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妙 之旅始於去年體育中心
何應志主任嘗試性的組

隊，竟引起本校外籍生的熱烈迴響，
由隊長阮英善的號召下，台、日、
蒙、越、柬埔寨、印度、尼泊爾與吉
爾吉斯的八國聯軍，組成南華大學一
般組足球隊，利用原公開組足球隊的
資源，共同使用優質的足球場地，與
公開組足球隊一同訓練，並商請吳水
吉教練義務指導，球隊戰力漸漸成
形，首次參賽在不被看好下，去年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 11 人制男子

一般組預賽中，竟以四戰全勝之姿在

D 組第二區第一名晉級全國賽。 

        隨後的全國賽因肺炎疫情關係無
限期延賽，部分外籍生因此而無法回

校就讀，如 31 號高大的主力中場沙

安亞(印度)就無法回校踢球，比賽在

拖延近二個月後終於在疫情緩和下
重啟，全隊北上輔大展開全國決

賽，第一場以 4 比 2 擊敗東華大

學，第二場以 1 比 0 再次擊敗東海

大學，第三場以 4 比 0 擊敗長庚大

學，神奇地打入全國四強。 

        不過決賽一連兩天的賽事都不

幸以 0 比 2 接連敗給政治大學與元

智大學，一周的連續出賽讓選手們
體力吃不消，加上持續大雨，以及

11 號主力中鋒伍凡松(柬埔寨)因傷

無法上場，影響球隊甚鉅，政大與元
智陣中都有體格健壯的外籍選手，相

較之下南華顯得
薄弱，最終不敵
兩隊，獲得第四
名的成績，結束
這趟奇妙之旅。 

        即便如此，
南華大學一般組
足球隊還是創下
創隊後參加的首
場賽事即以第四

名坐收，著實讓人驚
豔，大大鼓舞同學、
教練、師長與校方，
展望未來則是更有信

心踢出更好的成績，期待這一絲遺憾
與美好回憶能成為來年爭冠的動力!

(許伯陽/運程) 

南華運程季刊資訊為「南
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

程」之刊物，本期為 108

學年下學期(4月~6月)內
容，歡迎賞析! 

1、封面報導:一般組足球
隊獲得大專足聯殿軍…P1 

2、頭條報導 1：棒球隊
獲得春季聯賽第九名.P2 

3、頭條報導 2：公開組
足球隊榮獲五人制第四名
與三位選手加入企甲聯
賽...P3 

4、系上活動：南華運程
招生面試與棒球隊術科考
試...P4 

5、運程講座：邀請黃怡
學、王宸浩、曾沈連魁、
鐘勝文、周靈山與陳韋任
來校演講...P5、P6 

6、產學合作：與大林慈
濟運動醫學團隊以及三好
體協簽訂產學合作...P7 

7、比賽成績： 108學年
校際比賽總成績...P8 

8、證照資訊： 108學年
第二學期證照榜...P9 

一般組足球隊獲得 108學年大專足聯殿軍 

出版單位/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出版人/許伯陽 

採訪小組/盧珮嘉、梁嘉展、洪有朋、楊婷雅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電話/05-2721001 

Email/pyhsu@nhu.edu.tw 

南華運程季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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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吉 教練為南華另一支公
開組足球隊教練，去

年一般組足球隊成軍，水吉教練一
口答應義務幫忙，他以流利的台語
力抗八國語言，成功將一盤散沙組
成八國聯軍，橫掃本賽事所有比賽

(除了最後兩場)，要知道大學組隊
吃力不討好，學生很難配合訓練與
比賽，教練實際上不太容易經營球
隊，能有第四名的成績
多虧水吉教練的付出。 

賽後訪問水吉教練，內
容如下： 

1.南華一般組足球隊成
軍不到一年就獲得全國
第四名，教練對於這樣
的成績滿意嗎？ 

A ：大家因為都喜歡踢
球而聚在一起，對於第
一次就能有這樣的表現
非常滿意，畢竟現在一般踢足球的
學生不多對於足球也很陌生，當初
創立球隊時對於成績也沒有什麼期
待，所以能踢進決賽已經很高興
了，重要還是球員認真願意比賽。 

2.在這幾場比賽下來有沒有哪些球
員的球技特別突出？ 

A ：隊長阮英善（後衛）經驗不錯

也很認真的搶球，伍凡松 Jamie(中

鋒)控球跟判斷很好，朝日(中鋒)
的推進跟射門都不錯，準度很好。 

3.對於明年隊上名次有什麼期許？ 

A ：希望球員能多多到球場上運
動，不在意名次，就算不想踢球至
少還是來跑跑步曬曬太陽，畢竟足
球場那麼大，如果真的要下場比

賽，肺活量還是要足
夠。 

4.下一個學年的球員
招募有沒有哪個位子
球員是特別欠缺的？ 

A ：目前少一個大前
鋒，跟中場，因為現
在只有一個印度同學
不錯，他體能好又認
真，下課就直接走到
球場踢球才去坐車回

宿舍，如果他能跟隊長配合就能踢
出好的球，他算是隊上最有經驗的
球員。 

5.有什麼話想對球員勉勵的？ 

還是希望球員們能多到運動場練
習，因為巴西生平常也會在球場上
練習，可以多學習他們的傳球技巧
等等的。(洪有朋/盧珮嘉/運程) 

