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 校院的競技運動賽制
中，全國大專運動會(簡

稱全大運)為綜合性運動賽事，籃、
排、足、棒四大團體性球類運動因賽
事複雜獨立於全大運之外舉辦，大專
體總則規劃循環賽的聯賽制度，讓比
賽更為精彩公平。行之有年的四大聯
賽近年來紛紛改革聯賽中的分級制
度，大致上分為一般組、公開二級與
公開一級等組別，目的在使組內的各
隊實力接近，配合循環積分賽與升降
制度，造成比賽場場精彩與關鍵，逐
漸在大專校院中受到學生的重視，以

美國 NCAA 為師，建立起各大學運動

團隊的傳統文化。 

    今年，南華大學在四大聯賽中的
公開組層級的比賽中，全都沒有缺
席，男子籃球隊挑戰大專籃球聯賽

UBA 公開二級的比賽，男子排球隊挑

戰大專排球聯賽 UVL 公開二級的比

賽，男子足球隊挑戰大專足球聯賽

UFA 公開一級的比賽，以及男子棒球

隊挑戰大專棒球聯賽 UBL 公開一級的

比賽。其中，男子籃球隊本學年重

組，新聘立仁高中籃球教練陳志函擔
任本校籃球隊總教練，本賽季雖預賽
淘汰但每一場比賽的內容不差，期待

明年的大爆發；
男子排球隊則是
第二年挑戰公開
二級，在黃健安
教練全力指導
下，本賽季已打

進全國 16 強，

表現非常搶眼，

令人刮目相看；男子足球隊繼去年勇
奪聯賽第三名的佳績後，今年以更為
完整的四個年級的陣容挑戰大專足球

4 大強權學校，目前第一輪雖落居第

五名，但可期待第二輪的反彈；最
後，男子棒球隊依舊強勢，在多位選
手離隊挑戰職棒後，還是能在公開一
級的分組賽事中以第三名的成績晉級
下一輪的八強複賽。 

       整體來說，以 5 千 5 百多人中等

規模的學校，竟能同時經營多支球隊

並獲得佳績，108 學年南華大學的運

動代表隊在四大聯賽中的亮眼表現，
著實難得，讓南華增加許多的曝光與
報導，更重要的是，南華運動團隊的
品牌逐漸成形，在運動場上南華大學
的威名逐漸遠播。(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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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 年上學期期中考後，四大聯賽預
賽與大專單項的錦標賽陸續展

開，男子籃球隊分在雲嘉地區的組別，此區共
有雲科、虎科、環球、嘉大、吳鳳與南華等
隊，其中虎科與環球曾升到公開一級，雲科與
嘉大是傳統強隊，本校籃球隊在各場的對戰
中，除對虎科外，其餘各場並未落差太多，均

有取勝機會，最終雖以 1勝 4負的成績遭到淘
汰，但展現未來可期的態勢。男子排球隊則是
與遠東、華醫、亞大、東海與成大同組，在對
上遠東的關
鍵一役中後
來居上擊敗
強敵，雖不
敵華醫與成
大，但還是

取得 3勝 2
負分組第三
名的有利位
置，晉級全
國賽。今年

大專足聯 UFA首度將公開一級的

16隊分成 8隊公開一級與 8隊挑
戰級，兩層級需各打兩輪的賽
制，南華足球隊第一輪對上大專
足球四大強權輔大、北市大、銘
傳與台體，皆以落敗收場，雖然
輕鬆擊敗文化、吳鳳與淡江名列
第五，在決賽四強的排名上暫時
落後，必須在第二輪的比賽中對

上 F4取得勝利積分，才有機會
打進四
強。棒

球隊在 A組賽事中，
取勝遠東、中信、雄
大、東大，敗給文
化、國體與高苑，以
四勝三負的成績名列
第三，雖晉級前八強

但以對戰 0積分帶入

super round，處於

不利位置，期盼能像去年進入複賽後，過關斬
將再次取得四強的門票。 

    另外，參加大專國術錦標賽與大專跆拳道
錦標賽的南華代表隊，帶回令人振奮的好消
息，本校武術隊以五金一銀二銅以及兩個第五
名的成績創校史最佳成績，跆拳道隊派出一人
即獲得一面金牌的佳績，相關內容請參閱本期
其他報導。(許伯陽/運程)  

項目 比賽 成績 

籃球 108學年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第四區預賽 A 組 以一勝四負淘汰 

排球 108學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男子組 D組預賽 以三勝二負的戰績，晉級全國 16強賽 

足球 108學年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第一輪預賽 三勝四負第五名，進行第二輪賽事 

棒球 108學年大專棒球聯賽公開一級預賽 A組 四勝三負，以第三名的成績晉級八強複賽 

跆拳道 108學年度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 一金 

武術 108學年度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 五金一銀二銅以及兩個第五名 



今年 南華運動團隊表現最讓人驚豔的要算是男子排球隊，

在不看好的情況下，率先逆轉擊敗過去曾經升上公開

一級的強隊遠東科大，賽前評估五五波的東海大學與亞洲大學，都

輕鬆獲勝，最終以第三名晉級全國賽，對手在受訪時，歸敗因於本

校招收體保生的關係，其實，本校排球隊沒有體保生，只有主力 3

位運動績優生，其餘都是一般生，陣容跟去年幾乎是原班人馬，但

去年預賽淘汰今年卻風光晉級，運

程許伯陽主任認為，3位運績生鍾

子翔、曾致憲與李俊峰在主副攻的

位置上有很好的攻擊力，自由球員

黃梓豪有穩定的第一接球，中間攔

網副攻石紘恩與黃柏凱有高度與彈

性，與去年最大的差別是舉球員劉

能邦有更為成熟的技術，穩定的提

供舒適的舉球位置給主副攻手執行

攻擊，而教練能團結全隊的士氣最

為關鍵，團隊戰力源源不絕，即使

落後與輸球也能維繫團隊凝聚力，最後，充足的訓練與參與多

項如永信杯、華宗盃、媽祖盃等大型盃賽的歷練，這些因素綜

合起來才能造就今年的男子排球隊的崛起。 

    本次比賽南華大學被分到與遠東科大、中華醫大、亞洲大

學、東海大學、成功大學同組，本校排球隊以 3勝 2敗分組第

三之姿進入全國 16強複賽，最為可惜的是對上成大的比賽，

落後追平領先追平，在第五局氣力放盡以 2比 3落敗，若能順

利擊敗成大，就能以 4勝 1敗的戰績以分組第二晉級，站更有

利的複賽位置，黃健安教練雖說可惜，但球隊已經打出很好的內

容。本校男子排球隊成立 10年之久，原本都打一般組賽事，直到去

年開始招收運動績優生才正式參與公開二級賽事，去年比賽因默契

及團隊凝聚等問題，導致比賽無緣晉級複賽，經一年的歷練與調整

球員心態，教練雖一度想放棄球隊，但在持續諄諄教誨下，終於盼

到球員成長，進而開始武裝自己，在今年的大專排球聯賽大放異

彩，賽後採訪黃健安教練提到，先發球員

三位運績生分別是運動學程三年級的鍾子

翔、運動學程二年級的李俊峰、運動學程

二年級的曾致憲，其餘分別是資管系三年

級石紘恩、產設系四年紀黃柏凱、國際系

三年級劉能邦、企管系五年級黃梓豪等一

般生，晉級是因為球員及教練的心團結在

一起，目標一致一起努力，才有這樣的結

果，最後恭賀南華男子排球隊順利晉級明

年三月的全國 16 強。(梁嘉展/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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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 專訪黃健安教練，教練提到公

