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貴賓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1 林聰明 南華大學校長 

2 楊思偉 南華大學副校長 

3 林辰璋 南華大學副校長 

4 劉招明 佛光山三好體育協會會長 

5 覺禹法師 南華大學駐校董事、佛光山三好體協秘書長 

6 吳萬益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7 陳韋任 大林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主任 

8 曾沈連魁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 

9 周靈山 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副教授 

 

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1 陳秋伶 成功特殊教育學校 

2 鄭富騰 海軍官校 

3 陳乃瑄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4 郭瑞龍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5 許瑋舫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6 宋一信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7 江昌益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8 游雅鈴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9 歐子琳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10 陳冠州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11 鄭凱佑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12 張冠銘 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研究所 

13 林家文 台南大學體育系碩士班 

14 許哲瑋 嘉義大學 

15 葉永紳 嘉義大學 

16 謝旭凱 嘉義大學 

17 陳松逸 國立嘉義高商 

18 何曉玟 高雄師範大學 

19 曾凱彥 彰化縣秀水國中 

20 李蕙鈺 台南市建興中學 



編號 姓名 單位 

21 梁澤敬 北京體育大學 

22 翁嘉宏 台南市文化國小 

23 陳世勳 彰化縣和美鎮和仁國小 

24 廖雅萱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25 莊月里 嘉義大學 

26 游奕廷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27 蘇宥騫 嘉義縣柴林國小 

28 許國隆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29 鄭伊華 台南市東區裕文國小 

30 陳偉慈 雲林縣忠孝國小 

31 林惠靜 雲林好收國小 

32 楊瑜沛 國立高雄大學 

33 劉書岑 嘉義縣立民和國中 

34 楊哲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 

35 何佳恩 雲林縣立仁國小 

36 許美華 嘉義市林森國小 

37 吳典哲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38 李學林 義守大學 

39 鄭翔瑋 大林慈濟醫院 

40 松紹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1 王映心 嘉義市林森國小 

42 王若存 南光國小 

43 楊宗燁 彰化師範大學應用運動科學碩士班 

44 許柏豪 台南市七股國民小學 

45 楊曜銓 國立台南大學 

46 王妙慈 國立台南大學 

47 李玉亭 嘉義大學 

48 張鈞為 國立高雄大學 

49 張祐愷 台南大學體育系研究所 

50 劉嘉麟 台南大學體育系研究所 

51 蕭羽勝 高雄市楠梓加昌國小 

52 陳盈霖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53 王品尊 國立台南大學 

54 許創傑 南投縣立國姓國民中學 

55 游仕揚 台南市安南區安慶國小 

56 黃筱珺 國立嘉義大學 



編號 姓名 單位 

57 王瀚以 國立成功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58 黃懷瑩 國立台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9 吳政達 國立台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60 陳耀安 國立台南大學 

61 羅怡真 國立台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62 王苡晴 國立中正大學 

63 王秀碧 玉井國中 

64 顏辰祐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65 彭昱瀚 台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66 柯驊芳 嘉義大學 

67 王嬿雯 台南市大潭國民小學 

68 何翊綺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碩士班 

69 王明中 台灣漢留天地金臺山勤習堂 

70 梁嘉展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71 陳依靈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72 吳品諭 八野爺手作烘培 

73 羅雅方 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74 莊傑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75 許佑信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碩士班 

76 林虔德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與休閒教育碩士班 

77 呂宜家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78 賴柏翔 國立台南大學 

79 張家宜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碩士班 

80 林明儒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81 吳育豪 台南市省躬國小 

82 陳韋任 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大林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 

83 鄭思婷 國立清華大學 

84 林有平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研究所 

85 劉  緣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與休閒教育碩士班 

86 沈  婕 國立體育大學 

87 張鈞為 雲林科技大學休閒所 

88 張育庭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89 陳品安 佛光大學 

90 蔡涬茹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91 陳宣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92 鄭雅方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在職專班 



編號 姓名 單位 

93 吳彥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94 洪緯賢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95 洪緯賢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96 洪緯賢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97 林煜棠 臺灣師大 

98 盧珮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9 張家綸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100 蕭為俊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 

101 馬健銘 台中市黎明國中 

102 黃元宏 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103 陳冠樺 國立中正大學 

104 沈朕清 南華大學旅遊所 

105 林晉民 摩技運動 

106 林安迪 佛光大學 

107 羅嘉仁 南華大學棒球隊 

108 郭育誠 南華大學棒球隊 

109 何應志 南華大學體育中心 主任 

110 黃群智 南華大學體育中心 

111 鄭旭龍 南華大學體育中心 

112 許伯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113 黃健安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14 陳志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15 蕭少怡 佛光山三好體育協會 

116 楊織語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17 楊婷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18 曾宥彬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19 藍邦綺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20 潘昱霖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121 蘇啟文 台北市老松國小 

122 黃進興 國立清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