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現職 照片 參選政見 參選資格

1 紀昭印 男 51.06.08 臺中市 文化大學 台中縣議員、臺中市市政顧問 台中市政府工策會專員

1. 致力推廣手球運動

2. 教育訓練手球人才

3. 提倡公平競爭的手球競賽活動

4. 創造國內外優質手球環境

運動員理事

2 顏國松 男 73.01.06 新北市 大學

100年在台中市潭子國小代課兼手球教練

101年台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女子手球隊當任教練

103年台中市崇倫國中手球隊當任教練

2002年參加亞運培訓隊。

2002年參加亞洲青年盃。

2003年參加奧運資格賽。

2004年參加亞洲青年盃。

2009年參加世界運動會。

崇倫國中正式專任教練
1.促進國內更多優秀選手

2.手球如何跟其他球類一起併論

運動員理

事

3 蔡漢川 男 67.10.25 新北市 碩士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小教師兼組

長
為手球運動盡心盡力

運動員理

事

4 陳毓仁 男 70.02.08 臺中市
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107~109年台中市大里高級中學 鐘點教練(手球)

110~111年台中市大里高級中學 代理專任教練(手球)

臺中市大里高級中學代理專任教

練(手球)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運動員理事

5 賈凌慧 女 71.02.17 臺北市
臺北體育

學院

選手參賽成績

2016年布達佩斯世界沙灘手球錦標賽---第六名

2014年巴西世界沙灘手球錦標賽

2014年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亞軍

2014年第四屆泰國亞洲沙灘運動會(亞沙運)---亞軍

2013年卡利世界運動會(世運會)---殿軍

2013年香港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亞軍

2012年第三屆海陽亞洲沙灘運動會(亞沙運)---亞軍

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世運會)---第五名

2008年第一屆峇厘島亞洲沙灘運動會(亞沙運)---第3名

2007年亞洲女子手球錦標賽---第四名

2006年杜哈亞洲運動會女子手球(亞運會)---第五名

2006年波蘭世界大學女子手球錦標賽---第五名

(獲選得分王與最佳7人)

2002年亞洲青年手球錦標賽---亞軍

2001年第三屆大阪東亞運動會女子手球---殿軍

2000年第八屆亞洲女子手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手

2000年第七屆亞洲女子手球錦標賽暨2000年雪梨奧運亞洲區格賽國家代表

隊選手

帶隊參賽成績

2019年港都盃國際沙灘手球邀請賽---冠軍

2018年俄羅斯世界沙灘手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教練

2017年泰國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取得世錦賽資格)---第3名

2016年亞洲青少年沙灘手球錦標賽教練---第3名

2015年阿曼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教練(取得世錦賽資格)---亞

高雄高商

1.抱持熱愛手球的初衷與對協會理念的支持，協助手球委員會工作的推動與執行。

2.盼能以選手視角提出更多面向的規劃與觀點，協助協會開發拓展，培育更多優秀

球員。

3.積極為選手與教練爭取比賽與選拔之權益。

運動員理事

6 黃欽永 男 50.1.5
台中大

甲
碩士

國中、大學教師

手球國家隊選手、教練 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室教授 運動員理事



7 鄭淵聰 男 62.2.17 台中縣 碩士 2002年釜山亞洲運動會手球項目-第五名 臺中市立忠明高中-學務主任

1、 抱持熱愛手球的初衷與對協會發展理念的支持，身為手球人盡一點微薄力量，

希望能讓大家看到手球協會的努力。

2、 盼能以手球選手過來人的視角提出更多面向的規劃觀點，協助協會發展開拓，

培育更多手球球員。

3、 企盼手球項目可以納入手球企業聯賽，手球人一起共同努力，讓更多民眾喜歡

手球運動項目。

8 楊國煌 男 46.11.5 台灣

台師大體

育系研究

所結業

1.1978年當選國家男子手球隊員

2.1990年擔任亞青男/世界大學男子手球國家隊教練

3.1993年於日本東京考取手球國際裁判

4.擔任第10、11屆中華民國手球協會理事

5.擔任第12屆中華民國手球協會副理事長

6.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體育系副教授兼體育室主任、總務長

7當選第12、13屆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委員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體育系副教授

(兼任)

1.關心協會各項業務推動

2.協助推展各級選手的選、訓、賽及國家代表隊的組訓

3.積極培育養成手球教練及裁判師資

4.推廣手球運動和產業界結合，以利台灣手球運動整體水準向上提升發展

5.協助推展中等學校手球聯賽及社會組企業手球聯賽

運動員理事

9 王志忠 男 65.10.8 雲林縣 碩士

第12屆中華民國手球委員會理事

2002年釜山亞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手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3.落實監督本會之財務狀況

