，備戰  2022杭州亞運

拳擊奪金及爭取巴奧參賽資格，奪得巴黎奧運拳擊項目獎牌之機會很高。 

(二)Weakness(劣勢)：2019 年因國際疫情國際無相關賽事，優秀潛力培訓隊女子、          

男子選手，只能留在國內集訓缺乏實力相當國際級選手比賽          習

得國際比賽經驗。 

(三)Opportunity(機會)： 

1. 男子組：2021年國際青年、青少年及少年拳擊錦標賽奪牌及 2024巴奧資格賽

中取得參賽資格。 

2. 女子組：2021年國際青年、青少年及少年拳擊錦標賽奪牌及 2024巴奧資格賽

中取得參賽資格。 

(四)Threat(威脅)： 

1. 目前於亞洲地區 13-18歲各級拳擊選手發展國家，大陸、北韓、菲律賓、泰國、

哈薩克、烏茲別克、印度及越南等，選手對戰實力相當堅強，各國為積極培訓

潛力青年選手延伸備戰實力，也將是我國青年選手四年後爭取巴黎奧運資格的

強勁對手。 



 

 5 

2. 因亞洲各國推展青年拳擊運動相當普遍，我國選手在亞洲區實力評估尚有努力

成長的空間，我們應積極培訓青年選手四年後銜接，在未取得參賽資格前，將

繼續努力加強科學選材及訓練法，培訓期間以賽代訓參加國際性訓練比賽，爭

取國際各級錦標賽及亞奧運拳擊參賽資格並有奪牌能力。 

3. 現今亞洲各國青年、青少年選手實力分析，我國排第二級： 

         (1)第一級：中國、烏茲別克、哈薩克、泰國、菲律賓。 

         (2)第二級：中華臺北、蒙古、印度、北韓。 

四、計畫目標: 

（一）總 目 標：2024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拳擊爭取 1金 1銀 2銅牌。 

 （二）階段目標： 

      1.2021年亞洲青少年、少年拳擊錦標賽爭取 2金銀 4銅。 

      2.2021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爭取 1金 2銀 4銅。 

五、優秀具潛力選手、教練遴選依據： 

  (一)選手遴選條件： 

      1.2024年巴黎奧運會拳擊優秀青年選手遴選會議中遴選之男、女子選手。 

2.109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組、高中男、女組各量級冠軍選手。 

3.具原住民身份，優秀具潛力發展之拳擊選手。   

 （二）選手遴選方式： 

      1.於上述遴選條件中經由本會選訓委員會依選手之成績、體能狀況、技術 

及運動能力可塑性為考量。 

2.遴選組別及選手:暫定 80名 

(1)國中組:男選手 16名、女選手 16名(含 10名原住民)，如原住民未達 10名 

          其缺額，則由選訓委員從各量級第 2名至 3名選手中遴選產生。 

(2)高中組:男選手 11名、女選手 11名(含 10原住民)，如原住民未達 10名 

其缺額，則由選訓委員從各量級第 2名至 3名選手中遴選產生。 

   (三)教練遴選依據： 

      1.總教練須具備國際星級，排序方式:3星級 2星級 1星級、國家 A級 2年以上資

格。   

      2.執行教練須具備國家 B 級以上資格並具二年以上指導經驗者，且所屬之母隊選

手須入選本計畫潛力選手，各組教練排序以選手入選最多者優先，並以此類推，

各組遴選 4名共 8名培訓教練，各組並備取 2名。 

3.暑期集訓期間，培訓教練因公務無法擔任或放棄資格，應由協會遴選備取教 

  練擔任教練職務，延續訓練工作。 

 六、培訓計畫: 

   (一)培訓期程：經體育署核可實施計畫後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1.110年國際各級比賽進行期程前 30日於國訓中心集中訓練。 

2.110年經選訓委員會遴選之潛力選手，暑期集訓則採國中、高中分組、異地分流 

  集訓，增進選手備戰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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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訓地點：暫定 

      1.平日於所屬學校代表隊訓練。 

      2.2021年參加國際各級拳擊錦標賽，於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賽前集訓。 

3.暑期集中訓練：左營國訓中心、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私立輔仁大學、彰化縣立員林國中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商工。 

   (三)訓練方式： 

  1.平日於所屬學校代表隊訓練。 

  2.暑假期間分組、分流訓練。 

3.參加 2021年國際少年、青少年、青年等各級拳擊錦標賽-賽前集訓。 

   (四)訓練內容： 

     1.加強專項體能訓練強化各項專項技術。 

.   2.深化拳擊攻擊與防守的原理原則並強化心理素質。 

    3.瞭解當今國際拳擊競賽裁判採點趨勢。 

    4.分析往年參加亞洲及世界青年、青少年、少年等拳擊錦標賽、比賽過程之優缺點 

      列為加強與改進訓練內容，以提升攻擊、防守、進攻反擊與移位等專項技術。 

  5.國內參賽：『以賽代訓』參加全國性各級賽會增強選手臨場經驗。 

  6.戶外體能探索訓練：有計畫對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運動心理的探索及體能增強 

                      訓練、培育團隊能力達到自信心建立與向心力凝聚。 

  7.國際競賽：國際相關公開賽『以賽代訓』提升潛力選手國際競賽經驗並爭取優異 

                  成績。 

七、國際參賽計畫：(暫定) 

  (一)2021年 4月波蘭世界青年男、女子拳擊錦標賽。 

  (二)2021年 9月亞洲少年男、女子拳擊錦標賽。 

  (三)2021年 11月亞洲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八、教練及選手進退場機制: 

  (一)教練與選手均應填寫切結書(切結書留協會備查)，以利潛力選手培訓機制之運作。

教練與選手若無故放棄集訓即放棄該年度潛力優秀選手計畫之相關權益，不守紀

律者亦同。 

  (二)若有練習不力、違反規定、訓練無故未到或無故不參加比賽者，予以淘汰相關事

證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三)參加優秀具潛力選手計畫之教練、選手有義務接受徵召集訓或參賽，若無故    不

接受，經由選訓委員會同意後予以淘汰相關事證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九、追蹤考核機制： 

  (一)體能檢測：二個月乙次，於訓練地點實施，由執行教練負責，施以體能、專項技

術（12分鐘跑、100公尺跑、400公尺跑、3分鐘跳繩、沙袋打擊、對打）檢測。 

  (二)每階段利用賽後召開選訓委員會，以執行教練之檢測資料與意見及比賽成績作為

汰換選手之依據。 

(三)母隊集訓或於各場地集中訓練、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選訓委員會適時派員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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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四)教育部體育署、國訓中心及本會督訓委員不定期督訪，考核訓練狀況。 

十、經費概算：2021年經費需求：總計新臺幣 14,795,170元整。 

十一、實施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陳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110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暑期培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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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1 徐諺威 2007/11/16 男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國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推廣量級 40公斤級 

第一名 

 

 

 

 

2 陳昱辰 2006/07/17 男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推廣量級 42公斤級 

第一名 

  

3 湯恩峻 2007/11/07 男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國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推廣量級 44公斤級 

第一名 

泰雅族 

4 劉俊延 2005/12/13 男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46公斤級第一名 

排灣族 

5 陳柏廷 2005/12/13 男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48公斤級第一名 

  

6 宋昱儒 2005/10/13 男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50公斤級第一名 

  

7 王凱玄 2006/04/02 男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52公斤級第一名 

  

8 蔡震禹 2005/10/13 男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54公斤級第一名 

  

9 黃柏凱 2005/09/28 男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57公斤級第一名 

  

10 林威仲 2005/11/24 男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60公斤級第一名 
 

11 蘇正哲 2005/10/27 男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63公斤級第一名 

阿美族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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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蔡璿樽 2005/10/25 男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66公斤級第一名 
 

13 鄭峻宇 2006/06/13 男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70公斤級第一名 

  

14 游奕聖 2006/04/09 男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75公斤級第一名 

  

15 黃品翔 2006/01/06 男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80公斤級第一名 

  

16 戈昊君 2005/03/13 男 
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80+公斤級第一名 

  

17 申欣靄 2008/05/31 女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國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推廣量級 40公斤級 

第一名 

  

 

 

 

18 張芷瑜 2007/04/13 女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推廣量級 42公斤級 

第一名 

 

 

 

  

19 黎羽恩 2007/01/29 女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推廣量級 44公斤級 

第一名 

 

 

 

 

  

20 許善庭 2005/11/11 女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46公斤級第一名 

  

21 楊子瑩 2005/12/14 女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48公斤級第一名 

  

22 王采薇 2006/01/16 女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50公斤級第一名 

  

23 陳品妤 2006/02/20 女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52公斤級第一名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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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吳思璇 2006/02/07 女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54公斤級第一名 
 

25 李珮蓁 2005/10/10 女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57公斤級第一名 

  

26 卓妤庭 2006/01/24 女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60公斤級第一名 
 

27 康綺芳 2006/09/27 女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63公斤級第一名 
 

28 楊家溱 2008/02/12 女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國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66公斤級第一名 
 

29 林芷伶 2006/08/23 女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70公斤級第一名 

  

30 陳詩茜 2006/01/12 女 
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75公斤級第一名 

  

31 李穎娸 2006/10/27 女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80+公斤級第一名 

阿美族 

32 林冠毅 2004/05/10 男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推廣量級 46公斤級 

第一名 

 

33 許栢豪 2003/08/29 男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49公斤級第一名 
 

34 楊閔舜 2003/10/12 男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52公斤級第一名 
 

35 王健宇 2003/06/29 男 
臺中市立沙鹿高級中等學校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56公斤級第一名 
 

36 林秉毅 2003/11/15 男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60公斤級第一名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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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黃正戎 2002/11/28 男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64公斤級第一名 
 

38 林佳興 2002/10/11 男 
臺中市立沙鹿高級中等學校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69公斤級第一名 
 

39 黃冠群 2002/12/19 男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75公斤級第一名 

泰雅族 

40 楊詠竣 2002/09/04 男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81公斤級第一名 

  

41 顏之騫 2003/05/27 男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91公斤級第一名 

  

42 潘辰威 2002/09/25 男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91+公斤級第一名 

阿美族 

43 邱敬鈺 2005/07/17 女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高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推廣量級 45公斤級 

第一名 

  

44 劉千綾 2003/09/23 女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48公斤級第一名 
 

45 劉宇珊 2004/01/31 女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51公斤級第一名 
 

46 蔡少瑀 2002/11/22 女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54公斤級第一名 
 

47 呂姿瑩 2003/08/25 女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57公斤級第一名 
 

48 蔡馨慧 2002/12/08 女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60公斤級第一名 
 

49 吳瑀倢 2004/01/29 女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64公斤級第一名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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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張家薰 2003/09/25 女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高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69公斤級第一名 
 

51 洪諭玫 2002/04/30 女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75公斤級第一名 

  

52 林倩羽 2003/04/12 女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81公斤級第一名 

  

53 陳秋燕 2004/08/14 女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高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81+公斤級第一名 

  

54 林翊晟 2006/02/27 男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54公斤級第二名 

阿美族 

55 高辰恩 2005/09/16 男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男組 

80公斤級第二名 

排灣族 

56 張芷瑤 2006/09/30 女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46公斤級第二名 

泰雅族 

57 王芷嫻 2007/04/09 女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48公斤級第二名 

阿美族 

58 石洪馨 2008/05/05 女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國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60公斤級第二名 