開二級競爭大，比賽張力高，

大部份在這個層級打球的選手都有一定的實

力，所以在球隊帶領方式上，主要還是需在球

員的心理層面做穩定及團隊的向心與信任的建

立，以提升球隊整體的安定，今年會晉級，教

練透漏一個小方法就是讓他們一直輸球，輸到

忘記個人的實力，因為球隊裡有些有實力的專

長生，過於驕傲於過去個人表現，忽略排球是

一項團隊運動，個人強並不能代表球隊強，透

過這方式讓球員有深刻的體會，並藉由輸球的

過程，確實檢討，讓他們了解、改變，所幸比

賽時球員都有聽進去，做到團隊優於個人，因

此打出每一場精彩的比賽，成功進入今年的複

賽。其次，教練認為他跟球員的最大收穫是

｢信任｣，球員對於比賽的調度、賽事的戰術戰

略以及關鍵球的指導，完全信任教練的指示，

球員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執行，避免犯錯，雙方

信任的模式成就這次的勝利！最後教練談到與

成大的那場比賽，教練認為真的很可惜，選手

們都拚了！對成大的這場球一開始就知道不好

打，但選手們卻不輕言放棄，因為他們想要一

起證明球隊可以勝利，

但經過五局大戰一來一

往拚搏的結果，我們輸

了！雖然不服氣，但也

打出價值與實力，下一

場會更努力，最後，健

安教練說到目標，先讓

球員們先將重心放於期

末的課業，另一方面會

規劃複賽集訓的日期與

課表，進入複賽後，能

否有好一點的成績排名

就需要規劃一下，目標擺在進入八強排名賽。

(梁嘉展/運程)   

頭條報導：男子排球隊史首次進軍全國 16強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學年大專排球聯賽 

公開二男子組 

D組預賽 

南華大學 vs遠東科大 3:2(勝) 

南華大學 vs成功大學 2:3(敗) 

南華大學 vs中華醫大 0:3(敗) 

南華大學 vs東海大學 3:0(勝) 

南華大學 vs亞洲大學 3:0(勝) 

總成績 3勝 2敗的戰績晉級全國 16強 

安哥教練：輸掉驕傲才能贏球    

長相 斯文，口才極佳，

擔任校內多次大型

活動司儀工作的鍾子翔，很多人都

難以想像他在排球場上扣球的爆發

力，畢業於潮州高中，目前是運動

學程三年級學生，前年剛來南華大

學來就讀的時候，因為只有他一位

運績生所以沒辦法下場打一般組的

大專盃，到了去年收了 7位學弟，

讓他們正式升級挑戰公開二的比

賽，而子翔也順理成章的接下隊長

一職，在球隊裡扮演了一個穩定軍

心的一個角色，主打位置為主攻手

(俗稱大砲)，總是在關鍵的時候能

適時的跳出得分，而對於今年 108

年大專排球聯賽的預賽，教練認為

子翔是這次比賽的 MVP，子翔則說

給自己勉強及格的分數，有時候還

是會犯一些不該犯的失誤，穩定度

還需要提升，而升上大學與高中最

大的不同是大學球隊打的是默契跟

戰術，所有球隊基本功都不錯，比

的就是臨場發揮及默契，最後子翔

認為這五天下來是因為防守站位及

發球的破壞性是他們贏球最大的原

因，也稍微談到說雖然對上成功大

學那場很可惜，但他們已經做到教

練要求甚至更好，再來會繼續努力

朝向 8

強邁

進。(蔡

宜婷/運

程)  

適時 解讀場上狀況運用

力道、巧勁與防守

打比賽的俊峰，身體的柔軟度與協

調性極佳，後排攻擊與處理第二攻

擊點是球隊的最佳選擇，大成商工

畢業，目前就讀運動學程二年級，

當初入學還費了一番功夫請校長特

別幫忙，如今終於有了美好的果

實。 

    俊峰主打副攻手，教練認為他

也是這次比賽的 MVP之一，而俊峰

認為他在這五天的表現還可以，但

是有很多地方有進步空間，像是發

球與接發球的穩定度等等，而俊峰

也說到在大學球隊和高中球隊最大

的差異在於隊友的配合以及觀念上

的溝通，再來俊峰認為要在複賽打

的更好，需要把攔網的成功率及嗆

司球的把握率提高，還有防守的站

位，最重要的是大家心裡層面的穩

定度都要提升，才能面對複賽階段

更為強悍的對手，最後我們也談到

對上成功大學的那場比賽，俊峰認

為很可惜，只差在對手的穩定度比

我們好，但最後也提到教練告訴自

己不要放在心上，因為已經打出了

一場漂亮的球賽了。(蔡宜婷/運

程)  

