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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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比賽日期：112年 2月 17日至 2月 18日，計二日。 

比賽地點：國家訓練中心技擊館 5F-拳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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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裁判、工作人員名錄 

大會會長：許明杰 

技術委員會召集人：李武男 

技術委員：何四郎、陳森宏、李守益 

裁判長：陳金銘 

賽事經理：彭俊銘 

裁判： 洪連竹、洪名義、陳人智、蘇冬龍、賴鍾桔、楊照培、張育領、

鄭雅之、張世珍、余正傑、林佳蟬、蔡金順、傅東光、鄭文斌、

丁晧峯          (裁判共計 15名) 

競賽組：蔡正豪、陳炯智 

檢錄組：李仁村、鄭鉛民 

播報組：陳金霞、廖浩吟 

資訊組：邱顯錫、賴奕男 

醫務組：林伯儔、黃雅倫  (大林慈濟高功能運動醫學中心) 

場地組：蔡泓錡、游夏蓮 

攝影組：王柏堯、王  朕 

場地組：賴主恩、林鴻興、蔡震禹、王凱玄、王芷嫻、蔡璿樽、 

林郡章、黃冠群 

                         裁判及工作人員共計 4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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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2023年國際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 

競賽規程 
                 

112年 2月 1 日第 13屆第 8次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實施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2月 10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20005601號函辦理。 

二、主旨：積極推展國內拳擊運動發展，提升我國成年選手拳擊技術及厚植國際參

賽經驗，遴選有奪牌實力選手參加 2023年國際各項拳擊錦標賽，爭取

優異成績，備戰 2022 杭州亞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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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五、國際比賽時間： 

  (一) 2023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3/15~3/31印度•新德里) 

  (二) 2023年世界男子拳擊錦標賽。(5/1~5/14烏茲別克•塔什干) 

  (三) 2023年泰國國際拳擊公開賽。(暫定 6/1~6/8泰國•曼谷) 

六、選拔賽日期：112年 2月 17日(五)至 19日(日)止(得視賽程調整天數) 

七、比賽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拳擊場館。 

 ((防疫考量賽事不對外開放，隊職選手及大會裁判工作人員須實名制進場)) 

八、報名及參賽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賽年齡：1983年至 2004年(40歲~19歲)。民國 72年-93年。 

  (三)符合選拔年齡及下列賽事任一項資格者。 

1.110、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量級前三名選手。 

2.110、111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社會組各量級前三名選手。 

3.110年全國運動會拳擊錦標賽各量級前三名選手。 

4.2022年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拳擊錦標賽(含邀請、公開賽)選手。 

九、參賽選手須持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審查合格之拳擊選手手冊者。 

十、參賽單位須為本會團體會員，教練須為本會個人會員。 

十一、選拔量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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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選手遴選： 

(一) 男子組徵召 1個量級及選拔 7個量級參賽、女子組徵召 4個量級及選拔 5

個量級參賽。 

(二) 選拔量級考量近年我國選手參加國際比賽成績，並參考各國參賽量級 

的優劣勢技術分析遴選有利於奪牌的量級。 

(三) 各組公開選拔量級第一名(含徵召選手)同為「2023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

賽」、「2023年世界男子拳擊錦標賽」及「2023年泰國國際拳擊公開賽」代

表選手，代表選手如因故放棄代表隊資格，該量級則從缺不遞補。 

(四) 選拔賽亞運參賽量級之代表選手若於「2023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獲前 3

名及「2023年世界男子拳擊錦標賽」前 3 名之選手，由協會選訓委員會核

定後提報國訓中心列入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培訓隊爭取參加 2022 年亞州

運動會代表隊參賽資格。 

(五) 選拔賽亞運參賽量級之代表選手若於「2023年泰國國際拳擊公開賽」獲前 3

名(該量級須含至少 6 名選手以上參賽) ，由協會選訓委員會核定後提報國

訓中心列入 2022年杭州亞洲運動會培訓隊爭取參加 2022 年亞州運動會代表

隊參賽資格。(如該賽事最終舉辦日程影響提報亞運姓名報名截止日期之相

關作業，本條所述爭取亞運代表隊資格即自動喪失) 

女子組/徵召量級 

52.01-54kg(亞運量級) 

54.01-57kg(亞運量級) 

57.01-60kg(亞運量級) 

63.01-66kg(亞運量級) 

女子組/公開選拔量級 

46.01-48kg 

48.01-50kg(亞運量級) 

50.01-52kg 

60.01-63kg 

70.01-75kg(亞運量級) 

男子組/徵召量級 

60.01-63.5kg(亞運量級) 

男子組/公開選拔量級 

48.01-51kg(亞運量級) 

