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參選類別：理事長

候選人

編號
個人大頭照 參選資格 姓名 性別 學經歷 現職 參選政見 審查結果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第11屆理事長

1.提供選手優良訓練環境及培訓資源，爭取更多國際賽獎牌

2.積極推展滑輪運動朝職業運動方向發展

3.活絡賽事直播等媒體活動及提升民眾參與度

4.協助滑輪溜冰產業與企業合作，帶動運動經濟發展

通過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第12屆 理事長、理事、監事登記參選-候選人名冊及政見

1
個人會員

理事長
劉福財 男

前臺南市體育運動總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第11屆理事長、

中華奧會執行委員



(二)參選類別：理事

候選人

編號
個人大頭照 參選資格 姓名 性別 學經歷 現職 參選政見 審查結果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 將滑輪運動推展至各級學校

2. 推展滑輪運動，培育滑輪運動各項目選手

3. 加強滑輪運動項目國際交流推展國民外交

通過

通過

8
個人會員

理事
林啟川 男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副理事長

2.雲林縣體育會理事長

3.中華奧林匹克 委員

中華民國冰球協會理事長 為選手爭取最大福利並且能夠完全落實、創造最為公平的選拔制度

凱格大巨蛋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1. 推展滑輪運動

2. 訓練優秀選手、為國爭光
通過

7
個人會員

理事
謝俊煌 男

通過

6
個人會員

理事
鄭資盛 男

副理事長

滑輪板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任彰化縣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彰化幻影溜冰隊總教練 滑輪溜冰協會自由式總幹事 為選手爭取最大福利並且能夠完全落實、創造最為公平的選拔制度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選訓委員會委員兼副召

集人

台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理事長

高雄市南隆國民中學校友會理事長

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協助及參與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會務推動和發展。

2.協助及參與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國際體育活動之聯繫和發展。

3.審查及提供地方政府興建滑輪溜冰相關設施意見。

4.積極參與滑輪溜冰選訓業務，建立公平有效的制度。

5.在地方宣傳和推動滑輪溜冰運動，把滑輪溜冰競賽長期納入六堆客家運動會項目。

通過

5
個人會員

理事
林銘彬 男

通過

4
個人會員

理事
劉永元 男

1.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科員、股長、督學、科長、專門委員、體育處副處長

2.高雄市體育處長

3.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運動總監

4.2017年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滑輪溜冰項目競賽總經理

5.高雄市客家委員會委員

6.樹德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7.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8.高雄市馬拉松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9.高雄市健康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10.客家三百年56屆六堆運動會執行長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

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理事長 1.	協助推廣滑輪溜冰各項運動，並提高運動能見度

2.	積極辦理曲棍球賽事讓選手有更多機會參與

臺北市立大學教授

1.推展滑輪溜冰基層扎根培訓

2.滑輪溜冰全民運動推展，高度競技運動選手培訓

3.積極辦理滑輪溜冰裁判培訓、教練培訓

4.推動滑輪溜冰運動國際化，亞奧運爭金奪銀

5.改善滑輪溜冰運動環境

通過

3
個人會員

理事
黃忠仁 男

通過

2
個人會員

理事
戴遐齡 女

前體委會主任委員

前臺北市立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理事長 前中華體總會長、中華奧會副主席 協助推動滑輪溜冰各項運動發展1
個人會員

理事
張楊寶蓮 女



臺南市台灣鋼鐵足球俱樂部管理
1.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的政策本人也會遵從理事規章，來執行會務。

2.出席會議，提升會議品質，讓推展溜冰活動能更有進步空間。
通過

通過

16
個人會員

理事
張俊平 男 臺南市台灣鋼鐵足球俱樂部管理

MODA張駿達教練

現任:中華民國滑板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滑輪委員會裁判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台中滑輪溜冰滑輪板組長

