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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110 年度第 2 屆全國運動泰拳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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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維護參加者健康，避免疫情擴大，並配合

政府防疫單位相關法令、措施辦理防疫特擬定本計畫。 

二、 計畫依據：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教育部體育署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注意

事項 

三、 活動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三)  協承辦單位： 如競賽規程… 

四、 活動時間：109 年 8 月 29 日 

五、 活動地點： 

(一)  舉辦地點：新北市泰國拳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景帄路 240 巷 1 弄 2 號 B1 樓(武

術格鬥學院) 

(二)  場域面積： 

1. A 場地(擂台區)：97.9 帄方公尺 

2. B 場地：145.3 帄方公尺 

(三)  鄰近衛生或療機構、醫療後送： 

規劃由活動地點出發之鄰近醫院的醫療後送路線，若參加人員不適、需要醫

療團隊窗口，活動工作人員與鄰近醫院急診室聯絡或撥打 1922 與當地衛生局

聯繫。 

1.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2,400 公尺)：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2. 祥顥醫院(800 公尺)：新北市中和區景帄路 412 號 

3. 怡和醫院(2,500 公尺)：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49 號 

(四)  活動對象及人數：依組織活動籌備委員會組成競賽工作人員及依競賽規程報

名完成所組成之隊伍工作人員，管制於期間場域內同一時間不得超過 45 人，

同 1 時間競賽場地容留 1 組場上及 1 組下 1 場之參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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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風險評估：6 項風險評估指標置 

(一)  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競賽參與人員於報名時完成健康聲明，確認競賽前 14

日未曾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地區旅遊，亦非符合「具感染風險

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

社區監測採檢個案實施之對象。屬於「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

對象之「自主健康管理」未滿 14 日而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腹

瀉之情形不可參與活動。 

(二)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活動場域全程維持空調循環、維持門窗開啟。 

(三)  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所有活動參與者於室內維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 

(四)  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活動期間競賽工作人員固定於工作

區域進行、裁判休息區域採梅花座固定座位、判決區域固定且維持社交距離、

參賽者維持統一路線進出比賽場地。 

(五)  活動持續時間：活動舉辦期間連續活動進行時間不超過 4 小時。 

(六)  活動期間可否落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所有活動參與人員於進入場域前完

成手部消毒並完成配戴口罩。 

七、 防疫宣導規劃 

(一)  敬請所有活動參與人員關注政府所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並落實個人健康衛

生管理，宣導「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行為。 

(二)  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參加人員配合避免疾病傳播之行為。

若經勸導後，不配合遵守者，現場工作人員有權禁止繼續參與競賽或進入活

動場域。 

(三)  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活動，並提醒參與者自備口罩。 

(四)  活動資訊網站、社群媒體帄台及訊息帄台進行宣導，活動手冊加註衛教宣導，

隨時提供參與人員相關防疫訊息。 

(五)  活動進行中防疫廣播，並張貼防疫相關衛教文宣。 

八、 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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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 數量(單位) 放置位置 備註 

1 額溫槍 2 把 檢疫組 體溫量測 

2 75%乙醇醫療酒

精 

1 桶/公升 場地組、檢疫組 比賽場地選用酒精消毒

加速揮發，每場次結束後

即進行消毒 

3 次氯酸水消毒液 1 桶/公升 場地組 活動、競賽場地 

4 消毒液噴灌 4 隻 檢疫組、場地組、檢

錄組 

標註使用酒精/次氯酸水 

5 洗手乳 1 罐/公升 場地組  

6 擦手紙 5 包 場地組  

7 術用手套 40 雙 檢疫組、場地組、檢

錄組 

乳膠 M / L 

8 口罩 600 片 檢疫組、檢錄組 每人二到三片 4 小時一

片 

9 輕便隔離衣 20 件 檢疫組、檢錄組、場

地組、裁判組 

 

10 防護面罩 40 個 裁判組  

11 防疫隔板 20 片 檢疫組、檢錄組、場

地組、裁判組 

 

12 自動酒精消毒噴

霧機 自動量測

體溫消毒儀 洗

手機 

1 組 檢疫組  

 

九、 應變機制 

(一)  活動期間管制活動參與人數 

1. 管制室內參與人數為 50 人以下，並改以閉門賽事不開放觀眾入場。 

2. 隊伍報到、領隊會議、活動流程說明及衛教宣達：僅限隊伍領隊、裁

判及競賽工作人員停留。 

3. 抽籤、編排賽程由大會於報名結束後辦理抽籤並公告賽程。 

4. 管制於期間場域內同一時間不得超過 45 人，同 1 時間競賽場地容留 1

組場上及 1 組下 1 場之參賽選手，完成參賽隊伍選手應盡速離場。 

5. 中午休息：僅限競賽工作人員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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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一進出口強化活動流程各類人員管制。 