封面 

隊長 阮英善是球隊成軍
的關鍵人物，因疫

情延賽兩個多月，陣容因此部分
異動，在打與不打間，練與不練
間，很是為難，最後終獲第四名
隊長的辛苦總算值得。 

    在訪談中，他談到
球隊的表現非常好，對
整個隊的表現很滿意，
因為球員人數比較不
足，決賽賽程每天都
有，一整週滿檔的比賽
特別累人，還好都撐下
來了。他說，決賽的對手都很強
而且體格又好，我們的左線能力
較弱，所以被對方的教練發現漏
洞，在人員上進行調派，加強右
線的防守和左線的進攻，且比賽
時雨勢很大，身上的衣物和鞋子
都是負擔，球又因為積水踢不
遠，雙方都是很認真的踢球，輸
球不會太難過。 

    另外，也談到足球隊成立比
賽至今的想法，其實到昨日為止
都是贏的，這兩天才輸球，而且
對手很強，所以我們很快的接受
了這個事實，因為大家都是用最
認真的態度在面對這一賽事，或
許是因為一直贏球才會讓球隊的

氣氛不錯而延續下
來。最後問到球隊
成立至今所遇到的
問題，隊長表示球
隊在各系因上課時
間不同，而一直喬
不攏訓練時間，也

有因語言不通，所以在比賽時即
時的訊息交流是個問題，大家需
要透過翻譯才能溝通。當然，若
是可以，球隊缺少一個防護人
員，需要在受傷時幫忙照顧。 

    隊長認為本次賽事是一趟奇
妙旅程，大家因彼此的情感而落
淚，期待明年還可以再重溫一次
這種感覺。(洪有朋/運程) 

阮英善隊長專訪 吳水吉教練專訪 

比賽 成績 名次 

108學年大專足

球聯賽公三級

預賽 D組 

南華 13:0暨南(勝) 

南華 4:0 中國醫(勝) 

南華 3:0 逢甲(勝) 
  

南華 3:1 東海(勝) 
第二區排名
賽第一名 

108學年大專足

球聯賽公三級

決賽 

南華 4:2 東華(勝) 

南華 1:0 東海(勝) 

南華 4:0 長庚(勝) 
  

四強賽:南華 0:2政大(敗) 

季軍賽:南華 0:2元智(敗) 第四名 

 

銅靴獎 
23號李祥廷(尼泊爾籍)在 108學年大專足球聯賽

第三級以七球的進球數獲得銅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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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開打，進行到 6 月 4

日，本次賽事共有 9 支社會隊與 24 支大學

隊參賽，預賽共分為三組，社會隊打雙循

環，大學隊分兩組打單循環，各組取前四名

共 12 隊打決賽，採雙敗淘汰制，南華大學

棒球隊分在 B 組，與其他 11 隊共同爭取前

四名進入決賽的名額。 

    開賽後，南華棒球隊展現實力，一路過

關斬將，先前大專棒球聯賽對戰不幸輸給台

灣啤酒與高苑科大，都一一討回，僅敗給開

南大學以及最後一場狀況極佳的台東大學，

以 9 勝 2 敗的成績分組第二之姿風光進入

12 強決賽。 

    決賽首戰對上南華

棒球隊成立以來從未取

勝的開南大學，加上預

賽的一敗，這四年來對

戰共 4 連敗，本場比賽

由曾家鋐主投，開南派

出王牌許峻暘，開局一

棒藍淯勝安打率先上

壘，三棒戴焙麟敲出一

支三壘安打回來一分，

七下代打廖泰翔安打上

壘，投手暴投上到二

壘，一棒藍淯勝安打回來得分，八下三棒陳

劭恩觸身球上壘，四棒沈朕清擊出二壘安打

一壘跑者回來得分，共下 3 分，開南大學打

線則遭到南華先發投手曾家鋐壓制，7 局僅

被敲 2 安打，林祐誠、陳維祥登板守住勝

利。次戰以 0 比 2 敗給安永鮮物，最後再

以 0 比 12 敗給合作金庫，這兩場社會甲組

球隊充分展現實力與經驗，大學隊難以取

勝，最終南華棒球隊即以並列第九名的成績

結束本次的春季聯賽。本次比賽雖未打破

107 年春聯第六名的最佳成績，但擊敗開南

大學與名列所有大學隊領先組，再次證明球

隊的穩定性。(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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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棒球隊獲得 109年全國成棒春季聯賽第九名   