4.督促辦理選手參與國內外之賽事

運動員理事

10 宋孟遠 男 57.9.2 台中縣 博士

一、1987、1989、1995代表中華台北參加亞洲盃手球賽。

二、民國82年進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服務迄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教授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運動員理事

11 邱奕帆 男 76.11.21 桃園 大學 2014.2018亞運會 台北市立內湖國小-專任運動教練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運動員理事

12 譚崇聖 男 67.11.19 台灣 碩士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手球專任運動教練(跨校服務)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手球專任運動教練(跨校服務)

臺北市立萬大國民小學手球專任運動教練

臺北市立舊莊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手球隊助理教練

日本本田熊本職業手球隊

南投縣力行國小教師

臺中縣大甲國小實習教師

萬大國小專任教練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運動員理事

13 林佳和 男 53.2.6 台北市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任秘書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選訓委員、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紀律委員會主席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

任秘書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選訓委員、中

華民國足球協會紀律委員會主席

1.協助解決協會艱難財務問題

2.提升國內各級賽事舉辦品質

3.強化各級國家代表隊選訓賽輔
個人理事

14 李源坪 男 49.4.4 台中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
臺中市體育總會手球委員會總幹事 臺中市立大甲國中教師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個人理事

15 張榮顯 男 49.8.3 台灣

國立台灣

體育運動

大學研究

所畢業

2002釜山亞運教練、2008峇里島亞沙運總教練、2010廣州亞運總教練

2012海陽亞沙運總教練、亞錦賽總教練、2013 Cali世界運會總教練

2016布達佩斯世界沙灘手球錦標賽總教練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教練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個人理事

16 戴暉恩 男 1968/5/13 新北市 碩士

1. 國小教師、主任、校長

2. 宜蘭縣體育會手球委員會委員、主任委員

3.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國家級裁判、裁判組組長

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教

師

2.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裁判組組長

1.協助推動全國手球運動發展。

2.促進協會組織制度化。

3.健全裁判制度與積極培養新進人員。
個人理事

17 王丕助 男 58.5.6 台中縣 碩士 國際手球裁判、國際沙灘手球裁判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 校長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個人理事



18 王慶堂 男 56.2.23 彰化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

士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局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產業學院 院長、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教授兼

主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資訊

與傳播學系 教授

1.完善手球協會運作秩序與管理體制，強化各委員會之功能與職掌。

2.健全手球協會財務制度與措施。

3.落實基層選手培訓制度及潛力選手培育管道。

4.協會主辦賽事規程與賽制標準化，加強教練與裁判之協調與共識。

5.加強國際聯繫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賽事，提高國際競爭實力。

個人理事

19 李銘崇 男 61.9.21 苗栗

臺中教育

大學科學

應用推廣

教育系碩

士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小主任、教師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小手球隊教練

臺灣自然研究學會理事

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小教師

1.站在基層的角度，協助協會辦理各項活動更能貼近選手與教練需求。

2.提高手球能見度，讓更多民眾了解手球運動。 個人理事

20 張勇生 男 58.8.6 台中縣 碩士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小教師、主任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小校長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小校長 為手球運動盡心盡力 個人理事

21 蘇政賢 男 61.9.18 台中縣

樹德科技

大學資訊

工程研究

所

107年亞洲青少年男子手球錦標賽第三名

108年亞洲沙灘手球錦標賽第三名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教練

1.協助台灣手球運動，盡力促成手球職業聯賽，將台灣手球推上國際。

2.協助學生手球，將學生手球運動環境改善，提升比賽品質，多元學生升學管道，

以利基層手球有更多學子願意進入手球運動。

3.促成手球協會內部整合。

個人理事

22 朱治華 男 57.8.21 高雄市
台灣體育

大學碩士

1.彰化縣手球委員會總幹事(民國101-108年)

2.彰化縣舊館國小校長退休 創達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3.加強裁判素質，完善比賽環境
個人理事

23 于德桂 男 52.9.26 新竹縣
台北市立

大學

1.曾擔任2013年第一屆東亞盃手球錦標賽總教練

2. 曾擔任2018年亞洲運動會手球項目國家隊教練 麗山國中專任教練

1.積極發展手球運動

2.增加各級學校發展手球意願。

3.行銷手球策略聯盟合作。
個人理事

24 黎俊裕 男 76.1.3 苗栗 大學

1.曾擔任2017年U17沙灘手球世界盃國家隊教練

2. 曾擔任2018年青年奧運沙灘手球國家隊教練

3.曾擔任2019年世界青少年手球錦標賽總教練
成淵高中專任教練 1.讓手球教練的制度能夠更完善 個人理事

25 吳宗翰 男 75.1.24 台北市 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教育研究所。

亞洲沙灘手球洲際裁判、中華民國手球A級裁判及教練、手球初級專任運

動教練。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生教組長、體育組長)、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體育教師)。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體育教師

