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參選資格 性別 現職 學歷 政見 備註

1 沈崇崧 個人 男

愛之味食品公司行銷企劃總監

耐斯王子飯店駐會董事

台富食品工業總經理

前鎮高中

私立世界新專

1. 積極籌募經費推動自由車運動發展

2. 輔助基層推展自由車運動

3. 提升競技水準立足國際賽會

4. 爭取國際組織重要職務為國家爭取權益

5. 爭辦國際賽會在台灣舉行帶動國內水平

6. 推生國際標準室內250M自由車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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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參選資格 性別 現職 學歷 政見 備註

1 林良濱 個人 男 暹邏國際金箔(股)公司董事長 成功大學

2 黃雄鵬 個人 男 高雄市水電工裝置設計職業工會理事長 企管博士

3 安可宏 個人 男 社團高階顧問 文化大學

4 趙建國 個人 男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顧問

高雄市青工總會副總會長
專科

5 周正雨 個人 男 社會服務顧問、公退 大專

6 黃柏澤 個人 男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里長 成功大學碩士

7 陳裕誠 個人 男 自由車協會監事 高應大碩士

1. 培育優秀和具有潛力自由車運動選手參予國際賽事

2. 爭取好成績、行銷台灣讓台灣增加國際能見度

3. 改善自由車選手與教練的選、訓福利

8 林吉塗 個人 男 中華武嶺養生協會理事長 高中

9 高桓懋 個人 男 台灣塑膠公司主管 正修工專

10 陳修 個人 男 開洪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博士

11 朱克雄 個人 男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監事

高雄市卓越青工總會 總會長

宏縉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中山大學碩士

1. 全力推廣自由車健身活動，以響應政府的節能減碳環保政策。

2. 提升自由車教練的素質，以培訓出優秀的自由車選手。

3. 增加舉辦國內自由車賽事，以提高選手參賽經驗與實力。

4. 制訂國外選手參賽資格規則，以爭取最佳成績，為本會爭光，並提高臺

灣的國際形象。

12 林燦祥 個人 男 台灣津川通商有限公司負責人 復興工專建築科

1. 支持自由車運動發展

2. 強化運動人才培育建立機制

3. 室內室外空間標準機制

4. 協助培植運動人員

5. 提升練習空間設備

6. 發展機制

13 許俊中 個人 男
屏東縣西服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理事
大專

14 武漢偉 個人 男

高雄市快樂堤心理協會理事長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48屆高屏B區秘書

長

大學
1. 推廣與發展自由車運動

2. 培育優秀自由車運動人才

15 余愛雄 個人 男
其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高雄市環保協會常務理事
博士

1. 加強培訓更優秀的自由車選手。

2. 多多舉辦國內自由車賽事，以增加選手參賽經驗與實力。

3. 制訂選秀規章，參加國外比賽，以爭取最佳成績，為本會爭光。

16 王玉瑤 個人 女 保險經紀人 高職

17 黃合旬 運動員 女 2022亞培登山車教練 台北市立體育大學

18 洪許樺建 運動員 男 單車店老闆 大學

19 黃亭茵 運動員 女 高雄市立楠梓高中自由車專任教練 國立高雄大學

21 徐正義 運動員 男 鳳甲國中專任運動教練 碩士 為協會推廣自由車活動及比賽。

22 易芳如 運動員 女 松竹國小代理教師 正修科技大學碩士

23 吳澤宗 運動員 男 中央大學駐警隊退休 大學

24 郭文進 運動員 男 南寶樹脂車隊教練/領隊 高中 促進提升自由車選手實力與強度，優質符合國際賽事賽場及訓練環境。

26 潘菁霞 運動員 女 軍人 大學 為協會推廣自由車活動及比賽。

28 廖武雄 運動員 男 比爾士行銷有限公司總經理 宜寧中學

29 曾啓明 運動員 男 前立法委員 特助 大學

30 陳耿賢 運動員 男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專任教練 大學

31 鄭詠謙 運動員 男 自由車裁判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33 李  璇 運動員 女
桃園市體育總會自由車委員會優秀運動教

練
大學

  推廣任何運動都需要政策、社會資源與單項協會的支持才能永續持久,自

由車運動項目也是。

  台灣是國際自行車的生產重鎮,而自由車競技項目卻至今仍為國人較陌生

的賽事,台灣擁有極佳高低海拔地形落差,但產出的自由車好手卻非常有限,

可知許多人雖看過自由車卻不知其中的內涵。

  因此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對於推廣自由車項目、基層選手訓練品性品德

教育、潛力選手培訓就賦有相當的重要性。首先要感谢中華民國自由車選

手家長的大力支持，當然還有一群認真的選手和學生，願意付出努力學習

，讓參與自由車運動的所有負責人都感到相當欣慰。但在現實面我們都知

道自由車項目的開銷十分昂貴，關於這些賽事經費經常會讓大家感到苦惱

，還好有體育署的支持、選手家長的關心、基層的努力，才得以讓這一切

能順利進行，讓台灣選手有機會得到成就，讓一整年度的訓練有表現之機

會。

  因此主要目的是希望,能更加詳細的將科技化訓練呈現列表，以達資源利

用最充分、供應不重複、募集有效率、装備更完整等目標，來更加推廣自

由車競技運動之發展。

34 蔣光燦 運動員 男 蔣光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CKT創辦人 自強中學

20 楊東蓁 團體 女 楠梓國中專任教練 碩士

25 張景弘 團體 男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助理教

授
博士

27 鄭欽嬴 團體 男 嘉南藥理大學助理教授
美國路易斯安那理工大

學運動健康教育碩士

32 吳興華 團體 男 商 明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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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雪亭 個人 女 御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大學

2 周惠齡 個人 女 高雄市書畫學會理事長 大學

3 周仲德 個人 男 聯合報系潮州辦事處主任 高雄高工電工科

4 周慧婷 個人 女 企業法務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1. 致力協助協會運作制度化,以維護會員權益,裨益協會發展。

2. 重視會員權益保護,落實爭端處理程序合法、公平與公正。

5 蔡明都 個人 男 高雄市不動產經理協會理事長 大仁科技大學

6 藍美娟 個人 女 學校志工、郵局志工 高職

7 吳淑卿 個人 女 總爺有限公司會計 高職

8 吳致玲 個人 女 餐飲(股)公司 銘傳大學 全力支持協會政策發展自由車運動。

9 王建民 個人 男 中船公司主管退休 高雄海專

10 林小惠 個人 女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高雄海專

11 葉大維 個人 男 工程顧問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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