魯凱族 

59 黃欣 2006/01/27 女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國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70公斤級第二名 

泰雅族 

60 高君艾 2007/08/27 女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國二)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國女組 

75公斤級第二名 

布農族 

61 張梓宸 2002/10/04 男 
臺中市立沙鹿高級中等學校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52公斤級第二名 

賽德克 

62 駱羿 2003/08/24 男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高三)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男組 

64公斤級第二名 

排灣族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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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郭怡萱 2005/08/24 女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高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48公斤級第二名 

泰雅族 

64 田少萱 2004/10/04 女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高一) 

109年總統盃全國 

拳擊錦標賽-高女組 

69公斤級第二名 

魯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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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暑期集訓國中組執行教練排序表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潛力計畫擔任 

教練意願調查 

1 洪智挺 1995/07/31 男 
新北市立鶯歌

國民中學 
有 5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2 蘇宏勝 1993/03/04 男 
臺北市立蘭州 

國民中學 
有 4名選手入選 國家 B級教練 

3 邱敬雅 1990/10/30 女 
臺北市立士林 

國民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4 吳政憲 1992/06/28 男 
新北市立三峽 

國民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5 陳盈志 1977/12/16 男 
新北市立五峰 

國民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候補) 

6 劉泰均 1983/09/25 男 
新北市立明德 

高級中學 
有 2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候補) 

 

109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暑期集訓高中組執行教練排序表 

編號 姓名 生日(西元) 性別 所屬單位 培育理由 
潛力計畫擔任 

教練意願調查 

1 洪瑞彬 1978/02/02 男 
彰化縣立二林 

高級中學 
有 5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2 薛春秋 1988/10/12 女 
臺北市立百齡

高級中學 
有 4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3 張韋仁 1989/11/09 男 
臺北市立育成 

高級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4 賓夢婕 1987/12/28 女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5 李佳芬 1989/06/05 女 
新竹市立成德 

高級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候補) 

6 謝家智 1989/02/15 男 
臺中市立清泉 

國民中學 
有 3名選手入選 

國家 A級教練 

(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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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外文文件處理箋 

事 

 

 

 

 

 

 

 

 

 

由 

雷納德.L.西姆斯  

<住址、連絡方式：略> 
 

美國國家教練 

一位熱情洋溢，表現最佳的總教練，在教練協助下培養了多個美國國家冠軍和奧

運選手方面，功不可沒。曾在 2009 年和 2011 年的 AIBA 世界錦標賽中擔任教練，

也曾在多個國際賽事中擔任總教練。為美國國家拳擊隊設計了訓練營和分期時間

表。設計了有助於提高運動員表現的運動員評估評估和標準列表。 

 
認證證書：美國四級拳擊教練認證、AIBA 國際二星教練、AIBA CUT MAN 認證、

CPR/AED 指導員認證。教練健康行為/健康飲食及健身/體重管理 (私人學院認證) 

 
專業領域： 

 
 

 
 

關鍵技能評定： 

1.錦標賽教練：曾指導數十位美國拳擊高中冠軍。 

2.有效率的課程設計：規劃拳擊課程、課堂培訓、間歇跑、防禦技能。 

3.訓練器材的發明者：可增強心臟的適應能力、認知及防禦能力、處境意識、眼手

腳的協調能力。 

 
經歷： 

1984 至 1997 年間，擔任美國拳擊隊成員： 

－打超過 250 場次業餘拳擊。 

－代表美國參加超過 30 場國際競賽 

－曾五次獲得全美拳擊大獎，分別參加了 1988、1992、1996 的奧運 

－1995 年泛美運動會銅牌得主 

－1996 年奧運拳擊隊候補 

 
1997 至 2001 年間，擔任美國空軍拳擊隊助理教練 

－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全國排名的拳擊手 

－為國家的新兵訓練設計了三個月的訓練課程 

－在日常訓練中實施間歇跑、長跑、舉重訓練、體能測定 

－在職業拳擊生涯中，11 勝 0 敗 8 KO 

課程規劃 國家錦標賽 世界錦標賽 

第四級教練認證 基礎生命維持認證 CPR/AED 指導員 

國際賽事 拳擊隊伍發展 職業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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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至 2007 年間，擔任美國空軍拳擊隊總教練 

－指導過多個國家冠軍：勞爾·馬丁內斯（Raul Martinez-2），詹姆斯·約翰遜 

 （James Johnson），馬爾科姆·坦（Malcolm Tann），特洛伊·伊西（Troy  

 Isley），伊薩·肯尼（Iesha Kenney），達拉·辛（Dara Shen），卡文·羅伯森 

 （Kavon Robertson），沙庫·史蒂文森（Shakur Stevenson）以及精英級拳擊 

 手加布里埃爾·埃利佐多（Gabriel Elizondo），喬·帕斯托雷洛（Jo  

 Pastorello），詹姆斯·杜波依斯（James Dubois）和查麥因（Charmaine）卡 

 林頓。 

－2004 年美國奧林匹克訓練營助理教練，安德烈·沃德（Andre Ward）奧運 

 金牌/安德烈·迪雷爾（Andre Dirrell）銀牌。 

－在 2004 年世界軍事錦標賽上為美國軍事隊的 6 枚三等獎（金，銀和銅牌） 

 擔任總教練，並擔任 2006 CISM 的助理教練。 

－指導職業重量級選手馬爾科姆·坦恩（Malcolm Tann）達到 13-1 的戰績。 

 VS 英格蘭雙人賽（肖恩·波 

 特）的美國助理教練。 

 
2007-2011 年間擔任美國海軍陸戰隊拳擊隊總教練 

－美國在阿塞拜疆獲得 2011 年世界冠軍的美國助理總教練 Raushee Warren 銅 

 牌。 

－2009 年美國對意大利雙打總教練 

－2009 年 AIBA 世界冠軍賽的美國總教練在米蘭弗蘭基·戈麥斯（Frankie  

 Gomez）獲得銀牌。 

－帶領兩名拳擊手進入 2008 年 PAL 錦標賽決賽，科比·圖恩（Bryant Tune） 

 贏得了全國 PAL 冠軍 

－2007 年和 2008 年 CISM 的助理教練。 

 
2011 至 2016 年間，擔任亞歷山大拳擊俱樂部教練 

－協助開發國家冠軍 Kavon Robertson，Troy Isley，Iesha Kenny，Dara Shen 

 和 2016 年奧運會銀牌得主 Shakur Stevenson。 

－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為中華台北設計了拳擊訓練營 

－受邀參加 AIBA 教練委員會特別工作組 2011 年會議。 

－教導和認證美國拳擊教練 I 級和 II 級認證 

 
2016 至迄今，於 Inspire institute of sport 擔任總教練 

－為印度各地的年輕拳擊手開發並成功進行了人才識別搜索。 

－在印度少年，青年和精英國家拳擊隊中親自指導 2 屆奧運選手維卡斯·克里 

 希南（Vikas Krishnan）和其他十二名年輕男女。 （Nikhat Zareen， 

 Manisha Moan，Nishant Dev，Astha Pahwa 等） 

－舉辦了多個聯合州拳擊訓練營和教練研習，並提高了教練的敏銳度。 

－舉辦了為期 3 個月的國家/國際訓練營，同時為 150 多名拳擊運動員和 40  

 名拳擊教練進行了協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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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N AL D  L .  SIM M S  J R.  
1447 Euclid Street N.W.                                                    Phone: +01-910-358-3244 
Washington D.C. 20009                                                           +91-829-634-982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mail: Hbomboxer@hotmail.com 
 

U.S.  Nat ional  Box ing Coach  
A passionate and top-performing Head Coach/Coordinator credited with coaching and/or assisting to develop multiple US 
national champions and Olympians. Coached at the 2009 & 2011 AIBA World Championships.  Experience Head Coach at 
multiple international events.  Designed training camps and periodization schedules for US national boxing teams.  
Designed an Athlete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Criteria List instrumental in enhancing athlete’s performance.   

 
Education & Training 

 
 

Associat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trayer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rch 2015 
Bachelors of Scienc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trayer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rch 2016 

 
Certifications 

 
 

USA Boxing Level IV Coaching Certified  
AIBA 2 Star Certification  

AIBA Cut Man Course  
Basic Life Support CPR/AED Instructor Certified 
Coaching Healthy Behaviors- Cooper Institute 

Nutrition for Health & Fitness- Cooper Institute 
Weight Management-Cooper Institute 

 
 

Areas of Expertise 
 

  
 

 Program Specialist 
 Level IV Coaching Cer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Events 

 National Championships 
 Basic Life Support Certification 
 Developing Boxing Teams 

 World Championships 
 CPR/AED Instructor 
 Professional Boxing 

 

 

Key Skills Assessment
 

 
CHAMPIONSHIP COACHING – Coached dozens of USA Boxing Senior National Champions.   
HIGHLY EFFECTIVE PROGRAM DESIGN – Implemented boxing program with classroom training, Skills & Drills training sessions, interval 
running and cognition/defensive skills. 
TRAINING DEVICE INVENTOR - Invented a training device that enhances cardio fitness, cognition, defensive skill, situation awareness, 
eye, hand and foot coordination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fun.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SPIRE INSTITUTE OF SPORT SEPT 2016 - PRESENT 
CHIEF COACH 
 Developed and carried out a successful Talent Identification Search for young boxers throughout India. 
 Personally coaching 2-Time Olympian Vikas Krishnan and twelve other young men and women on India’s Junior, Youth and Elite 
National Boxing teams. (Nikhat Zareen, Manisha Moan, Nishant Dev, Astha Pahwa, among others) 
 Conducted several joint state boxing training camps and coaching clinics and enhanced coaching acumen. 
 Hosted a 3-month National/International training camp smoothly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for over 150 boxing athletes and 40 
boxing coaches simultaneously. 

  

http://www.teamusa.org/~/media/USA_Boxing/Documents/Rulebooks%20Aug%209%2013/Athlete%20Assessment%20and%20Evaluation%20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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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IA BOXING CLUB 2011 – 2016 
COACH 
 Program Specialist at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Semper Fit Division.  
 Assisted i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hampions Kavon Robertson, Troy Isley, Iesha Kenny, Dara Shen and 2016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Shakur Stevenson.  
 Designed a Boxing Training Camp for Chinese Taipei in Alexandria, Virginia 
 Invited to attend AIBA Coaches Commission task force team meeting 2011. 
 Teach and Certify USA Boxing Coaches Level I & II certifications 
 Selected Head Coach of 2016 DC/VA Golden Gloves Team in Salt Lake City, Utah 

ALL MARINE CORP BOXING  2007 – 2011 
HEAD COACH  
 USA Assistant Head Coach for USA 2011 World Championship in Azerbaijan Raushee Warren Bronze Medalist. 
 Head Coach for USA VS Italy Dual 2009  
 USA Head Coach for 2009 AIBA World Championships in Milan Frankie Gomez Silver Medalist.  
 Coached two boxers to finals of 2008 PAL Championships, with Bryant Tune winning National PAL Championship   
 Assistant coach in 2007 and 2008 CISM.   
 Designed an Athlete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Criteria List in which USA Boxing’s High Performance Director tweaked and USA 

Boxing utilizes today. 
 Implemented boxing program with classroom setting training, Skills & Drills training sessions, Dynamic Warm-up, interval 

running and recognition/defensive skills.   
 Level IV coaching certification. 
 Basic Life Support CPR/AED instructor certified.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1984 – 2007 
HEAD COACH OF THE ALL AIR FORCE BOXING TEAM (2001– 2007) 
 Enhanced Air Force boxing training program with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setting training, Skills & Drills training sessions 

and cross training in fencing drills.   
 Level IV coaching certification as well as Basic Life Support CPR/AED instructor certified.   
 Coached Multiple National Champions Raul Martinez-2, James Johnson, Malcolm Tann (Golden Gloves), Troy Isley, Iesha Kenney, 

Dara Shen, Kavon Robertson, Shakur Stevenson along with elite level boxers Gabriel Elizondo, Joe Pastorello, James Dubois, and 
Charmaine Carrington.   

