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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自 111年 1 月 1日至 111年 12 月 31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一、會務 

(一)  會議 

1. 會員大會 第 3屆第 1次會員大會 訂於 2月 19日舉辦 

2. 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 2屆第 9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議 

第 3屆第 1次理事監事聯席會

議 

訂於 1月 22日舉辦 

訂於 2月 19日舉辦 

3. 專項委員會議

(1) 教練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各項國內外研習及活動

召開會議 

(2) 裁判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各項國內外研習及活動

召開會議 

(3) 紀律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需求召開會議 

(4) 選訓委員會 依代表隊需求持續進行各項業

務 

依需求召開會議 

(5) 運動員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需求召開會議 

(6) 法式踢腿術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需求召開會議 

(7) 申訴評議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依需求召開會議 

(8) 選務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已修訂選舉實施原則及 

(9) 運動禁藥委員會 持續執行委員會各項業務 已完成年度運動禁藥教育

推廣實施計畫 

4. 會籍管理 通知繳納會費及換發年度會員

證書 

已完成常年會費繳納公告 

(二)  財務 

1. 上年度會計報告 編制會計報告提理事會審查報

會員大會通過 

1月 2日於理事會完成編制

並送監事會審查訂定 3月

於會員大會通過 

2. 會費繳納 會員費繳納彙整 已完成常年會費繳納公告 

3. 申請相關經費補助 申請教育部非亞奧人才培育要

點 

已完成送件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12月 27日函覆錄案

審查 

申請國際體育交流 (本年度不申請) 

教育部111年3月10日臺教授體字第1110006861號存部備查
111年2月19日第3屆第1次會員大會通過

user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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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教練裁判實施計畫 待公告後依申請期程申請  

 補助民間體育活動 於全國性競賽前 3個月提

出申請 

 

 國內賽事轉播及行銷宣導實施

計畫 

待公告後依申請期程申請  

 會計師查核簽證 2月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申

請 

 

(三)  選舉    

1. 修正組織章程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範本」修

正 

已完成修訂  

2. 公告及通知繳納會費之時

間及繳納方式 

於辦理選舉前 30日公告繳費，

繳納時間至少 14日。 

已完成公告  

3. 召開理事會議審定會員資

格 

依組織章程規定會員入會未滿

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

罷免權。 

訂於第2屆第9次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中審定 

 

4. 函報內政部及體育署會員

名冊 

審定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

員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造

具名冊，報備查；更換時亦同 

訂於 1月 28日進行。  

5. 公告當屆選舉實施原則 待訂定保證金收取額度與退費

基準 

已完成公告  

6. 受理理事（會）長、理事及

監事之參選登記 

公告參選登記至少 7日。 訂於 2月 8日至 2月 15日

期間 

 

7. 審查候選人資格 參選登記截止日隔日起 7日內

完成審查。 

訂於 2月 16日至 2月 18

日進行 

 

8. 公告候選人名冊及政見 審查結束隔日起算 3日內完成

公告候選人名冊及政見 

訂於 2月 16日至 2月 18

日進行 

 

9. 發送會議通知及投票通知

單 

選舉前15日前正式發送會議通

知 

訂於 1月 28日進行  

10. 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理監事

選舉 

 訂於 2月 19日舉行  

11. 函報教育部選舉結果 選舉結束後30日內函報選舉結

果及會員大會紀錄。 

  

12. 函報內政部選舉結果 教育部許可後函報內政部。   

二、業務    

(一)  國際性業務    

1. IFMA    

(1) 會籍 繳納上級團體會員費 已排定日程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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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 參加年度會員大會 日程地點尚未公布  

(3) 競賽 亞洲錦標賽 已來信調查參與人數，預定

3月 15日至 21日於阿拉伯

利雅德舉辦，待邀請函及競

賽規程。 

 

 成年世界錦標賽 預定 5月於阿聯阿布達比

舉行 

 

 青年世界錦標賽 預定 8月 10日至 22日於馬

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FISU技擊運動世界盃泰拳項目 預定 9月 28日至 10月 10

日於俄羅斯凱薩琳堡舉

行，邀請函已到達，待遴選

國家代表隊後向大專體總

報名 

 

 網上虛擬錦標賽賽 預定 10月舉辦  

(4) 研講習會 教練、裁判講習會 日程地點尚未公布  

2. FAMA    

(1) 會籍 繳納上級團體會員費 待繳費通知  

(2) 研講習會 教練、裁判講習會 日程地點尚未公布  

3. FISav    

(1) 會籍 繳納上級團體會員費 待繳費通知  

(2) 競賽 世界法式踢腿術錦標賽 預定 10月於義大利米蘭舉

辦 

 

(3) 研講習會 教練、裁判講習會 日程地點尚未公布  

(二)  國際性競賽賽前集訓    

1. 亞洲錦標賽 預計亞洲錦標賽參賽前共計 4

日 

待錦標賽舉辦日程後訂定  

2. 成年世界錦標賽 預計成年世界錦標賽前共計 7

日 

待錦標賽舉辦日程後訂定  

3. 網上虛擬錦標賽 預計網上虛擬錦標賽賽前共計

4日 

待錦標賽舉辦日程後訂定  

(三)  全國性競賽    

1. 全國泰拳錦標賽 訂於 7月 2日至 3日於台北體

育館舉辦 

持續規劃賽事舉辦  

2. 全國運動泰拳錦標賽 訂於 9月南港運動中心舉辦 持續規劃賽事舉辦  

3. 全國法式踢腿術錦標賽 訂於 10月舉辦 持續規劃賽事舉辦  

(四)  教練裁判講習及教育訓練    

1. B級教練及裁判講習會 辦理日程地點尚未訂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