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賽事 地點 項目 層級 備註

2月5日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2月6日 對打-青少年 無

2/7-2/8 對打-少年 無

2/20-2/22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2月23日 對打-青少年 無

2/24-26 第12屆亞洲跆拳道俱樂部公開賽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3月3日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3月4日 對打-少年 無

3月5日 對打-青少年 無

3月6日 帕拉對打

3/7-3/8 對打-成人組

3月16日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3月17日 對打-少年 無

3月18日 對打-青少年 無

3月 大滿貫系列賽 中國無錫 對打 無

5/29-6/4 巴庫2023 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亞塞拜然 對打 G14
電子護具:KPNP

每2年舉辦，2021延期至2022

6/9-6/11 羅馬2023 世界跆拳道大獎賽 羅馬 對打 G6 電子護具:Daedo 

6/21-7/2 2023 歐洲運動會 波蘭 對打 G4

6/23-7/8 2023 中美洲與加勒比海運動會 薩爾瓦多 對打 G1

7/15-7/18 茂朱跆拳道院2023世界跆拳道大獎挑戰賽 韓國 對打 G2 電子護具: Daedo

7/28-8/8 成都2023 世界大學運動會 成都 對打/品勢 G2

8月8日 品勢- 成人組 待通知

8/9-8/10 品勢 無

8/11-8/12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對打-少年 無

對打-青少年 無

8/4-8/19 2023 非洲運動會 甘納 對打 G4

8/7-8/8  巴黎2024奧運測試賽 法國巴黎 對打 無 未註明電子護具

8/28-8/31 塞拉耶佛2023 世界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波斯尼亞和黑塞

哥維那
對打- 少年 無

電子護具: Daedo

每2年舉辦，2021延期至2022

9月 巴黎2023 世界跆拳道大獎賽 法國巴黎 對打 G6 電子護具:Daedo 

9/2-9/4 第12屆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對打- 青少年 G2

9月5日 第7屆亞洲青少年品勢錦標賽 品勢- 青少年 無

9/6-9/8 第5屆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對打-少年 無

9月9日 第5屆亞洲少年品勢跆拳道錦標賽 品勢-少年 無

9月10日 第8屆亞洲帕拉跆拳道(公開)錦標賽 帕拉對打 G4/G2

9月11日 對打-少年 無

9月12日 對打-青少年 無

9月13日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9/23-10/8 杭州2022  亞運 中國杭州 對打/品勢 G4 2022 延期至2023

10月 太原2023 世界跆拳道大獎賽 中國 對打 G6 電子護具:KPNＰ

10月3日 品勢-成人組 待通知

10月4日 對打-少年 無

10/5-10/6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10月21日 對打-少年 無

10月22日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10月23日 對打-青少年 無

10/22-10/28 杭州2022 帕拉亞運 中國杭州 帕拉對打 G4 2023 延期至2023

10/21-30 利雅德2023 世界武搏運動會 沙烏地阿拉伯 對打 G1

10/20-11/5 聖地牙哥2023 泛美運動會 智利 對打 G4

11/1-11/2 對打-成人組 待通知

11/3-11/5 品勢-成人組 待通知

11/17-11/26 第六屆室內武術大賽 泰國曼谷 對打/品勢 G4 2022 延期至2023

11/19-12/2 2023太平洋運動會 所羅門島 對打 G4

12/2-12/3 曼徹斯特2023 世界跆拳道年終大獎賽 英國 對打 G10 電子護具: Daedo 

12月 大滿貫系列賽 中國無錫 對打 無

12月 世界跆拳道世界盃團體錦標賽 中國無錫 團體賽 G8

預計11月 世界跆拳道女子公開賽 ?? 對打 G4 上一次舉辦是2021 (2022 沒辦)

2023 預計重大賽事 (紅色為變更) 1202 更新

黎巴嫩貝魯特 每2年舉辦，2021延期至2022

第5屆世界跆拳道主席盃- 亞洲區

巴勒斯坦

納布盧斯

G2

2023 哈桑盃
約旦

安曼

2023 春川韓國公開賽

8/13-8/14

韓國

春川

第10屆2023 富吉拉公開賽
阿拉伯

富吉拉

第33屆法組公開賽
伊朗

德黑蘭

第5屆巴勒斯坦錦標賽

5th Palestine Championships

第5屆亞洲跆拳道公開賽 巴基斯坦

2023 貝魯特公開賽 黎巴嫩貝魯特

2023 一帶一路中國陜西公開賽 中國陜西

卡達公開賽 卡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