 Assistant Coach 2004 U.S. Olympic training camp Andre Ward Olympic Gold Medal / Andre Dirrell Silver Medal. 
 Head Coached for U.S. Military team of six winning 3-medals (Gold, Silver and Bronze) at 2004 World Military Championships 

and assistant coach for 2006 CISM.   
 Coached professional heavyweight Malcolm Tann to 13-1 record.    
 Assistant Coach for USA in Ken Geoff Memorial Tournament (Terrence Crawford) and USA VS England Dual (Shawn Porter).  

ASSISTANT COACH OF UNITED STATES ALL AIR FORCE BOXING (1997-2001) 
 Produced nationally ranked boxers in minimal time.   
 Designed three-month training program that effectively prepared beginning military boxers for national competition. 
 Implemented interval running, distance running, weight training and plyo-metrics in daily training routine.   
 11-0 with 8 KO's as a professional boxer. 

ATHLETE MEMBER OF USA BOXING (1984 – 1997) 
 Competed in over 250 amateur boxing bouts.    
 Represented United States in over 3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Five time USA Boxing All-American, competed in 1988, 1992 and 1996 U.S. Olympic Boxing Trials.   
 Represented USA in 1995 Pan American Games Bronze Medalist.   
 Alternate on 1996 U.S. Olympic Boxing Team.   
 Athlete representative to USA Boxing BOD and USOC Athlete Advisory Council 1994 – 2001, established USA Boxing Athlete 

Advisory Council.  
 
 

REFERENCES 

 
MR. KEN ADAMS - 1988 US OLYMPIC CHIEF BOXING COACH – (702) 373-1405 
MR. BRENT BOVELL – USA BOXING/ AIBA OFFICIAL – (240) 435-3965 
MR. BASHEER ABDULLAH – 4 TIME US OLYMPIC BOXING COACH – (719) 761-6279 
MR. KOMPA KOROMA –US OLYMPIC ASSISTANT BOXING COACH – (202) 345-7166 
MR. GARY TONEY –PAST PRESIDENT USA BOXING – (304) 768-3614 
MR. ALFRED MITCHELL 1996 US OLYMPIC CHIEF BOXING COACH – (906) 458-6150 
 

 

http://www.teamusa.org/~/media/USA_Boxing/Documents/Rulebooks%20Aug%209%2013/Athlete%20Assessment%20and%20Evaluation%20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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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外文文件處理箋 

事 

 

 

 

 

 

 

 

 

 

由 

圖片一：奧培男子隊欲聘請俄羅斯教練 SWOT 分析。 

圖片二：俄羅斯教練亞歷山大先生簡歷及帶隊成績。 

圖片三：俄羅斯拳擊協會公函(俄文無法翻譯) 

 
有關奧運培訓隊羅尚策教練檢附圖片三張進行翻譯，內文翻譯如下： 

【圖片一】2020 年 11 月 26 日 

  特此證明：俄羅斯聯邦公民、俄羅斯功勳教練、俄羅斯功勳運動員，亞歷山

大鮑里索維奇列布扎克，目前任職於莫斯科洲體育運動部部長顧問和莫斯科洲拳

擊運動聯合會董事會成員。 

  他於 2005 至 2008 年、2013 至 2016 年曾任俄羅斯國家拳擊隊總教練。 

2015 年在卡塔爾舉行的世界錦標賽被國際拳擊總會授予國際優秀教練。 

負責人：達尼洛夫親簽。 

 
【圖片二】俄羅斯教練亞歷山大先生簡歷及帶隊成績 

  亞歷山大鮑里索維奇列布扎克，出生在 1969 年 4 月 15 日烏克蘭的頓涅茨

克，是一位俄羅斯籍拳擊手，2000 年雪梨奧運在 81 公斤級獲得金牌，並且在當屆

奧運決賽中擊敗捷克籍選手魯道夫克勞傑(Rudolf  Kraj)後來魯道夫轉戰職業拳

擊，擁有 15 出戰，14 勝 1 敗的戰績( 10 次擊倒 ) 

  亞歷山大鮑里索維奇列布扎克也曾在 1997年的世界拳擊錦標賽 75公斤級中

取得金牌，同量級在 1998 及 2000 歐洲盃拳擊賽中獲得金牌。 

於 2005 至 2008 年、2013 至 2016 年曾任俄羅斯國家代表隊總教練。 

2019 至 2020 年曾任中國國家代表隊總教練，曾於 2015 年獲頒 AIBA 最佳教練。 

1991 年雪梨世界拳擊錦標賽 75 公斤級銀牌。 

1992 年代表國家參加巴塞隆納奧運。 

1993 年土耳其歐洲盃拳擊賽 75 公斤級銀牌。 

1996 年丹麥歐洲盃拳擊賽 75 公斤級銅牌。 

1997 年匈牙利世界錦標賽 81 公斤級銀牌。 

2000 年雪梨奧運 81 公斤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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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一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參加2022年第19屆亞洲運動會 

選手培(儲)訓參賽實施計畫 

經本會109年8月19日第12屆28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實施 
經本會109年12月24日第12屆33次選訓委員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9年8月5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090026225號函。 

二、 目的：遴選優秀教練及選手，落實長期培訓，提升選手專項體能、專項技術及實戰

能力並增進臨場比賽應變能力，以爭取2022年亞運會最佳成績。 

三、 SWOT 分析 

(一)Strength(優勢)：拳擊女子組已有4位選手入選東京奧運參賽資格 

(二)Weakness(劣勢)：目前我國女子、男子組優秀選手，於國內缺乏實力相當實力的

對練選手提升實戰技術能力較有限。 

(三)Opportunity(機會)：女子組4位選手2位世界排名第1，1位排名第2，1位排名26，另

有多位選手實力堅強，杭州亞運奪金希望相當高。 

(四)Threat(威脅)：亞洲各國推展男子拳擊運動相當普遍，我國男子選手在亞洲區實力

評估尚有努力的空間，必須繼續長期培訓並有計畫參加國際各項比

賽，提升男子選手奪牌能力。 

四、 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總目標：2022年杭洲亞運女子組獲得2金1銀1銅。男子組獲得2銅。 

2.階段目標：培訓各階段預定參加之重要國際賽事，並就各賽事作參賽實力評估及預

估參賽成績。 

(1)第1階段（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2021年) 

(2)依據：109年4月23日本會東京奧運座談會決議2022亞運第一階段延至110年2月1日

起調訓。 

A.訓練地點：國訓中心 

B.預定參加賽事： 

(a)110年5月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暫定) 

(b)110年8月東京奧運(暫定) 

C.參賽實力評估： 

我國女子拳擊實力在亞洲與中國處於伯仲間參加亞錦賽有奪牌信心。 

男子組亞洲以中國、哈薩克、日本韓國、泰國、印度等國家隊選手實力均領先於我國，

選手培訓期間必須努力方能達第一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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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預估成績： 

(a)泰國國際公開賽:女子組:2金1銅。男子組:前6名。 

(b)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男子組:取得東京奧運參賽資格。 

(c)東京奧運拳擊錦標賽:女子組:2金1銀。 

(3)第2階段（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2021~2022年) 

A.訓練地點：國訓中心 

B.預定參加賽事： 

(a)2021年印度亞洲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b)2021年12月塞爾維亞世界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c)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暫定) 

C.參賽實力評估： 

我國女子拳擊實力在世錦賽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國處於伯仲間參加世

錦賽有奪牌信心。男子組在世錦賽更多國家隊選手實力均領先於我國，選手培訓期間

必須努力方能達第二階段目標。 

D. 預估成績： 

(a)2021年印度亞洲拳擊錦標賽女子組:2金2銀。男子組:前6名。 

(b)2021年塞爾維亞世界拳擊錦標賽:女子組:2金1銀1銅。 

    男子組:前8強。 

(c)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前3名選手。 

(4)第3階段（自111年2月1日起至本屆亞運7月結束日止）(2022年) 

A. 訓練地點：國訓中心 

B. 預定參加賽事： 

2022年7月杭州亞運拳擊錦標賽。 

C. 參賽實力評估： 

我國杭州亞運培訓隊，為期二年中長期培訓並轉戰多次國際性比賽，吸取國際優質選

手實戰經驗，培訓隊男子、女子選手在專項體能、專項技術、心理技術能力、實戰經

驗等強度精進，全力為杭州亞運備戰。 

D. 預估成績： 

2022年7月杭州亞運拳擊錦標賽:女子組:2金1銀1銅。男子組:2銅。 

(一)訓練方式：以東京奧運培訓隊及杭洲亞運培訓隊共同採中長期培訓。 

(二)實施要點：  

1.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儲)訓督導事宜，並定期訪視督

訓及座談，檢測階段目標並考核訓練績效及改正缺失。 

2.教練團詳擬各階段及每月、每週訓練內容，按計畫實施訓練，並依訓練計畫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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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適度調整訓練內容以達最佳訓練績效。 

3.教練團依各階段訓練計畫的實施，需定期技術及體能測試，以掌握選手身心狀況、

瞭解訓練成效並診斷選手缺點，做為調整訓練計畫依據。 

4.以參賽做為測驗訓練成效，增加臨場比賽經驗，謹慎評估選手參賽場次及週期性以

利選手休養生息避免受傷。 

5.入選2022亞運拳擊培(儲)訓隊選手應嚴守培(儲)訓期間之生活管理，並嚴禁選手未經

教練團及協會核准私自對外參加拳擊相關性比賽，如經發現查證屬實送本會紀律

委員會議處外，並提本會選訓委員會同意歸建辦理。 

6.培(儲)訓選手進退場機制： 

(一) 第1階段（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最近一屆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前3名選手。(不含未有勝場者) 

(3)最近一屆亞洲青年拳擊錦標賽前3名選手。(不含未有勝場者) 

(4)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選手。 

(5)最近兩屆巴奧培訓青年選手。 

    2.檢測賽事： 

    2021年5月東京奧運世界區取得資格賽。(暫定) 

    3.檢測標準： 

    (1)2021年5月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 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 

(2)因疫情而無法參加國際各項賽事時，則以體育署核准辦理國內之賽事前3名為檢測

標準。 

(二) 第2階段（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達第一階段目標，且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2.檢測賽事： 