51.01-54kg 

54.01-57kg(亞運量級) 

57.01-60kg 

63.51-67kg 

67.01-71kg(亞運量級) 

71.01-75kg 



6 

十二、教練遴選:    

     1.教練須具備 IBA國際星級資格。 

     2.以入選手多數者為第一順位依下列類推排序。 

     3.教練排序若相同時則以下列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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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3年世界男子拳擊錦標賽」遴選 2-3 名教練 

        「2023年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遴選 3-4 名教練 

        「2023年泰國國際拳擊公開賽」遴選 4-5 名教練 

     5.前述排序名單須先送教練委員會確認身份及專業資格有否重大瑕疵及疑議，

如有相關意見，則併送選訓委員會討論核定後遴派最終名單。 

十三、規則依據：依國際拳擊總會(IBA)競賽條例 2022年最新修訂實施之規則，如

有未盡事宜，由本會裁判委員會解釋之。 

十四、比賽時間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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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kg以上 

12盎司 

成年女子組(帶護頭) 10盎司 

十五、參賽細則： 

  (一) 選手應自備護檔、繃帶、牙墊(非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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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會期間隊職員膳宿、交通及安全均由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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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向保險公司請領醫療給付。 

  (四) 如參加比賽後因故需請假，請於體檢時向裁判長或體檢裁判說明，並附上相

關證明，比賽開始後申請概不受理，並視同無故棄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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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賽事日程表 

        時間 內容 地點 

2/17(五) 8:30~10:00 
所有參加公開選拔之選

手體檢過磅 (不含徵召)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10:00~11:00 技術會議及抽籤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13:00~ 比賽開始(開幕典禮)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2/18(六) 8:00~9:00 當日參賽選手體檢過磅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 

      12:00~ 比賽開始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舉行教練會議及抽籤，務必請各領隊、教練或管理至少一人在場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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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頒獎配合賽程安排辦理，請選手教練配合務必出席。 

十七、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2年 2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00前報名截止，請上本會官網

賽事訊息連結(https:// www.boxing.org. tw/)填寫線上報名並同時繳交

報名費新臺幣 600元完成繳款證明上傳報名網站，截止報名後仍未繳迄報

名費視同未報名完成，在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比賽，於報名截止

日前可全額退費，若已超過報名截止日，報名費用業已用於保險及其他行

政相關作業等必要支出，則無法申請退費。 

報名填寫上傳之參賽資料將直接轉作為賽事編排訊息，報名單位請務必確

實檢核，如有填報疏誤而影響參賽權益者，須自行負責。 

(二) 報名截止確定比賽量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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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手報名以：(1)學校(2)戶籍所在縣/市(3)俱樂部為單位。 

(四)聯絡人： 賴奕男  聯絡電話：(02)8771-1467、(02) 2772-8791 

                    E-MAIL：b3402@ms32.hinet.net     

                    協會 Line：@053zrkvy 

   (五)繳費資訊： 

銀行：台北富邦中崙分行      帳號：82110000245525 

銀行代號：012               戶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許明杰 

 

 

 

mailto:b3402@ms3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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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體檢及過磅： 

(一)所有參賽選手皆須參加首日體檢過磅合格完成始可參與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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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賽事期間當日有賽事之選手早上皆需再進行例行體檢過磅完成。 

(四)體檢過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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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經檢舉查證

屬實相關人員取消參賽資格並送交紀律委員會。 

(五)身體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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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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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獎勵：各量級第一名 1人、第二名 1人、第三名 2人頒發獎狀鼓勵。 

二十一、懲戒： 

(一)賽程經排定後，無故棄權者，選手及教練送交本會紀律委員會，相關結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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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送交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相關結果呈報教

育部體育署備查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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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資格並送交紀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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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紀律委員會懲處(相

關結果呈報教育部體育署並副本通知其服務單位備查)。 

(五)經遴選為國家代表隊選手，須參加賽前集訓，無故放棄集訓及代表隊資格者

或因個人非不可避免之因素提前歸建者禁賽一年議處。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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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浩吟小姐 電話：02-2772-8791 傳真：02-2751-1418 

E-mail：b3402@ms32.hinet.net。 

mailto:b3402@ms3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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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1. 依據「國家運動禁藥管制規則（NADR）」，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屬 

