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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 職  稱 

001 丁文琴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教師 

002 王俊丁 弘文高中 專任教師 

003 王映心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04 王若存 南光國小 鐘點教師 

005 王慧婷 臺南慈濟高中 學生 

006 冉蕙甄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07 江冠麟 國立竹山高中 
約聘專任運

動教練 

008 何文獻 臺中巿立后綜高中   

009 何佳恩 雲林縣立仁國小 
專任運動教

練 

010 吳方能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11 吳孟儒 國立金門大學 學生 

012 吳美鈴 國立空中大學嘉義中心 行政組員 

013 吳浚弘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14 呂宜家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15 呂峻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016 呂詠茜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17 李佳諭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18 李宸萱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社區照護中心 長照個管員 

019 李高維 中興大學   

020 李震瑜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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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林禹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022 林惠靜 好收國小 代理教師 

023 林敬庭 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學系   

024 侯均穎 嘉義市崇文國小 教師 

025 柯驊芳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26 洪迺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育部南區地方創生

推動中心 
  

027 洪雅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生 

028 孫雅蕙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小 訓導組長 

029 徐楷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碩士研究生 

030 徐慶帆 陸軍專科學校 助理教授 

031 翁嘉宏 臺南大學體育研究所   

032 張致維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33 張郁翎 國立中正大學成教所 研究生 

034 張祐銓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

所 

035 張朝翔 社團法人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職能治療師 

036 張耀容 大葉大學   

037 梁澤敬 北京體育大學 學生 

038 莊月里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39 莊雅君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40 許有勝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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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許美華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 

042 許哲瑋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體育組長 

043 許國隆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44 郭怡秀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研究所 學生 

045 郭珏瑩 國立中正大學 學生 

046 郭雅雯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副教授 

047 郭嘉慧 國立中正大學   

048 陳仁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與管理學

系 
研究生 

049 陳廷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50 陳沅莉 邑米社區大學 瑜伽班講師 

051 陳雨蕙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052 陳俊谷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053 陳冠名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54 陳思寰 待業中   

055 陳偉慈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 

056 陳凱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研究生 

057 陳意萱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58 陳碩宏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 

059 陳璿宇 中正大學成人較暨繼續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060 曾雅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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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游淑貽 大葉大學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研究生 

062 黃季婉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在職專班研

究生 

063 黃淨燕 VINA芳香彩妝美容學苑 執行長 

064 黃瑛文 大業大學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研究生 

065 黃繼正 國立中正大學 碩專生 

066 楊佩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

究所 

067 楊宜蓁 臺北市立大學 

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

員 

068 葉永紳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碩專生 

069 廖雅萱 國立嘉義大學   

070 劉正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071 劉玉惠 國立中正大學   

072 劉尚勳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73 劉書岑 嘉義縣立民和國中 輔導組長 

074 劉韻萍 大葉大學運健系 在職研究生 

075 蔡亦軒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學生 

076 蔡宗佑 正修科技大學休運系 學生 

077 蔣德元 百色學院 副教授 

078 鄭伊華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79 鮑泓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學生 

080 謝旭凱 國立嘉義大學 樂齡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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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謝亞璇 臺南市後壁國中  

082 謝孟芬 國立中正大學成教所  

083 簡嘉儀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84 顏孝恩 陸軍 隊員 

085 顏辰祐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研究生 

086 魏辰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087 蘇田明玉 國立中正大學 研究生 

088 蘇宥騫 嘉義縣柴林國小 教師 

089 蘇家怡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專班 學生 

090    

091    

092    

093    

094    

095    

096    

097    

098    

0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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