春季 聯賽為大專選手最佳的曝光舞台，比賽多且有機會與

社會球隊對壘，對於想要更上一層樓的選手格外重

要，呈現良好的比賽數據更能增加自身的價值，以下為本次比賽南華

棒球隊在 11場預賽的成績。 

打擊成績 

春季聯賽上場 20打席以上有三成打擊率者包括沈朕清、陳維祥、陳

鼎傑、甘家銘、藍淯勝、張建鑫等六位，陳維祥有最高 13打點，沈

朕清有最多 20安打與最高上壘率 0.545，陳鼎傑有最高長打率

0.639，14支安打中有 7支 2壘安打與 1支 3壘安打，陳維祥則是有

最高壘打數 24。 

打擊三圍+打點 

沈朕清 打擊率 0.513 上壘率 0.545 長打率 0.590 打點 10 

陳維祥 打擊率 0.444 上壘率 0.475 長

打率 0.667 打點 13 

陳鼎傑 打擊率 0.389 上壘率 0.415 長

打率 0.639 打點 10 

甘家銘 打擊率 0.429 上壘率 0.478 長

打率 0.476 打點 8 

藍淯勝 打擊率 0.355 上壘率 0.417 長

打率 0.548 打點 4 

張建鑫 打擊率 0.389 上壘率 0.476 長

打率 0.500 打點 0 

投手方面 

投七局以上有曾家鋐、李子強、蕭憶

祥、尤明勝和林祐誠等五位，其中頭號

投手曾家鋐拿下 3勝 1敗，防禦率

1.77 的成績，其次李子強拿下一勝有次

多的投球局數，以及最低的防禦率

1.08，為隊中不可或缺的另位先發投

手，其餘三位以中繼後援為主，提供比賽中後段的壓制。 

投手勝投+防禦率+WHIP 

曾家鋐 3勝 1敗 防禦率 1.77 WHIP 1.28 

李子強 勝投 1 防禦率 1.08 WHIP 0.72 

蕭憶祥 勝投 1 防禦率 1.29 WHIP 0.86 

尤明勝 勝投 1 防禦率 3.52 WHIP 1.70 

林祐誠 勝投 0 防禦率 1.17 WHIP 0.65 

    賽後中華棒協所公布的本屆春季聯賽投打最佳 20人的獎勵名單

中，本校各有投打兩位好手入列，分別是打擊排行第四名的沈朕清，

打擊率 5成 13，第九名的陳維祥，打擊率 4成 44，投手排行第九名

的李子強，防禦率 1.08，第十八名的曾家鋐，防禦率 1.77，恭喜上

榜的四位好手。(許伯陽/運程) 

109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預賽投打成績總覽 

曾家鋐、蕭憶祥、沈朕清、藍淯勝、陳

鼎傑、黃子榕與劉嘉仁等七位學長順利

打完在南華大學四年所有比賽，難能可

貴，感謝七位應屆畢業生的奮鬥，創立

棒球隊七位應屆畢業生 

比賽 對戰成績 名次 

109年全國成棒甲組棒

球春季聯賽預賽 

中信學院 1： 6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6： 1列特博生技(勝) 

南華大學 5： 1義守大學(勝) 

開南大學 5： 3南華大學(敗) 

南華大學 15： 1長榮大學(勝) 

台灣啤酒 3： 13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7： 4中華醫大(勝) 

南華大學 9： 2高苑科大(勝) 

吳鳳科大 0： 11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0： 5台東大學(敗) 

9勝 2敗以

分組第二名

晉級決賽  

109年全國成棒甲組棒

球春季聯賽決賽 

南華大學 vs開南大學 3:0(勝) 

南華大學 vs安永鮮物 0:2(敗) 

南華大學 vs 合作金庫 0:12(敗) 

進入決賽並
列第九名  

頭條 1 



企業 甲組足球聯賽為台灣最高等級

的足球聯賽，共有八支球隊，

集合國內所有最佳的足球員，並可聘僱 5位

外籍球員，為國內足球金字塔最頂端的聯

盟，能夠獲得青睞殊為不易，今年本校共有

三位選手入選企甲聯賽的球隊，分別是大三

生盧安入選企甲聯賽航源 FC 隊，大三生維

多與大四生卯力西歐入選企甲聯賽台南市台

灣鋼鐵隊。盧安在南華足球隊中司職前鋒，

為球隊主力，特點為體型佳速度快，射門精

準，進球能力極佳；維多司職中鋒，為組織

進攻與防守的好手，能串聯起球隊的前後

場，傳球視野與能力均屬上乘，助攻能力優

異；卯力西歐司職後衛，身高腿長速度快，

盯人防守滴水不漏，另外不時展現

精準的長傳球，給予前場隊友即時

到位的傳球，進行致命的一擊。 

    在加入企甲聯賽的這兩個多月

裡，企甲跟大學球隊最不一樣的就

是訓練時間的長度跟練習、比賽的

強度都提高很多，尤其要同時兼顧

課業、學校的練習跟企甲的練習，

體力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為止盧安

(前鋒)上場五次，攻進 2球、維多

(中場)三次，攻進 1球、卯力西歐

(後衛)還未上場，雖然上場次數不

多，但平時在企甲跟台灣球員練習

時，因為來台灣好幾年了，溝通上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維多在採訪的

過程中提到:「企甲的教練跟我說:

他知道我上場機會比較少，因為平常不

會每天跟他們一起練球，所以在比賽的

時候，要注意看要打哪個位置，要顧好

自己的位置。」，平時一起練習時間不

多，所以比較不習慣台灣籍球員的想

法，三位球員也都說家人知道他們加入

台灣最高層級的足球聯賽後都非常開

心，因為他們來台灣完成了自己的夢

想，但是有朝一日也希望能有機會到其

他足球更強的國家當選手，在未來如果

有機會歸化台灣籍，他們也非常的樂

意。(盧珮嘉/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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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力西歐、維多與盧安前進企甲聯賽  