    (1)2021年印度亞洲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2)2021年12月賽爾維亞世界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3)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暫定) 

    3.檢測標準： 

    (1)2021印度亞洲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女子前4名。男子:前6名 

(2)2021塞爾維亞世界拳擊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 

(3)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前3名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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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3階段（自111年2月1日起至本屆亞運結束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達第二階段目標，且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2.檢測時間：2022年7月杭洲亞運會。 

3.檢測標準：2022年杭洲亞運-拳擊女子組2金1銀1銅。男子組2銅。 

備註：培(儲)訓選手未達各階段標準時，培訓選手則降為儲訓選手，儲訓選手則於 

     該階段結束時，歸建返回原單位訓練。 

    督導考核： 

(一)本會依審議通過之本計畫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據以辦理選訓事宜，並督促教練（團）

落實執行訓練計畫，以及依渠等之績效據以考核。 

(二)教練（團）應擬定訓練計畫及參加國際賽事之預估成績目標（以具體數據訂定檢

測點），據以執行及考核選手培訓情形。 

五、 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運科：待援項目檢測實施計畫。 

(二)運動防護：支援防護員等。 

(三)醫療：健檢、復健、醫療意外保險等。 

(四)課業輔導：就讀學校、課程及建議處理方案。 

(五)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六)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其他：(依實際狀況提出需求） 

六、 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

導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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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參加2022年第19屆亞洲運動會 

培(儲)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草案 
經本會109年8月19日第12屆28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實施 

經本會109年12月24日第12屆33次選訓委員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9年8月5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090026225號函。 

二、 目的：藉由長期的培訓計畫，強化我國拳擊選手的專項技術與身體適能及心理素質，

在計畫性訓練下，讓選手達到備戰條件成熟營造臨場最佳狀態，進而能在國際各項

拳擊賽會中達預期成效，並以2022年杭洲亞運會為參賽奪牌目標。 

三、 組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 教練（團）遴選 

(一)遴選條件: 

1.須取得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之教練。 

2.具 AIBA 星級認證之教練。 

(二)遴選方式: 

1.依東京奧運奪牌選手名次較優之指導教練依此排序。 

2.如前項1.排序相同時，則以下列排序: 

(1)依奪牌選手參賽量級勝場次較多優先排序。 

(2)依選手母隊之3星級教練優先排序。 

(3)教練星級相同時則以指導選手 AIBA 公告最新世界排名前之教練依此類推。 

(4)前項(3)排序相同時則以選手奧運競賽量級 AIBA 公告最新世界排名優先排序。 

五、 選手遴選: 

依   據：109年4月23日本會東京奧運座談會決議2022亞運第一階段延至       110

年2月1日起調訓。 

(一)第1階段（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最近一屆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前3名選手(不含未有勝場者)。 

(3)最近一屆亞洲青年拳擊錦標賽前3名選手(不含未有勝場者)。 

(4)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選手。 

(5)最近兩屆巴奧培訓隊青年選手。 

2.檢測賽事： 

   2021年5月東京奧運世界區取得資格賽(暫定)。 

3.檢測標準： 

(1)2021年5月東京奧運世界區資格賽: 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 

(2)因疫情而無法參加國際各項賽事時，則以體育署核准辦理國內之賽事前3名為

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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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階段（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達第一階段目標，且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2.檢測賽事： 

(1)2021年印度亞洲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2)2021年12月賽爾維亞世界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暫定) 

(3)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前3名。(暫定) 

3.檢測標準： 

(1)2021印度亞洲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女子前4名男子:前6名。 

(2)2021塞爾維亞世界拳擊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女子前6名男子:前8名。 

(3)2021年各項國際公開賽邀請賽、前3名選手。 

(三)第3階段（自111年2月1日起至本屆亞運結束日止） 

1.資格: 

(1)最近三屆奧運代表隊選手。 

(2)達第二階段目標，且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2.檢測賽事：2022年7月杭洲亞運會。 

3.檢測標準：2022年杭洲亞運-拳擊女子組2金1銀1銅。男子組2銅。 

  備註：培(儲)訓選手未達各階段標準時，培訓選手則降為儲訓選手，儲訓選手則於 

     該階段結束時，歸建返回原單位訓練。 

六、附則 

(一)培訓隊教練（團） 

1、教練以專職培訓工作為原則，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之事實，經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及訓輔小組委員查核屬實者，取消其資格。 

2、為顧及本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本會秘書長（含）以

上人員，不得擔任教練職務。 

(二)培訓隊選手 

1、選手須接受教練（團）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日常生活事項接受教練（團）及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輔導管理，倘於培訓期間有違反前述規定之事實，經查核屬實

者，得取消培（儲）訓資格。 

2、除經專案核定辦理者外，未達階段標準或目標之選手，予以取消下階段培訓資格，

未達最末階段標準或目標者，不予報名參賽。 

(三)入選培訓隊之教練、選手（含培訓、儲訓、陪練），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

訓相關規定者，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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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練或選手之除名，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後，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

人才培訓輔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行之。 

(五)選手於培訓期間非經協會核准不得主動或被動受邀參加國內、外非必要性比賽，

以維護培訓選手之安全。 

七、本遴選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  

         培訓輔導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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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杭州亞運培(儲)訓隊選手、教練名單(含陪練員如下)： 

編

號 
職稱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 

(西元)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及年級 

項目/ 

量級/ 

位置 

符合培訓標準或遴選辦法/ 

建議列入儲訓原因 
資格 

 執行教練 柯文明 男 1970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

教練 

國際

三星 

 執行教練 曾自強 男 1980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

教練 

國際

三星 

 執行教練 劉宗泰 男 1982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

教練 

國際

三星 

 執行教練 賴明輝 男 1965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

教練 

國際

二星 

 執行教練 羅尚策 男 1979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具 AIBA星級認證之教練 

里約奧運拳擊參賽資格選手

教練 

國際

一星 

1 選手 黃筱雯 女 1997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女子 54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1名 
培訓 

2 選手 林郁婷 女 1995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女子 57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1名 
培訓 

3 選手 吳詩儀 女 1998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女子 60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16名 
培訓 

4 選手 陳念琴 女 1997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女子 69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2名 
培訓 

5 選手 吳沛儀 女 1996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女子75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培訓 

6 選手 杜柏緯 男 1997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男子 49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39名 
培訓 

7 選手 陳柏亦 男 1998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男子 56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AIBA世界排名第24名 
培訓 

8 選手 賴主恩 男 1996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男子 63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培訓 

9 選手 潘宏銘 男 1996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男子69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培訓 

10 選手 甘家葳 男 1998 
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 

男子75公

斤級 
原奧運延續培訓選手 培訓 

11 選手 秦千惠 女 1996 
中國文化

大學 
女子51 

公斤級 

2018年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第

三名 
儲訓 

12 選手 柯媛蒨 女 2001 

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

大學 

青年女子

81公斤+級 
2019年亞州青年拳擊錦標賽  

第一名 
儲訓 

13 選手 林宏達 男 1997 

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

大學 

男子49公

斤級 
2018年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  

第三名 
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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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選手 洪傳勛 男 1999 
中國文化

大學 

男子52公

斤級 
2018年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  

第二名 
儲訓 

15 選手 張家薰 女 2003 

臺北市立

育成高級

中學 

青年女子

66公斤級 

2018年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第二名 
儲訓 

16 選手 游青煒 男 2004 

彰化縣立

彰化藝術

高級中學 

青年男子

48公斤級 

2018年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第三名 

原巴奧培訓選手 

儲訓 

17 選手 林  囿 男 2001 清華大學 
青年男子

60公斤級 

2019年亞州青年拳擊錦標賽  

第五名 

原巴奧培訓選手 

儲訓 

18 選手 劉千綾 女 2003 

臺北市立

西松高級

中學 

青年女子

51公斤級 
原巴奧培訓選手 儲訓 

19 選手 呂姿瑩 女 2003 

臺北市立

育成高級

中學 

青年女子

57公斤級 
原巴奧培訓選手 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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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教練一：蕭璜議 

學歷：臺北體育學院—運動教育研究所 

證照：國家 A級教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任運動教練證(初級教練證) 

帶隊經歷： 

員林國中拳擊隊教練（106年至今） 

彰化藝術高中拳擊隊（103年至 106年） 

國際賽帶隊： 

2017年亞洲青少年中華代表隊—執行教練 

2019年亞洲青少年中華代表隊—執行教練 

 

教練二：邱敬雅 

學歷：國立嘉義大學在職專班研究所-目前在學中 

證照：國家 A級教練 

個人經歷： 

2015年亞洲盃拳擊錦標賽國手 

2016年世界盃拳擊錦標賽國手 

106年大專運動會第三名 

109年度擔任士林國中拳擊隊外聘教練至今 

帶隊成績： 

108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2金 4銅-國中男子組-團體第四名 

109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男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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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2024 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吳詩儀專案計畫 

 

壹、 前言： 

2020 年亞洲區奧運資格賽，共獲得 4 個參賽名額。為維持未來國際賽的競爭力，特此

專案計畫。 

貳、 國際競賽成績： 

2019 年亞洲盃拳擊錦標賽銀牌 

取得 2020 奧運參賽資格 

參、 SWOT 分析： 

一、 Strength(優勢)：年輕、身體素質好、技術全面、身高優勢 

二、 Weakness(劣勢)：練習對象受限 

三、 Opportunity(機會)：年輕、可塑性高 

四、 Threat(威脅)：60 公斤中間量級，各大洲選手都很強，人數也多。 

肆、 取得參加奧運會資格之規範條列 

於亞大區取得 2020 奧運會參賽資格。 

伍、 參賽及訓練規劃 

一、 訓練期程：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年 

二、 參賽計畫：2020 奧運會 

陸、 訓練目標 

一、 短期目標：2020 年奧運會奪牌 

二、 中期目標：世錦賽金牌。 

三、2024 年巴黎奧運會目標：金牌。 

柒、 訓練規劃地點及教練： 

    一、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二、教練:賴明輝 

捌、 訓練方式：採長期培訓。 

玖、 訓練內容： 

1、體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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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性體能：速度、敏捷、協調性、心肺耐力等訓練。 

（2）專項性體能：跳繩、沙袋連擊、強度手靶等。 

2、體能訓練方法： 

（1）重量訓練： 

1.使用最大肌力的 85%以上負荷強度，從事一般性基本肌力訓練及特  

  殊專項技術性肌力訓練。 

2.肌耐力訓練，使用最大肌力的 55%至 65%負荷強度從事低負荷，高反 

  覆次數之重量訓練，配合循環間歇耐力訓練，加強肌肉耐力訓練。 

3.爆發力訓練，使用最大肌力的 90%負荷強度，運用最大努力使出最 

  快速度，配合循環爆發力訓練達成爆發力、速耐力之增強目標。 

（2）循環訓練：培養選手速度、肌力、動力、柔軟性、調整力及腳步 

   的韻律性為目的。 

（3）速度敏捷訓練：（衝刺、斜坡衝刺、折返跑、階梯）專項技術速 

   度訓練，反應敏捷訓練。 

（4）柔軟度訓練：藉助他人加強肢體各部位的彎曲或伸長運動。 

3、技術訓練： 

（1）攻守技術與組合練習。 

（2) 模擬對打，適應各種不同打法選手。 

（3) 打擊人形靶、教練靶、沙袋等輔助器材。 

（4) 閃躲、步法、防守、攻擊綜合練習。 

4、實戰對打: 

