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程首屆畢業生，珍重再見!

    南華運程四年有成，106學年招收首屆的學生，經過四年

的成長與學習，終於通過128畢業學分，取得運動資格證照與

檢測或急救證照，以及120小時的業界實習等其他門檻，終取

得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的畢業證書，可喜可賀!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於106學年成立，

招收棒球、籃球、排球、武術、跆拳與其他等運動績優生，除

了給予專項的術科訓練外，也培養銜接就業的第二專長，包含

運動產業管理、健康促進指導、選手教練與運動防護等，首屆

26位畢業生中目前已有16位有未來的就學或就業發展，選

手、教練、運動指導、運動產業管理與研究所等，邁向人生新

的階段。

    期待各位在未來的工作和學業上都能持續發光發熱，發揮

或持續建立自身的專業，今日各位以南華運程為榮，明日南華

運程以各位為榮，成就南華運程出品，必屬佳作! 最後祝各位

鵬程萬里，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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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109學年下學期(4月~6月)內容，歡迎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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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
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P8~P9

運程講座: 哈德健身會館葉
舒涵教練...P14

運程新生線上面試...P14

by 許伯陽 0615



棒球隊員畢業

畢業銜接就業

線上畢業典禮

   棒球隊一直是運程班上最特殊的一群，

入學時目標明確，訓練紮實，比賽眾多，成

為獨立運作的團隊，實際上是最難融入大學

生活的一群，可是各位完成了任務，拉回過

度偏向競技的大專棒球生態，平衡了大學該

有的學習，首屆豎立了典範，棒球隊幾乎人

人完成學業，甚至順利找到好工作，這辛苦

就值得了，未來除了樂天桃猿和味全龍外，

還要多關注崇越、新富發和台南市，恭喜各

位。

   106級學生26名，有兩名考取國立大學

研究所，兩名國民運動中心正職員工，兩名

職棒選手，3位社會甲組棒球隊，1位空軍

官校，以及多位確定在運動或飯店產業工

作，畢業銜接就業，太優秀了!

   6月竟然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

候，畢業典禮全面取消，而運程重情重義，

線上畢業典禮同樣送首屆畢業生鵬程萬里

https://www.facebook.com/nhusports/videos/
112818211102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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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隊106級洪晨宣
統計盃賽:  

107年協會盃

107年梅花旗

108年春季聯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109年協會盃

109年梅花旗

109年開南盃

109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大專盃(複賽)

110年春季聯賽(預賽)

110年春季聯賽(複賽)

武術隊106級古琳湘
106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太極拳金牌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五名

10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北拳第五名

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公開女子組太極拳金牌

證照

國武術運動C級教練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Magiasport 魔技運動

就學

考取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證照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TRX懸吊訓練師培訓(STC)證照

國民體適能中級指導員證照

國際飛輪C級教練證書

就業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

106級傅曉萍

證照

C級游泳教練證

C級游泳裁判證

就業

臺北興富發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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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隊106級陳柏清
統計盃賽:  

106年協會盃

106梅花旗

106年大專盃(預賽)

107年梅花旗

107年大專盃(預賽)

107年大專盃(複賽)

107年大專盃(決賽)

108年春季聯賽

108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武術隊106級黃麒戎
2016全國大專院校國武術錦標賽男子組北拳銀牌

2016全國大專院校國武術錦標賽男子組短兵金牌

105學年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男子公開組北拳金牌

106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男子公開組北拳銀牌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公開男子組北拳金牌

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照

初級臨床體能檢測技術員合格證書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統計盃賽

108年春季聯賽

108年協會盃

108年梅花旗

108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棒球隊106級高家慶

109年開南盃

109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大專盃(複賽)

110年春季聯賽(預賽)

110年春季聯賽(複賽)

證照

棒球教練C級證照

壘球裁判C級證照

就業

考取安永鮮物棒球隊

證照

CPR+AED證書

棒球教練C級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考取飛行常備軍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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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男

生組第二級全國16強

證照

室內排球教練C級證照

室內排球裁判C級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107 年第八屆全國「北港媽祖

盃」排球錦標賽第四名

證照

室內排球裁判C級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就業

樂逸墾丁館

棒球隊106級郭育誠
證照

棒球場地專業維護人員合格證書

棒球教練C級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南華大學棒球隊助理教練

棒球隊106級柯仲澤
統計盃賽

106年協會盃

106梅花旗

106年大專盃

107年春季聯賽(預賽)

107年春季聯賽(複賽)

