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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營 系列課程 

實施計畫 

壹、 目的 

近幾年因應新冠肺炎帶來的巨大改變，無論是企業端或是各項

產業皆面臨到數位轉型課題。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於

112 年度延續辦理「臺灣品牌國際賽事研習營」，持續規劃辦理系列

課程，以 Young & Green 作為課程主軸，包含綠色賽事、青年參與

及數位轉型等多面向做探討。今年度結合簽訂 MOU 合作單位，包

含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日本運動觀光聯盟(JSTA)、臺灣運動

新創加速器(HYPE GVA Taiwan)、美國大克里夫蘭運動委員(GCSC)，

及國際友好單位 APEC 運動政策網絡(ASPN)、HYPE 運動加速器

(HYPE)、國際少年運動會(ICG)等組成講師群，除強化賽事主（承）

辦單位建構品牌賽事概念、提升行銷成效、打造綠色環保賽事及提

升青年參與，同時強化國際運動賽事與數位科技和創新應用的結合，

加速賽事的轉型發展，共同打造多元風貌新賽事且提升賽事質量，

創造前所未有的賽事新領域。 

貳、 辦理機關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參、 課程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 

三、 全國大專院校 

肆、 報名方式 

各場次課程皆採用線上方式報名，將由體育署協助發文至課程對

象所屬單位，以利各單位進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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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期程 

自 112 年 4 月 12 日起，於週三下午 3 點半授課，預計共辦理 15 場

次（課程規劃詳如附件）。 

陸、 課程地點 

線上課程：於夯運動 YouTube 平臺雙語直播，且將於每場課程前

三天，寄出課前通知信並提供線上授課平臺網址。 

柒、 課程安排 

每場次邀請國外專業領域講師透過實務案例搭配說明，並邀請

國內講師共同對談，協助與會人員透過不同主題，持續精進賽事品

質，並於課程結束後填寫線上問卷調查表，藉此瞭解與會人員對於

課程的回饋及建議，以明確掌握賽事單位、協會需要強化的知能及

方向。 

捌、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QHMuFCMQFGSDRCv7   

玖、 聯絡資訊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聯絡窗口：02-2366-0812 

黃小姐，分機 266，E-mail：zoey_huang@nasme.org.tw 

孫小姐，分機 230，E-mail：jiwei_sun@nasme.org.tw 

茆小姐，分機 213，E-mail：wendy_mao@nasme.org.tw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QHMuFCMQFGSDRCv7
mailto:zoey_huang@nasme.org.tw
mailto:jiwei_sun@nasme.org.tw
mailto:wendy_mao@na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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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品牌研習課程規劃 

(一) 議程 

時間 議程 

15:30-16:10 
･ 國內專家學者 

･ 國內賽事單位或創新團隊 

16:10-16:15 茶歇 

16:15-16:45 ･ 國外專家學者或國外賽事單位或創新團隊 

16:45-17:00 
交流座談 

･ 所有講師 

(二) 各場次課程講師(預擬) 

場次 日期 大綱 講師 

1 4 月 12 日 
綠色概念與運

動賽事連結 

陳美燕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協同主持人 

黃文輝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深工程師 

鄭宗政 中華民國舒康樂活運動協會總幹事 

Krzysztof Kropielnicki 英國量子顧問公司數

據分析師  

2 4 月 19 日 
綠色永續賽事

推廣 

周宇輝 體育大學副教授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黃煜 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 

Etsuko Yamada 日本體育委員會 國際運動

發展經理 

3 5 月 3 日 
營養健康與永

續概念 

秦于婷 體育記者 

郭家驊 亞洲運動營養健康學會會長 

約旦 Ibrahim Dabayebeh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Ayesha Ai Dhaheri 

泰國 Rungchai Chaunchaiyakul 

馬來西亞 Sareena Hanim Binti Hamzahi 

4 5 月 10 日 

國內外青年參

與運動賽事的

概況 

吳昇府 體育記者 

朱彩鳳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秘

書長 

JSTA 推薦講師- TAKADA Kensuke 

Torsten Rasch ICG 榮譽會長(影片) 

Chulwon Shin ICG 副會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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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月 24 日 
綠色賽事及場

館推廣 

秦于婷 體育記者 

郭豐州 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理事

長 

JSTA 推薦講師 

國內外創新團隊- KOUP 

6 5 月 31 日 

賽事科技轉型

與青年參與之

關聯 

黃經堯 HYPE GVA Taiwan 計畫主持人 

李文欽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產業發展組組

長 

HYPE-Zvika Popper 營運長 

Avi Benbenisti ICG 副會長 

7 6 月 7 日 

節能減碳概念

應用於賽事案

例 

林伯恒 IAPS 執行長 

蔡弘誠 運動筆記賽事總監 

Jungwon Han 2024 年冬季青年奧林匹克運

動會賽事管理組經理 

國內外創新團隊- AQUIVIO 

8 6 月 14 日 
國內外之青年

培育經驗分享 

吳昇府 體育記者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GCSC 推薦講師（影片) 

Yeon Heung, Kang International Sport 

Institute 研究室主任 

9 6 月 28 日 
各國青年賽事

的推廣 

康正男 AASM 理事長 

蔡鴻鵬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理事長 

Wirdati Radzi AASM 監事 

亞洲藤球總會會長 Abdul Halim Bin Kader 

10 7 月 5 日 
IOC 方針與綠

色校園的推廣 

周宇輝 TASSM 秘書長 

邱炳坤 體育大學校長 

Yun Seok, Choi AASM 副理事長 

國內外創新團隊- Havbeat 

11 7 月 12 日 
綠色賽事執行

及推廣 

康正男 AASM 理事長 

蔡培林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副局長 

GCSC 推薦講師（影片） 

ASPN- Ms. Le Thi Hoang Yen 

12 7 月 19 日 
永續與賽事如

何共贏 

秦于婷 體育記者 

2025 雙北世壯運組織委員會 

Seung Hoon. Lee 2018 平昌冬奧基金會運動

及場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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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ilbert GCSC 會長(影片) 

13 8 月 2 日 
各國青年賽事

的推廣 

周宇輝 TASSM 秘書長 

黃英哲 亞洲合球聯盟會長 

JSTA 推薦講師-Kobayashi Tetsuya 

國內外創新團隊- GoSky AI 

14 8 月 9 日 
聽障青年運動

發展 

秦于婷 體育記者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聽障運動總會 

國內外創新團隊- 3T magic 

15 8 月 16 日 
綠色概念與青

年賽事願景 

林廷芳 夯運動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王偉權 捷思企業管理顧問公司顧問 

Hyungil Harry Kwon 韓國中央大學副國際

事務長 

國內外創新團隊- mbranfiltra 

※ 備註：部分課程場次授課講師陣容及時間，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