證照:中華民國滑輪溜冰裁判.教練證照

專長:訓練課程設計、專項運動訓練、動作分析、隊訓練安排、運動團隊

管理

GOAHEAD滑板團隊總教練

1.助力滑輪溜冰運動均衡發展

2.推動國際滑板場設立,讓滑手有專業場地訓練

3.推廣滑板為全民運動

4.潛力新秀之裁培

5.致力於提升教練與裁判之專業能力

滑輪溜冰曲棍球教練

1.推動滑輪運動為全民運動

2.幫助協會正常運作

3.協助滑輪運動與世界接軌

通過

15
個人會員

理事
張駿達 男

通過

14
個人會員

理事
劉春來 男

港都直排輪協會理事長、總幹事 疾速飛鷹曲棍球隊總教練

中華民國 A 級滑輪教練、B級裁判

現任2022花蓮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總幹事

花蓮巨人直排輪俱樂部 負責人

2013年IIHF世界青年U18冰球第三級A組錦標賽[第三名]中華台北代表隊總

教練

2010～2015年中華民國冰上曲棍球國家隊 助理教練及隊經理

花蓮縣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花蓮巨人直排

輪俱樂部負責人

1.推廣花蓮滑輪各專業項目的發展，幫助偏鄉地區選手發展及培訓菁英計畫。

2.優化及增建花東地區專業場地及設施。

3.花蓮原住民選手琣育計畫，幫助花蓮孩子更有機會可以站在國際舞台。

4.建立團隊教練和選手的管理制度，提升教練專業能力及選手技術。

5.協助基層教練推廣滑輪運動發展。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花式組長

1.	推廣滑輪溜冰運動

2.	提倡溜冰安全指導

3.	發展直排花式溜冰，為國爭光

通過

13
個人會員

理事
張潘垚 男

通過

12
個人會員

理事
陳鈞銘 男

國家級花式溜冰教練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選訓委員

臺北市滑輪溜冰協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選訓委員

1.為爭取辦比賽活動時達到巔峰、創造滑輪溜冰佳績、推廣滑輪溜冰運動，達提升滑輪溜冰人

口、促進體育產業發展、強健國民體魄，重塑國際形象、期以優異表現為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爭光。

2.計畫目標：爭取培訓更優秀的運動員選手，積極針對滑輪溜冰做有計畫之訓練，以提高心、

技、體之技術。

3.為促進滑輪運動人口及專業選手訓練品質，作為理事應積極協助企業贊助場館環境，並透過企

業推廣活動增加餐與人口，以達曝光度。

4.透過企業結盟與行銷，帶動產業發展之餘，亦可與企業共同創造優秀選手未來就業機會。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花式委員會主任委員 推廣全國溜冰運動風氣，提升溜冰運動技術水準，積極培育優秀選手為國爭光。 通過

11
個人會員

理事
林肇藩 男

通過

10
個人會員

理事
王淵棟 男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副理事長

1.	體育署審查委員

2.	中華民國體育總會技術委員

3.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採購案評選委員

1.	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教授兼體育長

2.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滑輪板委員會主委
協助滑輪溜冰滑輪板項目運動發展9

個人會員

理事
陳逸政 男



玉麒麟溜冰場負責人 1.致力推廣滑輪溜冰運動 通過

通過

24
個人會員

理事
楊永成 男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國家代表隊教練

新北市滑輪板委員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輪委員 委員

篝備各大滑板賽事(全國總統、中正；新北青年、臺北市青年盃)

禾妍網路有限公司負責人

1.助力滑輪溜冰運動均衡發展

2.推動滑板項目更加普及

3.改善滑輪運動場地的環境

4.更多資源投注在選手訓練及參賽

5.提升教練與裁判專業能力

馬琳行銷有限公司桃園區負責人
1.推廣室内場地直排輪曲棍球，完善室內場地系統

2.直排輸分級檢定制度
通過

23
個人會員

理事
鄭雅雯 女

通過

22
個人會員

理事
李國豪 男 桃園市直排輪運動暨檢定協會總幹事

直排輪暨檢定協會-理事 直排輪暨檢定協會-理事
1.建立溜冰一套完整訓練系統

2.協助協會辦理比賽制度

1. HUNTER台灣獵人團隊總教練職

2. 高雄市明華國中約聘教師

3. 高雄市油廠國小約聘教師

1. 監督協會把比賽辦得更好；賽制積分制度、賽事分級制度、視賽事等級收費。

2. 優化裁判體系，落實裁判教育制度、廣設裁判研討會議(邀請國際裁判主持)、建立滑

輪溜冰專業裁判聯盟。

3. 積極幫選手爭取更多福；升學三級制、企業補助。

4. 落實基層訓練站;公園、學校社團、課後社團的人才挖掘。

5. 積極推動基層教練教育訓練，提升滑輪溜冰項目教練水平。

6. 推廣中華台北滑輪溜冰協會增加可見度、知名度，以提升中華台北輪溜冰協會教練價

值。

通過

21
個人會員

理事
金暐皓 男

通過

20
個人會員

理事
劉明賢 男

大學

1. 2010年擔任亞洲盃溜冰錦標賽裁判

2. 高雄市溜冰委員會_推廣組副組長(2013年~2016年)