大砲隊長鍾子翔     聰明打球副攻手李俊峰     



南華 棒球隊今年成立第四年，終於有完整四個年級的球

員，但期間流失不少主力，包括前年翁瑋均加盟桃

猿隊，去年 3投 2野 1補等 6 位主力選手加盟味全

龍，今年一年級新生雖然補

進 13位新血，但多為潛力

新秀非即戰力，主力離隊與

新生不穩定，蔡總雖依舊以

打進前八為目標，但實際上

深怕落入保級賽的深淵。 

    第一場比賽對上遠東科

大，由逐漸成為隊上主力的

運程二左投尤明勝擔任主

投，在他強力壓制下，輕鬆

以 10比 1獲勝。第二場對

上去年剛升上公開一級的中信金融，該校成軍因中信兄弟幼隊與老

闆辜仲諒對棒球熱愛而讓各隊不敢輕視，比賽抓準對手生澀，投球

強勢壓制，前半段取得大幅領先，後段比賽中信金融急起直追，展

現實力，最終南華 12比 5獲勝。第三戰對上 A 組最強文化大學，旅

遊系大四投手曾家鋐展現學長價值，後援壓制強打如雲的文大，最

終以 1比 3落敗。第四戰對上另一強隊國立體大，旅遊系大四學長

蕭憶祥挺身而出，帶領球隊以 2比 1的比數打到第七局，退場後後

援無法守成，最終以 2比 5落敗。第五場對上今年重返公開一級的

高雄大學，南華對慢速左投不適應，安打多卻無法串連，還好先發

投手為隊上另一主力右投運程二李子強，高雄大學同樣無法突破子

強的球路，後援投手林祐誠強力守成，最終南華以 2比 0完封。第

六戰對上高苑科大是該贏未贏最可惜的一場比賽，先發投手尤明勝

中規中矩，只在第五局與第六局體力不濟連續被擊出安打掉分，南

華四局上展現攻勢，安打串連打下兩分，九局上 2比 3落後的情況

下，辛苦追平比數，九局下換上終結者林祐誠卻無法止住高苑攻

勢，最終牽制一壘失誤掉分，3比 4落敗。第七戰對上過去一起升上

公開一級的台東大學，105學年南華棒球隊成軍第一年，與台東大學

一同從公二級晉升到公開一級，之後兩隊就都沒再降級，是大專棒

聯的生力軍模範，今日對戰卻是勝者晉級敗者回家的最終戰，南華

派出對戰文化與國體表現特優的兩位旅遊系大四投手蕭憶祥和曾家

鋐接連出賽，以 2比 2僵持到第七局，南華靠 2次保送，與四棒沈

朕清擊出深遠二壘安打，打回球隊致勝分，隨後陳維祥石破天驚兩

分砲，五分大局比賽底定，終場以 7比 3 獲得第四勝，南華以預賽

四勝三敗 12分積分排名第三名，晉級三月份的八強複賽。 

    在陣容不齊的狀況下南華棒球隊依舊打入最後八強，投手蕭憶

祥和曾家鋐表現超乎預期，尤明勝與李子強中規中矩，而林祐誠撐

起最後防線，打擊方面戴焙麟、沈朕清、阮明契、陳維祥、藍淯勝、陳

鼎傑等人都有適時表現，蔡岡峰與李孟哲補上捕手空缺。比賽雖有

瑕疵待改善，但在蔡總的指導下依然有傑出的表現。(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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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仲 南總教練為這次

比賽能晉級八強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南華在選材

上無法吸引最優質的高中生來校

就讀，只能找尋有潛力的選手來

校磨練，考驗教練的訓練與執

行，短時間讓新手磨合融入球隊

的運作，這是相當困難的工作，

因此蔡總與許國隆教練在進八強

的成績中應居首功，以下是蔡總

隊這次比賽的專訪。 

    這次大專聯賽我們的預期是

以八強為目標，在整體狀況來說

還不是很理想，尤其是作戰的執

行還有球隊整體的默契有待加

強，因為這次銜接的新生比較

多，一些團體作戰教練要求的執

行力還不太夠，沒有把一些細膩

的部分做出來，一些細部的東西

像投打跑守上還需要再去做要

求，過程中雖然有很多缺失但也

有很好的表現，連續幾場比賽都

有慢慢去適應，累積寶貴的經

驗。然後在守備方面雖然整個局

面看起來就像有補上去職棒那幾

位的一些角色，可是還不太夠還

是需要花很多時間來把很多基本

動作在做好。三壘的部分是我們

比較欠缺的，這一次可能要再把

一些位置做調整。主要是三壘這

邊狀況比較多需要多訓練防守多

藉由練習賽跟比賽狀況性的一些

模擬測試來增加對比賽的感覺以

及刺激，那在大專盃預賽結束後

現在這段時期，我們就只針對我

們不足的東西做訓練及調整，在

重量跟體能上持續做訓練對技術

部分則是一定會繼續在做要求，

過年前會再做分組的比賽檢測然

後現在比較有優勢的學校就是文

化、嘉大、國體，他們都是九分

跟六分其他球隊都是三分而我們

是零分，那我們的目標就是拚三

連勝或四連勝我們才有機會晉

級，我們還有很多環節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可惜，可是現

在我們重新去做去要求，不斷的

訓練以及教育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贏球。(盧珮嘉/運程)  

報導二：棒球隊主力流失 依舊闖進八強複賽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 學年大專棒球

聯賽公開一級預賽

A組  

南華大學 vs遠東科大 10:1(勝)  

南華大學 vs中信金融 12:5(勝)  

南華大學 vs文化大學  1:3(敗) 

南華大學 vs國體大 2:5(敗) 

南華大學 vs高雄大學 2:0(勝)  

南華大學 vs高苑科大 3:4(敗) 

南華大學 vs台東大學 7:3(勝) 

四勝三敗 12 分績分，以第三名的成績晉級八強複賽  

蔡總運籌帷幄居首功    

林祐 誠來自中興高中，是

一所棒球並不盛行的

高中，他憑著他過人的膽識和抗壓

能力，來到了南華大學，教練說：

「最主要的是他敢去跟打者對決，

不去閃躲，控球穩定，但缺乏的是

上場的經驗，在經驗的過程中是需

要花時間去累積的」這次大專聯賽

林祐誠是大一最關鍵的投手，連續

出賽四場，是主要的後援投手，沒

有他連續出戰四場去壓後面，勝利

難度就比較高，賽後採訪林祐誠表

示，對於此次預賽表現並不是很理

想，因為沒達成教練的任務，對於

自己往後的棒球生涯，希望自己在

往後的比賽

裡可以把自

己練得更

穩，讓球速

增加，最終

的夢想是希

望能打到台

灣棒球最高

的殿堂「中

華職棒」。

(盧珮嘉/運

程)  

戴焙 麟來自美和高中，一

支傳統棒球強隊，是

這次隊上打擊最突出的一位，２３

個打席打出１５支安打，對於這次

預賽戴焙麟幫自己打了９０分，雖

然過程中有兩次失誤，一次是讓球

隊從領先到追平分到落後，第二次

直接讓球隊輸球面臨淘汰的危機，

但他也提到在比賽前狀況沒有很

好，有自己去看一些影片去學習，

反正自己才一年級打得好不好沒差

就放開來打沒甚麼壓力，對於整個

團隊的表現，焙麟幫隊上打了滿

分，在比大專聯賽前大家都覺得很

累也覺得不夠團結，比賽開打時大

家突然團結起來，就只為八強目標

而努力，他自己也希望能在大學階

段為自己拿一個獎項，並且拿到中

華代表隊的資

格，如果有機會

當然是能登上職

棒的殿堂，最後

教練也表示戴焙

麟在高中就是個

有能力的選手，

但上大學後需要

把層級跟觀念拉

上來，才有辦法

發揮最大價值。

(盧珮嘉/運程)  

