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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歷屆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附件三 

當選年度 當選類別 姓名 畢業年屆 

85 學年度 教學類 潘瑞根 79 年體育學系 

行政類 鄒春選 82 年體育研究所 

競技類 陳淑枝 82 年運動技術學系 

86 學年度 行政類 李仁德 81 年體育研究所 

競技類 張榮三 86 年教練研究所 

訓練類 邱炳坤 8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何台棟 83 年體育研究所 

87 學年度 教學類 許惠明 79 年體育學系 

行政類 林輝雄 85 年教練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王建臺 82 年體育研究所 

競技類 藍孝勤 79 年體育研究所 

訓練類 湯惠婷 80 年運動技術學系 

88 學年度 行政類 余國振 86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吳昇光 81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競技類 湯惠雯 84 年運動技術學系 

訓練類 宋定衡 82 年運動技術學系 

89 學年度 行政類 吳龍山 83 年體育研究所 

競技類 王信淵 88 年運動技術學系 

競技類 酈婉玉 87 年體育學系 

90 學年度 行政類 王水文 83 年體育研究所 

行政類 吳永祿 85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陳鎰明 79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張家昌 80 年運動技術學系 

競技類 詹明樹 89 年教練研究所 

訓練類 張永政 82 年體育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謝榮銘 80 年體育學系 

91 學年度 行政類 劉仲成 85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張木山 85 年教練研究所 

競技類 呂曉娟 87 年運動技術學系 

訓練類 楊賢銘 85 年教練研究所 

92 學年度 教學類 王儷璇 84 年運動保健學系 

行政類 羅元宏 90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陳忠慶 82 年體育學系 

競技類 鄭誠諒 86 年運動技術學系 

訓練類 張榮三 86 年教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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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學年度 行政類 王登方 90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戴遐齡 84 年體育研究所 

競技類 朱木炎 93 年運動技術學系 

訓練類 林政賢 87 年運動技術學系 

社會服務類 葉美琳 91 年體育研究所 

94 學年度 行政類 何金樑 83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詹貴惠 92 年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競技類 高柏松 84 年運動技術學系 

訓練類 許瓊美 80 年運動技術學系 

社會服務類 孫美蓮 90 年體育研究所 

95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許秀桃 79 年體育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許馨文 83 年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林晉榮 78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董燊 85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劉照金 80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郭振維 95 年陸上運動技術系 

運動競技類 林恩宇 95 年球類運動技術系 

運動訓練類 李雲光 87 年教練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張巧君 92 年體育管理系 

96 學年度 一般行政類 房瑞文 86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施文龍 79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黃旭輝 92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河雄龍 80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程文欣 94 年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葉志仙 86 年教練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陳昭昌 84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97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洪進財 85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鄭光慶 81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錢桂玉 86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林宜靜 89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社會服務類 謝智謀 80 年體育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陳學堂 83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類 陳葦綾 96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98 學年度 學校行政類 陳勝雄 93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沈易利 81 年體育學系二年制、84 年體

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蔡佈曦 96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李炯煌 98 年教練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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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類 邱共鉦 86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96 年教

練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方慎思 95 年體育推廣學系二年制 

社會服務類 蔡明堂 98 年體育推廣學系二年制 

社會服務類 黃一元 97 年休閒產經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方介民 97 年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一般行政類 陳莖斐 84 年運動保健學系、86 年運動

科學研究所 

體育教學類 林章榜 83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99 學年度 學校行政類 陳鎰明 79 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林怜利 85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術研究類 黎俊彥 84 年運動保健學系 

學術研究類 李文志 8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簡敬倫 88 運動技術系 

運動訓練類 張育銓 88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曾珮華 98 年運動技擊系 

運動競技類 陳詩園 94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徐淑婷 85 年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教學類 鄭進三 98 年教練研究所 

100 學年度 學校行政類 林文郎 80 年運動管理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郭雄軍 98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李佳倫 8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鄭景峰 87 年運動保健系 

運動訓練類 施雅萍 98 年教練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連玉輝 8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社會服務累 謝素姜 100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楊淑君  