3. 2012年獲頒3等3國光獎章2面、3等2光獎章1面。

4.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理學系畢業(2014)。

成績:

1. 2004年亞洲盃短道速滑錦標賽,於成年男子3000接力賽第四名。

2. 2005年世界競速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3000M場地接力賽第五名。

3. 2006年世界競速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3000M場地接力賽第四名。

4. 2006年亞洲盃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5000M場地接力賽金牌。

5. 2007年獲選為中華台北冬季亞洲奥運會短道速滑代表隊選手。

6. 2008年亞洲盃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3000M場地接力賽金牌。

7. 2008年亞洲益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5000M公路接力賽金牌。

8. 2009年世界競速溜冰錦標賽,於成年男子3000M場地接力賽銅牌。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1. 2013~2015年曾擔任,中正盃、會長盃、總統盃、國手選拔、世大運示範賽之裁判。

2. 2019年選手王緯綸參加巴塞隆納世界錦標賽銅牌。

3. 2020年擔任中華台北競速溜冰潛力培訓隊教練。

4. 2021年選手陳宣霈参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10000 公尺淘汰賽冠軍(破大會錄並連

霸)。

5. 2021年選手陳宣霈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冠軍。

1. 帝雁企業社負責人

2. 苗栗縣滑輪運動協會理事長。

3. 苗栗縣滑輪溜冰委員會委員。

4. 苗栗縣代表隊教練。

5. 苗栗縣建國國中體班,滑輪溜冰項目指定教練。

6. 苗栗縣興華高中體班,滑輪溜冰項目指定教練。

7. 逆飛輪競速溜冰隊總教練。

8. 逆飛輪健康休閒運動事業俱樂部負責人。

1. 監督協會並協助協會將各級賽辦理更完善。

2. 每年落實教練培訓機制,優化全國教練水平。

3. 協助各地區滑輪溜冰發展計畫,使基層教練及團隊在各地方有完善的體制。

4. 統合資源使協會、教練、選手，有更完善的資源及經費提供運用。

5. 整合選手積制度、整合國家隊選拔制度。

6. 督促協會成立一套專業體系的材判團隊。

7. 協助建立基層訓練站。

8. 協助建立體育三級制制度。

教練

1.由基層推廣直排輪項目

2.促進培育更多各裁判，讓各級賽事更加公正公平

3.致力提升教練水準及人數

4.推動各級直排輪檢定活動

通過

19
個人會員

理事
王建國 男

通過

18
個人會員

理事
李懿蓓 女

國家A級裁判、國家A級教練

2011、2012、2014~2019自由式輪滑國家隊教練

國際LV3裁判世錦賽、亞錦賽裁判

1998-2021年國家隊教練 2022年杭州亞運培訓隊教練
1、落實基層訓練

2、強化國家隊實力
17

個人會員

理事
林詠翔 男



通過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冠軍

競速溜冰國手
專職選手

1.積極爭取退役國手的職缺

2.積極爭取賽事獎金

展積極有限公司負責人 1.協助推動滑輪溜冰各項運動發展 通過

32
運動選手

理事
高茂傑 男

通過

31
運動選手

理事
游本炫 男

亞洲盃花式溜冰錦賽青年組冠軍、101、103年全民運動會冠軍 碧湖國小溜冰教練 1.推展滑輪溜冰基層扎根培訓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自由式組長
1.提升全國性賽事裁判薪資待遇

2.定期於北中南舉辦教練研習及技術交流會議
通過

30
運動選手

理事
楊斯竣 男

通過

29
運動選手

理事
王聖文 男

World Skate自由式輪滑國際裁判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A級教練、A級裁判