107年春季聯賽(決賽)

108年協會盃

108年梅花旗

108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統計盃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109年協會盃

109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大專盃(複賽)

110年春季聯賽(預賽)

110年春季聯賽(複賽)

棒球隊106級曾品洋

排球隊106級梁嘉展 排球隊106級蔡宜婷

109年梅花旗

109年開南盃

109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大專盃(複賽)

110年春季聯賽(預賽)

110年春季聯賽(複賽)

證照

棒球教練C級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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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樂逸墾丁館

107 年第八屆全國「北港媽祖

盃」排球錦標賽第四名

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樂逸墾丁館

107學年大運會柔道第四級第七名

108 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大專女子

甲組第四級-63 公斤級第三名

證照

open water diver 初級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106級盧珮嘉

統計盃賽

106年大專盃(預賽)

107年春季聯賽(預賽)

107年春季聯賽(複賽)

107年春季聯賽(決賽)

109年春季聯賽(預賽)

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棒球隊106級陳維祥

106級謝宜祐 排球隊106級趙雅儀

109年協會盃

109年開南盃

109年大專盃(預賽)

109年大專盃(複賽)

110年春季聯賽(預賽)

110年春季聯賽(複賽)

106級許育瑄

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就學

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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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籃球教練C級證照

水上救生員證照

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106級高怡慧

106級張茗豐
109年全大運公開男生組木球雙

人桿數賽銀牌

證照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就業

魔力動能國際

108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全國16強

證照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C級證照

排球隊106級鍾子翔

106級彭崇凱 106級潘程唯

證照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書

紅十字會成人、兒童及嬰兒

CPR+AED證書

曲棍球教練C級證照

曲棍球裁判C級證照

106級倪孟潔
證照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籃球教練C級證照

就業

嘉義市東區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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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星雲大
師體育弘法的願心
與成果
本文內容取自人間福報報導

劉招明演講，以「創意無窮」、

「喜愛運動」、「廣大面向」、

「體育弘法」等四部分，闡述星雲

大師體育弘法的緣起。大師善用方

便法門，接引青年學佛，帶動社會

各階層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大師

小時候住在江邊，善於游泳；出家

後，將打籃球視為自我教育、修行

的一部分。

「大師認為體育活動最能符合時代

需求，不僅能強身救國，還可以增

進品德。」劉招明說明，體育活動

看起來是競爭，其實是教育，能藉

此讓運動員懂得尊重、團結、認

錯、改進；大師立下「品德、紀

律、服從、奮鬥」的隊訓，期許培

育全方位的優秀運動員。

劉招明介紹佛光山體系成立的六支

運動隊伍，也分享巴西如來寺的

「如來之子教養計畫」。他說，巴

西如來寺前住持覺誠法師為鼓勵貧

民窟的孩子，引導他們找到光明前

途，透過足球強化道德教育，並將

「如來之子」從巴西延伸到台灣，

成立南華大學足球隊。

二○一九年中華職棒大聯盟選秀

會，味全龍隊挑中六名南華大學棒

球隊隊員，味全龍總教練葉君璋在

選秀後表示，南華大學棒球隊成軍

雖然短，但表現十分亮眼，球員品

德好、穩定性高，是南華棒球隊的

特色。

劉招明指出，星雲大師曾說打球可

以運用「六度」波羅蜜精神：把球

傳給隊友是「布施」；遵守規矩是

「持戒」；比賽推擠碰撞要能「忍

辱」；勤於練球是「精進」；攻防

過程中要有專注的「禪定」力；能

夠出奇致勝要靠「般若」智慧。

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
進趨勢學術研討會
by 許伯陽 0619

    6月19日運程主辦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線上

研討會，總計有120餘位體育界夥伴共同參與，除了首場專題演講

因系統人數限制的技術問題出了些狀況外，全天會議大致妥當，

我們以一對一的方式協助海報與口頭發表的主持人，確定發表者

就位，協助畫面切換，網頁建置完整的資料也提供即時的備用畫

面，20篇口頭發表與37篇海報發表，準時完成報告，每間會議室

隨時都有30到50人參與，為了防疫與防互相干擾，每間會議室主

持人都單獨作業，達成甚至超越實體會議的效益，運程工作團隊

超讚! 最後感謝 三好體協劉會長與慈濟 陳韋任醫師的專題演講，

校長與長官們的蒞臨，發表者的用心準備，與會者的全程參與，

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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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專題演講