不起眼的後援功臣林祐誠     

打擊大物戴焙麟   



全國 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為大專校

院國武術最高層級的一場賽

事，來自全國各大校院武術好手相互交流切

磋武藝。比賽項目以傳統國術、競技武術套

路和散打三個項目為主，各個實力相當競爭

激烈。 

  本屆大賽本校共派出十四名選手參賽，分

別是運程一陳元鈞參加公開男子組南拳第二

類、許宏名參加公開男子組刀術、王誠德參

加公開男子組形意拳、洪宇哲參加 60公斤

級散打、曾宥彬參加 80公斤級

散打、喻濬永參加 85+公斤級散

打；運程二林孟潔參加公開女子

組北拳第二類、詹子慶參加公開

男子組北拳第二類、顏慈顥參加

公開男子組其他器械；運程三古

琳湘參加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二

類；管科所王子恆、生死所劉育

瑄、應社碩董騰雅、視設四蕭宜珊參加一般

組拳術團練。 

    其中林孟潔、許宏名、王誠德、喻濬

永、王子恆、劉育瑄、董騰雅、蕭宜珊展現

出精湛武藝為本校勇奪五面金牌；陳元鈞拿

下公開男子組南拳第二類銀牌；詹子慶拿下

公開男子組北拳第二類銅牌；洪宇哲拿下

60公斤級銅牌；古琳湘拿下公開女子組北拳

第二類第五名；顏慈顥拿下公開男子組其他

器械第五名。在競爭激烈的賽場上，南華大

學小將們殊為不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武術好手許宏名，一開始雖然於第一回

合淘汰賽得到第三名晉級，經由教練仔細指

導與精湛策略，經過一天沉澱改變自己的場

上風格，隔天表現奪得裁判認可奪得第一

名，他說「不要為一時的失敗而否定自

己」，堅信這句話讓他在這條武術的路永不

放棄；堅忍不拔的王誠德從小熱愛武術，一

路上經歷了各種比賽，他所學習的「內家拳

術」日漸進步，這種拳術的特徵是步伐穩健

腰跨合一，王誠德請益各大教練，最後在賽

場上出類拔萃贏得裁判肯定以高分拿下第一

名，讓他可以堅持的走在這條習武的路上他

總是對自己說「有了目標，那就毫無顧忌的

衝吧」，讓他對武術的那份熱忱永遠不會漸

少；內斂的林孟潔勤於練習勇敢且不畏懼，

勤於練習的她，讓她在武術比賽中得到各種

佳績，此次展現出的「翻子拳」需要拳腳配

合恰當，出拳速度猶如子彈般快速，步伐輕

快但不失穩定，奪得眾裁判認可，以高分取

得第一名；最具團隊精神的王子恆、劉育

瑄、董騰雅、蕭宜珊在場上運用絕佳的默契

跟完美的「金鷹拳」，展現此套路的氣勢，

勇奪第一名佳績；沉澱一年的陳元鈞因為高

中畢業前報考大學不順利，所以決定出社會

一年並服完兵役，在這一年經歷各種風霜讓

自己成長，但心中習武的心依舊不變，鄭旭

龍教練將他收為徒，並以武術這條路繼續學

習與習武，陳元鈞所打的「虎鶴雙形拳」展

現出強而有力不失速度

的虎形與鶴形，運用穩

健的布伐以及勇猛的喊

聲，最後得到第二名佳

績，陳元鈞心中堅定

「習武先習德」讓他在

短時間內得到進步，他

說讓他想繼續練武術的

原因是因為那份習武的

熱忱，並以「唯有努力

才有得到」為堅持下去

的心；個性沉穩的詹子

慶因幾年前練習受傷，

導致練習狀況不佳，但

他努力復健及增肌，皇

天不負苦心人，得到第

三名佳績；努力不懈的

古琳湘，她這次比賽雖然無法得到一個好成

績，但她有一顆堅定的心跟自己說「一味的

只想拿第一卻不明白自身狀況那樣是很愚笨

的。而我並不著急，因為我清楚知道自己的

步伐並且一直在成長!或許我走得慢，但我

從不退縮」；追夢的顏慈顥此次的「苗刀」

展現出各門派的特點，運用流暢的步伐以及

完整的套路，勇奪佳績；散打新生喻濬永國

高中是舉重好手，來到南華大學學習第二專

長，鄭旭龍教練將他加入武術隊學習散打，

以 85+公斤級參加比賽，在

場上運用各種重拳以及踢

擊，打敗對手奪得第一名佳

績；個性憨厚的洪宇哲參加

60 公斤級散打比賽，第一場

比賽以速度拳將對手打得暈

頭轉向晉級四強，第二場遇

到散打好手，洪宇哲與對手

勢均力敵，與對手展開激烈

刺激的對戰，最後雖然還是輸給了對手得到

第三名，但他說「沒有一條線能絆倒，意志

堅強的人」，他會繼續增強自己永不放棄。

(陳元鈞/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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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程 一年級新生楊婷雅近日參加

108學年大專校院跆拳道

錦標賽，順利獲得 67公斤

級比賽的金牌，婷雅畢業於永慶高中，原想

從軍卻因貧血等身體因素轉而到南華就讀，

跆拳道專長在高中即嶄露頭角，曾獲全中運

高女組 57公斤級第五名，平常除了在校接

受高知遠教練的指導外，也在太保市的道館

訓練與指導小朋友，視跆拳為未來職業的婷

雅，樂觀開朗樂於助人，正向且積極的態度

對於未來工作有很大的助益，這次能在次於

全大運的跆拳道比賽中獲得金牌，運程全體

上下都為她感到高興。 

    本次大專錦標賽南華大學僅派出婷雅一人

北上參賽，路途遙遠加上需要自己照顧自己，

以及是上大學後的首場大賽，婷雅賽前緊張不

已，還好個性樂觀與運程同學們的加油，讓實

力能在比賽中順利發揮。 

    四強對手是弘光科大的林采婕，婷雅的比

賽策略把第一回合當作熱身，沒去太在意自己

得幾分，提醒自己放輕鬆不要緊張，也讓自己

好慢慢進入比賽狀況，因為沒有人幫忙熱身，

身體很難熱開，

第一回合在邊熱

身邊比賽的狀況

下以 1:4(勝)最

後逆轉；第二回

合很滿意正拳攻

擊的部分，正拳

當作緩衝腳部攻

擊沒力道時最好

用也最輕鬆得分

的武器，第二回

合結束以 0:8(2勝)獲勝。 

    冠軍戰對戰國體大黃馨卉，第一回合雙方

都在試探對方，防禦也比較多，第一回合 0:0

(平手)，第二回合因為婷雅的正拳右手比較好

在當對手是左腳站前時，正拳就發揮不了作

用，在第二回合開始前對方正拳得分，落後時

導致婷雅信心有些不足，但在穩定心情後伺機

找機會反攻，在最後剩 10秒的時候對手破綻

出現，婷雅一腳上端踢到對手頭部取得 3分逆

轉，第二回合 1:4(勝)，第三回合防禦做的很

完全，讓防禦確實讓對手得不了分，在這回合

到中後段左手正拳讓婷雅取得第三回合的關鍵

一分，第三回合 0:1(勝)，順利取得這一量級

的金牌。 

    108年全大運本校曾獲得校史的第一面全

大運跆拳道銅牌，期盼婷雅能接續學姊的成

就，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在難度更高的全大

運中奪牌，再創佳績。(楊婷雅、許伯陽/運

程) 