2008-2012自由式輪滑國家代表隊

2010自由式輪滑世界錦標賽雙人花式繞樁第三名、花式煞停第三名

2018亞錦賽，世錦賽國手。2016亞錦賽，世錦賽國手。

2014亞錦賽國手。2012亞錦賽國手

伸昌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辦事員，波賽頓曲棍球

俱樂部總教練
1.協助推廣台灣曲棍球運動28

運動選手

理事
沈延縉 男

通過

碩士畢業

1. 2003、2005、2006、2009、2011、2012、2013年競速溜冰國家代表隊

2. 99年全民運動會冠軍

3. 國家A級競速溜冰教練、國家A級競速溜冰裁判

4. 前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副秘書長

5. 臺北市立大學滑輪溜冰外聘教練

6. 臺北市立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理事

臺南市台灣鋼鐵足球俱樂部秘書
1. 積極爭取滑輪溜冰選手參加賽事權益

2. 輔助協會與國際接軌

滑輪溜冰代表隊選手

1.提供選手優良訓練環境及培訓資源，爭取更多國際賽獎牌

2.積極推展滑輪運動朝職業運動方向發展

3.活絡賽事直播等媒體活動及提升民眾參與度

4.協助滑輪溜冰產業與企業合作，帶動運動經濟發展

通過

27
運動選手

理事
潘莉青 女

通過

26
運動選手

理事
楊合貞 女 2006-2021年國家代表隊選手

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1.推廣基層各項滑輪運動

2 公開透明運作協會會務
25

個人會員

理事
簡仁泉 男



通過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教練25年

飛行寶貝專業體適能教育中心教師20年

臺中市救國團教師15年

彰化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行政兼教練

飛行寶貝專業體適能教育中心創辦人

協助推廣滑輪溜冰

協助地方辦理滑輪溜冰比賽

推廣選手參與裁判及教練講習

臺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主任委員 積極推廣滑輪溜冰運動及各項業務。 通過

40  
團體會員

理事
施孝群 男

通過

39
團體會員

理事
姜滄源 男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常務理事

行政院雲嘉南辦公室副執行長

臺南市議員

臺南市體育總會理事

國家A級裁判、國家A級教練

國際自由式滑輪裁判、多屆自由式滑輪項目國家代表隊選手

2009亞錦賽自由式滑輪銅牌

教練

1.積極推行培育裁判教練培訓活動並為裁判爭取福利

2.推動舉辦更多活動以求有效增加滑輪運動項目人口

3.建立基層與協會之間良好的溝通管道

4.完善現行的賽事制度

2022年杭州亞運培訓隊選手

1.爭取選手福利

2.監督協會

3.建立選手與協會的對話

通過

38
運動選手

理事
高林達 男

通過

37
運動選手

理事
黃玉霖 男

1.第11屆滑輪溜冰協會運動理事

2.2012-2021年滑輪溜冰國家代表隊選手

第11屆滑輪溜冰協會運動理事

 2、2014-2021年滑輪溜冰國家代表隊當選國手
2022年杭州亞運培訓隊選手

1.參加國際賽事

2.積極參與滑輪溜冰協會之會務運作

3.參與國內滑輪溜冰賽事及推廣

1.為台灣滑輪選手爭取選手權益。

2.針對目前溜冰環境現況提出對選手有幫助之實質建議。

3.聽取選手聲音，為選手發聲。

通過

36
運動選手

理事
柯福軒 男

通過

35
運動選手

理事
陳映竹 女

1、第11屆滑輪溜冰協會運動理事          2、2008-2021年滑輪溜冰國

家代表隊當選國手3、2019年世錦賽公路100公尺第二名    4、2018年世

錦賽公路100公尺第三名

5、2017年世錦賽場地300公尺第二名、公路100公尺第三名

6、2017年台北世大運500公尺第一名、300公尺第二名、接力賽第一名

7、2017年世界運動會公路200公尺第二名、公路單圈賽第二名

8、2014年世錦賽場地接力賽第一名    9、2021年全國運動會500+D公尺

第一名

1、第11屆滑輪溜冰協會運動理事

2、2009-2021年滑輪溜冰國家代表隊當選國手

3、2021年世錦賽場地3000公尺接力賽第一名

4、2018年第18屆印尼雅加達亞洲運動會公路20公里淘汰賽第一名

2022年杭州亞運培訓隊選手
1.為滑輪溜冰選手爭取福利及權益。

2.積極參與滑輪溜冰協會之會務運作

學生
1.爭取權益

2.為溜冰做事
通過

34
運動選手

理事
李孟竹 女

33
運動選手

理事
陳貝怡 女 曾任2015 至2019 國家代表隊選手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競速組長