（1）配合教練訓練法，增進選手技術水準。 

（2)影帶欣賞，瞭解最新評分方式及各國打法，達到知己知彼。 

（3)體能、技術、心理三合一訓練。 

5、精神訓練及心理輔導： 

（1）強化訓練培養自己技術及自信心。 

（2）測驗調適比賽時產生的心理變化。 

（3）具有明確的目標實施有計劃的練習。 

（4）盡量設計類似比賽場面的練習場面。 

拾、訓練相關支援：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能訓練師、防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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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手進退場機制 

1.參加 110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第一名。 

2. 參加 110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第一名。 

4.參加 110年度國際各級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參賽量級第一名。 

3.本階段選手未達標準者經本會選訓委員會研議通過予以退場，並 

  陳報國訓中心備查。 

4.教練與選手均應填寫切結書(切結書留協會備查)，以利潛力選手   

  培訓機制之運作。 

拾貳、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中華民國拳擊協會選訓委員會 

拾參、經費概算：1562500元 

拾肆、預期效益：如短、中、長期目標 

拾伍、本計畫經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吳詩儀專案計畫經費需求總表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備註 

人 

事 

費 

防護員  一年 國訓中心 1030500 

 

機動訓練員 1 月~7 月 國訓中心 260000 

參加國

際賽 
國外參賽-陪練員 

1 月~12 月 

比賽時間未確定 
 272000 

移地 

訓練 
國內移地訓練 1 月~7 月 中部、北部 185250  

總    計   174775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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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吳詩儀專案計畫預算分表 

 

日期  名稱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10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防護員 

薪資 55000 月 13.5 742500 
12月薪資加 1.5個月年

終 

膳食 24000 月 12 288000  

      

      

共    計 1030500 

 

日期  名稱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10年 

1月 1日 

至 

7月 31日 

機動

訓練

員 

經貼 2000 天 60  120000 

依比賽及訓練需要，調請中心

以外的訓練員，一次培訓以 3

天為原則 

交通 1500 趟 40 60000  

住宿 1600 天 40 64000  

膳食 210 天 60 12600  

共    計 260000 

 

日期/地點 活動名稱 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備註 
項目 單價 數量 天數 總價 

110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國外參賽

-陪練員 
1 人 

飛機票 80000 2 趟   120000 設定為正式

錦標賽:世

錦賽、亞錦

賽等(賽事

日期地點未

定) 

膳宿費 3000 1 人 30 天 90000 

交通費 2000 1 趟 30 天 60000 

保險費 2000 1 人   2000 

共      計 272000 元 

 

日期  名稱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10年 

1月 1日 

至 

7月 31日 

國內

移地

訓練 

交通 1500 趟 12 18000 

因疫情關係，無法前往國外

移地訓練，計畫在奧運會之

前辦理國內移地練，增加與

不同打法選手對打機會，以

適應各種不同打法的攻防

應對。 

住宿 1600 30天 3人 144000  

膳食 250 31天 3人 23250  

共    計 18525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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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張家薰、呂姿瑩專案計畫 

壹、 前言 

                張家薰是目前積極培訓的選手，從國二開始即拿下全中運冠軍至    

今已連續三屆(高一)、更於 2019 年亞洲青少年女子拳擊錦標賽中拿下第二名，今年又

獲選為體育運動發展促進基金會(運促會)運動菁英育才計畫—女子拳擊選手之一員，

相當不容易！ 

        呂姿瑩亦是重點栽培的選手，榮獲 2017年世界中學運動會女子拳擊 52KG級

銀牌、2019年亞洲青少年女子拳擊錦標賽 54KG級銅牌。109年全國總統盃 57KG級金

牌。 

        目前我國女子拳擊成人組實力已算是在前段，但更應該積極培訓年輕選手，

切勿形成斷層，而致青黃不接國際賽成績下滑！ 2019年亞洲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

子拳擊錦標賽中奪下二銀、四銅佳績，(男子 48KG銅牌、女子 48KG、54KG、57KG銅

牌、66KG、81KG銀牌)，為積極備戰 2024巴黎奧運，應增加重點培訓員額、參與國交

流、參加國際賽事、提升比賽經驗。 

貳、 國際競賽成績 

(1) 張家薰：2019年亞洲青少年女子拳擊錦標賽─66KG 銀牌(阿拉伯富吉拉) 

(2) 呂姿瑩：2017年世界中學運動會女子拳擊52KG級銀牌。(摩洛哥) 

        2019年亞洲青少年女子拳擊錦標賽 54KG級銅牌(阿拉伯富吉拉)  

參、 SWOT 分析： 

一、 Strength(優勢)： 

(1) 張家薰在台灣女子拳擊的中重量級中，速度較快，體能佳，拳頭質量重，在青年組中

技術水平高。 

(2) 張家薰屬於主動型選手壓制性也較佳，較容易產生主觀給分，可以有較大的獲勝機

率。 

(3) 呂姿瑩在台灣女子拳擊的輕中量級中，身材優勢好，體能佳，拳頭質量重，控場能力

佳。 

(4) 呂姿瑩屬於控場型選手控制對手節奏佳，裁判主觀判定控場者為優，可以有較大的獲

勝機率。 

二、 Weakness(劣勢)： 

(1) 張家薰國內青年組已無可以跟其對抗的選手，青年組對練對象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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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呂姿瑩練習對象少，對練訓練強度時常不夠，為再次提升整體能力，極需強度較高之

陪練員。 

(3) 國外青年甚至青少年選手時常參加國外賽事，比賽經驗多，國際視野大，心態方面強

壯，等到了成年組產生差距，為此我們更需多參與國際賽事。 

三、 Opportunity(機會)： 

(1) 張家薰從國中二年級開始到今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三連霸，更於2019年亞洲少年女

子拳擊錦標賽獲得銀牌佳績。 

(2) 張家薰目前在國家訓練中心擔任陪練員，無課務及外務干擾，在技術及專項體能上進

步很多且其量級在國際女子拳擊人數較輕中量級略少，因此奪牌機會大幅提升。 

(3) 呂姿瑩於2017年參加世界中學運動會過關斬將獲得銀牌佳績，更於提升一個年齡的

2019年亞洲青少年女子拳擊錦標獲得銅牌，這次109年全國總統盃亦獲得金牌的成

績。 

(4) 呂姿瑩屬於比賽型選手，往往在國際賽時能發揮出比一般比賽更好的水準。 

(5) 兩位選手如能夠持續長期栽培奠定較佳的國際賽經驗，在未來取得青年組獎牌及取得

2024巴黎奧運獎牌的機會均能大幅提高。 

四、 Threat(威脅)： 

(1) 我國女子拳擊一直是重點發展項目，在這次2020東京奧運資格賽於五個量級中獲得了

四張資格賽門票，所以更應該積極培養年輕選手，勿形成斷層，而導致成績下滑。 

(2) 青少年、青年選手缺乏於賽場上的經驗與國際視野，在成年時期會與國外選手產生差

距。 

(3) 在未取得2024巴黎奧運參賽資格前，如能長期栽培，加強國際賽經驗，未來利於爭取

亞奧運拳擊參賽資格及奪牌。 

肆、 取得參加奧運會資格之規範條列 

一、於亞大區資格賽 (約 4-6個名額) 

二、於世界區資格賽 (約 4-6個名額) 

伍、 參賽及訓練規劃 

一、 訓練期程 

本訓練計畫以 2024 巴黎奧運會為目標，規劃期程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31 止。 

張家薰目前為 2020 東奧培訓隊吳沛儀選手的陪練員，期程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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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訓練全由國家隊教練主導，東奧結束後返回母隊訓練。 

呂姿瑩目前高三隨於母隊在育成高中訓練，明年升大學，需與其大學端教練研究訓練

課程。 

二、 參賽計畫(PS：因受疫情影響，各國際賽事期程未定。) 

月份 比    賽 地    點 目    標 

4 109年全中運 屏東 冠軍(完成) 

11 109年總統盃 台中 冠軍(完成) 

未定 2021年國際青年拳擊錦標賽 未定 取得前三名 

未定 國際交流賽 未定 取得前二名 

陸、訓練目標： 

           短期目標：取得青年組亞洲盃或世界盃前三名成績。 

           中期目標：取得成年組亞洲盃前三名成績。 

           長期目標： 2024 年巴黎奧運會參賽資格。 

柒、訓練規劃及地點： 

左營國家訓練中心、育成高中，配合國際賽事或利用寒、暑假移地訓練。 

捌、 訓練方式：採長期培訓，期程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玖、 訓練內容： 

          一、心理輔導：視選手個別需要，由心理諮商師輔導及諮商做好該選手  

                  情緒管理，減緩其心理壓力，建立其信心。 

           二、體能訓練： 

(1) 一般性體能：重量及核心訓練、心肺耐力訓練、速度訓練、速耐力訓練、協調、

敏捷性訓練、肌耐力訓練等等。 

(2) 專項體能：連續組合拳打擊、沙袋間歇性打擊、組合拳沙袋打擊、手靶指定打

擊，移位打擊、模擬對練等等訓練。 

           三、專項技術訓練： 

(3) 模擬比賽情境，強化攻、防轉換運用提高對打技術。 

(4) 利用比賽影片，分析正確有效打擊、攻守戰術戰略技巧。 

拾、訓練相關支援：陪練員、防護員、訓練員、情蒐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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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 

職稱 姓名 現職 最佳成績/負責工作 

選手 張家薰 台北市育成高中二年級 2019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第二名 

選手 呂姿瑩 台北市育成高中三年級 2019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第三名 

教練 林漢清 台北市育成高中體育教師兼教練 規劃執行相關訓練事宜 

教練 張韋仁 台北市育成高中專任運動教練 規劃執行相關訓練事宜 

防護員 吳岱倫 台北市育成高中聘任防護師 運動傷害治療與預防、健康管理 

陪練員 待聘   

拾貳、訓練經費概算：含服裝、訓練器材、營養補給品、移地訓練(交通、食宿等)等消耗性費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用途 

拳擊比賽服 套 2 3000 6,000 參加競賽用 

拳擊比賽鞋 雙 2 4000 8,000 參加競賽用 

拳擊手套 副 2 4000 8000 日常訓練用 

拳擊沙袋手套 副 2 1500 3,000 日常訓練用 

拳擊頭套 個 2 3000 6,000 日常訓練用 

專屬牙套 個 2 1000 2,000 日常訓練用 

訓練手靶 副 2 3000 6,000 日常訓練用 

連身腰靶 個 1 9600 9,600 日常訓練用 

練習衣 套 2 3500 7,000 日常訓練用 

服飾(運動套裝) 套 2 3500 7,000 日常訓練用 

按摩滾筒 個 2 2000 4,000 日常訓練用 

攝影機 台 1 11,000 11,000 情蒐檢討用 

高蛋白 罐 6 2000 12,000 營養補給品 

肌酸 罐 12 1000 12,000 營養補給品 

移地訓練(暫定) 次 3*2 人 10430 62,580 移地訓練用 

備註:移地訓練單次，住宿費 1600 元*4 天，交通費 1490 元*2 來回，誤餐費 210 元*5 天，共 10430 元 

總計 164,180  

PS：國外移地訓練視肺炎疫情再行編列 

拾參、預期效益 

         經由長期培訓來提高選手專項技術能力加上各項專業人力、物力的支援，讓選

手能專注在訓練及比賽中，縮短與國外青年選手國際賽經驗的落差，希望於2021年青年

錦標賽能夠在亞洲及世界盃上獲得前三名，更期待於成年組拿到2024巴黎奧運參賽資格，

且能獲得佳績。 

拾肆、本計畫經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張家薰、呂姿瑩專案計畫經費需求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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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備註 