報導三：武術隊開｢五金行｣，再創隊史新高   

初生之犢單打獨鬥創佳績-楊婷雅首獲跆拳金牌      

比賽 項目 系級 姓名 名次 

108學年

度全國大

專校院國

術錦標賽 

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二類 運程二 林孟潔 金牌 

公開男子組刀術 運程一 許宏名 金牌 

公開男子組形意拳 運程一 王誠德 金牌 

公開男子組散打 85+級 運程一 喻濬永 金牌 

公開男子組南拳第二類 運程一 陳元鈞 銀牌 

公開男子組北拳第二類 運程二 詹子慶 銅牌 

公開男子組散打 60 公斤

級 
運程一 洪宇哲 銅牌 

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二類 運程三 古琳湘 第五名 

公開男子組其他器械 運程二 顏慈顥 第五名 

團練項目一般組拳術團

練 

企管所 

生死所 

應社系 

視媒系 

王子恆 

劉育瑄 

董騰雅 

蕭宜珊 

金牌 

傳統國術團體總錦標 
運程各年

級 
公開組武術隊 第三名 



大專 足球聯賽公開一級賽事變革，去年擴大為 16隊的

規模因實力差距過大導致比賽不夠精彩也缺乏對

抗，108學年則把公開一級分為前八名為公開一級

組，後八名為公開一級挑戰組，公開一級兩個循環維持同樣的賽事

規模，強隊需要比拚兩場，最後在比積分取

前四名進入最後的四強賽，因此今年比去年

更為競爭，去年本校足球隊破紀錄的拿到第

三名的佳績，打破大專足聯四大名校北市

大、台體大、輔仁與銘傳 Big4的長年壟

斷，今年各隊戒慎恐懼，把南華當成假想敵

認真對付。除此之外，企業甲組聯賽八隊

中 Big4 均有參加，北市大化身為台灣鋼鐵

F.C.、台體大為臺灣體大 F.C.、輔大化身

為航源 F.C. 與銘傳為銘傳 F.C.，球員受惠

於 3輪比賽 21場的洗禮，實力與隊形更為

完整，而南華則在沒有任何賽事下直接進入大專足聯的比賽，又頭

兩場即面對 Big4前兩強，賽況考驗嚴峻。 

    前兩場比賽在輔仁大學足球場舉辦，剛好遇上又濕又冷的寒

流，對手為強敵北市大與銘傳，經企甲聯賽後兩隊都在比賽期的高

檔中，第一場以 0比 1敗給北市大，第二場正常發揮但運氣不佳無

法進球，同樣 0比 1敗北；隨後回到溫暖的嘉義吳鳳科大足球場續

戰，後三戰分別順利以 5比 0取勝文化大學，5比 0取勝吳鳳科

大，4比 0取勝淡江大學，取得 3勝 2敗的成績；接著對戰去年的

季軍戰對手台體大，台體比賽一開始就非常專注在比賽場上，不停

地跑位與提醒隊友，攻進一球後，即使台體紅牌出場一人以 10人應

戰，南華絲毫占不到便宜，下半場盧安攻下一分後在平手的局面下

還是在後防放火下再丟分，以 1比 2落敗；第一輪最後一場遇上輔

仁大學，本場比賽前半段在南華的踢球節奏中，攻守傳球走位都中

規中矩，只是多次射門無功而返，但在 36分左右，南華後衛在不經

意的處理下，竟踢給輔大輕鬆踢進球門，全隊扼腕不已，而比賽就

此變調，南華在極力搶攻下動作越來越大，火氣也越來越大，節奏

逐漸失去，下半場開賽不久即因犯規讓輔大 12碼球，順利踢進後以

2比 0領先，八分鐘左右輔大再踢進一球，手握 3分的輔大並未採守

勢，而是攻守均衡的尋找機會攻門，南華在時間壓力下踢法凌亂無

有效射門，最終以 0:3敗給輔仁大學；結束第

一輪賽程南華以 3勝 4敗積分 9分排名第五，

很可惜對戰 Big4都沒有拿下任何積分，晉級

四強產生危機，第二輪需要爭取更多的積分，

特別是對 Big4的獲勝積分。  

    第一輪賽事結束後，杜登盛總教練說道，

南華想要奪冠今年是最佳時機，因為最好的大

四選手這次大專足聯比完後將有七人會畢業，

屆時恐難以填補空缺，但今年又是最難打的一

年，除了主力輪流受大小傷勢影響外，Big4的

戰力完整，各隊前中後各位置都有補強，各校

還有多位主力還未登場，例如輔大的後防兩場對戰幾乎滴水不漏，

沒有速度難以突破防守，南華則還是去年的南華，個人技術華麗但

後防常有不經意的閃失，當球員淪為個人單打時則很難看到足球最

需要的團隊合作，期盼第二輪賽事改善缺失有所突破，再次成功打

進四強。(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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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本屆大專足球聯賽一般組賽事

的南華大學足球隊是本校成立

的第二支足球隊(另一支球隊是踢公開一級的

隊伍)，號稱台、日、蒙古、越南、柬埔寨、

印度、尼泊爾與吉爾吉斯的八國聯軍，在隊長

阮英善努力組隊與教練吳水吉義務指導下，隨

著比賽的勝利，漸漸有團隊的態勢，隊形也逐

漸形成，吳教練說球隊擺著速度較快的 23號

李祥廷(尼泊爾)與 7號蘇柏諾(吉爾吉斯)擔任

前鋒，高大的 31號沙安亞(印度)踢中前場，

11 號伍凡松(柬埔寨)與 10號關脇朝日(日本)