1.從事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職務已逾23年

2.新北市【花式溜冰】選手成績優異105年廣州亞運雙人花式陳立昕&翁慈霞(亞運銀牌)

3.新北市【競速】選手成績優異107年印尼亞運2萬公尺林秉宏(亞運銅牌)

4.新北市均衡發展滑輪溜冰四大項目【競速】、【花式】、【速度過樁】【男子&女子曲棍球】

5.每年5月或11月舉辦C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培養優秀人才。

6、每年5月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初階選手追風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7、每年11月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初階選手市民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8、每年11月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中小學滑輪溜冰錦標賽

9、每年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舉辦全國5大杯賽積極推廣讓選手的舞台更高更廣。

10、2年一次的新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全民運動會錦標賽，歷年成績都非常亮眼。

11、2年一次的新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運動會競速&速樁錦標賽，屢創佳績。

通過

通過

49
團體會員

理事
戴伯函 男

信誼基金會5年73年至78年

上誼文化有限公司5年73年至83年8

原圓文化有限公司13年83年95年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89年至111年

艾瑪ABC英文書店95年100年

艾瑪烘焙100年至111年

中華民國滑輪協會A級教練、裁判

Super直排輪總教練

嘉義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總幹事

全民運動會 競速溜冰 助理裁判
嘉義縣滑輪溜冰委員會 總幹事

推廣滑輪溜冰運動。

創造更完善的比賽制度。

有更多元的教練及裁判講習方法。

創造更專業的裁判工作人員。

監督協會

積極參與滑輪溜冰協會之會務運作
通過

48
團體會員

理事
蕭舜文 男

通過

47
團體會員

理事
李文益 男 第11屆滑輪溜冰協會團體會員理事

世界盃、亞洲盃、世運會國家代表隊教練 高雄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總幹事

推廣滑輪溜冰之活動。

推廣滑輪溜冰競賽之舉辦。

強化滑輪溜冰競賽之技能與訓練。

爭取參加國際性滑輪溜冰競賽之活動。

精進個人滑輪溜冰知識與技能之教育訓練，推動滑輪溜冰精進研習之活動。

嘉義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保持熱愛滑輪溜冰的初衷與對協會教育理念的支持，希望能讓大家看到滑輪溜冰協會的努

力。
通過

46
團體會員

理事
翁進忠 男

通過

45
團體會員

理事
羅賢益 男

2018年中華台北自由式輪滑速樁代表隊教練

2019年中華台北自由式輪滑速樁代表隊教練

新竹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前竹東青商會 委員

竹北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魔速直排輪負責人

前竹市體育會發展協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新竹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南投縣立碧峰國小校長 協助推動臺灣溜冰運動，促進南投溜冰運動發展。 通過

44
團體會員

理事
朱啟維 男

通過

43
團體會員

理事
嚴振農 男 教師、講師、主任、校長

桃園縣議會第11、12屆縣議員

桃園市滑輪溜冰委員會主委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主任委員 提高選手訓練場地及技術水準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理事長