移地

訓練 

國內移地訓練 2月、7月、8月 中、南部 62,580 

附表1 

國外移地訓練 未定   

    

參加

國際

賽 

2021青年女子拳擊錦標賽 未定   

國際邀請賽 未定   

    

    

    

    

    

器材

需求 

資本門器材   11,000 
附表2 

消耗性器材   90,600 

支援

方式 

專任教練 未定    

專任防護員 
未定 

   

陪練員 
未定 

   

總    計   164,18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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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張家薰、呂姿瑩專案計畫 

一、預定購置(消耗性)器材申請表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拳擊比賽服 套 2 3000 6,000 參加競賽用 

2 拳擊比賽鞋 雙 2 4000 8,000 參加競賽用 

3 拳擊手套 副 2 4000 8000 日常訓練用 

4 拳擊沙袋手套 副 2 1500 3,000 日常訓練用 

5 拳擊頭套 個 2 3000 6,000 日常訓練用 

6 專屬牙套 個 2 1000 2,000 日常訓練用 

7 訓練手靶 副 2 3000 6,000 日常訓練用 

8 連身腰靶 個 1 9600 9,600 日常訓練用 

9 練習衣 套 2 3500 7,000 日常訓練用 

10 服飾(運動套裝) 套 2 3500 7,000 日常訓練用 

11 按摩滾筒 個 2 2000 4,000 日常訓練用 

12 高蛋白 罐 6 2000 12,000 營養補給品 

13 肌酸 罐 12 1000 12,000 營養補給品 

合計：     建議補助金額： 新臺幣      90,600元 

 

二、預定購置(資本門)器材申請表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攝影機 台 1 11,000 11,000 情蒐檢討用 

       

       

       

合計：     建議補助金額： 新臺幣      11,000元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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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游青煒專案計畫 
 

壹、 前言 

    2019年亞洲青少年男子拳擊錦標賽當中，我國選出國內最優秀10名男子選手參加

此次賽會；當時員林國中游青煒是唯一獲得銅牌的男子選手。以往國內選手培訓皆於

青年階段才開始，反觀國外選手於青少年階段都已開始栽培並參加國際賽事，由於我

國選手未能及早開始栽培並參與國際賽事，導致與國外選手明顯有著國際賽經驗的落

差而落敗。 

    如果能長期栽培優秀青少年選手，並參與國際青少年、青年各項拳擊錦標賽，透

過專案協助游青煒選手有更多國外移地訓練及國外交流賽，大量增加國際經驗以利銜

接青年時期，進而在國際賽中獲取更佳的成績。可望於2024年巴黎奧運爭取更高的奪

牌機會。 

貳、 國際競賽成績 

2019亞洲青少年男子拳擊錦標賽─48KG銅牌 

參、 SWOT 分析： 

一、 Strength(優勢)： 

▪ 游青煒在擁有輕盈的移位步法，具有爆發力的攻擊。 

▪ 裁判計分，往往需瞬間判定該回合分數，容易產生主觀給分。 

▪ 所以游青煒的優勢(有效攻擊、控制節奏)成為加深裁判印象跟較大 

  獲勝的關鍵。 

二、 Weakness(劣勢)： 

   ▪ 國內青少年缺乏國際賽事經驗。  

   ▪ 未接受有計畫性長期培育青年選手，銜接成年國際賽事。 

三、 Opportunity(機會)： 

   ▪  2019亞洲青少年男子拳擊錦標賽，我國男子組唯一銅牌選手。 

   ▪  持續長期栽培奠定較佳國際賽經驗，在未來取得青年組獎牌及取 

     得2024巴黎奧運獎牌的機會均能大幅提高。 

四、 Threat(威脅)： 

  ▪ 國際強國皆有計劃性的培育青少年優秀選手。 

  ▪ 國際強國比我國更積極推展青少年拳擊運動。 



 

 44 

肆、 取得參加奧運會資格之規範條列 

  一、於亞大區資格賽 (約4-6個名額) 

  二、於世界區資格賽 (約4-6個名額) 

伍、 參賽及訓練規劃 

一、 訓練期程 

    本訓練計畫以2024巴黎奧運會為最終目標，因此規劃期程為2020年5月1日起

至2020年12月31止。目前於員林拳擊訓練站接受蕭璜議教練的訓練，針對2019年

國際比賽及國內全國賽比賽過程的優缺點做修正與補強。到了08至09月時安排國

外移地訓練與外國青少年好手實戰對打加強對國外選手之比賽經驗，為2020年世

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做準備。該年底將在國內：北、中、南部循環對打練習，強

化專項技能及戰術，並將2020年世界青少年的成績(名次)與國際交流賽之過程，視

為整年度訓練計畫延續或調整的依據。 

二、 參賽計畫 

月份 比    賽 地    點 目    標 

4 109 年全中運 屏東 冠軍 

11 109 年總統盃 台中 冠軍 

未定 2020 世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未定 取得前三名 

※「2020世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期程未定，待時間公告。 

三、 移地訓練 

月份 地    點 目的 

未定 美    國 
增強對國際比賽之經驗，以交流賽的
過程，作為延續或調整訓練的依據 

未定 澳    洲 
增強對國際比賽之經驗，以交流賽的
過程，作為延續或調整訓練的依據 

未定 
國內移地訓練 

(北、中、南) 

準備 2020 世界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賽前移地訓練 

※「美國」及「澳洲」移地訓練為暫定計畫，視武漢肺炎疫情減緩後提出申請。 

陸、 訓練目標 

一、 短期目標：取得青少年組及青年組亞洲盃、世界盃前三名成績。 

二、 中期目標：取得成年組亞洲盃前三名成績。 

三、 長期目標：取得2024年巴黎奧運會參賽資格並獲得前三名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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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訓練規劃及地點： 

訓練起訖日期：自2020年5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訓練地點規劃：國內訓練由蕭璜議教練，於「彰化縣立員林國中─拳擊 

              基層訓練站」從事專項訓練，期間配合國際賽事編排國 

              內移地訓練及國外移地訓練。 

捌、 訓練方式：採長期培訓。 

玖、 訓練內容：  

二、 心理輔導：視選手個別狀況需要，由心理輔導及諮商做好情緒管理，減緩心理壓

力，創造優質心理技術，建立雄厚備戰心理，增強戰必勝信心。 

三、 體能訓練： 

(1) 一般性體能：心肺耐力訓練、速度訓練、速耐力訓練、協調性訓練、肌耐力訓

練及多元輔助訓練。 

(2) 專項體能：加強教練手靶指定打擊、重量袋間歇性打擊、組合拳快速打擊及移

位快速打擊等訓練。 

四、 專項技術訓練： 

(1) 挑選陪練員模擬比賽情境，強化攻防轉換運用並提高專項技術。 

(2) 藉由觀看比賽影片，指導選手、分析正確有效打擊、攻守戰術戰略技巧與解說

AIBA最新拳擊規則。 

拾、訓練相關支援 

一、 國外移地訓練─隨隊防護員： 

(1) 國外移地訓練隨隊掌握選手的身體狀況，適時的放鬆照護。 

(2) 亦可協助行政資料或翻譯的工作。 

拾壹、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 

職稱 姓名 現職 最佳成績/負責工作 

選手 游青煒 彰化藝術高中一年級 
2019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第三名 

教練 蕭璜議 
員林國中專任運動教練 

彰化藝高拳擊教練 
規劃執行相關訓練事宜 

拾貳、訓練經費概算 

    移地訓練視武漢肺炎疫情減緩後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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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預期效益 

    透過母隊長期培訓各項專業人力支援及物力資源的挹注，來提高選手專項能力與國

際參賽經驗，期待於青少年、青年時期能夠在亞洲及世界盃上獲得佳績，補強與國外青

少年選手國際賽經驗的落差，並於成年組拿到奧運參賽資格，且奪得2024巴黎奧運會獎

牌。 

拾肆、本計畫經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游青煒專案計畫經費需求總表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備註 

移
地
訓
練 

    

國外移地
訓練，視武
漢肺炎疫
情做調整 

    

    

參
加
國
際
賽 

    

    

    

需
求 

器
材 

 

消耗性器材   49,000 
附表1 

    

援 支      

總    計   49,00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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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4 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游青煒專案計畫預算分表 

一、預定購置(消耗性)器材申請表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比賽服 adidas 2 4,000 8,000 紅、藍角比賽服 

2 比賽鞋 adidas 2 5,000 10,000  

3 比賽用手套 10 oz 1 3,000 3,000  

4 訓練用手套 12 oz 1 3,000 3,000  

5 比賽護頭 adidas 1 3,000 3,000  

6 訓練手靶 adidas 1 3,000 3,000  

7 訓練腰靶  1 4,000 4,000  

8 TRX 彈力棍  1 8,000 8,000  

9 震動滾筒 HYPERICE 1 7,000 7,000  

合計：     補助金額： 新臺幣 49,000 元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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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劉千綾專案計畫 

壹、 前言： 

2020 年亞洲區奧運資格賽，共獲得 4 個名額。為維持未來國際賽的競爭力，特此專案

計畫。 

貳、 國際競賽成績： 

2019 年亞洲少年拳擊錦標賽銅牌 

參、 SWOT 分析： 

一、 Strength(優勢)：年輕、身體素質好、技術全面、運動智商高 

二、 Weakness(劣勢)：國際賽經驗不足 

三、 Opportunity(機會)：年輕、可塑性高 

四、 Threat(威脅)：亞洲鄰近國家，輕量級選手，水準都很高，相當競爭。 

肆、 取得參加奧運會資格之規範條列 

伍、 參賽及訓練規劃 

一、 訓練期程：2020 年至 2024 年 8 月 31 年 

二、 參賽計畫：2021 年亞洲青年拳擊錦標賽、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 

陸、 訓練目標 

一、 短期目標：2021 年亞洲青年拳擊錦標賽前三名 

二、 中期目標：2021年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前三名、青年奧運會奪牌 

三、2024 年巴黎奧運會目標：取得單項前三名成績。 

柒、 訓練規劃及地點：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捌、 訓練方式：採長期培訓。 

玖、 訓練內容： 

1、體能訓練： 

（1）一般性體能：肌力、速度、敏捷、協調性、心肺耐力等訓練。 

（2）專項性體能：跳繩、沙袋連擊、強度手靶等。 

2、體能訓練方法： 

（1）重量訓練： 

1.使用最大肌力的 85%以上負荷強度，從事一般性基本肌力訓練及特殊專項技術性肌

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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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肌耐力訓練，使用最大肌力的 55%至 65%負荷強度從事低負荷，高反覆次數之重量