公開組足球隊榮獲 108學年大專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公開組第四名 

大專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於 6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吳鳳科大

舉辦，今年度本校足球隊僅派出公開組一隊

來角逐金盃，去年足球隊兵分兩路，報名公

開組與一般組，取得公開組第五

名與一般組冠軍的成績，而過去

在公開組最佳成績為 106學年的

第三名。 

    今年共有 11 隊角逐，分成三組

(4、4、3)，各組循環賽取兩名晉

級八強，八強後單敗淘汰，南華

分在 B組與台體大、北市大與屏

科大同組。本盃賽首度由三、二

年級擔綱，大四生即將畢業不再

參賽，在陣形上，守門員不再是

馬努埃爾，多年來熟悉的靈活精幹的撲接身

影，如今已難看到，比賽守門員由大一生高

博亮擔任，亞歷山卓擔任隊長，主要陣容為

貝德羅、維多、馬可仕、盧安等人。 

    首戰台體大，南華攻勢幾乎占全場的八

成以上，台體大沒有太多機會，只能固守後

防，比數以 0比 1到了最後兩分鐘才逆轉連

進三球，以 3比 1逆轉台體大，取得本盃賽

的第一勝。第二場比賽對戰北市大，北市大

選手訓練有素，以守為主，適時反擊，整場

比賽控球還是南華巴西生的天下，但久攻不

下，上半場快終了前，兩人小組快攻得手，

以 1比 0 領先南華，下半場開賽不久再一次

長傳急攻，橫傳門前輕擋反彈入網，以 2

比 0領先南華，終場就以 1 比 2落敗。第三

戰輕鬆以 12比 0大勝屏科大，以兩勝一敗

分組第二晉級八強。 

    

八強首戰長榮大學，以 5比 0輕鬆獲勝，四

強賽對上地主吳鳳科大，以 2比 3落敗，吳

鳳體型、速度與護球，團體的搭配默契、傳

導與戰術，均

屬上乘，整場

比賽控球約佔

六成，戰術上

以外圍長射為

主，不與巴西

生比個人盤帶

技巧，積極搶

斷，有機會即

射門，成功擊敗南華。最後季軍賽再次對上

北市大，南華主控全場，巴西生數度製造不

錯的射門機會，都差臨門一腳，下半場開賽

後持續僵持，進行到剩 3分多鐘左右，南華

趁一次快攻，卓敖禁區助攻貝德羅得分，

以 1比 0領先，但是又好景不常，進球後掉

球再現，士氣潰散，在終場以 1比 2輸掉該

贏未贏的比賽，輸得可惜，最終本賽事南華

足球隊獲得第四名殿軍的成績。 

    五人制足球與 11人制足球雖然同樣是

足球，但差異很大，五人制著重在攻守快速

轉換與小組搭配，以及瞬間爆發力表現，個

人技巧不太容易發揮，南華足球隊員以踢

11人制為主，戰術與踢球習慣都較難適應

五人制足球，而北市大、台體大與銘傳等校

都有 11人制與 5人制的兩支專項球隊，球

員互不隸屬，比賽遇到專業球隊則專業高下

立見。(許伯陽/運程)  

比賽 對戰 成績 

108學年大專五人制足

球錦標賽公開男子組 

南華大學 vs 台體大 3:1(勝) 

南華大學 vs 北市大 1:2(敗) 

南華大學 vs屏科大 12： 0(勝) 

南華大學 vs長榮大學 5： 0(勝)(八強) 

南華大學 vs吳鳳:3:4(敗) (四強賽) 

南華 vs北市大 1:2(敗)(季軍賽) 

第四名 

頭條 2 



5 月 20 日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程進行 109 學年度

新生面試會，預計在 106 位報名者中選出 40 位優

秀新血，加入南華運程的大家庭，這次的招生也是運程的第四屆學

生，成立於 106 學年在 109 學年終於集滿四屆，成為完整的一個

四代同堂的學系。 

        這一屆剛好是 105 學年首屆棒球隊畢業的年度，人數最多，因

此本屆需要補進較多的新血，員額分配上棒球專長最多，其次為大

換血的男子籃球隊，以及去年大專排聯成績不錯的男子排球隊，過

去招生主力國武術、跆拳與木球等個人項目，本屆受到擠壓而人數

減縮，運程未來的發展上，將逐漸限縮在籃、排、足、棒等四大聯

賽項目。 

        今年的招生以此為主軸，招到素質為歷年最佳的新生，棒球隊

多位選手有國手資歷，男子排球隊有 U20 國手培訓隊選手，男子

籃球隊則是 HBL 乙組名校立仁高中主力報考，也有學測成績 53 級

分的學生對本運程的課程規劃很有興趣而來報考，素質與人數更勝

往年，我們將以競技實力、學科能力與運動認同來選擇其中優秀的

學生，我們不僅要在運動的競技實力上出類拔萃，也要在第二專長

運動產業管理、健康促進指導、運動教練與運動防護等發展方向積

極學習，在大學四年中發光發熱，畢業後銜接就業。(許伯陽/運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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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運程舉行招生面試會   

