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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2022年 IBA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國家代表隊 

疫情期間參加國際賽事評估計畫 

項

次 

項目 說    明 

一 賽事名稱 2022 年 IBA 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 

二 競賽地點 西班牙阿利坎特省拉努西亞 

三 

賽事期程(搭機【含說明

航空公司、航班及轉機

等】相關規劃) 

(一) 出國日期(列出年月

日)  

(二) 返國日期(列出年月

日) 

賽事期程：111 年 11 月 13日-111 年 11月 27 日 

（一） 出國日期： 

1. 111年 11 月 11 日(22:45)阿聯酋航空 EK367 

桃園機場-杜拜(11/12-04:35抵達) 

2. 111年 11 月 12 日(07:50) 阿聯酋航空 EK185 

杜拜-巴塞隆納(11/12-12:25抵達) 

3. 111年 11 月 12 日(14:15)伏林航空 VY1304 

巴塞隆納-阿利坎特(11/12-15:20抵達) 

（二） 返國日期： 

1. 111年 11 月 27 日(09:10)西班牙航空 IB8859 

阿利坎特-馬德里(11/27-10:25抵達) 

2. 111年 11 月 27 日(14:25)阿聯酋航空 EK142 

馬德里-杜拜(11/28-00:25抵達) 

3. 111年 11 月 28 日(02:50)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桃園機場(11/28-14:45抵達) 

四 

住宿交通(說明主辦單位

之規劃) 

(一) 住宿地點(含名稱及

地址) 

(二) 交通資訊 

（一）住宿地點 

1. 名稱: 官方指定飯店 

2. 地址：官方指定飯店 

（二）交通資訊：乘坐主辦單位將提供當地交通服務。 

五 

對賽事主辦國家之分析 

(一) 疫情分析(說明疫情

現況及屬於疾管署

所列疫情級別等) 

(二) 防疫措施(說明最新

防疫措施) 

(三) 參賽選手應配合防

疫事項 

賽事主辦國：西班牙阿利坎特省拉努西亞 

（一） 依據西班牙衛生部網站 (https://www.mscbs.gob.es) 

2022年 9月 20 日最新公告，西班牙政府宣布自 2022

年 10月 21日 00時起，取消入境之衛生管控，爰自

10月 21日起，入境西班牙旅客將無須出示健康證明。 

請 參 考 西 班 牙 衛 生 部 網 站 公 告 ：

https://www.sanidad.gob.es/en/profesionales/ 

saludPublica/ccayes/alertasActual/nCov/spth.htm 

（二） 參賽選手應配合防疫事項： 

1. 賽會期間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2. 任何時間保持最小 1.5m的社交距離。 

3. 必須經常使用消毒液和洗手液 

4. 各隊將分配早餐、午餐和晚餐之時段。 

5. 每天將對參與者測量體溫。 

6. 會隨機對各隊做快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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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賽效益分析 

(一) 出國人員(說明本次

出國之人數及職

稱、主辦國可接受住

宿之人數等) 

(二) 參賽效益(說明本次

出國參賽之目的為

何？爭取積分？只

去比賽？或……) 

（一） 出國人員：合計 15人(如附名單) 

（二） 參賽效益： 

1. 我國拳擊成年女子組已有4位選手入選東京奧運參賽資

格，並獲得歷史性拳擊首面奧運銅牌。評估國內需

積極培育青年組選手，利於未來銜接成年組國際賽

事。 

2. 國際青年賽事，我國今年於世界區實力有明顯進

步：2022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青年代表隊榮獲 1金

2銀 3銅(女子組 1金 2銀 2銅、男子組 1銅)佳績，

必須繼續長期培訓並有計畫參加國際各項比賽，提

升青年組選手國際奪牌能力。 

3. 參加世界青年拳擊錦標賽實力評估：我國青年女子

組拳擊實力在世界區與各強國處於伯仲間，參加世

界青年拳擊錦標賽有奪牌信心。而青年男子組在世

界區各強國實力均領先於我國，選手培訓期間必須

努力方能達奪牌目標。 

七 

出返國規劃 

(一) 賽前準備期(說明所

擬參賽防疫措施、選

手身心狀況、所需防

疫用品等) 

(二) 參賽執行期(說明如

何落實參賽防疫措

施，對選手宣導及處

置作業等) 

(三) 返國觀察期(返國居

家檢疫及訓練規

劃，如住宿地點、

訓練場所及交通規

劃等) 

(一) 賽前準備期 

1. 參賽防疫措施 

(1)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落實防

疫措施。隨時更新主辦單位最新防疫資訊。 

(2) 自行準備食物，盡可能在房間內用餐，減少出門。 

2. 選手身心狀態 

(1) 每日透過視訊通話，以了解選手目前身心狀態，若

發現異狀可立即處理。 

(2) 所需防疫用品 

  搭機：防護面罩、醫用口罩、乳膠手套、防護衣。 

  平日：口罩、酒精、香皂、溫度計。 

(二) 參賽執行期 

1. 防疫措施 

(1) 依據大會防疫規定，落實參賽防疫措施。 

(2) 隨時更新主辦單位最新防疫資訊。 

(3) 每位大會工作人員都要通過 PCR，非相關人士不得

進賽場。 

2. 防疫宣導 

(1) 嚴格執行勤洗手、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2) 飲食部分盡可能挑選清淡的食物及只喝瓶裝水。 

(3) 隊職員每人配一瓶酒精，隨時消毒。 

(4) 返回飯店立即沐浴更衣。 

(5) 避免與其他國家選手密閉空間相處。 

3. 處置作業 

團隊內部每日早晚各量測體溫 1次，若額溫超過 37.5

度以及耳溫超過 38 度，則由國內教練或運動防護員

陪同至大會醫護站由大會醫師協助診斷。 

(三)返國觀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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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防疫 0+7 日：入境當天或自主防疫第 1天

(D0/D1)檢測 1次；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應進行檢

測 ；外出前須有 2 日內快篩檢測陰性結果。擬定

訓練課程進行訓練，訓練模式與國內集訓時雷同。 

2. 自主防疫期間，活動範圍，外出必須戴口罩，並保

持社交距離。 

3. 外出需遵守本規範：需有 2日內家用快篩陰性結果

才可外出。外出、上班、上學期間全程佩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有飮食需求可暫免佩戴口罩，並於

用畢後立即佩戴口罩。有用餐需要，得於餐廳內獨

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離開座位時及餐點用畢後應

立即佩戴口罩。 

4. 消毒作業：依規定訓練場地每日及訓練後實施消

毒。 

5. 交通規劃：返國抵達機場如無症狀由家人或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返家或旅館。 

 

八 

支援協助事項(說明其它

需本署或國訓中心協助

支援之事項) 

 

九 協會秘書長及教練簽名 

 

 

 

                               

秘書長：               教練：                  

          111 年 10 月 27日      111年 10 月 27日 

十 
協會選訓委員會議評估

結果 

經本會 111年 10 月 27日第 13屆第 6次選訓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請代表隊教練確實依據防疫措施嚴格執行。 

十

一 
專案審查建議事項 

 

 

 

說明： 

1、 協會秘書長及教練提交本評估計畫，並提送協會選訓委員會議討論，並做

成評估結果列於項次十。 

2、 召開專案審查會議，並做成建議事項列於項次十一。 

3、 申請程序請依附件所示作業流程圖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