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第十四屆理事長候選人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學歷 現職   參選資格 

政見及本人同意公開 

揭露之個人資料 

1 羅俞欣 女 65.12.11 碩士 南投縣射箭委員會主委 個人會員 

1. 辦理全國賽事及技術

訓練營，提升基層女

壘競技實力。 

2. 每年捐贈及籌措經費

提供壘球協會行政、

人事支出、中華各級

代表隊及全國賽事活

動使用。 

3. 爭取舉辦國際錦標賽

事，提升台灣在國際

能見度。 

4. 持續辦理企業聯賽，

讓台灣女壘循序漸進

走向職業化目標。 

5. 推展女性參與體育團

體決策、倡導兩性平

權並且落實體現。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第十四屆理事候選人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學歷 現職 參選資格 

本人同意公開 

揭露之個人資料 

1 吳尚謙 男 57.09.17 中學 新世紀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2 林倚帆 女 62.07.28 大學 自由業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3 謝宜芳 女 71.06.24 大學 自由業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4 陳冠宜    女 58.09.05 大學 自由業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5 江林秉 男 57.01.20 高中 商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6 牟澄      男 37.04.24 大學 社會服務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7 徐清福    男 47.01.10 高中 福哥藝品董事長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8 李祚民    男 50.9.2 大專 御象體育用品社負責人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9 張傑鈞   男 57.03.18 大專 商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0 陳鴻麟 男 57.12.22 高中 竺利企業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1 洪森林   男 50.3.3 碩士 光正國小主任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2 王士豪   男 76.05.14 碩士 東海大學講師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3 洪錫龍   男 51.11.22 中學 商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4 王國志   男 59.06.16 大學 新竹縣立五峰國小總務主任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5 胡國彬 男 56.02.27 中學 商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6 吳宏益   男 48.12.15 碩士 退休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7 洪晟碩 男 81.05.04 大學 南投縣體育會員工 個人會員理事 同意 

18 鄭振雄   男 55.11.15 大學 南投縣體育會壘球委員會 主委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19 張太陽    男 42.12.21 大學 苗栗縣縣議員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0 楊賢銘   男 48.4.30 碩士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1 林展緯   男 70.03.21 碩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組 組長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2 吳佳蓉 女 58.04.30 大學 高雄市五福國中教練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3 賴信成   男 66.12.02 大學 南投縣埔里國中教師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4 林尚輝    男 48.03.29 高中 南投縣慢壘會總幹事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5 張國信   男 56.08.12 大學 彰化縣體育總會壘球委員會總幹事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6 何宜芬   女 69.04.15 大學 臺北市體育總會壘球協會總幹事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7 林德隆 男 47.01.18 博士 國立台灣師大教授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8 張世義   男 62.02.19 大學 南投縣埔里高工體育教師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29 韓幸霖    女 62.06.27 大學 台北市士林高商教師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30 蔡瑜君   女 59.12.14 大學 台北市東園國小教練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31 陳美分 女 68.4.20 大學 台北市立農國小教練 團體會員理事 同意 

32 陳妙怡 女 72.02.23 碩士 國立台灣師大教師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3 邱貞婷 女 64.11.23 大學 秀峰高中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4 蘇玉純 女 53.02.16 大學 台北市士林高商教師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5 東昀錡 女 70.12.27 碩士 教師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6 李秋靜 女 71.10.09 碩士 教師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7 賴孟婷    女 73.03.01 大學 國訓中心專項教練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8 張麗秋    女 69.02.29 大學 南投縣埔里國中教練 運動員理事 同意 

39 江慧娟   女 71.05.14 大學 南投縣埔里國中教師 運動員理事 同意 

40 林佩君 女 77.09.03 大學 教練 運動員理事 同意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第十四屆監事候選人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學歷 現職 參選資格 

本人同意公開 

揭露之個人資料 

1 余克勤 男 55.03.28 高中 商 監事 同意 

2 蕭祝元 男 56.08.19 高中 南投縣慢壘會裁判長 監事 同意 

3 張聯亞 男 46.01.14 大學 商 監事 同意 

4 張廷瑞 男 57.02.04 大專 商 監事 同意 

5 孫大偉 男 62.08.03 大專 商  監事 同意 

6 鄭正昌    男 62.5.10 高中 商 監事 同意 

7 詹堃鶯    女 39.08.25 大學 社會服務 監事 同意 

8 汪俊宏    男 67.07.25 專科 商 監事 同意 

9 洪銘惠   男 51.07.03 高中 南投市公所 監事 同意 

10 陳銘峰 男 67.10.11 碩士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輔導員 監事 同意 



11 鍾旻修   男 67.07.19 碩士 教師 監事 同意 

12 林明益   男 48.01.15 高中 台南紡織公司 監事 同意 

13 戴少清   男 52.09.20 專科 自由業 監事 同意 

14 吳信勇 男 52.09.28 高職 自由業 監事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