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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課程 

一、 說明 

籌辦優質的國際運動賽事，必須整合不同面向的資源、賽事組織的運作

等，亦須仰賴多樣化的專業分工合作。為促進運動跨域交流與協作，並持

續接軌國際，辦理系列「研習營課程」，將打破慣性思考模式，藉由三大

主軸品牌、創新、國際，以累積賽事主（承）辦單位專業知識及能力。今

年透過所簽署 MOU 合作的單位邀請國外業師，包含 AASM、JSTA、IAEH

及 ASPN 和國內賽事的主辦方以實務案例作為分享，並與加速器創新團

隊之創新科技技術的應用相互交流，加速提升賽事籌辦軟實力和賽事價

值，從中汲取各國運動賽事的成功經驗與優點。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 

三、 課程時間：7 月 6 日 至 8 月 17 日 每週三 下午 3：00－5：00 

四、 課程方式：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使用 YouTube，同步即時中英口譯 

五、 課程對象：縣市政府、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大專

院校師生。 

六、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8oDQxo  

七、 課程流程： 

7 月 6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5 創新應用 
帆船賽事之多方數據平台應用分享 

Endre Novak / KWINDOO 執行長 

15:35-16:00 品牌賽事 
澎湖國際風箏浪板邀請賽案例分享 

劉信甫 / 樂趣灣品牌行銷有限公司 總監 

16:00-16:05 茶歇 

https://reurl.cc/8oDQxo


2022年優化國際體育交流活動管理計畫 

2 

16:05-16:30 品牌賽事 Krzysztof Kropielnicki / 英國量子顧問公司 數據分析師 

16:30-17:00 國際交流 

Endre Novak / KWINDOO 執行長 

劉信甫 / 樂趣灣品牌行銷有限公司 總監 

Krzysztof Kropielnicki / 英國量子顧問公司 數據分析師 

17:00- 有獎徵答 

7 月 13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5 創新應用 
智慧場館與賽事周邊服務 APP 應用分享 

黃聖哲 / Feegam 創辦人 

15:35-16:00 品牌賽事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案例分享 

吳誠文 /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執行長 

16:00-16:05 茶歇 

16:05-16:30 品牌賽事 
Sports Hospitality 

Tomoki Kurata / CEO, Japan Sports & Tourism Premier Inc. 

16:30-17:00 國際交流 

黃聖哲 / Feegam 創辦人 

吳誠文 /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執行長 

Tomoki Kurata / CEO, Japan Sports & Tourism Premier Inc. 

17:00- 有獎徵答 

7 月 27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5 創新應用 
客製化健身與體能訓練線上平台應用分享 

Steffan Fung / ELXR 執行長 

15:35-16:05 品牌賽事 

國際自行車環臺公路大賽案例分享 

李開志 /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秘書長 

張景弘 / 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教授 

16:05-16:10 茶歇 

16:10-16:30 品牌賽事 
BUDO Tourism 

Junya Fujimoto / 大阪體育大學健康與運動管理學系 教授 

16:30-17:00 國際交流 
Steffan Fung / ELXR 執行長 

李開志 /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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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弘 / 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教授 

Junya Fujimoto / 大阪體育大學健康與運動管理學系 教授 

17:00- 有獎徵答 

8 月 3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5 創新應用 
XR 延展實境的遊戲體驗軟體應用分享 

陳稚勳 / AACS 執行長兼創辦人 

15:35-16:05 品牌賽事 

高雄電競嘉年華案例分享 

高雄市政府代表 

陳成業 /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教授   

16:05-16:10 茶歇 

16:10-16:30 品牌賽事 
Boonperm Intanapasat / 泰國全民參與運動國際交流協會

(TMPSA) 副會長 

16:30-17:00 國際交流 

陳稚勳 / AACS 執行長兼創辦人 

高雄市政府代表 

陳成業 /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教授 

Boonperm Intanapasat / 泰國全民參與運動國際交流協會

(TMPSA) 副會長 

17:00- 有獎徵答 

8 月 10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5 創新應用 

AR/VR 虛擬實境的衝浪體驗軟體應用分享 

Priscila Guedes / BIG WAVE Club VR Game 執行長兼共同創

辦人 

黃經堯 / 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 計畫主持人 

15:35-16:00 品牌賽事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案例分享 

余明勳 / 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處長 

16:00-16:05 茶歇 

16:05-16:30 品牌賽事 Lars Lundov / 丹麥運動賽會組織 執行長(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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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國際交流 

Priscila Guedes / BIG WAVE Club VR Game 執行長兼共同創

辦人 

黃經堯 / 臺灣運動創新加速器 計畫主持人 

余明勳 / 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處長 

Lars Lundov / 丹麥運動賽會組織 執行長(暫定) 

17:00- 有獎徵答 

 8 月 17 日 

時間 單元 課程講師 

15:00-15:10 簽到 

15:10-15:15 引言&介紹貴賓 戚海倫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5:15-15:30 
創新應用 

智慧球具與數據紀錄工具分享 

林敬倫 / Jingletel 執行長 

15:30-16:00 

品牌賽事 

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案例分享 

林立生 /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處長 

陳成業 /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教授   

16:00-16:05 茶歇 

16:05-16:25 品牌賽事 Etsuko Ogasawara / 亞洲運動管理學會(AASM) 前會長 

16:25-16:45 
品牌賽事 

MLB Japan 

Jesse Lin / (待確認) 

16:45-17:00 

國際交流 

林敬倫 / Jingletel 執行長 

林立生 /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處長 

陳成業 /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教授 

Etsuko Ogasawara / 亞洲運動管理學會(AASM) 前會長 

Jesse Lin / (待確認) 

17:00- 有獎徵答 

備註：部分課程場次授課時間，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八、  聯絡窗口：（電話）02-2366-0812 

茆晉維小姐，分機 213  E-mail: wendy_mao@nasme.org.tw 

黃筱洛小姐，分機 266  E-mail: zoey_huang@nasme.org.tw 

 

mailto:wendy_mao@nasme.org.tw
mailto:zoey_huang@nasm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