於國家級運動員，皆可能接受藥檢。 

 2. 依據「治療用途豁免國際標準（ISTUE）」，國家級運動員因治療用途 

欲使用禁用物質或方法前，應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 

提出「治療用途豁免（TUE）」申請，取得核可後方可使用。 

 使用「隨時禁用（賽內與賽外）物質或方法（S1~S5、M1~M3、P1）」：無論是

否參賽，應儘速提出申請。尚未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 

 賽內期 〔指運動員表定參賽之前一日的午夜前（23:59）起算直到比賽與檢

體採集流程結束為止〕使用「限賽內禁用物質（S6~S9、P1）」：應於申請截

止日期前提出。 

 符合特殊情況時（如：緊急醫療等）得於使用後提出回溯性 TUE申請或申請

截止日期後提出申請，詳見下方「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3. 本次賽事 TUE申請截止日期為 2月 10日。 

(二)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

欄」，單項協會辦賽說明(https://www.antidoping.org.tw)： 

1. 2023禁用清單 

2.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 

3. 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4. 採樣流程  

5. 其他藥管規定 

二十四、保險：本賽事投保公共意外險、旅平險、特定活動險，有關理賠額度如下： 

(一)公共意外險額度：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https://www.antidoping.org.tw/
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athlete/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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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新臺幣三百萬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六百萬元。 

(二)旅平險額度： 

1. 每一人死亡失能：新臺幣二百萬元。 

2. 每一人體傷：新臺幣二十萬元。 

3.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期內最高：新臺幣十萬元。 

4. 每一事故最高：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自負額二千五百元)。 

5. 居家火災臨時住宿費用補償保險定額給付：新臺幣一萬元。 

6. 居家竊盜損失補償保險定額給付：新臺幣一萬元。 

(三)特定活動險額度： 

1. 身故失能保險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2. 醫療保險(實支實付)每人保險期內最高：新臺幣十萬元。 

3.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期內最高賠償限額：新臺幣十萬元。 

 

二十五、備註： 

(一)因應防疫政策，若活動相關人員當天量體溫超過≥37℃，依衛福部疾病管制

中心公告作業程序辦理。參賽隊伍需每日自主量測體溫並記錄。 

(二)因應國際疫情影響，協會將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正式公告，對於國外參賽或移訓返國之選手教練參賽之相關事宜，依當時防

疫相關政策指引協助渠等落實遵守相關防疫措施。 

(三)因應防疫政策，進入國訓中心需於門口量測體溫及檢查接種疫苗記錄(請出

示完成三劑黃卡證明) 始可進入國訓中心參賽。 

(四)各參賽隊伍所有登錄參賽人員須於 2/17 前提供兩日內本人、快篩及健保卡

合影之照片發送協會電子信箱存查始可進入國訓中心參賽。 

二十六、競賽規程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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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懷孕聲明書 

 

 

    本人             參加「2023 年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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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誠實致發生任何事故，後果自行負責並放棄追訴

權利。 

 

此  致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單位： 

 

       選手： 

 

簽署人：     教練(老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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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國際拳擊錦標賽國手選拔賽防疫應變計畫 

壹、 活動基本資訊 

一、 活動名稱：2023 國際拳擊錦標賽成年國手選拔賽 

二、 目    的：2023 年指定賽事代表隊選手選拔賽，部分量級爭取亞運參賽資格 

三、 活動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技擊 5 樓，分成二個場地進行。 

          1.拳擊場:裁判、工作人員休息區及比賽場地。 

          2. 擊劍場:教練、選手熱身休息區(用餐於場外走道)。 

四、 活動日期：11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至 2 月 18 日(星期六)，共計 2 天。 

五、 活動內容：國手選拔賽 

六、 活動人數：單日預估 90人以內。(含參賽選手及教練、裁判、工作人員等) 

七、 活動人員：亞運培訓隊第三階段培訓選手、教練、中心外參與選拔選手、教

練(含領隊、管理);裁判及工作人員，比賽場地(拳擊場)及熱身場

地(擊劍場)人員管制如下： 

比賽場地 

進場人員 
人數 實名制 說明 

裁判 20 V 本會裁判 

教練/選手 50 V 
教練、選手比賽依賽程檢錄入

場比賽 

醫護組 2 V 每日體檢、賽台醫護人員 2 位 

協會人員 

工作人員 
18 V 協會長官及賽事工作人員 

總計流量 90 人  

    熱身場地 

進場人員 
人數 實名制 說 明 

比賽人員(教練/ 

選手/領隊、管理) 
50 人  V 

營內、外教練、選手(含領

隊、管理)在比賽場及熱身場

入口各自-量體溫、手部消毒

後確認入場 

總計流量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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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防疫措施 