泰和法律事務所律師-主持律師

立法委員蔣萬安服務處 法律顧問

推廣滑輪溜冰運動，為滑輪溜冰環境盡一份心力。

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團體會員代表，理事長連堂凱律師。
通過

42
團體會員

理事
呂榮華 男

41
團體會員

理事
連堂凱 0

立法委員蔣萬安服務處 法律顧問

基隆市議會宋瑋莉議員服務處 法律顧問

新北市議會陳偉杰議員服務處 法律顧問



(三)參選類別：監事

候選人

編號
個人大頭照 參選資格 姓名 性別 學經歷 現職 參選政見 審查結果

通過2006-2021年國家代表隊教練
國訓中心滑輪溜冰代表隊教練

大灣國小教師

1.協助國家優秀人才培訓。

2.協助國家基層選手發展推動。

3.協助體育政策推動。

4.協助教練專業職能培訓。

家管 協助監督協會運作。 通過

7 監事 吳炯助 男

通過

6 監事 李莉娟 女 競速溜冰選手家長

高雄市直排輪曲棍球協會總幹事

滑輪溜冰曲棍球國家隊總教練

台東縣男子曲棍球代表隊總教練

高雄市女子曲棍球代表隊總教練

新北市男子曲棍球訓練教練

帕克運動學園執行長

1.希望為滑輪溜冰增取跟多企業資源

2.可以為高雄地區滑輪溜冰發展爭取跟多政府資源

3.為高雄地區增取跟多滑輪溜冰場地增設

4.能為曲棍球國家隊爭取更多企業贊助經費與資源

5.希望讓曲棍球在國際舞台名次更上一層樓

擔任多次國內、外花式溜冰裁判。

1.如果我擔任監事ㄧ職，本人會為滑輪溜冰愛好者的福利來爭取協會認同。

2.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的政策本人也會遵從監事規章，來執行會務。

3.正常出席會議，提升會議品質，讓推展溜冰活動能更有進步空間。

通過

5 監事 歐佳和 男

通過

4 監事 黃偉順 男 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景文高中教師 自由業 讓滑輪溜冰運動發展更好

專任教練
1.聽取地方滑輪溜冰意見，並於理監事會議時提出基層聲音。

2.協助協會把比賽辦好，改善協會不足的地方。
通過

3 監事 林美智 女

通過

2 監事 王素玉 女 專任教練

律師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第10、11屆監事召集人
華陽法律事務所所長 協助、督導協會各項業務運作1 監事 彭上華 男



通過
桃園市中小學直排輪教練

桃園市直排輪運動暨檢定協會監事

桃園市中小學直排輪教練

桃園市直排輪運動暨檢定協會監事

1. 監督協會正向發展。

2. 促進協會人才培養。

3. 爭取全體會員之權益。

4. 讓協會各項活動規模模組化。

帝雁企業社經理

苗栗縣滑輪溜冰協會總幹事

逆飛輪直排輪教練

1.督促協會成立一套專業體系的裁判團隊

2.協助建立基層訓練站

3.協助協會把比賽辦好

4.共同增取選手福利

5.建立改善協會不足的地方

通過

12 監事 黃瓊琳 女

通過

11 監事 鄭嘉安 女

帝雁企業社經理

苗栗縣滑輪溜冰協會總幹事

逆飛輪直排輪教練

臺南市溜冰委員會 臺南市溜冰委員會 協助推動曲棍球及滑輪溜冰各項運動發展

國泰人壽 協助推展滑輪溜冰運動 通過

10 監事 陳柏翰 男

通過

9 監事 陳華青 女
服飾公司業務

保險業務

信誼基金會5年73年至78年

上誼文化有限公司5年73年至83年8

原圓文化有限公司13年83年95年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89年至111年

艾瑪ABC英文書店95年100年

艾瑪烘焙100年至111年

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

1.從事新北市體育總會溜冰委員會總幹事職務已逾23年

2.新北市【花式溜冰】選手成績優異105年廣州亞運雙人花式陳立昕&翁慈霞(亞運銀牌)

3.新北市【競速】選手成績優異107年印尼亞運2萬公尺林秉宏(亞運銅牌)

4.新北市均衡發展滑輪溜冰四大項目【競速】、【花式】、【速度過樁】【男子&女子曲棍球】

5.每年5月或11月舉辦C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培養優秀人才。

6、每年5月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初階選手追風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7、每年11月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初階選手市民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8、每年11月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定期紮根舉辦新北市中小學滑輪溜冰錦標賽

9、每年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舉辦全國5大杯賽積極推廣讓選手的舞台更高更廣。

10、2年一次的新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全民運動會錦標賽，歷年成績都非常亮眼。

11、2年一次的新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運動會競速&速樁錦標賽，屢創佳績。

12、1年一次的新北市代表隊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滑輪溜冰項目，成績越來越進步，深受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肯

定。

8 監事 賴碧嬌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