秉持 南華棒球隊的優良傳統，3 月 22 日與各大專棒球

名校同一時期一同爭取優秀選手加盟，在術科的投

打守跑等測驗中，有 50 多位各高中名校的好手報

考，大家使出渾身解數展現球技，爭取為數不多的名額，期盼成為第

五屆的南華棒球隊成員，我們期待新血補上即將畢業的大四學長，也

更加強原陣容的強度，再次挑戰大專列強。 

    本校於 105 學年招收 28 位棒球好手成立首屆的南華棒球隊，

歷經四年，首屆的選手將於今年畢業，因此，棒球隊需要在 109

級的新生中補足戰力，我們預計錄取 22位選手，讓球隊的陣容能

持續堅強，所有新生將於 7 月 20 日底定，隨後將入住七村宿舍，

展開暑期訓練，開始一整年的大專棒球賽季。(許伯陽/運程) 

南華棒球隊招生術科檢測 

HBL乙組南區複賽賽務工作 

嘉義 市國民運動中心於 5月 11 日到 16日承辦高中籃球

聯賽乙組南區的複賽賽程，今年因為肺炎疫情關

係，比賽一延再延，場地也因此而一直無法定案，最後嘉義市國民

運動中心願意接手承辦，但要以同一地點兩面場地同時開打的方式

來進行，藉以消化男子 56 場女子

38 場的比賽，同樣閉門比賽不對外

開放，運程同學支援此一密集賽

事，大會相當重視賽事的流暢進行

以及防疫工作，必須要做到進出口

管制消毒，以及場與場間的清潔工

作，致使大會賽事圓滿落幕。(許

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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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一位運動員轉換人生-世大運金牌 黃怡學           運程講座 1 

運程講座：如何從一位運動員轉換人生 

講者：黃怡學 

背景：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競技研究所碩士 

2003年全國運動會體操地板-金牌 

2005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體操跳馬-金牌 

2005年東亞運動會體操跳馬-銀牌 

2006年亞洲運動會體操跳馬-第八名 

    黃怡學 2005年在土耳其世大運中異軍突起，成功取得台灣第一面

世大運體操跳馬金牌，在人生的巔峰年代，多次取得國際賽的佳績，

但於 2007 年爭取 08年北京奧運的資格中，過度訓練造成身體多處傷

害，最終 25歲即退出體操

界，但也因此開啟他的另

類人生。 

    黃怡學提到 2005年也

就是他練體操的第 17年才

拿到第一面的國際賽獎

牌，這趟賽程前的兩個禮

拜還得了蜂窩性組織炎，

出發時班機又延遲，但他

因為心中一直堅持著一個

信念「不到最後一刻不放

棄自己的夢想」，所以這

場比賽他用了 2個高難度動作取得了世大運金牌。但一個運動員在蛻

去運動員的身分後要如何轉換人生的跑道呢？黃怡學發現如果把他國

手光環拿掉了以後他的履歷是空白的，就只

是個平凡的一般人，他也從事過許多不同的

工作，最後他成了一名流浪教師，曾經一個

禮拜兼了 54 堂課，因為他知道「現在過別

人不想過的日子，未來就過著別人無法過的

日子」所以他 36歲時就退休了，在外人眼

裡看似令人羨慕的生活但黃怡學也在每一年

替自己設下不同的目標，不斷的學習不斷的

前進，在講座的最後他也勉勵同學「當年有

強大完成夢想的動力，就沒什麼事情可以奪走你實現夢想的決心。」 

聽完這場演講以後也讓學程的同學開始有了啟發，如果哪天蛻去運動

員身分後，未來的路要如何轉換跑道呢？(盧珮嘉/運程) 

中華職棒彈力球事件-美國大聯
盟經紀人 鐘勝宏 運程講座 3 

運程講座：中華職棒彈力球事件 

講者：鐘勝宏 

經歷：美國大聯盟球探 

學歷：清華大學物理系、加州州立夫勒頓大學體育碩士 

    鐘勝宏過去為 MLB波士頓紅襪隊亞洲區探球，接過曹錦輝、黃俊

中等人的經紀人工作，為國內早期投身球探與經紀人工作者之一，加

上本身理科背景，對於棒球知識與棒球產業有著很深的歷練與見解，

本次講座的主題為中華職棒彈力球事件，正值今年肺炎疫情導致中華

職棒為全球唯一的職業賽事，受全球關注，但全壘打滿天飛讓世人不

禁懷疑中華職棒式打者特別厲害?還是投手特別差?球的彈性到底為

何?鐘勝宏提出過去在 2016年中華職棒彈力球事件的始末，對職棒的

傷害以及他追根究柢所造成的影響，全場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學生們

了解科學數據對於運動公平的重要性，科學儀器設備的介入將使運動

更有說服力，更能滿足大多數人對於運動比賽的期望，彈性係數的制

定將影響投手與打者，不可不慎。(許伯陽/運程) 

運動團隊如何陪伴運動員-大林慈
濟醫院運動醫學團隊 陳韋任醫師 運程講座 2 

運程講座：運動團隊如何陪伴運動員 

講者：陳韋任醫師 

任職：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醫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成功大學環境醫學所職業醫學組 