訓練，配合循環間歇耐力訓練，加強肌肉耐力訓練。 

3.爆發力訓練，使用最大肌力的 90%負荷強度，運用最大努力使出最快速度，配合循

環爆發力訓練達成爆發力、速耐力之增強目標。 

（2）循環訓練：培養選手速度、肌力、動力、柔軟性、調整力及腳步 

     的韻律性為目的。 

（3）速度敏捷訓練：（衝刺、斜坡衝刺、折返跑、階梯）專項技術速度   

     訓練，反應敏捷訓練。 

（4）柔軟度訓練：藉助他人加強肢體各部位的彎曲或伸長運動。 

3、技術訓練： 

（1）攻守技術與組合練習。 

（2) 模擬對打，適應各種不同打法選手。 

（3) 打擊人形靶、教練靶、沙袋等輔助器材。 

（4) 閃躲、步法、防守、攻擊綜合練習。 

4、實戰對打: 

（1）配合教練訓練法，增進選手技術水準。 

（2)影帶欣賞，瞭解最新評分方式及各國打法，達到知己知彼。 

（3)體能、技術、心理三合一訓練。 

5、精神訓練及心理輔導： 

（1）強化訓練培養自己技術及自信心。 

（2）測驗調適比賽時產生的心理變化。 

（3）具有明確的目標實施有計劃的練習。 

（4）盡量設計類似比賽場面的練習場面。 

拾、訓練相關支援：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能訓練師、防護員。 

拾壹、選手進退場機制 

1.參加 110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第一名。 

2.參加 110年度國際各級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參賽量級第一名。 

3. 參加 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一名。 

3.本階段選手未達標準者經本會選訓委員會研議通過予以退場，並 

  陳報國訓中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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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練與選手均應填寫切結書(切結書留協會備查)，以利潛力選手   

  培訓機制之運作。 

拾貳、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中華民國拳擊協會選訓委員會 

拾參、訓練經費概算：462750元整 

拾肆、預期效益：如短、中、長期目標 

拾伍、本計畫經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劉千綾專案計畫經費需求總表 

序號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備註 

1 國內移地訓練 

110 年 

1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間 

中部、北部 185250  

2 國外參賽 
110 年 11 月 

 
愛爾蘭都柏林 124000  

3 器材 110 年 1 月~12 月  44000  

4 零用金 110 年 1 月~12 月  109500  

總    計   46275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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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4巴黎奧運會優秀選手劉千綾專案計畫預算分表 

表 1國內移地訓練經費概算 

日期  名稱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10年 

1月 1日 

至 

7月 31日間 

國內

移地

訓練 

交通 1500 趟 12 18000 

因疫情關係，無法前往國外

移地訓練，計畫在奧運會之

前辦理國內移地練，增加與

不同打法選手對打機會，以

適應各種不同打法的攻防

應對。 

住宿 1600 30天 3人 144000  

膳食 250 31天 3人 23250  

共    計 185250 

表 2 國外參賽經費概算 

日期  名稱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10年 11月 
國外

參賽 

飛機票 30000 人趟 2 60000  

膳宿費 3000 10天 2人 60000  

保險費 2000 人 2 4000  

 124000 

表 3 (消耗性)器材經費概算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拳套 AIBA認證 2 3000 6000 
 

2 護頭 AIBA認證 2 3000 6000 
 

3 手靶  2 4000 8000 
 

4 
 彈力棍 

TRXRIP-PACK 

TRXRIP-PA

CK 
2 9000 18000 

 

5  胸靶   1 6000 6000 
 

共計 44000元 

表 4 選手零用金經費概算 

品名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零用金  1人 365天 300  109500  

填表人：        秘書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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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履歷表 

姓名 羅奕萱 性別 女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F227819823 出生日期 80年 03月 01日                

通 

訊 

處 

戶籍地 
桃園市桃園區國強一街 160號 3樓 

現居住所 
台中市南區正義街 43號 8-2樓 

e-mail 
cannelier5@gmail.com 

連絡 

電話 

住家：03-3795869 

手機：0987422659 

學            歷 

學校名稱 院系科別 
修業年限 畢

業 

結 

業 

肆

業 

教育程度

(學位) 

證書日期 

文    號 起(年、月) 迄(年、月) 

國立體育大

學 
運動保健 98 9 102 6 ＊   學士 

102教證字第

983054 

服  務  單 位 經  歷 

服務機關(構) 職稱 服務期間 服務證明書名稱 

雷利克斯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運動工場 
運動防護員 103/01~106/11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防護員 107/04~109/09  

自     傳 
  羅奕萱，國體運動保健學系傷害防護組畢業。 

  高中時就讀國立新港藝術高中，原本學音樂的我是在管樂團裡擔任單簧管演奏，因為

高二被教練邀請加入棒球隊協助隊務，記錄選手用球打擊跑壘身體狀況，發現在夥伴受傷

時能給予的協助相當有限；這是對傷害防護好奇的開始。毅然在大學選系時捨音樂選擇運

動傷害專業就讀。雖然偶爾想念音樂世界，但從未後悔選擇防護員這份工作。 

  在學期間防護生實習隊伍：武術隊/棒球隊/射箭隊/網球隊/桌球隊。 

在與運動選手相處的過程中，也找到跟樂團時期期待樂句完美呈現時的感動。 

  畢業後，因為父母很重視兒童閱讀教育多年來投身其中，所以也在各市立圖書館及文

化中心幫忙帶兒童讀書會。那半年雖然較少從事防護相關工作，但也在課程中得到許多成

長，能和家人共同為小朋友的閱讀和品格教育努力也覺得十分幸福。 

  但是心裡一直仍惦記著實習期間認識的選手朋友們，於是通過取得家人支持的過程，

更確信自己還是想為在運動場上流汗拚搏的運動員們努力，作背後的支持力量。 

  我始終相信人都是需要關心與鼓勵的，有時候這份關心由我給出去，而鼓勵由他們送

回來。缺少的觀念跟習慣都是可以慢慢建立培養的，從嫌麻煩懶惰不伸展不冰敷，到即使

很冷也會認命冰水療，煮好吃的東西打電話叫我們去吃，比完賽回學校連房間都沒回就先

來敲我房間門告訴我成績領禮物。真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讓我持續在防護領域有動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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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前進。 

  就業後，更多的接觸到在實習期間較少接觸的籃球、羽球、高爾夫項目，再來是工作

室裡更多的基層小選手，系校隊大學生們還有一般運動愛好者跟假日運動員的社會人士。 

  有技術錯誤導致的運動傷害，工作形態下的職業傷害，還有想增進體能的同學和太太，

也有不少手術前後對於復健茫然無助還想回運動場上追夢的朋友。每當有拄著拐杖來，然

後幾個月後告訴我他跑得比以前還快還輕鬆。三十出頭的工程師想著邊工作再打五年球，

十字韌帶重建熬過辛苦復健後跟我說：奕萱，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打十年。種種，都讓我覺

得，當初沒有選錯。覺得真心喜歡防護員這個角色。 

  我是一個看起來很瘦小的女生，但是世界上極多的事物不只是外表看起來如此。也許

因為音樂上對指揮拍點的專注訓練，也許因為國中畢業離家生活必需養成的獨立，更可能

因為照顧過的運動選手堅毅的新給我的震撼與感動，總結成其實並不弱小的我。直至今日

我想做的，仍是繼續殖池讓我保有生活感動與熱情的運動員，成為他們背後的夥伴。 

 

經歷： 

 雷力克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運動工場)2014/1~2017/11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2017/4~2020/9 

 2012北區(暑期)訓練基地射箭隊      防護員 

 第 17屆 U19亞洲青年運動會中華女子排球隊 防護員 

 第 38屆威廉瓊斯盃中華男子白隊      防護員 

 2016亞洲大學籃球賽中華男子代表隊    防護員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籃球培訓隊(第一階段 2016/06~10) 防護員 

 中州科技大學男子籃球隊(104/105學年度)  防護員 

 104學年度 UBA明道大學男子籃球隊 聯賽期間防護員 

 第 28屆 HBL/第 29屆 HBL (東泰/后綜/青年/東山 聯賽期間隨隊防護員)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防護社 防護員指導老師(21/22期) 
 2019全國運動會擊劍項目 防護員 

 109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桃園拳擊代表隊隨隊防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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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個人簡歷  

姓名 ： 林榆鈞 性 別： 男 
籍 
貫： 

新北市  
 
 
 
 
 
 

出生 
年月日 

： 民國 86 年 8 月 8 日  
血 
型： 

A 型 

通訊地址 ：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 50 號 4 樓之 4 

連絡電話 ： 0963-109-304 

學  
   

   
   

歷 

學位 學校名稱 畢業日期 

國小 有木國小 98年 6月 

國中 新北市立明德中學 101年 6月 

高中 新北市立明德中學 104年 6月 

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技擊學系 108年 6月 

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在學中 

專

業

表

現

 

比賽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成績 
亞洲錦標賽國手選拔 109年 冠 軍  
全國大專運動會拳擊項目 107、108年 冠 軍  
世界大學錦標賽國手選拔 107年 冠 軍  
全國運動會拳擊項目 106年 亞 軍  
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104-108年 冠 軍  

經  
   

 
歷 

1.106 年擔任世界健身俱樂部健身教練 

2.107 年協助明德高中拳擊隊訓練工作 

3.109 年協助臺北科技大學甲組籃球隊肌力與體能訓練 

4.109 年協助臺北市立大學拳擊隊肌力訓練 

證  
   

   
   

照 

 
 
 
 
 
 
 
 

        

附教育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審核通過證明(拳擊)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C級裁判證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C級教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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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2021年亞洲成年、青少年、少年暨世界成年、青年男子、女子
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競賽規程 

110年 12月 24日選訓會通過實施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0月 0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二、主旨：積極推展國內各級拳擊運動，提升拳擊技術參與國際競賽，遴選具 

          奪牌實力優秀選手參加 2021年國際各級拳擊錦標賽，爭取優異成績。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體育總會、臺北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拳擊志工團。(暫定) 

六、選拔項目: 

 2021年亞洲成年、青少年、少年及世界成年、青年等男子、女子組拳擊錦 

 標賽中華代表隊選手。 

七、 國際比賽時間： 

1.2021亞洲成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日期:11月(暫定)地點:印度 

2.2021年亞洲少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日期:9月(暫定) 

3.2021年亞洲青少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日期:10月(暫定) 

4.2021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日期:109年 4/10-4/24。 

           地點:波蘭-凱爾采 

5.2021年世界男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時間:9月~10月地點:賽爾維亞。 

6.2021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比賽時間:9月~10月地點:未定 

八、選拔賽日期：110年 3月 5日（星期五）至 3月 8日（星期一）止。 

                (暫定四天)主辦單位得視賽程調整比賽天數。 

九、比賽地點：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5F拳擊訓練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366號)。 

十、報名及參賽資格： 

  (一)限中華民國國籍。 

  (二)符合參賽組別選拔年齡及下列賽事任一項資格者。 

1.少年組: 

(1)108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 

(2)109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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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少及青年組: 