中場控球傳導，6號阮英善(越南)鞏固後場，

以此為球隊核心，平場練習機會不多，默契就

是靠比賽慢慢累積，教練特別點出球隊四場比

賽都能順利獲勝，最重要的球員是 10號朝日

與 11號伍凡松，朝日控球能力佳，傳球準

確，多次助攻前鋒李祥廷攻門得分，伍凡松過

去為柬埔寨地方青年隊的選手，在後中場的球

隊組織與攻守轉換很有經驗。 

    朝日在訪談中表示，國中開始踢球，高中

的時候是球隊的隊長，本次預賽進 4球，助

攻 8次。他對於對東海大學比賽的

時候，帶球過人並得分最印象深

刻。而球隊要加強的部分覺得是體

力不夠，在每次練習時，都要更多

如跑步的體能訓練，並且要提高運

球跟傳球的準確度。全國第一名是

最終目標，並且要進最多球。 

    伍凡松則表示，從 6 歲就開始

踢足球，本來位置是踢前鋒，但是

因為組隊的關係，教練要求在中間

隨時支援前鋒或後衛，像今天就是

待在後衛，要看每一場比賽的狀

況，去調整位子，對東海大學的比

賽在進第一球時沒拿到分，心中很難過，但是

接下來又

進球時讓

我拿回了

信心，大

家也比較

進入狀

況。全國

賽需要加

強比賽經

驗，體力也還要更好，這次比賽贏也不是說球

隊很強，還有很多經驗要學習，也要找更多時

間自主訓練。對我而言現在上課是比較重要

的，但是我的夢想還是能成為一名足球員在自

己的國家踢球，目前還是以課業為主。(盧珮

嘉/運程)  

報導四：巴西足球隊第一輪預賽陷苦戰    

一般組男子足球隊以全勝之姿進入全國賽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

公開一級第一輪預賽  

南華大學 vs北市大 0:1(敗) 

南華大學 vs銘傳大學 0:1(敗) 

南華大學 vs文化大學 5:0(勝) 

南華大學 vs吳鳳科大 5:0(勝) 

南華大學 vs淡江大學  4:0(勝) 

南華大學 vs台灣體大  1:2(敗) 

南華大學 vs輔仁大學  0:3(敗) 

以 3勝 4敗排名第五名結束第一輪賽事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學年大專足球聯賽

第三級(一般組) D組 

南華大學 vs 暨南大學 13： 0 (勝) 

南華大學 vs中國醫大 4： 0 (勝) 

南華大學 vs逢甲大學  3： 0 (勝) 

南華大學 vs 東海大學   
3： 1(勝)  

(第二區排名賽) 

以 4勝戰績晉級全國賽 



南華 大學男子籃球隊在今年經歷重組的陣痛期，原教練鄭

勝元因生涯規劃離隊，多位主力也於去年畢業，今年

陣容高年級僅剩林祈毅、楊博翔與李翰昇三位，其餘全由二年級與

一年級的運程同學擔綱，教練在懸缺一年後終於找到陳志函教練來

擔任，但倉促下並沒有太多組隊的訓練與比賽，因此，今年的大專

籃聯不太被看好。 

    首場對上實力堅強的虎尾科大，過去曾打入公開一級，一直都是

第四區的最強隊伍之一，本場比賽第一節主力對決後比數即拉開，

上半場在 10 分左右拉鋸，下半場虎

科命中率極高，比數迅速擴大至結束

比賽；第二場對上環球科大，過去也

曾升上公開一級，去年成績名列第四

區第一名，不過比賽南華很快就進入

狀況，加上旅遊大四楊博翔歸隊，鋒

線強度不輸環科，教練主打傳導與外

線，靠著快速出手和導傳，試圖減少

失誤，另外就是加強防守，上半場七

分領先，下半場因替補球員身材實力

有段落差，終場小輸 15分；第三場

對上雲科大，雙方實力差距不大，因

應對手有高大前鋒，南華採一盯人四區域，雲科則採用侵略的全場

盯人與半場區域，雲科籃板保護得很好，南華攻勢難有二波，分數

始終無法追上，大約十分左右的差距，在第四節一度將比數追進到

個位數差距，但在連續三天的出賽以及替補有些差距的狀況下，第

四節還是氣力放盡無力追趕，最終以 91： 66 結束比賽；第四戰對

上去年曾取勝的嘉義大學，連續四天出賽對於陣容較為不全的南華

來說，主力疲憊越益顯現，上半場一開賽即落入投籃不進的泥沼

中，大約都在 10分左右的落後中掙扎，中場以 21比 29落後，下半

場洋皓三分球開張，一次快攻得手，以及小熊三分球也進球，一度

追平比分甚至超前 3分，但在高度上難以抗衡嘉大內線，逐漸被追

趕超前，第三節以 39比 45落後 6分，進入第四節劣勢逐漸被放

大，體力高度以及替補等，最終以 48比 67苦吞四連敗；最後一場

比賽則以 85比 74輕取吳鳳科大，最終以 1勝 4敗的成績遭到淘

汰。 

    整體而言，本次比賽展現與過去遇強隊就大比分輸球的差異，

呈現對抗性讓對手不敢輕忽南華實力，陳志函教練表示：「這幾場

看下來，總是前三節還有辦法跟對手對

抗，但第四節都會崩盤，所以希望他們

能記得今年聯賽完，調整心態，體認體

能的重要性」，另外也表示「這幾場球

下來，真的看得出來大家盡力了！看得

出大家也都想贏，已經是超乎預期的表

現了~聯賽前教練本來預估差不多是這

樣的結果，但沒有想到每場球都有堅持

住，保持競爭力，雖然最後都是大比分

崩盤，表現教練已經是算滿意了！」

(楊婷雅、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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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以預賽淘汰收場的南華男子籃球隊，我們都很期待明

年的大爆發，祈毅在受訪時表示，今年的比賽呈現很

好的團隊戰力，過去經常遇到強隊的全場包夾馬上就失誤造成快攻失

分，比賽很快就瓦解無懸念的大比分落敗，今年在志函教練帶領下，

站位傳導等指示都很到位，不會有球無法過半場的窘境，對環科、虎

科、雲科都能對抗，也說要是教練能早幾年來指導不知有多好?祈毅

感慨於今年即將畢業。另外，今年陣容多為臨時組軍，先發靠經驗與

身材打球，替補的訓練不足難以有效填補先發的體力空隙，志函教練

即說本次比賽並沒有太多的戰術指導，主要在於基本功沒有做到，戰

術再多也沒用，球隊需要長期的訓練，這次比賽準備期大概只有兩個

多月，最後一個月多加晨操，不然以我們球隊目前陣容和別隊比起來

差距更大。 

    但球隊的基本隊形已經具備，即使即將畢業林祈毅、楊博翔與李

翰昇三位，還是可期待一二年級的表現，如邱仲毅扛大前鋒讓人驚

豔，鞏固籃板紮實卡位，謝政杰體型速度與協調性，洋皓體力旺盛服

從性高，王尚程彈性好投籃穩定，莊浩軒基本動作好防守紮實，方慶

華體型好卡位到位，詹淙茗聰明打球等等，都在各自位置上做出貢

獻，最後，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接下來在新生的部分能找到適合的選手

來加入球隊，我們也看好今年還是立仁高中籃球隊總教練的志函，能

帶來優秀的高中球員來為南華籃球隊效力。(張巧瑩、許伯陽/運程) 

