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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報告書 

活動

名稱 

第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 

主辦

單位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承辦

單位 

本會全體會員、各地分會與訓練站 

協辦

單位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台北市議員陳重文議會研究室 

桃園市議員簡志偉服務處 

台灣民眾黨港湖服務處 

台灣警雁關懷協會 

中華武術散打搏擊協會 

臺北市體育總會泰拳協會 

新北市泰國拳協會 

鷹雄拳擊館 

指導

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國際泰拳總會(IFMA) 

亞洲泰拳總會(FAMA) 

活動

時間 

110年11月13日 至  110年11月14日 

活動

地點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1號 B1樓 鷹雄拳擊館 

參加
凡於本會團體會員、訓練站、社團轄下之學員（選手）並領有段、級證書

者，可通過其所屬之團體會員（分會）、訓練站、社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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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參加

(選

手)

人數 

43人(男：31人，女：12人) 

觀眾

人數 

網路轉播：博斯 YouTube頻道 觀看次數：4,743次 

博斯無限二台總收視率：首日賽事-直播0.371、重播0.072。次日賽事

-0.420、重播0.118。 

當日

活動

內容 

辦理

情況

（概

述） 

配合轉播時段以賽前抽籤編排賽程進行為期2日賽事並於競賽首日進行過

磅、開幕典禮及邀請到世界錦標賽奪牌選手進行傳統泰拳舞蹈(禮師舞 WAI 

KRU)、空拳對抗(SHADOW BOX)、極限體適能(MAX FIT)、古泰拳(MAI MUAY)

表演。共舉行33場競賽涵蓋青少年男子、成年男子、壯年男子、成年女子、

壯年女子等5組共20公斤級別。雖然受疫情及比賽延期影響僅達到過往競賽

半數選手報名參賽，但仍獲不同技擊項目國家代表隊選手報名參賽，如拳

擊、散打搏擊等曾參與全國性或國際性運動賽會選手。個人競賽成績成績：

20金、12銀、9銅；團體競賽6名、個人特別獎8座及精神總錦標1座，於競

賽次日舉辦頒獎典禮。 

檢討

與建

議事

項 

受疫情影響比賽場地擇定不易且缺乏備案，本次競賽場域缺乏提供參賽隊

伍休息或訓練環境；獎牌訂製未參照報名規模訂製、競賽現場桌椅仍未滿

足各單位所需，宜次屆競賽提前改善。 

活動
競賽規程(秩序冊)中載明： 

1. 有關申訴（一）對於選手資格之質疑，應於抽籤排定前，以書面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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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申訴

及報

名費

退費

機制 

審判委員會提出，經排定賽程後，一概不受理。（二）參賽隊伍如果對

判決結果有異議，必須在該選手比賽結束後15分鐘內，由各隊領隊向審

判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同時交付新台幣五千元申訴費，如申訴正確，

退回申訴費，申訴不正確的，則維持原判，申訴費沒收。（三）各隊必

須服從審判委員會的最後判決，如果因不服裁決無理糾纏，視情節輕

重，按協會紀律委員會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2. 本活動「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 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報名後如未能參賽所繳費用扣除行政作業/保險相關費用後歸送餘款。 

並於秩序冊中提供：競賽事項申訴書、選手資格申訴書。 

性騷

擾防

治措

施 

活動場域、秩序冊內頁插入性騷擾公開揭示 DM，並提供申訴專線。 



第4頁(共10頁) 

性騷

擾防

治措

施成

果照

片 

(照

片須

含說

明)  
img 1廁所及更衣空間往返動線張貼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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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2入口處張貼告示 

 
img 3秩序冊封底內頁插入 DM 

防疫

措施 

1. 檢疫區放置酒精、由防疫組人員進行體溫量測。 

2. 擂台及工作場域、廁所及更衣環境定時進行場地清消。 

3. 用餐期間以定點進行。 

4. 競賽護具於每1場次裝卸時以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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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期間除上場進行比賽選手，其他人員全程配戴口罩。 

6. 活動前掌握所有參與者名冊並於2周前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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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

措施 

成果

照片 

(照

片須

含說

明) 

 



第8頁(共10頁) 

 



第9頁(共10頁) 

活動

照片 

(至

少8

張， 

照片

須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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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活動名稱：第 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成果報告 

活
動
名
稱 

第 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 填表人 高菩祁 

主
辦
單
位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承(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北市體全字第 110302348號) 

本會全體會員、各地分會與訓練站 
活
動
時
間 

110年11月13日 至  110
年 11月 14日 活動地點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1號
B1樓 鷹雄拳擊館 

參
加
對
象 

凡於本會團體會員、訓練
站、社團轄下之學員（選
手）並領有段、級證書者，
可通過其所屬之團體會員
（分會）、訓練站、社團成

員 

參加人數 

男 31人 

合計 43人 
女 12人 

舉
辦
場
次 

第 12屆 33場 新增人口數 31 

志
工
人
數 

34人(含實習裁判) 運動觀賞 
人數 

網路轉播：博斯 YouTube頻道 觀
看次數：4,743次 
博斯無限二台總收視率：首日賽事

-直播 0.371、重播 0.072。次日賽事
-0.420、重播 0.118。 

 社團數 
(或隊數) 16隊 

教

學

辦

理

情

形 

共舉行 33場競賽涵蓋青少年男子、成年男子、壯年男子、成年女子、壯年女子
等 5組共 20公斤級別。 

活

動

內

容 

本次競賽由博斯數位擔任轉播單位，配合轉播時段以賽前抽籤編排賽程進行為期

2日賽事並於競賽首日進行過磅、開幕典禮及邀請到世界錦標賽奪牌選手進行傳
統泰拳舞蹈(禮師舞WAI KRU)、空拳對抗(SHADOW BOX)、極限體適能(MAX 
FIT)、古泰拳(MAI MUAY)表演。雖然受疫情及比賽延期影響僅達到過往競賽半
數選手報名參賽，但仍獲不同技擊項目國家代表隊選手報名參賽，如拳擊、散打