兼任導師

1.建立教練、選手、裁判、俱樂部資料庫。

2.推動國、高中手球聯賽制度。

3.推動手球加入高中體總運動項目種類中。

4.推廣輪椅手球。

5.推動假日手球俱樂部聯盟。

個人理事

26 李沛琳 女 68.11.8 高雄市 大學

1.山腳國中 專任運動教練(手球) 107學年起〜

2.山腳國中 代理教師兼任九年級導師及手球教練 106學年。

3.山腳國中 代理教師兼任生教組長及手球教練 105學年。

4.山腳國中 代理代課教師兼手球教練 102學年~104學年。

5.光明國小 代理教師兼手球教練 101學年。

6.山腳國中 體育科鐘點教師 100學年。

7.高雄市立中芸國小 手球專任運動教練 98學年~99學年。

8.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外聘手球教練 96學年~97學年。

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 為手球運動盡心盡力 運動員理事

27 廖育辰 男 58.9.1 雲林縣
國立花蓮

師院
國小教師8年、主任15年、校長10年 雲林縣中山國民小學校長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3.加強裁判素質，完善比賽環境
個人理事

28 柯仕璿 男 81.11.11 台中 高中 高中畢業 當兵兩年志願役 鍠榮鋁門窗行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個人理事

29 邵威凱 男 78.4.8 臺中市 大學 110學年度手球大專杯教練 教師 致力推廣手球運動 個人理事



30 徐師斌 男 54.2.6 桃園 大學 新明國小教師、桃園市體育會手球委員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理事

桃園市體育會手球委員會總幹事  教育訓練手球人才 個人理事

31 林正義 男 53.2.1 彰化縣
國立體大

研究所

桃園市國小校長24年、中華民國手球A級裁判

桃園市國小體育促進會主任委員、桃園市手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桃園市桌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桃園市元生國小校長

桃園市國小體促會主任委員

桃園市體育會手球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桃園市桌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為手球運動盡心盡力 個人理事

32 何志宏 男 56.9.11 台北市 碩士
中華民國A級手球裁判、全國手球協會裁判組副組長、台北市體育總會手

球協會文書組長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總務

主任
 致力推廣手球運動 團體理事

33 王英財 男 57.11.14 台中縣 碩士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龍井國小總務主任

1.協助本會推廣手球運動

2.協助手球運動員之權益爭取 團體理事

34 林郁盛 男 61.8.25 新北市 碩士 台中市手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總經理特助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團體理事

35 莊國藩 男 51.10.19 台北 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教師

新北市體育總會手球委員會總幹事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教師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團體理事

36 黃冠迪 男 72.8.19 屏東縣 碩士 高中教師 高中教師

1.利用媒體直播推廣手球運動。

2.積極籌劃地區性聯賽。

3.將手球項目積極納入高中體總聯賽等。

4.國小端推廣四人制手球。

5.努力尋找企業贊助推廣企業聯賽。

團體理事

37 蔡弘良 男 58.9.11 台北 大學 新北市體育總會手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億源冷凍有限公司

1.促進手球運動發展，提升手球運動技能

2.提供選手良善競技環境 團體理事

38 王秉泰 男 47.11.1 高雄 碩士

臺北市立大學手球隊教練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主任秘書 臺北市立大學球類系教授

1.協助協會運作更加和諧圓滿。

2.協助規劃培育優秀選手，在國際手球舞台，爭取佳績。 團體理事

39 王永泰 男 51.12.6 雲林縣 碩士 曾擔任過亞洲盃及青年手球國家代表隊選手 台中市立大甲國中 專任運動教練 為手球運動盡心盡力 團體理事

40 柯明樹 男 57.10.3 臺中市 碩士 東湖國中教師、麗山高中校長 台北市麗山高中校長

1.積極發展手球運動

2.增加各級學校發展手球意願。

3.行銷手球策略聯盟合作。
團體理事

41 孫任弘 男 68.12.14 臺中市 碩士

台北市龍門國中-教師

台北市松山高中-教師

台北市百齡高中-教師

台北市麗山高中-教師、主任

台北市麗山高中教師兼總務主任

1.積極發展手球運動

2.增加各級學校發展手球意願。

3.行銷手球策略聯盟合作。
團體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