報導五：公開二級男子籃球隊預賽止步     

一般組棒球隊晉級全國賽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 學年大專籃球

聯賽公開男生組第

二級  

第四區預賽 A 組   

南華大學 vs虎尾科大 64:107(敗) 

南華大學 vs環球科大 76:91(敗) 

南華大學 vs雲林科大 66:91(敗) 

南華大學 vs嘉義大學 48:67(敗) 

南華大學 vs吳鳳科大 85:74(勝) 

以一勝四敗淘汰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 學年大專棒

球聯賽預賽一

般組第四區   

南華大學 vs台南大學 7:0(棄權) 

南華大學 vs中正大學 0:15(敗) 

南華大學 vs金門大學 15:2(勝) 

南華大學 vs 南應科大(排名賽) 6:5(勝) 

南華大學 vs 高雄科大(排名賽) 3:15(敗) 

南華大學 vs南台科大(排名賽) 16： 17(敗) 

南華大學 vs嘉藥科大(排名賽) 1:19(敗) 

以 2勝 1敗成績晉級全國賽 

一般組籃球隊晉級複賽      

  

比賽 對戰 比數 

108 學年大專籃

球聯賽一般男

生組 第四區預

賽  

南華大學 vs台南藝大 52:39(勝) 

南華大學 vs大同學院 63:38(勝) 

南華大學 vs中正大學 30:75(敗) 

南華大學 vs嘉義大學 51:63(敗) 

南華大學 vs中信學院 48:55(敗) 

以 2勝 3敗成績晉級複賽 

期待明年男子籃球隊大爆發      



在地 企業全統運動用品公司由許宗富副理、林志偉經理

與江錦秀老師等人，於 11月 13 日蒞臨南華大學進

行全統品牌行銷:ZEPRO+路跑的專題演講，由林志偉經理主講全統的

品牌發展歷程與路跑舉辦甘苦，整場演講內容生動有趣，且獎品豐

富，運程同學反應熱絡，收穫滿滿。 

    全統過去是運動用品販售通路商，在總經理余俊芳具有美津濃

球鞋製作背景的主導下，開始踏入運動鞋與運動用品製造，值得一

提的是余總過去是嘉義東石的柔道好手，也是球鞋的設計製造專

家，因此從球鞋代工開始，嘗試自創 Zepro品牌，以及行銷此品牌

的賽事經營(Zepro 

Run)，林經理為大家說明

為何要每個月辦兩場一年

24場路跑來行銷 Zepro?

為何每個月辦兩場免費的

5000 公尺的檢測?為何路

跑報名費 1000元可以送

高品質的一雙球鞋以及紀

念衣褲?原來答案就在行

銷理念中，余總認為，路

跑賽是值得經營的行銷品牌的管道，建立品牌賽事是很好的行銷管

道，因此願意長期經營 Zepro Run，創造路跑與行銷雙贏。 

    另外，在地企業支持在地運動員，本校莊曜銘同學於 108年全

大運獲得 1萬公尺金牌與 5千公尺銀牌，為嘉義與南華爭光，全統

贊助跑鞋壓力褲等商品並邀請免費參與賽事，演講之餘頒贈禮品鼓

勵曜銘的表現。最後，在精采的演講後，全統願意提供 20名工讀機

會，加入嘉義場的 Zepro Run工作團隊中，增加同學們舉辦賽事經

驗。(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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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邦 國際有限

公司的執

行長李沅

明於 12月 18 日來校演講，

主題為 25歲的夢想，沅明

為白手起家的創業家，早在

吳鳳科大就學時期就開始他

的代理販售運動用品 TRX的

業務，勤跑上百所學校推展業務，並從中體認

到運動器材必須搭配器材使用課程才能提供完

整的服務，於是踏入教育訓練的認證課程培訓

業務中，之後跟著運動用品代理商進入美國的

健身領域的博覽會，並深感英文能力不佳無法

拓展國外業務，於是到英文補習班苦讀多年，

讓自己能單獨和國外業者以英文談生意，積極

的冒險心態下，成功爭取到健身產業五大美國

發證單位中 ACE(American Conceil on Exer-

cise)的專業健身教練證照的教

育訓練獨家代理權，隨後引進多

種教育訓練課程，如 ACE-CPT美

國運動委員會私人教練考證培訓

課程、Balanced body Bodhi 懸

吊系統國際認證培訓課程、BFA 

官方赤足專家培訓課程、

KettleBell Concepts KBC 國際

壺鈴教練培訓課程與 GRAY INSTITUTE 3D MAP

動態分析及表現系統

國際認證課程等等，

詮邦公司在短短幾年

內已經發展到營業額

千萬的規模，沅明也

才 31歲就把公司經營

的有聲有色，讓運程

同學們佩服不已。 

    25歲的年紀大約是大學畢業剛出社會不

久的年紀，沅明在 25歲即展現過人的敏銳觀

察，而且身體力行，使命必達，雖然詮邦只是

因為當時販售 TRX 需要開立發票而不得不成立

的公司，但在創業之初的萌芽階段，讓沅明有

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詮邦就是沅明的 25歲

的夢想，也是每個人在 25歲要設下的夢想。

(許伯陽/運程) 

運動中心營運管理新趨勢-萬華運動中心執行長賴威志 

25歲的夢想-詮邦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李沅明 

全統品牌行銷:Zepro+路跑-全統團隊 

運程 於 10月 24日邀請外表口才兼具的台北市萬華區國民

運動中心執行長賴威志來校演講，由於是體保生的身

分，在分享橄欖球選手成長歷程與就業甘苦上讓同學們感同身受，全

場運程同學仔細聆聽，專注運動場館的管理新趨勢。 

    賴執行長年輕有為，以匯陽公司運動事業部部長身兼管理萬華國

民運動中心、松山國民運動中心以及台北市網球中心等運動場館，對

於全台近 40 座的國民運動中心的經營多有了解，以松山和萬華兩地

為例，萬華是停車場大樓改建與地處老舊社區型態，在運動設施的規

劃上就必須符合特殊族群如老人為主的需求，而松山地區地處繁華辦

公區，上班族需要快速與有效的運動項目，使用時間偏向上班前與夜

間，了解消費者需求才能提供足夠的運動設施，並創造營收。 

    又以北市網球中心的營運導入現在的營運新趨勢，賴執行長提到

網球場的場館活化最讓他感到麻煩，在克服各種困難後反而產生意料

之外的經營型態，例如網球場本身屬於低密度大空間的運動項目，即

使台北市民的高消費力不會畏懼於高會員費，但平常日的使用率實在

偏低，其次，中央網球場有合約規定，使用率更低，因此在網球場的

活化上更需要多樣性的活動來提高場地的使用，諸如羽球場、體適能

中心、網球之外活動賽事如羽球、電競、格鬥與滑步車賽事、廣告拍

攝、商品販售，甚至與

永豐 SPORT 信用卡合

作，增加場館的使用

率，活化後的營運才有

辦法在競爭激烈的都市

中取得一個相對有利的

運動場地品牌形象。(許

伯陽/運程) 