一、運動團隊經營之趨勢分析專題演講：星

雲大師體育弘法的願心與成果- #三好體協劉

招明會長

https://studio.youtube.com/video/qKrlAI

Ypk1Q/edit

二、運動醫學支援之趨勢分析專題演講：

Overtraining and chronic fatigue

management-#大林慈濟陳韋任醫師

https://studio.youtube.com/video/JhKNL

3HSmSY/edit

口頭發表

一、運動競技領域口頭發表-7篇

二、運動科學領域口頭發表-6篇

三、運動健康促進領域口頭發表-7篇

https://studio.youtube.com/video/7BebnD

X0Umo/edit

海報發表

一、運動競技領域海報發表-18篇

二、運動健康促進領域海報發表-19篇

https://studio.youtube.com/video/lrtHNZ

LlvYY/edit

HOME FINDER2021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線上研討會

照片集錦

南����刊�訊  |  � 1 1期09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89%E5%A5%BD%E9%AB%94%E5%8D%94%E5%8A%89%E6%8B%9B%E6%98%8E%E6%9C%83%E9%95%B7?__eep__=6&__cft__[0]=AZVAM9w_fenMj3dchpLFRhQQvR70SHJ8hsDSp-2-YPn_7L1yYfb5gyzOF1zHUb15j1kqRMLUXYeSAldz0JhT4MBpfQBg19RfKU_d6vkJiZXa0sblGsCS7aidXCn8cpGyicxh9FAZO28JEdCxpCmBugyI5DyY2BnAUZz5Fo_ntNnoAs3mUQjwV0BHCCgzyoK51OM&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4%A7%E6%9E%97%E6%85%88%E6%BF%9F%E9%99%B3%E9%9F%8B%E4%BB%BB%E9%86%AB%E5%B8%AB?__eep__=6&__cft__[0]=AZVAM9w_fenMj3dchpLFRhQQvR70SHJ8hsDSp-2-YPn_7L1yYfb5gyzOF1zHUb15j1kqRMLUXYeSAldz0JhT4MBpfQBg19RfKU_d6vkJiZXa0sblGsCS7aidXCn8cpGyicxh9FAZO28JEdCxpCmBugyI5DyY2BnAUZz5Fo_ntNnoAs3mUQjwV0BHCCgzyoK51OM&__tn__=*NK-R


棒球隊:110年全國成棒甲
組春季聯賽以第九名坐收

    棒球隊再次有穩定的表現，於3月23日～5月19日的

110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繳出好成績，躋身12強晉級

決賽，最終並列第九名。

    在大專隊的分組中，南華預賽前8戰打出全勝佳績，

23日面對台東大學才吞下首敗，隨後補賽敗給文化大學，

以8勝2敗分組第三名的成績晉級12強的決賽，10場預賽

共攻下64分、失21分，投手李子強與陳柏清各拿3勝、汪

侑彰各貢獻2勝；打擊方面，U18國手戴焙麟有全壘打表現

與8成的長打率，張建鑫打擊率高達4成2，柯仲澤4成也不

惶多讓，串聯起整隊攻擊火力。

    雖然在預賽最後兩場與決賽連兩場對上社會隊敗下陣

來，但穩定性的展現再次成為南華棒球隊的招牌，也成為

未來持續攻頂的重要憑藉。

蔡仲南總教練專訪
    蔡仲南說，球員大一到大四都有，一年級占多數，預賽雖打出8

連勝，但有幾場是面對甲二級的球隊，實力有落差，也有幾場比賽

是靠經驗、戰術贏球，「在預賽贏球機會比較高，到了8強後，球隊

實力就差不多」。南華投手實力不差，蔡仲南說：「李子強、陳柏

清，基本上就是必勝代表，從野手轉任投手的汪洧彰，表現也相當

不錯。」

    內野亮點則是兩個大一球員：游擊手吳松諺、三壘手劉子杰。

蔡仲南指出，出身雲林縣麥寮高中的劉子杰，守備功夫優於打擊能

力，但進入南華磨練後，攻擊火力提升不少，這次春季聯賽表現出

乎教練團意料。蔡仲南說：「劉子杰打擊技巧進步顯著，所以安打

率高，他的腳程算中上，本來是助攻角色，現在晉升為中心棒次；

他的觀念也很好，攻守俱佳，有很好的未來性，希望他能持續進

步。」

by 許伯陽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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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球隊目前的表現，蔡仲南指出，經

驗要再加強，尤其打擊的力量及策略都需再

提升，磨練比較沒有經驗的球員，還是要全

力以赴。

本文內容取自人間福報報導



打擊部分(打擊三圍: 打擊率/上壘率/長打率)

1. #張建鑫 (0.429/0.523/0.486)

2. #柯仲澤(0.406/0.457/0.469)

3. #王顥澤(0.357/0.457/0.5)

4. #戴焙麟(0.313/0.450/0.813/1 hr)

...