    陳韋任醫師為大林慈濟醫院運動醫學團隊的負責人，為運動醫學

領域的傑出醫師，目前負責中華職棒味全龍的運動防護工作，在韋任

醫師的主導下，南華的運動團隊才得以和大林慈濟的運動醫學團隊合

作，照顧選手的健康。本次的演講，即以慈濟的運動醫學團隊為例，

談如何陪伴運動員共同來突破自身的身體極限，如何應用醫院的專業

儀器資源，來改善運動員的身體恢復，如何應用醫學的心理治療，來

改善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如何應用醫院的復健專業，協助運動員的傷

後復建，健康的再次回到賽場。最後，陳醫師也提出整合醫療的重要

性，在多科別如骨科、復健科、外科、內科、神經科的綜合判斷，對

於運動傷害的診斷將可更為精確，治療的程序將更為有效，更有機會

以健康的身體回到賽場上。(許伯陽/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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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學與經營-崇越北大運動中心副執行長 王宸浩           運程講座 4 

運動員必備的技能-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系教授 曾沈連魁  運程講座 5 

運程講座：體育行政組織之重要

性與現況 

講者：周靈山 

學歷：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現職：吳鳳科大副教授 

吳鳳科大周靈山教授來校演講，

主題為"體育行政組織之重要性與

現況"，周教授由自身的求學歷

程，由大安高工的汽修科黑手工

作，轉讀文大傳播系，與大專體

總 10多年的就業經驗中，再轉讀

國體大體研所，在吳鳳科大任職

時歷練設置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系的過程，經歷創系、評鑑、體

育館興建、專業教室如重訓室、

飛輪教室與 TRX壺鈴等教室的設

置，讓同學們身歷其境的走入體

育行政與學校體育的核心，同時

也了解未來就業的可行方向。(許

伯陽/運程) 

體育行政組織之重要性與現況 
–吳鳳科大休運系教授 周靈山  運程講座 6 

運程講座：運動科學與經營 

講者：王宸浩 

學歷：北市大球類系 

背景：中華職棒中信鯨 

    崇越科技以半導體科技業起家，跨足環

保綠能與食品科技，另郭董事長熱愛棒球，

崇越再跨足健康樂活領域，並成立社會甲組

的崇越科技(現更名安永鮮物)隊，以 OT方式

標下 5+3年的台北大學運動中心，其中重要

推手即是王宸浩副執行長，王宸浩為出身淡

水的棒球選手，棒球生涯從榮民體系的中山

實小少棒隊啟蒙，國中畢業後報考臺北體專棒球隊，後來因緣際會到

了由崇越貿易組成的棒球隊而再度燃起棒球夢，一年後再度報考臺北

體專棒球隊並如願

錄取。職棒時期進

入中華職棒和信鯨

隊，日後亦隨中信

鯨隊(原和信鯨隊)

解散而離開職棒

圈。 

    王宸浩擔任過

國家成棒隊體能教

練，以及多年的大

學隊社會隊教練的

經驗，初期雖以教

練身分投入崇越科

技的團隊，在上級賞識下逐漸跨入集團的健康樂

活領域，台北大學運動中心即是現階段王副執行

長的重點工作，除了服務一般民眾的運動健身

外，另成立運動表現訓練中心服務競技選手，引

進大聯盟等級的專項運動設施，規劃引進日本初

動負荷的訓練設備，屆時將成為國內完善的棒球

運動科學的訓練場館。王宸浩以自身的生涯發展

鼓勵同學們勇於改變勇於學習，在轉換跑道的過

程中，會漸漸發現自身不足，為了更上一層樓而

努力，因為這些努力才能有轉行成功的成就。

(許伯陽/運程) 

運程講座：運動員必備的技能 

講者：曾沈連魁 

學歷：國立體大體育教育博士 

現職：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 

    運程邀請鄰校中正大學運技

系教授曾沈連魁來校演講，沈老

師畢業於輔仁大學體育系，在中

正大學任教時取得國立體育大學

的博士學位，主修運動教育學，

有多項專長，包括運動心理、運

動訓練與幼兒體能等，從小就喜

歡運動，田徑是他的基礎專項，

之後延伸到籃球、網球、攀岩與

射箭等，他以自身的經驗分享一

句話：我若不是在網球場，就在

往網球場的路上，充分展現熱愛

運動的心及堅持的態度，也用故

事的方式分享，運動員該有的技

能，特別是在心智的部分，也說

到一個運動員體能及技術是環環

相扣、密不可分的，也分享自己

從無到有，從事幼兒體能這方面

的領域，也說到一個重點，當自

己用心投入時，不出一年的時間

就能有接近專業的知識能力，而

說到一個運動員必備的技能，一

個身心靈的健康是必須的，還有

生理條件、技術訓練、教練與教

育心理及競技舞台，而用一句

Here and now 點醒，在有壓力時

專注於現在，專注當下，對於一

個運動員是非常重要的，最後，

一個運動員的內在更勝過外在，

要有正向的思考，懂得享受過

程，善用運動中得到的經驗，學

會逆向思考，是成功的必經之

路。(梁嘉展/運程)  