(二)  所有活動參與者於室內維持 1.5 公尺（2.25 帄方米/人）、室外空間維持 1 公尺

（1 帄方米/人）社交距離。 

(三)  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參加人員配合避免疾病傳播之行為。

若經勸導後，不配合遵守者，現場工作人員有權禁止繼續參與競賽或進入活

動場域。 

(四)  取消開閉幕典禮、頒獎典禮等流程，於競賽結束後僅頒發獎牌，獎狀後寄提

供報名隊伍轉發。 

(五)  取消參賽隊伍選手、教練午間供餐並禁止參賽隊伍選手於活動場地用餐。 

(六)  採實聯制入場所有活動參與人員落實 1922 QR Code 掃描簡訊實聯制，以減少

器物接觸。 

(七)  所有參賽服裝、制服、毛巾等個人衛生相關物品嚴禁共用。 

(八)  隊伍報到、活動流程說明及衛教宣達：僅限隊伍領隊、裁判及競賽工作人員

停留。 

(九)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活動場域全程維持空調循環、維持門窗開啟。 

(十)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自主

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採檢個案實施之對象、屬於「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

理機制」實施對象之「自主健康管理」未滿 14 日而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呼

吸道症狀或腹瀉之情形不可參與活動。 

(十一)  緊急應變小組 

工作項目 大會籌備委員會工作職稱 備註 

統籌指揮防疫應變工作 理事長  

報到負責人 總幹事  

體溫測量、協助手部消毒、確

認簡訊實名制發送 
進出管制、體溫量測組  

問卷收查人員、賽程場次管

理、場地布置、防疫宣導規

劃、準備相關防護用品、規劃

報到及行政組、檢錄聯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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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防疫措施、保持室內場地

保持流通、活動空間清潔消毒 

協助統籌指揮防疫應變工作 秘書長兼任籌備委員會總幹事  

醫護 
協助診斷及安置體溫過高或身體

不適人員 
 

活動進行中插播防治廣播 播音  

 

(十二)  參賽報到流程 

 

十、 防護措施 

(一)  動線規劃 

 

 

 

 

 

 

(二)  活動空間預先清潔消毒／規劃防疫措施 

1. 活動空間、比賽場地、桌椅、地面、衛浴及相關用具預先清潔消毒、

室內場地保持空氣流通、規劃現場防疫措施、準備相關防護用品。 

2. 活動場所準備足夠洗手設施，並供應足量清潔防護用品（洗手乳）、擦

手紙，並由工作人員隨時檢視、補充。 

抵達活動場地 

配合體溫量測、消

毒雙手並全程配

戴口罩，完成簡訊

實名制登入 

報到檢錄 

選手競賽項目開

始時依照場次進

入會場完成參賽

報到檢錄 

進行競賽 

選手依競賽場次

安排於進行比賽 

離場 

完成競賽之選

手、受獎選手應在

比賽完成或領取

獎牌後盡速離場 

入口/出口 

檢疫站 

1樓空間 

報到檢錄 

室
內50

人
管
制 

A場地參賽 

B場地參賽 

更換競賽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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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賽場地設置消毒液噴灌及消毒器材即時於場次結束後對場地及器材

即時消毒。 

4. 設置醫護站提供相關諮詢宣傳及必要防疫工作。 

5. 設置檢疫站管制進行動線管制，並掌握即時活動人數。 

6. 依國內外嚴重特殊傳染病現況，進行風險評估。 

7. 若發現有發燒(額溫≧37.5°C)或類流感症狀之競賽或隊伍工作人員、裁

判、教練、選手等，應戴口罩並通報醫護組。 

(五) 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1.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狀況監測、如有感冒等症狀，則要求不得擔任工作人

員、裁判並鼓勵在家休息。 

2. 全體參與人員活動全程配戴口罩。 

3. 全體人員皆須配合 1922 QR Code 掃描簡訊實聯制，填寫防疫健康聲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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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健康聲明書 

 

 

請活動參與人員(包含競賽工作人員、隊伍工作人員)於活動前填寫下

列資料，以利競賽防疫相關人員評估。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 

活動參加身分：□隊伍工作人員□競賽工作人員 

項次 詢問內容 自評欄位 檢核人

員填列 

1 目前體溫狀況? 耳(額)溫:攝氏_____度  

2 21日內是否有境外旅遊史？ □是  

□否 

 

3 您目前是否正在進行居家檢疫、居家隔

離、或自主健康管理中？ 

□是  

□否 

 

4 14日內是否接觸新冠肺炎確認個案或疑似

個案？ 

□是 地點：________ 

□否 

 

5 14日內是否有發燒、腹瀉、咳嗽、喉嚨痛、

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 

□是 

□否 

 

6 職業調查 □ 醫院工作者 

□ 交通運輸業 

□ 旅遊業 

□ 旅館業 

□ 航空服務業 

□ 其他 

 

7 您目前是否有發燒或咳嗽、喉嚨痛、呼吸

喘等呼吸道不適症狀? 

□是 症狀：________ 

□否 

 

本表單依據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代號012公共衛生或傳染

病防治之特定目的，主辦單位依法對您的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予以保護、所有個人資料用於防

疫用途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並於活動後28天內將執行刪除或銷毀。 

參加者簽名：          檢核人員： 

必要參與人員聯絡名冊編號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