運動競技類 郭振維 98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林怡君  

運動競技類 莊智淵 93 年球類系 

一般行政類 施  誠 85 年運動保健學系 

一般行政類 許光麃 82 年體育研究所 

體育教學類 陳明信 83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101 學年度 學校行政類 許瓊云 81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蘇睦敦 91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張良漢 83 年體育學系 

學術研究類 蔡佳良 94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林玫君 82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吳再富 92 年教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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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類 劉祖蔭 
82 年國立體育學院運動競技學

系 

社會服務類 林高正 93 年教練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盧素娥 84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吳蕙如 98 年運動競技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陳偉殷 99 年球類系 

一般行政類 張鳳儀 88 年教練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盧淑姿 88 年體育研究所 

體育教學類 程俊堅 81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102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楊純碧 87 年體育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鍾麗民 9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董益吾 97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賴清水 95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陳龍弘 98 年體育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詹詠然 102 年教練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易緯鎮 99 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陳維新 89 年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徐梓益 99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蔡永昌 90 年運動技術學系 

社會服務類 吳啟通 99 年體育推廣學系 

社會服務類 范嫚紜 97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黃世州 96 年教練研究所 

企業經營類 黃正岳 82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企業經營類 詹迪光 87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創新精神類 李家梵 93 年體育研究所 

國際傑出類 
巴哈(Bakytjan 

Khalamkhan) 
101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103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賴美芬 95 年休閒產經營系(所) 

一般行政類 賴家馨 91 年體育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李克中 101 年休閒產業經營系(碩) 

學校行政類 謝大才 84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張錦程 84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黃何歲 89 年運動技術學系  

學術研究類 陳美燕 85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林士傑 98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運動競技類 詹謹瑋 99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蔡佳欣 100 年運動技術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王正邦 103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吳奇宸 93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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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類 陳廖霞 91 年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施宏忠 85 年運動技術學系 

社會服務類 劉駿耀 99 年體育推廣學系(碩)      

社會服務類 吳佳穎 92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社會服務類 李政龍 80 年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林進吉 97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胡廷鴻 101 年休閒產業經營(碩) 

創新精神類 游建華 102 年休閒產業經營(碩) 

創新精神類 黃玟靜 91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國際傑出類 葉公鼎 80 年體育研究所 

104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程峻 93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體育教學類 洪慧貞 104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一般行政類 邱炳坤 84 年運動科學研究所 

一般行政類 藍嘉蘋 95 年體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類 鄭健民 84 年運動技術系 

學校行政類 鄭俊傑 80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 

學校行政類 劉先翔 99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溫蕙甄 89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邱文信 93 年體育研究所 

學術研究類 張家揚 96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運動競技類 曾櫟騁 102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運動競技類 許凱貴 102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競技類 孫譓檸 104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張政雄 103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杜美華 90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朱木炎 99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王克威 102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社會服務類 吳海助 96 年體育研究所 

社會服務類 陳憶瑩 102 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呂曜宏 98 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張星雯 102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企業經營類 楊子興 98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創新精神類 王凱立 98 年體育研究所 

國際傑出類 陳康 101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國際傑出類 林孟平 104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 

105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吳柏煒 100 年教練所碩專班 

體育教學類 張晏山 105 年教練所碩士班 

體育教學類 莊偉廷 94 年產經系碩士、89 年產經系 

一般行政類 陳正霖 95 年產經系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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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類 黃志雄 103 年教練所博士班 

學校行政類 甘乃文 105 年體研所(博士) 

學校行政類 巫昌陽 102 年體研所(博士) 

學校行政類 曾沈連魁 96 年體研所(博士) 

學術研究類 王偉琴 94 年產經系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吳慧君 78 年體研所(碩)畢業生 

學術研究類 葉允棋 101 年體研所博士班 

運動競技類 陳彥博 105 年教研所 

運動競技類 鄭怡靜 103 年球類系 

運動訓練類 徐金山 105 年教練所碩專班 

運動訓練類 蔡溫義 85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運動訓練類 賴冠珅 103 年教研所 

社會服務類 李曉鐘 105 年產經碩專班 

社會服務類 吳崇旗 
95 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直攻)博

士 

社會服務類 陳重文 105 年體推系碩專班 

創新精神類 陳益德 104 年健康學院碩專班 

創新精神類 陳彥霖 96 年產經碩 

106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杜光玉 85 年體研所碩士班 

一般行政類 邱其杉 103 年體推系碩職班 

一般行政類 李明鴻 99 年產經系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張家昌 80 年運動技術學系 