(1)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2)108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各組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3)10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4)109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各組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3.成年組: 

(1)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2)108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社會組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3)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4)109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社會組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三)參賽年齡: 

1.成年組:2002年至 1981年(19歲~40歲)。 

2.青年組:2004年至 2003年(17歲~18歲)。 

3.青少組:2006年至 2005年(15歲~16歲)。 

4.少年組:2008年至 2007年(13歲~14歲)。 

(四)參賽選手須持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審查合格所頒發拳擊選手手冊者。 

(五)參賽單位須為本會團體，教練須為本會個人會員。 

十一、選手、教練遴選： 

    (一)世界成年、青年及亞洲成年、青少年、少年等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1.選拔量級冠軍選手取得被遴選資格，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代表國家參加 2021

年世界成年、青年及亞洲成年、青少年、少年等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2.入選手比賽前一個月起集訓，需進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或由協會指定地點參與

訓練。 

 3.冠軍入選選手因故主動放棄參賽資格或無故不參加集訓者，視同放棄代表隊資

格，該量級則由從缺不遞補。 

    (二)教練遴選: 

1.亞洲成年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代表隊各組遴選 2名教練。 

2.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代表隊各組遴選 2名教練。 

3.亞洲少年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代表隊各組遴選 2名教練。 

4.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代表隊各組遴選 2名教練。 

5.世界成年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代表隊各組遴選 2位教練。 

(三)教練須具備 AIBA國際星級資格，各組教練排序依入選手多數者為第一順位教練

排序依下列類推。 

(四)教練排序相同時則以下列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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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入選選手比賽『勝場總和』較高者為優先。 

2.以入選選手比賽『勝場得分總和』較高者為優先。 

3.以該隊報名『參賽選手勝場總和』較高者為優先。 

 

十二、遴選量級： 

(一)亞洲青少年組:男子、女子各遴選 10量級。 

(二)世界青年組:男子、女子各遴選 10量級。 

  亞青少 

      選拔 

量級 

男子組 

女子組 

量級相同 

      世青男子 

 

選拔量級 

     世青女子 

 

    選拔量級 

第一量級 44-46kg 第一量級 46-49kg  45-48kg 

第二量級 46.01-48kg 第二量級 49.01-52kg 48.01-51kg 

第三量級 48.01-50kg 第三量級     52.01-56kg 51.01-54kg 

第四量級  50.01-52kg 第四量級 56.01-60kg 54.01-57kg 

第五量級 52.01-54kg 第五量級 60.01-64kg 57.01-60kg 

第七量級 57.01-60kg 第六量級 64.01-69kg 60.01-64kg 

第八量級 60.01-63kg 第七量級 69.01-75kg 64.01-69kg 

第九量級 63.01-66kg 第八量級 75.01-81kg  69.01-75kg 

第十一量級 66.01-75kg 第九量級 81.01-91kg 75.01-81kg 

第十二量級 75.01-80kg 第十量級 91kg+ 81kg+ 

  

(三)世界及亞洲拳擊錦標賽:男子、女子各遴選 5量級。 

      註：獲選手教練依大會公告比賽量級調整參賽量級。 

＊(榮獲東奧參賽資格選手以徵召入選) 

男子組 

選拔量級 
男子組/kg 

女子組 

選拔量級 
女子組/kg 備註 

第一量級 49.01-52kg 第二量級 48-51kg 女子組徵召 

第二量級 52.01-57kg 第四量級 54.01-57kg 女子組徵召 

第三量級 57.01-63kg 第五量級 57.01-60kg 女子組徵召 

第四量級  63.01-69kg 第七量級 64.01-69kg 女子組徵召 

第五量級 69.01-75kg 第八量級 69.01-75kg 女子組選拔 

   

(四)亞洲少年組:男子、女子組各遴選 5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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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量級 
男子組、女子組 

(量級相同) 

第二量級 35.01-37Kg 

第五量級 43.01-46kg 

第八量級 52.01-55kg 

第十一量級 61.01-64kg 

第十三量級 67.01-70kg 

十三、規則依據：依國際拳擊總會(AIBA)競賽條例 2019年最新修訂實施之規則，如有未

盡事宜，由技術暨裁判委員會解釋之。 

十四、比賽回合、時間及拳套： 

組別 比賽回合 每回合時間 中間休息時間 比賽拳套 

成年男子組(不帶護頭) 

3回合 

3分 

1分 

成年男子組 

69kg(含)以上 

12盎司 
成年女子組(帶護頭) 

10盎司 
青年男、女子組(帶護頭) 

青少年男、女子組(帶護頭) 2分 

少年男、女子組(帶護頭) 1分 30秒 

十五、參賽細則： 

(一) 選手應自備護檔、繃帶、牙套、拳擊鞋及紅、藍色比賽衣褲各乙套， 
裝備不齊全者，大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 

(二) 參賽期間隊職員膳宿、交通及安全均自行負責。 

(三) 選手於比賽中，如有負傷，除當場大會醫護人員治療外，其餘一切醫療費用，
可依診療及收據正本逕寄主辦單位，向保險公司請領醫療給 付。 

(四) 如需請假單，請於報名單上註明，比賽後申請概不受理。 

(五) 抽籤方式： 

1.抽籤時間於各組首日依全部量級體檢合格過磅後，由大會宣佈舉行之。 

2.抽籤時務必請各領隊、教練或管理至少一人在場參與，否則由大會安排代抽不得

有異議。 

(六)抽籤及技術會議： 

1.時間：110年 3月 4日（星期四）下午 4:00抽籤及技術會議。 

2.地點：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5F拳擊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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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行教練會議及抽籤，未準時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各教練應注意有無

選手遺漏登記，否則自行負責，不予重新抽籤）。次日起僅當日有賽事之選手才

需進行例行體檢過磅。 

十六、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2月 5日(星期五)中午 12:00前報名截止。 

(二)報名同時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600元，如未繳交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三)按報名格式詳填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量級，報名即確定比賽量級，不得變更量

級，變更者以失格論，請確實填寫，避免因過磅未達標準造成失格而影響選手比賽

權益。 

(四)組隊方式： 

1.以學校單位統一組隊報名，不得跨校組隊，未成年者需檢附家長同意書方得

參賽，若有違反規定取消該單位該量級參賽資格。 

2.成人組報名：(1)以學校為單位(2)戶籍所在地-縣(市)(3)俱樂部。 

(五)參賽單位每量級限報 1名選手參賽，符合資格選手各隊自主遴選或調整參賽量級，

報名後不得更改量級。 

(六)報名表收件方式: 

1.採通訊報名之參賽隊伍或個人可先行將Excel檔報名表傳至協會電子信箱進行報

名，並請下載報名表紙本經學校及單位核章寄送正本至協會完成報名。(已郵

戳為憑)。 

2.報名表紙本未繳交者視同未報名完成。 

3.女性選手未懷孕證明請於體檢過磅當天繳交至執行裁判檢查。 

(七)報名地點：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銀行：台北富邦南京東路分行      帳號：00307102006443 

        銀行代號：012     戶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李武男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5樓 505室 

        電話：（02）8771-1467、(02) 2772-8791 

        傳真：(02) 2751-1418、E-MAIL：b3402@ms32.hinet.net 

備註：如用 ATM轉帳，轉帳後請來電通知協會以利對帳，如未通知 

「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謝謝。 

十七、體檢及過磅： 

(一)體檢過磅：第一天 3/5(五)起，每天上午 8時至 9時於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5F拳擊訓練中心舉行。 

(二)依規則過磅，男子可著內褲，上秤過磅時不得邊吃東西或飲料，體檢 

過磅及格者，始得參與比賽。 

mailto:b3402@ms3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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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當日有賽事之選手才需進行例行體檢過磅。 

(四)體檢過磅需攜帶中華民國拳擊協會核發之選手證，未攜帶者不得參加    體檢

過磅參賽，更不得借用或塗改他人選手證冒充本人體檢過磅參賽，經檢舉查證

屬實相關人員取消參賽資格並送紀律委員會辦理。 

    (五)身體狀況：應經現場醫生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選手自 

          備證明書留存所屬單位備查。 

十八、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依報名人數多寡，大會將保有更改賽程之權利 

                以利賽事進行。 

十九、獎勵： 

(一)每量級錄取第一名 1人，第二名 1人，第三名 2人，各頒發獎狀鼓勵。 

(二)本比賽屬國家代表隊選拔，不設團體錦標、最佳教練及選手最佳技術 

    等獎項。 

二十、懲戒： 

(一)賽程經排定後，無故棄權者，選手及教練交由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議處結果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並副本通知其所屬單位。 

(二)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並收回獲獎，獎牌、獎狀。事由交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決議陳報教育部體育

署備查，副本通知其所屬單位。 

(三)經遴選之代表隊選手違反相關規定者(禁藥、紀律)，取消資格並移送 

    紀律委員會懲處。 

(四)代表隊教練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遴選產生，代表隊教練，無故不參加集 

    訓或違反相關規定者(禁藥、紀律)，取消代表隊教 練資格並送紀律委 

    員會懲處(懲處結果將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及服務單位備查)。 

(五)經遴選為國家代表隊選手，須參賽前集訓，放棄集訓隊資格者或提前 

    歸建者禁賽一年議處。 

    二十一、多元性別平等申訴管道：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 8月 14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080028718  

           號函辦理。 

    (二) 申訴方式： 

             1.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位或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線上求助平台(http：//ecare.mohw.gov.tw/)，或 

               電洽 113保護專線。 

         2.聯絡人：王毓齡小姐  電話:02-8771-1467 

           傳真:02-2751-1418，E-mail：b3402@ms32.hinet.net。 

mailto:b3402@ms3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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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備註 

(一) 因應新冠病毒(武漢肺炎)若活動相關人員當天量體溫超過≥38℃，依衛福部疾

病管制局公告作業程序辦理。參賽隊伍需每日自主量測體溫，登錄記錄。 

(二) 因國際新冠病毒，依中央流行病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因國際疫情嚴峻，協會有

權責決定是否派隊參賽。 

二十三、競賽規程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未懷孕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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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參加 2021年世界成年女子、青年女子暨亞洲青少年女子、少

年女子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依比賽之規定，本人保證個人身體狀況確實良好

及無懷孕之事實，若有不誠實因此發生任何事故，後果自行負責並放棄追訴權

利。 

 

此  致 

2021年亞洲青少年、少年暨世界成年、青年 

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技術及裁判委員會 

 

 

單位： 

選手： 

簽署人： 教練(老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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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家長或(監護人)              茲同意              選手，  

       於 110年 3月 5 日至 3 月 8 日假台北市立育成中學 5F 

       拳擊訓練場參加「2021年亞洲成年、青少年、少年暨世界 

       成年、青年男子、女子國手選拔賽」，並已詳細閱讀過本活動 

       競賽規程，且同意活動期間遵照政府防疫政策及主辦單位規定 

       執行。 

       

 

  備註:參加選拔未滿 18歲選手，本同意書應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詳閱後簽章，非家長及法定監護人不得代簽，若有違反簽名 

       比賽期間發生相關事件，簽名者自負全責，一切責任與主辦 

       單位無關。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與選手關係：     父      母，     其他：               

 

       緊急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