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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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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國福 男 41.6.5 大學

1.海碩集團創辦人

2.海碩國際職業網球公開賽

創辦人

海碩集團總裁 個人理事

2 殷長佑 男 26.10.20 大學
1.高爾夫

2.網球
中山醫院麻醉主任 個人理事

3 林立青 男 47.10.5 碩士 三信家商體育組長
高雄市體育會網球委員會總

幹事
團體理事

4 張思敏 男 39.3.28 博士

1.國立體育大學副校長兼競

技學院院長

2.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

1.國立體育大學榮譽教授

2.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常務理

事兼選訓委員

個人理事

5 陳國嘉 男 52.11.10 專科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

2.新北市身心障礙體育運動

總會理事

1.台北市輪椅網球推廣協會

總幹事

2.台北市輪椅運動協會理事

長

個人理事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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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6 陳迪 男 72.10.3 碩士
1.2003-2018台維斯杯代表隊

2.ITF未來賽14冠
現役選手 選手理事

7 許晃榮 男 44.5.17
1.台維斯杯國手

2.美僑俱樂部教練
美僑俱樂部教練 選手理事

8 劉玉蘭 女 24.6.30 高中 聯邦盃國手 台銀退休 個人理事

9 陳宜 女 75.11.12 碩士
1.2013亞洲盃女雙冠軍

2.女雙職業賽18冠
土地銀行高級辦事員 選手理事

10 李欣翰 男 77.5.19 碩士
1.2015光州世大運男團銀牌

2.台維斯杯代表隊
職業網球選手 選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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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11 施宏忠 男 62.12.15 碩士

1.2017室內武藝運動會女子

隊教練

2.台南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

會

1.台南市安定國中/善化高中

網球教練

2.台南市安定國中學務主任

團體理事

12 謝麗娟 女 52.2.2 碩士
台北市體育總會網球協會理

事長
臺北市立大學球類系副教授 團體理事

13 江文樹 男 57.9.21 大學
1.大學體育老師

2.網球教練

1.經營網球場

2.批發體育用品
個人理事

14 楊宗樺 男 80.3.29 大學
1.2010年廣州亞運團體金牌

2.台維斯杯代表隊
職業網球選手 選手理事

15 胡娜 女 52.4.16 國際知名網球選手 國際知名網球選手 個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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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16 何黎星 男 34.4.19 彰化縣網委會主任委員 彰化縣網委會主任委員 團體理事

17 杜協昌 男 60.12.15 碩士
1.三民高中體育組長

2.三民高中網球教練

1.三民高中體育組長

2.三民高中網球教練
團體理事

18 江勁彥 男 61.11.6 博士

1.行政院體委會運動人才培

訓輔導小組委員

2.國家代表隊教練、隊員

1.國立彰師大運動學系教授

2.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

事

團體理事

19 李慶昌 男 41.12.25 屏東縣網委會主任委員 屏東縣網委會主任委員 團體理事

20 劉虹蘭 女 64.2.11 大學
1.1995福岡世大運雙打銀牌

2.專業球評

1.專業網球球評

2.天母網球協會教練
選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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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21 賴茂盛 男 59.3.14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副教授、

體育室主任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副教授、

體育室主任
個人理事

22 龔元高 男 38.1.1 碩士
1.上班族足球聯賽創辦人

2.足球協會副理事長

1.網球協會副理事長

2.飛馳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長

個人理事

23 蘇嘉祥 男 40.5.11 專科

1.民生報體育新聞中心主任

2.中華民國網球協會ITF會議

代表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

2.國立體育大學兼任助理教

授

個人理事

24 石家瑋 男 70.3.24 碩士

1.106年四維盃團體錦標賽亞

軍 2.106年全中運國男國女

團體八強

北市文林國小教任教練 團體理事

25 蔡佳諺 男 64.10.1 碩士

1.台維斯盃代表隊教練

2.現役代表隊選手吳東霖教

練

台中高工教師 選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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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26 賴建豪 男 66.8.12 大學

1.106澳洲網球A級itf代表隊

教練 2.106全國運動會彰化

縣教練

1.彰化縣體育會網球委員會

總幹事

2.花壇網球學苑總教練

團體理事

27 劉啟帆 男 67.11.13 博士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

2.逢甲大學體育處處長

1.南投縣體育總會監事

2.魚池鄉體育會理事長
團體理事

28 王家孝 男 69.6.14 大學
1.亞洲盃青年代表隊隊員

2.全國排名單打11/雙打9

1.桃園市體育會網球委員會

總幹事

2.興盟國際有限公司運動用

品開發經理

團體理事

29 蔡賜爵 男 38.1.15

已於107.3.14退

出推薦之理事

參選

30 張致平 男 56.9.27 FOX體育台副總經理 FOX體育台副總經理 個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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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31 石家璧 男 45.10.21 碩士
1.台中市網球協會常委

2.台中市網球協會副主委
台中市網球協會主委 團體理事

32 廖俊強 男 62.1.12 碩士
1.2015光州世大運柔道教練

2.2012倫敦奧運柔道教練

1.文化大學專任副教授

2.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教練委

員會委員

團體理事

33 簡瑞宇 男 60.5.29 碩士 國立虎尾科大網球隊教練 國立虎尾科大體育室教授 團體理事

34 李元宏 男 57.1.12 碩士
1.台維斯盃國手1992

2.北京亞運國手1990

1.中正大學助理教授

2.中正大學網球隊教練
選手理事

35 楊蔚萌 男 52.6.7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副理事

長

2.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副理事

長

2.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個人理事



號碼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學歷 經歷 現職 參選資格 個人大頭照

參選政見及本

人同意公開揭

露之個人資料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36 張約翰 男 42.9.16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常務理

事

2.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常務理

事

2.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個人理事

37 李秀明 男 65.3.5 碩士

1.106全國運動會台北市網球

代表隊教練

2.世青教練

台北市新興國中體育組長 團體理事

38 郭繼華 男 54.1.20 碩士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五屆理

事
永紳國際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個人理事

39 連玉輝 男 59.6.19 碩士

1.1996亞特蘭大奧運網球選

手 2.1988-1997台維斯盃國家

代表隊

台灣大學體育室副教授兼副

主任
選手理事

40 王薏婷 女 70.11.21 碩士
1.四大滿貫裁判

2.巴西奧運裁判
國際網球總會銅牌裁判 選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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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第六屆理事候選人

41 鄭永忠 男 57.10.9 大學
帶隊全中運女團第五、女單

第二

1.後甲國中教師

2.網球教練
團體理事

42 張博能 男 58.7.27 明新科技大學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副教授 個人理事

43 謝鎮偉 男 57.1.27 碩士 輔大體育系講師 輔大體育系講師 團體理事

44 黃火煌 男 31.8.1 專科

1.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副

理事長

2.台北市南港區體育會網球

卉主任委員

1.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副理事

長

2.台灣88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個人理事

45 張碧峰 男 63.9.5 博士

1.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專任副

教授 2.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網

球隊教練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體育系老

師
團體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