專題講座一 

專題講座二 

專題講座三 



108 學年大專棒球聯賽公開一級預賽 A 組賽程，拿下四勝三敗 12 分績分，

以第三名的成績晉級複賽 

南華大學 vs 遠東科大 10:1(勝)  

南華大學 vs 中信金融 12:5(勝)  

南華大學 vs 文化大學 1:3(敗)  

南華大學 vs 國體大 2:5(敗) 

南華大學 vs 高雄大學 2:0(勝)  

南華大學 vs 高苑科大 3:4(敗) 

南華大學 vs 台東大學 7:3(勝) 

108 學年大專棒球聯賽預賽一般組第四區，以 2 勝 1 敗成績晉級全國賽 

南華大學 vs 台南大學 7:0(棄權) 

南華大學 vs 中正大學  0:15(敗) 

南華大學 vs 金門大學  15:2(勝) 

108 學年大專棒球聯賽預賽一般組-排名賽 

南華大學 vs 南應科大  6:5(勝) 

南華大學 vs 高雄科大  3:15(敗) 

南華大學 vs 南台科大  16 ： 17(敗) 

南華大學 vs 嘉藥科大 1:19(敗) 

108 學年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第四區預賽 A 組，以 1 勝 4 敗成

績淘汰 

南華大學 vs 虎尾科大 64:107(敗) 

南華大學 vs 環球科大 76:91(敗) 

南華大學 vs 雲林科大 66:91(敗) 

南華大學 vs 嘉義大學 48:67(敗) 

南華大學 vs 吳鳳科大 85:74(勝) 

108 學年大專籃球聯賽一般男生組 第四區預賽，以 2 勝 3 敗成績晉級複賽 

南華大學 vs 台南藝大 52:39(勝) 

南華大學 vs 大同學院 63:38(勝) 

南華大學 vs 中正大學 30:75(敗) 

南華大學 vs 嘉義大學 51:63(敗) 

南華大學 vs 中信學院 48:55(敗) 

108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級女子組分組預賽，0 勝戰績淘汰 

南華大學 vs 義守大學 1:3(敗) 

南華大學 vs 文化大學 0:3(敗) 

南華大學 vs 政治大學 0:3(敗) 

南華大學 vs 銘傳大學 0:3(敗) 

108 學年大專排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南區預賽，0 勝戰績淘汰 

南華大學 vs 文藻大學 0:2(敗) 

南華大學 vs 高師大     0:2(敗) 

南華大學 vs 台北科大 0:2(敗) 

南華大學 vs 東吳大學 0:2(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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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第一學期校際比賽總成績     
108 學年度大專盃國術錦標賽，本校武術隊榮獲 5 金 1 銀 2 銅以及兩個第

五名 

個人項目 

運程二 林孟潔 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二類 金牌 

運程一 許宏名 公開男子組刀術 金牌 

運程一 王誠德 公開男子組形意拳 金牌 

運程一 喻濬永 公開男子組散打 85+級 金牌 

運程一 陳元鈞 公開男子組南拳第二類 銀牌 

運程二 詹子慶 公開男子組北拳第二類 銅牌 

運程三 古琳湘 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二類 第五名 

運程二 顏慈顥 公開男子組其他器械 第五名 

團體成績 

團練項目一般組拳術團練 金牌 

傳統國術團體總錦標 第三名 

108 學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男子組 D 組預賽，以總成績 3 勝 2 敗的戰績

晉級全國賽 

南華大學 vs 遠東科大 3:2(勝) 

南華大學 vs 成功大學 2:3(敗) 

南華大學 vs 中華醫大 0:3(敗) 

南華大學 vs 東海大學 3:0(勝) 

南華大學 vs 亞洲大學 3:0(勝)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男子組，5 勝 5 敗第二輪持續中 

第一輪 

南華大學 vs 北市大  0:1(敗) 

南華大學 vs 銘傳大學  0:1(敗) 

南華大學 vs 文化大學  5:0(勝) 

南華大學 vs 吳鳳科大  5:0(勝) 

南華大學 vs 淡江大學  4:0(勝) 

南華大學 vs 台灣體大  1:2(敗) 

南華大學 vs 輔仁大學  0:3(敗) 

第二輪 

南華大學 vs 輔仁大學  0:1(敗) 

南華大學 vs 吳鳳科大  6:0(勝) 

南華大學 vs 台體大 3:2(勝) 

108 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一般組賽事，本校取得第二區的第一名，晉級全

國賽： 

南華大學 vs 暨南大學  13 ： 0 (勝) 

南華大學 vs 中國醫大 4 ： 0 (勝) 

南華大學 vs 逢甲大學  3 ： 0 (勝) 

南華大學 vs 東海大學  3 ： 1 (勝) (第二區排名賽)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對打 67 公斤級  運程一 楊婷

雅   榮獲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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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第一學期證照英雄榜     

編號 姓名 學號 取得年級 證照 發證單位 

1 傅曉萍 10634028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二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2 黃麒戎 10634042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教育部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一(旅遊)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一(旅遊) 初級臨床體能檢測技術員合格證書 台灣健康運動聯盟 

3 倪孟潔 10634023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教育部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二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4 梁嘉展 10634040 

二 室內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二 排球裁判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二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5 蔡宜婷 10634041 
二 排球裁判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三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6 郭育誠 10634043 
二 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一(旅遊) 棒球場地專業維護人員合格證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7 洪有朋 10734036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8 蘇裕廷 10734046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9 張沛涵 10734031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0 蔡涬茹 10734026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1 洋皓 10734009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2 李銘祐 10734039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3 楊承恩 10734050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4 陳謹鴻 10734027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5 姜濤 10734043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6 李俊峰 10734055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二 PADI開放水域潛水員國際證照 美國 PADI潛水教練專業協會 

17 盧珮嘉 10634039 一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8 高怡慧 10634047 
三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三 紅十字會成人、兒童及嬰兒 CPR+AED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9 潘程唯 10634027 一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