投手部分(防禦率/三振數/WHIP/勝投)

1. #李子強(1.48/28/0.41/3)

2. #陳柏清(2.08/20/0.87/3)

3. #汪侑彰(0/10/0.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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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南華大學數據統計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C%B5%E5%81%A5%E9%91%AB?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F%AF%E4%BB%B2%E6%BE%A4?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8E%8B%E9%A1%A5%E6%BE%A4?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B4%E7%84%99%E9%BA%9F?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D%8E%E5%AD%90%E5%BC%B7?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9%B3%E6%9F%8F%E6%B8%85?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B1%AA%E4%BE%91%E5%BD%B0?__eep__=6&__cft__[0]=AZXwkB2bvw00HfGjPIu-8sgBdisT08Ym8OEV-65Txts1CAkHhLswLAdJT5CD2b18HyqP6G0BoljkO_zWyJFD7AGnMAPiYXJKZwPgxgHUd8fC_HsRMfvFVwL7ZQqCefW3Smhu3VQ7qjHa5lLCWXXvvxxbL2lPNj0UKt5-nblQ6XTJHnZomq6NDWg0lWvHknXsPTU&__tn__=*NK-R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研習+認證

    本學程委託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舉辦健身C級教練講習會與考照，共有運程大一到大四學生55

人參加，首日學生參與運動概論、運動生理學、人體解剖學、運動指導技巧等學科課程，下午為術科操

練，全班移至正行中心的重量訓練室進行，教練帶完有氧課程後，即展開中心姿勢指導、健身實務訓練

與團體健身指導等指導課程的實際操演，隔天上午進行健身運動處方的學科課程與健身房指導實務術科

課程，並於第二天下午進行筆試，先進行紙筆測驗，隨後則是術科測驗，考生須於六分鐘內指導三位學

員中心姿勢示範與說明，上下半身肌力指導訓練與伸展，共計30項須完成24項才算及格。運程學生展現

前所未見的認真，令人欣慰。

運動學程的畢業門檻

    為了增進本學程學生的運動專業力與實務力，

本學程設置學生在畢業前須取得兩張證照，包含運

動資格證書或教練裁判證一張、檢測相關證照或急

救相關證照一張。運動資格證照原則上以中華民國

單項運動協會所舉辦三天或24小時的證照研習與考

照為主，檢測或急救相關證照則以運動業界重要基

礎的證照優先，至少兩天16小時以上的研習，學生

研習與考照前須先知會學程，經同意後始得認可為

畢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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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1%A5%E8%BA%AB%E9%81%8B%E5%8B%95%E5%8D%94%E6%9C%83?__eep__=6&__cft__[0]=AZXE2xqZQyNd8n7xdWvU9o6c0md1pUz1B_Po8CIKNUl9mZX2Fd0fh82mvidyPVfpfJxcXCdeEbpG-TTiKk2C8ZoD8RyDLC6uiivcOVknx3kRimsFBnLf0bqZpvC_F85bK00iMHdKi3T9-e7PBoXdCdlsB15cdvu_00GQN2m0AcN2tcffsB6vVy6L4b4Ed2jWJ4o&__tn__=*NK-R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研習認證  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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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程講座:哈德健身
教練-葉舒涵

    5月7日邀請哈德健身會館葉舒涵教練來

校座談，以自身經驗暢談運動與醫學，正職

為呼吸治療師，副業為健身教練，白天在醫

院救助患者，晚上在健身房指導學員，同樣

做提升民眾健康的事，卻在反差的職場進

行，葉舒涵用協槓體驗人生。健身產業需要

形象清晰、個性活潑、高顏值與健美身材，

擁有體育專業背景只是加分，葉教練充分展

現這些特質，並努力考取各式證照讓提升運

動專業，值得同學們學習。

110學年新生招生線上面試會
    5月29日以線上方式完成其他項目之新生面試，加上棒球隊於3月20日完成術科

測驗，共計有134位考生報考，結果將於6月2日公告錄取的45位南華運程第五屆新

生，期待新血的到來，新生總是充滿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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