南華 大學自 105學年度成立甲組

棒球隊與足球隊，短短四

年，兩校隊在賽場上成績表現相當亮眼，近

兩年棒球隊更有 7位球員陸續入選職棒球

隊，1位入選社會棒球

球隊，3位足球員入選

企業甲組聯盟球隊。此

外，本校亦有籃球、排

球、武術及跆拳道等校

隊，為培養運動競技人

才以及培育其第二專

長，於 106 學年度設立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

學位學程」，並招收運

動專長學生培育運動產

業管理人才與運動介入

之健康促進指導人才。

為提供學生有實務學系

的實習機會，特別於 5

月 20日與「三好體育協

會」簽署產學合作，將攜手培育運動國手及

運動管理人才。當天由南華大學林聰明校

長、三好體協劉招明會長進行簽約儀式，林

辰璋副校長、三好體協秘書長覺禹法師、副

秘書長慧功法師等貴賓亦蒞臨共襄盛舉。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感謝三好體

協的大力支持，讓南華成立了甲組棒球隊與

足球隊，且日益蓬勃發展。學校也秉持創辦

人星雲大師體育弘法的理念，透過運動校隊

展現學校的辦學特色，藉以宣揚南華。除了

棒球隊與足球隊有亮眼的戰績、捷報連連；

近年來武術隊也是賽場上的常勝軍，校隊榮

譽對於南華曝光度與校譽都有顯著提升，也

讓全校師生與有榮焉。運動校隊的學生不僅

注重運動競技，更重視品德教育的薰陶，同

時也要能顧及學業，也因此設立「運動學

程」提供完善的培訓體系訓練競技選手投入

職場外，也培育學生第二項專長，包含運動

教練、運動產業管理、健康促進指導等，讓

學生未來的就業機會更寬廣。 

    三好體協會長劉招明指出，三好體協與

南華大學可說是一體的，藉由產學合作更能

促進雙方密切合作，未來將提供學生寒暑假

實習的機會，包含球隊經營、運動行銷與體

育行政等實際業務。未來三好體協將會提供

更多的資源，與學校一同攜手培育優質球

員，讓球隊能提升運動競技水準，同時也能

透過在運動場上展現積極奮鬥的運動家精

神，將「三好運動」推廣到全世界。 

    會後，林聰明校長帶領劉招明會長等人

參觀球隊的練習場域，包括綜合球場、新設

置的專項重量訓練室與室內足球場等，劉會

長不僅讚揚林校長優質辦學，也感謝學校為

球隊建置完善的訓練環境，未來也將注入相

關資源協助學校球隊的發展，攜手培育運動

選手及運動產業之人才。(南華大學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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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運動學程與大林慈濟運動醫學團隊產學合作  

南華運程與三好體協簽訂產學合作協定  

位於 嘉義縣大林鎮的南華大學與大林慈濟醫院皆是當地重

要的教育及醫療資源，雙方長期合作多年，更皆為佛

教團體創辦的機構，關係友好。近年來南華大學棒球隊、足球隊、排

球隊、籃球隊以及武術隊等運動校隊相當活躍，在運動醫學治療與諮

詢方面需要專業團隊協助，因而促成該校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

程與大林慈濟醫院運動醫學團隊產學合作，並於 4月 30日由南華大

學林聰明校長與大林慈濟醫院簡瑞騰副院長進行簽約儀式。該校吳萬

益副校長、林辰璋副校長及運動

校隊教練團與隊員皆出席與會，

慈濟醫院運動醫學團隊亦出席共

襄盛舉。未來慈濟醫院除了提供

運動醫學治療與諮詢之外，也將

與南華大學攜手培育運動傷害防

護人才。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

大林慈濟醫院是在地權威的醫療

體系，多年來與該院關係友好並

有相關合作，除了安排每週校園

駐診醫師及每年新生入學體檢服

務，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完善的健

康諮詢服務之外，亦曾提供應社

系與生死系學生實習機會，而生

死系的安寧療護跨領域學程也特

別聘任孔睦寰醫師蒞校授課；民

音系更結合課程帶領學生走入社區到慈濟醫院參與公益演出，不僅提

供學生不同的表演平台，也從中落實生命教育的意涵。此外，賴寧生

院長更是南華大學的產業諮詢顧問，而陳佳徽主任是第七屆傑出校

友，足見雙方長久以來關係極為密切，此次運動學程能與大林慈濟醫

院運動醫學團隊正式簽署產學合作，相當樂見其成。簽約當天正值

「佛誕日」，對於雙方皆為佛教團體創辦的機構而言，極為殊勝。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主任許伯陽指出，此次合作內容包含整合型運動醫

