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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111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經本會110年11月22日第12屆47次選訓委員會議修定通過實施  
  經本會111年2月8日第12屆52次選訓委員會議修定通過實施 
經本會111年4月17日第12屆57次選訓委員會議修定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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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    勢             機    會 

我國 2020 年東京奧運拳擊參賽資格及 2022

亞培選手:林郁婷、黃筱雯、吳詩儀、陳念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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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績效成績：2019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團

隊總成績排第二。2020 東京奧運黃筱雯獲

5lg銅牌、陳念琴晉級 8強、吳詩儀晉級 16

強、林郁婷第一種子等。 

二、2020國際疫情青年、青少年男女子未派

隊參賽暫無成績，另 2018-2019 國際賽獲獎

青年、青少年男、女子選手經 2024年巴黎奧

運運科檢測小組，檢測評估並經會議延續培

訓，選手相關資料如上表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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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組：2022 年國際 13-18 歲拳擊錦

標賽奪牌我國有相當高機

會。 

女子組：2022 年國際 13-18 歲拳擊錦

標賽成績比我國男子組更高

奪牌機會。 

 

             劣    勢             威    脅 

2019-2021 年因國際疫情國際無法參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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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選手比賽習得國

際比賽實戰經驗。 

 

目前於亞洲地區 13-18歲各級拳擊選

手積極發展國家，大陸、菲律賓、泰

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印度、日本

等，選手對戰實力相當堅強，各國為

積極培訓潛力 13-18歲選手延伸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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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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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績效： 

年度 參賽名稱 組別/量級 選手姓名 績效 培儲訓名稱 

110 

因應國際疫情青年組青

少年男、女子組未派隊 

出國參賽 

無 無 無 無 

109 
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女子/57kg 呂姿瑩 第二名 2024年巴黎

奧運拳擊 

儲訓選手 
女子 66kg 張家薰 第三名 

亞洲青年拳擊錦標賽 女子/81kg 莊龍双 第三名 

108 亞洲青少年拳擊錦標賽 
女子/46kg 劉千綾 第三名 

  
男子/48kg 游青煒 第三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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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世界 17-18歲各級男、女子拳擊錦標賽爭取 1金 2銀 2銅。(暫定) 

2. 2022年世界中學運動會爭取 2金 1銀 5銅。(暫定)   

六、優秀具潛力選手、教練遴選依據：  

  (一)選手遴選條件： 

1. 110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參賽量級前

三名選手。 

2.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參

賽量級前三選手。 

3. 具原住民身份，優秀具潛力發展之拳擊選手。 

4. 總統盃推廣量級不列入遴選條件。  

  （二）選手遴選人數： 

1. 遴選組別及選手：暫定 45名(含原住民 10名)。 

2. 國中組：男選手 12名、女選手 10名。高中組：男選手 12名、女選手 11名。 

3. 原住民選手遴選: 

(1) 各組名額依本辦法六、(一)潛力選手遴選條件指定賽事分開排序擇優

遴選。 

(2) 國中組:男子組 3名、女子組 2名等 5名原住民。 

(3) 高中組:男子組 3名、女子組 2名等 5名原住民。 

(4) 如各組原住民未達 5名其缺額，依各量級排序第 2名至 3名選手產生。 

4. 採積分制遴選，由 110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及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拳擊錦標賽各組各量級前三名，第一名 3分、第二名 2分、第三名 1分，

統計比賽積分並排序，遴選出各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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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練遴選依據： 

1. 總教練須具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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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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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男、國女、高男、高女)遴選 2名共 8名培訓教練，各組並備

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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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培訓計畫: 

   (一)培訓期程：經體育署核備實施計畫後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1. 111年國際 13-18歲各級比賽參賽前，於母隊培訓。 

2. 111年經選訓委員會遴選之潛力選手，暑期集訓則採國中、高中分組及異地

分流集訓，增進選手備戰實力。 

(暑期訓練日期:8/13(六)-8/28(日)。8/12(五)15:00報到) 

   (二)培訓地點： 

1. 平日於所屬學校代表隊訓練。 

2. 2022年參加國際賽前由協會安排指定地點參與訓練。 

3. 暑期集中訓練：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 例假期間：分區定點集中訓練。 

   (三)訓練方式： 

1. 平日於所屬學校代表隊訓練。 

2. 暑假總集訓期間分組、分流訓練。 

3. 參加 2022年國際各級拳擊錦標賽，賽前由協會安排指定地點參與訓練或於

母隊訓練。 

4. 例假期間：分區定點對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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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歲等各級拳擊錦標賽、比賽過程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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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運動心理素質的探

索及強化體能訓練、培育團隊能力建立自信心與向心力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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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結訓前進行分組對抗檢測訓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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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參賽計畫：(暫定) 

   (一)2022年 5月世界中學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已確定) 

   (二)2022年 11月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 

九、教練及選手進退場機制： 

   (一)第一階 段： 

 1.資    格： 

(1)110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參賽量級 

   前三名選手。 

      (2)具原住民身份同上項參賽前三名選手。 

 2.檢測標準：  

(1)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 

 參賽量級前三名選手。 

   (二)第二階段： 

 1.資    格： 

(1)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 

   前三名選手。 

(2)具原住民身份同上項參賽前三名選手。 

 2.檢測標準：  

(1)111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暑期結訓對抗賽。 

(2)111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前三名。 

    3.上述賽事參賽獲前三名選手積分辦法 

  積分標準： 

參賽成績 得分 

第一名 3 

第二名 2 

第三名 1 

    4.本會遴選各組別之選手人數暫定 45名(含原住民 10名)，若經體育署審核後， 

  名額低於本會暫定人數時，本會將依上述積分辦法排序擇優選取。 

 十、追蹤考核機制： 

  (一)體能檢測：集訓前(後)於訓練地點實施各測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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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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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督導。 

   (四)教育部體育署、本會督訓委員不定期督訪，考核訓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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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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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實施計畫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選手無法參賽，影響年度遴選積分評比排序，  

      為維護選手權益，以『參賽一項指定賽事得分 x2』加權積分排序參與遴選，並 

      考量其他變化因素隨時滾動式修正。 

十二、經費概算：2022年經費需求：總計新臺幣 7,000,000元整。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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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