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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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 至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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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Aek7 

七、 課程流程：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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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賽事數據 APP 經驗分享 

蘇冠緯 / 捷思科技 MeetAgile 共同創辦人 

15:35-16:00 品牌賽事 
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案例分享 

徐迺瑋 /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16:00-16:05 茶歇 

https://reurl.cc/OAAe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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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16:30 品牌賽事 Zvika Popper / HYPE 運動創新基金會營運長(暫擬) 

16:30-17:00 國際交流 

蘇冠緯 / 捷思科技 MeetAgile 共同創辦人 

黃成翰 / 名衍行銷公司 總經理(暫擬) 

Zvika Popper / HYPE 運動創新基金會營運長(暫擬) 

17:00- 有獎徵答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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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綠能創新技術應用分享 

陳谷銘 / Feebees 創辦人 

15:35-16:05 品牌賽事 

臺灣第一國際慢城花蓮鳳林盃軟式網球國際錦標賽案例分享 

謝章福 /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秘書長 

易志偉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科工所 教授   

16:05-16:10 茶歇 

16:10-16:30 品牌賽事 TCEB/講師推薦中 

16:30-17:00 國際交流 

陳谷銘 / Feebees 創辦人 

謝章福 /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秘書長 

易志偉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科工所 教授  

TCEB 講師推薦中 

17:00- 有獎徵答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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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事防護治療案例分享 (暫擬) 

王亮凱 / Conzian 執行長  

15:35-16:05 品牌賽事 

國際槌球錦標賽案例分享 

林錦富 /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理事長 

陳美燕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6:05-16:10 茶歇 

16:10-16:30 品牌賽事 Tetsuo Nakayama / 日本運動觀光聯盟事務局長(暫擬) 

16:30-17:00 國際交流 
王亮凱 / Conzian 執行長(暫擬) 

林錦富 /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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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燕 /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 協同主持人 

Tetsuo Nakayama / 日本運動觀光聯盟事務局長(暫擬) 

17:00- 有獎徵答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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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分析球迷情緒應用分享(暫擬) 

Chandra Dekeyser / MoodME 創辦人 

15:35-16:05 品牌賽事 

2022 卡達世界盃暨 2023 亞洲盃資格賽小組賽案例分享 

焦佳弘 /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副秘書長 

易志偉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科工所 教授   

16:05-16:10 茶歇 

16:10-16:30 品牌賽事 Daichi Oshimi /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 副理事長 

16:30-17:00 國際交流 

Chandra Dekeyser / MoodME 創辦人(暫擬) 

焦佳弘 /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副秘書長 

易志偉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科工所 教授   

Daichi Oshimi /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 副理事長 

17:00- 有獎徵答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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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LO 技術專利永續應用分享(暫擬) 

張明仁 / Xpure 市場總監  

15:35-16:00 品牌賽事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案例分享 

(講師待補) 

16:00-16:05 茶歇 

16:05-16:30 品牌賽事 

Revitalizing Muaythai (Thai Boxing)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Heritage,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暫擬) 

Issadde Kutintara /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 副理事長  

16:30-17:00 國際交流 

張明仁 / Xpure 市場總監(暫擬) 

大專體總(講師待補)  

Issadde Kutintara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副理事長(暫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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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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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