學治療與諮詢、運動團隊隨隊之傷害防護、專業運動醫療之講座或課

程、運動能力評估與檢測、運動科學與臨床醫學研究與學生就業實習

等事宜。 

    許主任提到，比賽現場的即時防護對運動團隊相當重要，特別是

急性運動傷害最為棘手，若能及時處理將能縮短恢復期，而運動前的

身體調整、比賽中的冰敷貼紮以及賽後的疲勞恢復，都必須由專業醫

療團隊提供協助。此外，慈濟醫院對於競技運動員身體與心理評估的

儀器與專業分析，將能在平時訓練時

提供很好的科學數據，提升選手的競

技能力；該團隊的科研研究，亦可開

發提升競技水準的訓練方法或指標。

未來有關專業運動醫療講座或課程，

皆能夠投入更多的醫療專業師資，讓

南華學生擁有更豐富多元的的學習資

源，也讓運動學程畢業後除了可以也

在運動界發展，也可以與業界無縫接

軌。 

    簡瑞騰副院長表示，慈濟醫院是

醫學中心等級的醫院，更為全國頂

尖，並且在北、中、南、東部地區皆

設有分院，不僅可提供南華校隊運動

員的健康管理諮詢，球隊若在各地進

行賽事也都能提供最佳的運動醫療服

務。簡副院長也非常讚揚南華大學亮

眼的辦學績效，尤其是註冊率連續兩年為私立大學第一，相當不容

易，同時也期許此次合作能創造雙贏，除了能提升區域性運動競技專

業醫療服務與在地學校的運動醫療水準，增加學生競技運動實力外，

未來也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的機會，共同培育運動傷害防護相關人

才。當天簽約儀式結束後，特別邀請陳韋任醫師演講，以運動醫學之

主題分享運動醫療相關資訊，也讓運動員更加瞭解運動傷害的預防與

復健。(中央通訊社)  

產學合作 1 

產學合作 2 



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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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勝 3 敗 0 積分帶入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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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vs 銘傳大學 0:3(敗) 

108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公開一級複賽，2 勝 2 敗，未進四強決賽，最

終第六名  

南華大學 2 ： 1 美和科大(勝) 

嘉義大學 5 ： 2 南華大學(敗) 

南華大學 0 ： 5 開南大學(敗) 

台北市大 4 ： 10 南華大學(勝) (隊史首次對戰) 

109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預賽 ，以分組第二名晉級決賽 

中信學院 1 ： 6 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6 ： 1 列特博生技(勝) 

南華大學 5 ： 1 義守大學(勝) 

開南大學 5 ： 3 南華大學(敗) 

南華大學 15 ： 1 長榮大學(勝) 

台灣啤酒 3 ： 13 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7 ： 4 中華醫大(勝) 

南華大學 9 ： 2 高苑科大(勝) 

吳鳳科大 0 ： 11 南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0 ： 5 台東大學(敗)  

109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決賽 ，以 1 勝 2 敗並列第九名 

南華大學 vs 開南大學 3:0(勝)(隊史首勝) 

南華大學 vs 安永鮮物 0:2(敗) 

南華大學 vs 合作金庫 0:12(敗) 

排球 

108 學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級男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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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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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校際比賽總成績     

108 學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級男子組 16 強全國決賽，0 勝 2 敗，

並列第九名(隊史紀錄) 

南華大學 vs 靜宜大學 2:3(敗) 

南華大學 vs 嘉藥大學 0:3(敗)  

足球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男子組，第一輪 3 勝 4 敗，第二輪 2

勝 1 敗，剩四場於年後進行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男子組，第二輪四場賽事，2 勝 2 

敗，兩輪合計 7 勝 7 負 21 積分戰績名列第五，最終無緣四強  

南華大學 vs 淡江大學 3:0(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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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勝)  

108 學年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男子組，五至八名 ，最終第五名 

南華大學 vs 文化大學 3:0(勝)  

南華大學 vs 吳鳳科大 2:1(勝)  

108 學年大專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公開男子組預賽，分組第二晉級八

強，最終第四名 

108 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三級男子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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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三級男子組全國決賽，最終第四名 

南華大學 4:2 東華大學(勝) 

南華大學 1:0 東海大學(勝) 

南華大學 4:0 長庚大學(勝) 

四強賽：南華大學 0:2 政治大學(敗) 

季軍賽：南華大學 0:2 元智大學(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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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 vs 台體大 3:1(勝) 

南華大學 vs 北市大 0:1(敗) 

南華大學 vs 屏科大 12:0(勝) 

南華大學 vs 長榮大學 5:0(勝) (八強) 

南華大學 vs 吳鳳科大 3:4(敗) (四強賽) 

南華大學 vs 北市大 1:2(敗) (季軍賽) 



     

    截至 0620，運程三個年級共計有 32人取得 49張證照，其中三年級 12人 26張，二年級 16人 19張，一年級 4人 4張，本學程畢業的證

照門檻為運動資格證書或教練裁判證一張，以及檢測、急救或其他專業證照一張，共兩張證照，請參照各年級之畢業資格證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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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第二學期證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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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TRX懸吊訓練師培訓(STC)證照 TRX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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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籃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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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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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琳湘 10634017 三 國武術運動 C 級教練證照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8 張茗豐 10634037 三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9 盧珮嘉 10634039 一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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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十字會成人、兒童及嬰兒 CPR+AED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1 彭崇凱 10634032 三 籃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12 潘程唯 10634027 一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3 張愷倫 10734024 二 室內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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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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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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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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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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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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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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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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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陳仕峰 10734028 二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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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李俊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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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室內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5 謝雨璇 10734051 二 室內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6 詹子慶 10734005 二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27 許暐承 10734052 
二 巧固球裁判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二 巧固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28 謝愷溢 10734058 二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29 曾宥彬 10834011 一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30 洪宇哲 10834003 一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31 陳元鈞 10834012 一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32 楊鈞威 10811013 一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