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挪威公開賽
2022/10-

2022/10
娜威   2,443,440

教練3人、男選手5

人、陪練員3人、

防護員1人

德國邀請賽
2022/11-

2022/11
德國   2,430,600

教練3人、男選手5

人、陪練員3人、防護

員1人

波蘭邀請賽
2022/11-

2022/11
波蘭   2,082,360

教練3人、男選手5

人、陪練員3人、防護

員1人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歐洲邀請賽賽前

移地訓練

2022/09/15-

10/1
紐西蘭   1,623,940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2人、防護員1

人、訓練員1人、翻譯

1人亞洲拳擊錦標賽

賽前移地訓練

2022/11/10-

12/10
日本橫濱   1,064,900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2人、防護員1

亞洲測試賽
2022/10/21-

30
印尼     833,780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2人、防護員1

亞洲大滿貫拳擊

賽

2022/12/11-

20
未定     843,130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1人、防護員1

人、體能師1人

歐洲邀請賽
2022/10/04-

2022/10/21
保加利亞     391,800

訓練員1人、陪練員1

人、

  4,757,550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國外移

地訓練
韓國移地訓練

2022/08/01-

8/30
韓國(龍仁大學)       296,350

(新增1人)助理訓練員

1人

西里西亞女子拳

擊錦標賽

2022/09/02-

2022/09/13
波蘭     1,195,760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1人、防護員1

人 、助理訓練員1人

IBA亞洲區測試賽
2022/10/15-

2022/10/30
印尼(暫定)     1,340,216

教練1人、選手1人、

陪練員1人、防護員1

人 、助理訓練員1

人、心理諮商1人、全

項委員1人

IBA歐洲區測試賽
2022/11/10-

2022/11/25
保加利亞     1,427,760

亞錦賽 林郁婷 (商務

艙)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歐洲邀請賽賽前

移地訓練

2022/09/12-

2022/09/30
紐西蘭     193,820 選手1人

亞洲拳擊錦標賽

賽前移地訓練

2022/12/11-

2022/12/20
日本橫濱     182,420 選手1人

小計: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2024年巴黎奧運』黃金計畫菁英選手林郁婷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國際賽

事

移地訓

練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秦千惠

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培訓隊參賽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國際賽

事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2024年巴黎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陳黃筱雯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移地訓

練

國際賽

事



歐洲邀請賽
2022/10/04-

2022/10/21
保加利亞     181,900 選手1人

亞洲大滿貫拳擊

賽

2022/12/11-

2022/12/20
亞洲     164,390 選手1人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歐洲邀請賽賽前

移地訓練

2022/09/12-

2022/09/30
紐西蘭     193,820 選手1人

亞洲拳擊錦標賽

賽前移地訓練

2022/12/11-

2022/12/20
日本橫濱     182,420 選手1人

歐洲邀請賽
2022/10/04-

2022/10/21
保加利亞     181,900 選手1人

亞洲大滿貫拳擊

賽

2022/12/11-

2022/12/20
亞洲     164,390 選手1人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移地訓

練

移地訓練暨交流

賽

2022/09/12-

2022/09/30
紐西蘭     193,820 選手1人

國際賽

事

亞洲大滿貫拳擊

賽

2022/12/11-

2022/12/20
亞洲     164,390 選手1人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移地

訓練

國外移地訓練 2022/8月 法國巴黎 246,000    選手1人

國際賽

事
國際公開賽 2022/11月 愛爾蘭 246,000    選手1人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國外移

地訓練
韓國移地訓練

2022/08/15-

2022/09/01
韓國(龍仁大學)       296,800 選手1人

國際賽

事
歐洲邀請賽

2022/09/02-

2022/09/13
波蘭       391,020 選手1人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劉宇珊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 拳擊協會

辦理「2028年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張家薰

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國際賽

事

移地訓

練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陳柏亦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黃于庭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國際賽

事



類別 實施項目 時間 地點  總經費 人員

移地

訓練

國外移地訓練 2022/8月 愛爾蘭 607,720    選手1人、陪練1人

參加

國際賽
國際公開賽 2022/10月 德國 377,500    選手1人、陪練1人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吳瑀倢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說明

(男選手 賴主恩、杜柏

緯、甘家葳、黃正戎、

李承威)

(男選手 賴主恩、杜柏

緯、陳柏亦、甘家葳)

(男選手 賴主恩、杜柏

緯、陳柏亦、甘家葳)

說明

說明

說明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2024年巴黎奧運』黃金計畫菁英選手林郁婷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秦千惠

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培訓隊參賽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理『2024年巴黎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陳黃筱雯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劉宇珊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 拳擊協會

辦理「2028年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張家薰

培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陳柏亦訓經費預算總表(新增)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黃于庭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說明

111年度補助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辦理「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吳瑀倢培訓經費預算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