學校行政類 李文志 99 年教練所博士班 

學術研究類 黃文經 104 年教練所博士班 

運動競技類 李智瑋 103 年教練所碩士班 

運動訓練類 林育信 85 年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侯鴻章 89 年教練所碩士班 

運動訓練類 范嫚紜 101 年教練所碩士班 

社會服務類 鄭安評 96 年教練所碩職班 

企業經營類 潘偉華 103 年產經系碩士班 

創新精神類 黃禮宏 102 年產經系碩士班 

創新精神類 陳鴻傑 106 年陸上系 

107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韓欣諺 91 年體推系學士在職專班 

一般行政類 張嘉平 
92 年體推系學士在職專班、 

102 年體推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般行政類 張力可 102 年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學校行政類 李俊杰 
84 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95 年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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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類 黃桐絹 
87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學校行政類 陳安妮 85 年體推系學士在職專班 

學術研究類 雷子煥 102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陳怡汶 
94 年運動保健學系學士班、97

年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黃斐馨 106 年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運動競技類 陳瑋涵 
106 年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

程 

運動競技類 詹皓程 

104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107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運動競技類 蔡澤民 106 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訓練類 劉展明 
100 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運動訓練類 廖家興 
91 年運動技術學系、97 年競技

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社會服務類 余維道 
96 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社會服務類 盧文瑞 
105 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 

企業經營類 林俊良 88 年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企業經營類 陳壹豪 
101 年運動保健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創新精神類 陳婷妮 
94 年運動技術學系、97 年競技

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創新精神類 劉進義 
95 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 

國際傑出類 劉宥萱 94 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班 

國際傑出類 戴淑華 

84 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107 年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

碩士班 

108 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王派健 

89 年二年制體育學系學士在職

專班、104 年體育推廣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體育教學類 楊幸鈞 100 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班 

一般行政類 王靖雅 

99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101年體育推廣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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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類 蔡文柏 

101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108年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

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李豪傑 
85年運動保健學系學士班畢業 

88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柯建興 100年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孫美蓮 90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王嘉吉 

96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104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 

運動競技類 李凱琳 
103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106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運動競技類 連珍羚 101年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運動競技類 黃逸柔 
101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106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運動訓練類 邱柏翰 94年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運動訓練類 彭坤郎 
83年二年制體育學系學士在職

專班 

運動訓練類 楊勝雄 95年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社會服務類 周立里 79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企業經營類 陳品杰 
97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105年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 

創新精神類 吳承翰 
87年運動保健學系學士班、104

年運動保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傑出類 姚韋如 
95年適應體育學系學士班、99

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國際傑出類 姚飛龍 
98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 

國際傑出類 黃一元 
97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109學年度 體育教學類 何嘉娥 89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體育教學類 林芝筠 91年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體育教學類 游承翰 107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一般行政類 周德倫 
109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一般行政類 蕭于倫 98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學校行政類 林建成 87年運動保健學系學士班 

學校行政類 劉天麟 
88年二年制體育學系學士在職

專班、92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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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類 劉兆達 
89年二年制體育學系學士在職

專班、97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學術研究類 李克凡 91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運動競技類 李智凱 

107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109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運動競技類 陳怡瑄 

106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

班、108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

所碩士班 

運動競技類 程銘志 108年球類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運動訓練類 李敏玲 
84年二年制體育學系學士在職

專班、86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運動訓練類 林進福 92年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社會服務類 鄭勵君 
87年體育研究所碩士班、96年

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企業經營類 李照圓 
99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企業經營類 周佳宏 

92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在職專

班、105年體育推廣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企業經營類 徐韶廷 106年陸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 

創新精神類 馬文雅 107年健康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精神類 曾麗雪 108年健康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精神類 卓子嚴 

101年體育推廣學系學士班、 

107年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 

國際傑出類 
高賢圭 

(Hyun-Kyu Ko) 
101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國際傑出類 
齊提(Nakibae 

Kitiseni) 

103年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學士

班、104年國際所碩士班、108

年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