搏擊等曾參與全國性或國際性運動賽會選手。個人競賽成績成績：20金、12銀、



9銅；團體競賽 6名、個人特別獎 8座及精神總錦標 1座，於競賽次日舉辦頒獎
典禮。 

檢

討

與 
建

議

事

項 

受疫情影響比賽場地擇定不易且缺乏備案，本次競賽場域缺乏提供參賽隊伍休息

或訓練環境；獎牌訂製未參照報名規模訂製、競賽現場桌椅仍未滿足各單位所

需，宜次屆競賽提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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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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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年全國泰拳錦標賽 成果報告
播出⽇日期 露出檔次 網路路曝光次數 總收視⼾戶數 總收視⼈人數 平均收視率 總收視率

賽事宣傳 11/8(⼀一)~11/14(⽇日) 144 2274 203904 611712 0.028 0.481

規則介紹專題 11/8(⼀一)~11/14(⽇日) 100 3141 141600 424800 0.026 0.477

拜師拳舞專題 11/8(⼀一)~11/14(⽇日) 100 2390 132600 397800 0.025 0.473

賽事新聞 11/15(ㄧ) 6 3026 4752 14256 0.024 0.241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網路路曝光次數 總收視⼾戶數 總收視⼈人數 平均收視率 總收視率

第⼀一天賽事直播 11/13(六) 1300-1700 5966 19002 57006 0.023 0.371

第ㄧ天賽事重播 11/13(六) 2100-2300 3642 10926 0.008 0.072

第⼆二天賽事直播 11/14(⽇日) 1000-1500 7479 21492 64476 0.022 0.420

第⼆二天賽事重播 11/14(⽇日) 2100-2300 6042 18126 0.014 0.118



相片輯要
拜師拳舞介紹             時間長度：02:09



相片輯要
競賽預告             時間長度：00:20



相片輯要
競賽預告             時間長度：03:01



相片輯要
賽事新聞   時間長度：01:45



相片輯要
競賽轉播(首日) 



相片輯要
轉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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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泰拳錦標賽 最年輕冠軍年僅8歲

第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14日在北市南港鷹雄拳擊館落幕。（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提供）

中時 陳筱琳19:47 2021/11/14

2021年第12屆全國泰拳錦標賽，14日在北市南港鷹雄拳擊館落幕，兩天賽事共產生20個量級冠軍，其中服務於新北市捷運

局綜合規劃科「幫工程司」的劉心荷，在女子48公斤級決賽拳腿齊飛，打得對手招架乏力而棄權，第2回合提早確定捧回冠

軍盃，最具女拳王架式；保一總隊維安特勤幹員林勁成在壓軸戰施展熟練的警察身手，以5比0打敗大會第一長人、身高185

公分的林敬智，登上男子75公斤級拳王寶座，個人連續第5年在全國泰拳錦標賽封王。

劉心荷2021年自台大土木系畢業當年便高考及格當上公務員，因家距新莊泰拳運動武館不遠，就近習拳，或許具備台大女壘

校隊的基礎，很快練就一身的拳腳功夫，她說：「電視綜合格鬥節目挺吸引我，於是開始練習泰拳，走上格鬥之路。」160

公分的劉心荷極熱衷拳腳功夫，閒暇除打泰拳外，也參加過散打比賽。

中華民國泰拳協會理事長張恩煌表示，賽事因新冠肺炎疫情延後近半年，但選手全力準備，比賽競爭激烈，過程精彩可觀，

水平更甚往年；除了林勁成在個人連續第5年在全國泰拳錦標賽封王，男子60公斤級「文化大學」陳禹希，以3比2力克

「MuayPlus慕泰」黃鴻羽，完成6連霸，寫下全國泰拳錦標賽連霸新紀錄。

年僅8歲的北投明德小學三年級生方翔恩來自「協和拳館」，是本屆賽會最年輕選手，但拳腳到位，有板有眼，在青少年組

賽事以4比1打敗年長2歲的對手胡鈞泰，成為全國泰拳錦標賽史上最年輕的冠軍得主，並與青少年60公斤組的簡亮宇共同獲

頒最佳新人獎；賽事總幹事高菩祈表示，為了推廣泰拳運動，今年加開青少年組比賽，希望吸引更多愛好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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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8歲的方翔恩（左二）贏得青少年38公斤級冠軍,並獲頒賽會最佳新人獎。（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提供）

獲最高榮譽「鳳凰獎」新竹縣義消黃煥松救人無數

最帥令狐沖寵妻27年零緋聞 55歲近況曝長這樣

彭帥安危成謎 WTA揚言撤出中國市場

12生肖下半輩子運勢揭秘 5種人有望中年轉運

#泰拳  #錦標賽  #全國  #賽事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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