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第 13屆第 5次選訓委員會議記錄 
一、 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12日上午 10時 00分 

二、 會議地點：中華民國拳擊協會辦公室(台北市朱崙街 20號 5樓 505室)  

三、 主席：陳金銘主任委員                    記錄：柯屏羽 

四、 出(列)席人員：應到 15人，實到 11人，請假 4人，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我國參加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代表隊選手

名單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訂於 2022年 11月 13日

至 11月 27日假西班牙-阿利坎特舉行。 

(二)本會業於 111年 9月 22日至 9月 24日舉辦之「2022年世界青年   

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名單如下： 

 

青年男子組 

 

青年女子組 

 
第一量級 第二量級 第四量級 第五量級 第七量級 第八量級 

45.01-48kg 48.01-50kg 52.01-54kg 54.01-57kg 60.01-63kg 63.01-66kg 

所屬

隊伍 
成德 鶯歌 彰藝 路竹 國體 無 

選手

姓名 
郭怡萱 劉宇珊 游晨妤 邱智琳 吳瑀倢 無 

所屬

教練 
李佳芬 郭坤維 蕭璜議 謝明裕 賴明輝 無 

 

決  議：經全體出席11名委員審議，照案通過。 

 
第二量級 第三量級 第四量級 第六量級 第八量級 第九量級 

48.01-51kg 51.01-54kg 54.01-57kg 
60.01-63.5

kg 
67.01-71kg 71.01-75kg 

所屬

隊伍 
桃拳 彰藝 明德 台體 員家 嘉大 

選手

姓名 
邱正 賴彥霖 李貞學 林俊佑 張宇賢 洪冠騰 

所屬

教練 
徐華彥 蕭璜議 劉泰均 王中原 陳仕恒 柯姵綺 



 

案由二：有關我國參加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代表隊教練

名單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訂於 2022年 11月 13日

至 11月 27日假西班牙-阿利坎特舉行。 

(二) 依據 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競賽規

程，代表隊合併遴選 3名教練。 

(三) 教練須具備 IBA國際星級資格，教練排序依入選手多數者為，第

一順位教練，之後排序依此類推。教練排序相同時則以下列排序

方式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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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計算方式詳如附件一。 

(四) 經計算結果教練排序如下： 

 

 男子+女子合併遴選教練排序 

 
第一比序 第二比序 第三比序 第四比序 第五比序 

教練姓名 蕭璜議 李佳芬 王中原 劉泰均 謝明裕 

教練照級別 國際一星 國際一星 國際一星 國際一星 國際一星 

選手入選數 2 1 1 1 1 

勝場和 3 2 2 1 1 

勝場得分和 15 8 8 5 4 

 

決  議： 

一、 勝場數和計算方式，若抽到長籤或不戰勝之選手，不計入勝

場數和，僅經裁判判定之勝場，可計算勝場數和，經全體出

席11名委員審議，決議通過勝場數和計算方式。 

二、 依說明三及上述計算方式排序遴選教練，經全體出席11名委

員審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會2022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競賽規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活動日期：111年 11月 15日至 11月 20日，共計六天。 

(二)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 

 



(三) 本案競賽規程業於 111年 8月 26日本會第 1次技術暨裁判委員

會初步討論，並決議提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提報體育署核定

後公告之。 

(四) 本案競賽規程詳如附件二。 

 

決  議：經全體出席11名委員審議，照案通過，修正時亦同。 

 

案由四：有關本會參加2022年亞洲拳擊錦標賽參賽計畫暨疫情期間出國參

賽評估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2022年亞洲拳擊錦標賽訂於 111年 10月 30日～11月 13日於約

旦安曼舉行。 

(二) 是項計畫本會業已列入本會亞運培訓隊本(111)年下半年度參賽

移地訓練計畫。 

(三) 有關參賽評估計畫，詳如附件三。 

(四) 有關參賽防疫計畫，如附件四，本計畫由協會秘書長及教練提交，

並提送選訓委員會議討論，並做成評估結果列於項次十，並將計

畫提送國訓中心召開專案審查會議，做成建議事項。 

決  議：經全體出席11名委員審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會 2028洛杉磯黃金計畫菁英選手劉宇珊擬隨亞洲拳擊錦
標賽代表隊於 2022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3日移地訓練計畫暨
疫情期間出國參賽評估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2022年亞洲拳擊錦標賽訂於 111年 10月 30日～11月 13日於約

旦安曼舉行。 

(二) 是項計畫本會業已列入本會亞運培訓隊本(111)年下半年度參賽

移地訓練計畫。 

(三) 有關移地訓練評估計畫，詳如附件五。 

(四) 有關賽前移地訓練防疫計畫，如附件六，本計畫由協會秘書長及

教練提交，並提送選訓委員會議討論，並做成評估結果列於項次

十，並將計畫提送國訓中心召開專案審查會議，做成建議事項。 

決  議：經全體出席11名委員審議，決議同意10名，不同意1名。 

  



 

七、 臨時動議： 

 

提案一：111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抽籤地點，提請討論。 

        (謝明裕委員提案) 
 

    說 明：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為全國性賽事，參賽人數眾多，報名

參賽隊伍也來自全國各地，但大會安排抽籤的場地及設備都

較小，是否能比照全中運或全大運，向舉辦地方學校租借會

議室及投影設備，俾利抽籤順利進行。 

 

決  議：建請協會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因應或向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借會議室及投影設備，以利抽籤順利進行。 

 

提案二：有關未來國際賽事資訊，提請討論。(謝明裕委員提案) 
 

說 明：國家代表隊教練提供的國際賽事資訊有少數比賽並未編列在

協會行事曆上，是否請協會與教練團得知未來國際賽事資訊

後，統一彙整並在行事曆公告周知。 

 

決  議：建請協會與國家代表隊教練保持資訊交流，收集未來國際比

賽資訊，並編列在工作計畫或行事曆公告周知。 

 

提案三：2022年世界青年男子、女子拳擊錦標賽賽國際訓練營，提

請討論。(協會提案) 
 

說 明： 

(一) 訓練時間：2022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3日。 

(二) 訓練地點：貝妮多爾姆(西班牙‧阿利坎特區域內)。 

(三) 報名訓練營截止日期：2022年 9月 30日。 

(四) 詳如附件七。 

 

決  議：惟報名已截止仍請協會研議，是否可前往訓練。 

 

 

八、 散會：於 12時 28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