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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待定 高雄東方設計學院
2023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中華隊代表隊暨2024年奧

運會跆拳道培訓隊選拔(初選)
本會

2 2月4-6日 高雄市旗山國中 112年度C級教練講習會
高雄市跆委

會

3 2月10-13日 臺北市立大學 112年度全國B級教練講習會 本會

4 2月25-28日 臺北市立大學 112年度全國A級教練講習會 本會

5 4月1-3日 臺北市立大學 112年度全國C級教練講習會 本會

6 4月-15日 臺北市立大學 112年度全國各級教練增能講習會 本會

7 3月 待定 第206梯晉段測驗 本會

8 3月 待定 全區晉段測驗 本會

9 3月 線上 茂朱跆拳道院線上世界品勢挑戰公開賽
世盟

(WT)

10 3月28-30日 左營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2023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中華隊代表隊暨2024年奧

運會跆拳道培訓隊選拔(決選)
本會

11 4月12-14日 花蓮中正體育館

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排名賽暨2023

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國家代表隊選

拔

本會

12 預定5月 亞塞拜然 2023世界跆拳道會員大會
世盟

(WT)

13 5月29日-6月4日 亞塞拜然 巴庫2023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世盟

(WT)

14 5月29日-6月1日 台北體育館 中華民國112年第三十屆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本會

15 6月 待定 第207梯晉段測驗 本會

16 6月 線上 茂朱跆拳道院線上世界品勢挑戰公開賽
世盟

(WT)

17 6月 義大利羅馬 2023世界跆拳道羅馬大獎賽
世盟

(WT)

18 6月7-9日
台南

台南高工體育館

2023年第7屆亞洲青少年暨第5屆亞洲少年跆拳道品

勢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
本會

19 6月9-12日
台南

台南高工體育館

112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排名賽暨2023

年第5屆亞洲少年、第6屆亞洲少年錦標賽暨第2屆

東亞青年運動會國家代表隊選拔

本會

20 6月30日-7月3日 台南新營體育館 112年全國品勢裁判講習會 本會

21 7月7-10日 台南新營體育館 112年全國A級裁判講習會 本會

22 7月11日 台南新營體育館 112年裁判增能講習會(一) 本會

23 7月14-17日
台南新營田徑場第一會

議室
112年全國B級裁判講習會 本會

24 7月18日
台南新營田徑場第一會

議室
112年裁判增能講習會(二)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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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月21-23日
台南新營田徑場第一會

議室
112年全國C級裁判講習會 本會

26 7月24日
台南新營田徑場第一會

議室
112年裁判增能講習會(三) 本會

27 7月28日-8月8日 中國 2023成都世界大學運動會
世界大學體

育總會

28 8月7日-8月8日 法國 巴黎2024奧運測試賽
世盟

(WT)

29 8月 待定 主測官、測驗官、助理測驗官講習 本會

30 8月 韓國 八段/九段晉段 國技院

31 8月16-20日 台南 112年第十五屆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本會

32 8月28日-8月31日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塞拉耶佛2023 世界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世盟

(WT)

33 9月 中國無錫 2023無錫世界跆拳道大獎賽
世盟

(WT)

34 9月 待定 第208梯晉段測驗 本會

35 9月 待定 全區晉段測驗 本會

36 9月1日 黎巴嫩 2023亞洲跆拳道會員大會
亞盟

(ATU)

37 9月2-4日 黎巴嫩 第7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亞盟

(ATU)

38 9月5日 黎巴嫩 第7屆亞洲青少年品勢錦標賽
亞盟

(ATU)

39 9月6日-9月8日 黎巴嫩 第5屆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亞盟

(ATU)

40 9月9日 黎巴嫩 第5屆亞洲少年品勢跆拳道錦標賽
亞盟

(ATU)

41 9月23日-10月8日 中國 杭州2022亞運 亞奧會

42 9月 線上 茂朱跆拳道院線上世界品勢挑戰公開賽
世盟

(WT)

43 9月18-24日 高雄 112年第二十七屆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本會

44 10月中 法國巴黎 2023巴黎世界跆拳道大獎賽
世盟

(WT)

45 11月 待定 112年第二十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本會

46 12月 待定 第209梯晉段測驗 本會

47 12月2-3日 英國 曼徹斯特2023 世界跆拳道年終大獎賽
世盟

(WT)

48 預12月 中國 大滿貫系列賽
世盟

(WT)

49 12月 線上 茂朱跆拳道院線上世界品勢挑戰公開賽
世盟

(W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