一、 活動前 

(一) 掌握人員名單，實聯制入場。 

(二) 建立場館進出管控流程表。 

(三) 空間預先清潔消毒/規劃防疫設施/備妥相關防護用品。 

(四) 先行完成活動場所空間及相關用具(如麥克風、桌椅等)清潔、消毒作業。 

(五) 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 

(六) 準備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包含洗手用品(如肥皂、洗手乳或含酒精

乾洗手液等)、擦手紙及口罩等。 

(七) 不開放觀眾入場。 

二、 活動期間 

(一) 實施「實聯制、檢查 COVID-19 疫苗接種三劑證明」，確實執行人流管制，

所有外部人員活動範圍僅限技擊館 5 樓。  

(二) 進出比賽場地前皆進行手部清潔及消毒。 

(三) 每日進出場館前測量體溫並登記，體溫超過 37.5 度即不可入場。 

(四) 除場上比賽選手外，其餘人員全程配帶口罩。 

(五) 確實保持社交距離，選手休息區、裁判休息座位及裁判用餐區採間隔安排 

(六) 比賽及熱身場地禁食，若需飲水補給，須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或至場外進行。  

(七) 採分流分組比賽，該量級比賽結束選手隨即離開場館。 

(八) 加強廁所/淋浴間清潔及消毒。 

參、 活動會場動線安排 

  一、外縣市裁判及工作人員：統一安排車輛於飯店接駁至比賽場地(當地人員則自

行前往中心門口-技擊館入口（當日列冊現場確認身分、登記測量體溫、手部

消毒、檢查 COVID-19 疫苗三劑證明）- 無發燒症狀及完成手部消毒後始可

進入中心。 

  二、午餐統一於場外休息區用餐，裁判及工作人員於飯店用餐統一搭車至中心。 

  三、所有外部人員活動範圍僅在技擊館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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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進出管控流程表 

  一、如表： 

 

  二、檢測分組分流-流程 

(一) 比賽場內維持室內 50人以下。 

(二) 裁判、工作人員與醫護組全程於場內。 

(三) 各組別選手分別輪流於熱身及休息區場地，盡可能保持安全距離等待過

磅體檢與比賽。 

(四) 該量級及項目比賽結束選手隨即離開比賽場地。 

(五) 日程人流管控說明： 

時間 內容 地點 

2/17(五)8:30~10:00 
所有參加公開選拔之選

手體檢過磅 (不含徵召)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10:00~11:00 技術會議及抽籤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13:00~ 比賽開始(開幕典禮)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2/18(六)8:00~9:00 當日參賽選手體檢過磅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 

       12:00~ 比賽開始 國家訓練中心技擊大樓 5樓拳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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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 - 男子組 

編號 姓名 單位 量級 

1 邱正 桃園市拳擊委員會 51kg 

2 杜柏緯 新竹市拳委會 51kg 

3 葉智元 桃園市體育總會拳擊委員會 54kg 

4 張梓宸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54kg 

5 周翔龍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54kg 

6 許栢豪 臺北市立大學 54kg 

7 李承威 國訓中心 57kg 

8 黃政凱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57kg 

9 洪嘉和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57kg 

10 林俊佑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0kg 

11 駱克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60kg 

12 黃正戎 國立體育大學 67kg 

13 林囿 國立清華大學 67kg 

14 全王家駿 祺綾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71kg 

15 甘家葳 輔仁大學 71kg 

16 駱羿 輔仁大學 71kg 

17 林佳興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5kg 

18 劉丞恩 國立清華大學 7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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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 - 女子組 

編號 姓名 單位 量級 

1 秦千惠 輔仁大學 48kg 

2 蔡子涵 國立體育大學 48kg 

3 劉千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48kg 

4 劉宇珊 國訓中心 50kg 

5 林柔萱 臺灣體運運動大學 50kg 

6 林慈恩 臺北市立大學 50kg 

7 張家薰 輔仁大學 52kg 

8 吳佳芸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52kg 

9 蔡少瑀 國立清華大學 52kg 

10 蘇靜雯 輔仁大學 63kg 

11 黃于庭 國立清華大學 63kg 

12 吳瑀倢 國立體育大學 63kg 

13 蔡馨慧 臺北市立大學 63kg 

14 林倩羽 臺北市立大學 7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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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單位總覽 
 

編號 單位名稱 領隊 教練 管理 

1 祺綾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黃文祺 羅尚策   

2 桃園市體育總會拳擊委員會 葉錦恩 徐華彥、曾自強 徐昱綸 

3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曾自強   

4 輔仁大學 何健章 

劉宗泰、劉泰均 

葉品程、簡欣姿 

  

5 臺灣體運運動大學 吳聰義 王中原、高仕彥 何紹暉 

6 國立體育大學   賴明輝   

7 國立清華大學   柯文明、李佳芬   

8 新竹市拳委會   柯文明、李佳芬   

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賴明輝   

10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葉俊雄、葉品程 

洪嘉慶、 江  漢 

  

11 臺北市立大學 謝富秀 邱敬雅 林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