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棒球未來之星交流賽 

大專明星隊南北對抗賽報到通知單 
    恭喜你入選大專南、北對抗賽選手，本次賽事大專明星將分成南、北兩隊進

行對抗賽，選出最強之大專明星隊，再與職棒二軍進行交流賽，請準時至報到地

點報到，並備妥個人裝備，對抗賽事行程如下: 

日期(星期) 時間/內容 備註 

6/24(三) 

大專明星南隊行程(請提早 10 分鐘至上車地點集合) 

遊覽車 9：00 美和科大發車(美和科大教練 3位、選手 12 位、

台東大學選手 1 位)-10：00 遠東科大(選手 2 位+南華選手 1

位)-12：30 臺灣體大(教練 1 位、選手 7 位、) -14:40 到桃

園青埔棒球場練球至 17:00 

17:00 飯店報到城市商旅(航空館) 

大專明星北隊行程(請提早 10 分鐘至球場集合) 

選手 13:00 自行至青埔棒球場報到練球-15:00 遊覽車接送至

城市商旅(航空館) 

 

18:30 晚餐(城市商旅桌菜) 

20:00 球隊集合時間 

22:00 點名 

大專明星南隊司機: 

美和科大:李金木 0915834525

遠東科大:黃韋盛 0938491600 

台灣體大:林宗毅 0934075285

 

＊自行前往 

嘉大李皓偉、鄭郭文軒 

 

＊請各隊聯絡人與司機聯繫確

定上車地點 

住宿:城市商旅(航空館)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路 442 號

6/25(四) 

大專明星北隊行程 

07:30 早餐  08:30 出發前往球場  09:00-10:30 練球  

大專明星南隊行程 

07:30 早餐  10:00 出發前往球場  10:30-12:00 練球 

 

12:30 便當午餐 

14:00 對抗賽比賽     賽後遊覽車接駁回飯店  

18:30 晚餐(城市商旅桌菜) 

20:00 球隊集合時間 

22:00 點名 

住宿:城市商旅(航空館)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路 442 號

6/26(五) 
大專明星北隊行程 

07:00 早餐  08:00 出發前往球場  10:00 比賽  
 



大專明星南隊行程 

07:30 早餐  08:30 出發前往球場  10:00 比賽 

＊若第二戰比完為一勝一負，則 14:00 進行第三場加賽 

賽後選出大專明星代表隊名單，是否練球由總教練決定 

    大專明星北隊自行解散 

    大專明星南隊遊覽車接駁至美和科大 

＊自備裝備清單:球帽、球褲、球衣 (以上請攜帶學校母隊)、手 

               套、球棒、護具(捕手)、其餘個人用具 

＊公家提供器材清單:球棒、打擊頭盔 

＊隊職員名單:如下表 

＊本賽事已為大專明星隊每位隊職員投保 300 萬意外險及 10 萬醫療 

  險之特定活動旅遊平安險，不足請自行加保。 

若有任何問題請電洽:大專體總 王士豪 0955-357-581 

                   大專體總 張志強 0989-310-923 

 

 

 

 

 

 

 

 



隊 名 大專明星北隊 

教練姓名 所屬球隊 職稱 

郭李建夫 開南大學 總教練 

蘇彥宇 開南大學  教練 

余浩奕 開南大學  教練 

川出良 開南大學  教練 

林詩涵 開南大學  防護員 

球員姓名 所屬球隊 守備位置 

藍愷青 國立體大 投手 

姚杰宏 文化大學 投手 

李承風 文化大學 投手 

李偉安 北市大 投手 

許育銘 北市大 投手 

袁迺翔 輔仁大學 投手 

馬嘉佑 輔仁大學 投手 

余  謙 開南大學 投手 

林志光 開南大學 投手 

詹曜銘 開南大學 投手 

岳少華 開南大學 投手 

楊皓然 開南大學 投手 

張鴻煜 開南大學 投手 

陳建川 開南大學 內野手 

湯家豪 開南大學 內野手 

曾翰宇 國立體大 內野手 

陽杰恩 文化大學 內野手 

王博玄 北市大 內野手 

潘飛 輔仁大學 內野手 

黎胤宣 開南大學 外野手 

吳允中 開南大學 外野手 

陳真 文化大學 外野手 

曾宸佐 文化大學 外野手 

蔣少宏 文化大學 捕手 

何宇程 開南大學 捕手 

 



隊 名 大專明星南隊 

教練姓名 所屬球隊 職稱 

鄧蒔陽 美和科大 總教練 

林宗毅 台灣體大 教練 

李金木 美和科大 教練 

郭健瑜 美和科大 教練 

球員姓名 所屬球隊 守備位置 

呂詠臻 台灣體大 投手 

李軒慈 台灣體大 投手 

林逸達 台灣體大 投手 

李  超 台灣體大 投手 

朱  靖 美和科大 投手 

劉奕廷 美和科大 投手 

潘承邦 美和科大 投手 

蕭柏頤 美和科大 投手 

王伯洋 台東大學 投手 

李子強 南華大學 投手 

鄭郭文軒 嘉義大學 投手 

李鴻偉 美和科大 捕手 

蘇煒智 台灣體大 捕手 

陳聖賢 美和科大 內野手 

秦佳年 美和科大 內野手 

林浩文 美和科大 內野手 

姚品浤 美和科大 內野手 

陳宏宇 美和科大 內野手 

李亦崴 遠東科大 內野手 

黃韋盛 遠東科大 內野手 

葉仲益 台灣體大 內野手 

吳震良 美和科大 外野手 

葉朝宗 美和科大 外野手 

林志綱 台灣體大 外野手 

李皓偉 嘉義大學 外野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