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新聞稿 發布時間 2021/8/9 11:00 

企業界人士發起 TLPGA 潛力球員基金 
將擇 26 位潛力球員每月補助經費，協助生涯發展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TLPGA）宣布，由企業界人士組成的「TLPGA 之友贊助

會」將設立「TLPGA 潛力球員基金」，透過協會遴選具有潛力的職業球員，每月補助

訓練經費，幫助選手持續提升實力，使能全力發展職業生涯。 

 

 

 

 

 

 

 

 

 

 

 

 

 

 

採訪 / 陳泰杰．圖 / 葉勇宏 Justin 
TLPGA 之友贊助會捐贈 2021 年度潛力球員基金。圖由左至右：TLPGA 之友贊

助會捐助人孫德至、發起人黃日燦、TLPGA 理事長劉依貞、球員謝瑀玲、張靖

翎。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成立於 2001 年，今年將歡度 20 週年。圖由左至

右：TLPGA 之友贊助會捐助人孫德至、TLPGA 理事長劉依貞、TLPGA 之友

贊助會發起人黃日燦、TLPGA 秘書長李明澐。 



這項計畫是由台灣產業創生平台創辦人暨董事長黃日燦所促成。黃日燦在幾次與職業

球員球敘中，獲悉女子職業高爾夫選手在起步階段普遍缺乏贊助，以致影響生涯發

展。為協助球員取得奧援，並為忙於籌募賽事經費的理事長劉依貞分憂，提議運用自

己在企業界的人脈協助募集「TLPGA 潛力球員基金」，設定 50 位企業界友人，每人每

年贊助 30 萬元，承諾三年，總數為每年 1,500 萬元。召募期間適逢新冠疫情三級警

戒，仍獲得 43 位企業界人士熱烈響應，距目標僅剩七個名額，歡迎各界熱心人士接力

加入，同為台灣高爾夫的壯大盡一份力量。如您有意加入基金贊助行列，請與 TLPGA

秘書長請李明澐聯繫，電話：0936-120171。 

 

 

 

 

 

 

 

 

 

 

首屆 TLPGA 潛力球員基金的遴選機制採成績計算，前一年度參加 TLPGA 認可的巡迴

賽六場以上，且每年獲得其他贊助未超過 40 萬元，就可提出申請，再由協會依積分排

序先後擇 26 位會員（職業球員），按月發給新台幣 3 萬 5 千元津貼，基金發放將自

2021 年八月開始實施。 

 

 

「不應該因為小錢而耽誤青春，」TLPGA 之友贊助會發起人黃日燦表

示，TLPGA 潛力球員基金的意義在於讓球員不用煩惱基本生活經費，可

以專注於職業生涯發展。 



 

 

 

 

 

 

 

TLPGA 理事長劉依貞相當感激黃日燦的協助，她表示，籌辦賽事以及協助會員成長，

是 TLPGA 的兩大任務。黃董事長的這項義舉，讓協會在全力推動賽事昇級之際，幫助

台灣選手們也能向上銜接，向更高的國際舞台挑戰。 

 

 

 

 

 

 

 

 

職業女子球員謝瑀玲及張靖翎代表出席 TLPGA 潛力球員基金捐贈儀式，謝瑀玲表示，

這項善舉將為球員帶來極大的鼓舞作用。張靖翎也表示，企業界人士伸出援手，將激

勵球員更勇於接受比賽的挑戰。  

TLPGA 之友贊助會發起人黃日燦(圖左)，與 TLPGA 理事長劉依貞。 

TLPGA 球員謝瑀玲。 



 

 

 

 

 

 

 

 

 

 

 

 

 

 

 

 

 

 

 

TLPGA 成立二十年有成，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在 2014 年納入世界積分組織

後，在台灣熱心企業的支持下賽事規格逐年提升，幫助許多台灣及亞洲選手在國際間

嶄露頭角，並獲得寶貴的積分排名，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選手的陣容更達世界六強。

期待藉由 TLPGA 潛力球員基金的挹注，可以激勵球員提昇自我，與巡迴賽共同成長，

相輔相成。 

 

Facebook 官方粉絲專頁： 

      TLPGA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TLPGA 球員張靖翎。 

https://www.facebook.com/TLPGA.TOUR/


 

附錄一、2021~2023 TLPGA 之友贊助會 

會員芳名錄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方頌仁 18 翁嘉盛 35 陳盛嘉 

2 朱志偉 19 高啟全 36 黃日燦 

3 余俊彥 20 張子鑫 37 黃世峯 

4 利明献 21 張立秋 38 黃洲杰 

5 吳昕達 22 張光道 39 黃秋永 

6 吳長青 23 張蓉崗 40 黃偉祥 

7 吳聰慶 24 莊寬裕 41 楊青峯 

8 呂進宗 25 許銘仁 42 葉福海 

9 李開源 26 郭智輝 43 廖信華 

10 周厚宇 27 陳天貴 44 蔡三才 

11 周建宏 28 陳有諒 45 鄭萬來 

12 林日盛 29 陳希聖 46 鄭德篆 

13 林再林 30 陳其宏 47 鍾依華 

14 林志明 31 陳昌 48 鍾聰明 

15 林昆成 32 陳林智 49 魏永篤 

16 林憲銘 33 陳國源 50 無名氏 

17 林鴻明 34 陳盛沺  

           (依姓氏筆畫排序) 

         更新日期：2021.12.08 

  



附錄二、TLPGA 之友贊助會-2022 贊助選手名單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0126 石澄璇 

0096 李佳霈 0111 陳慈惠 

0061 謝瑀玲 

0060 陳依妏 0085 李黛翎 

0122 張靖翎 

0135 楊斐茜 0094 黃珮雯 

0078 陳思涵 

0121 賴怡廷 0132 周怡岑 

0091 王莉甯 0089 梁宜羚 0144 劉芃姍 

0090 陳子涵 0123 戴嘉汶 0050 余珮琳 

0092 黃 靖 0112 伍以晴 0145 黃郁評 

0129 陳 萱 0114 蔡欣恩 0141 楊亞賓 

0058 林子麒 0138 林書林 0143 涂郡庭 

0140 洪玉霖 0076 陳孟竺 0128 黃郁心 

        

       更新日期：2022.01.20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28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7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12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61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60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86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23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37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5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78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22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34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2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0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6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1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24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50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93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13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7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31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15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3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58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0
http://www.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5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42
http://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76
http://www.tlpga.org.tw/Member_Detail.php?autono=130


附錄三、媒體報導 

 

 

 

 

 

 

 

 

 

 

 

 

 

 

 

 

 

 

  



 

 

 

 

 

 

 

 

 

 

 

 

 

報導連結 

1.自由時報 

2.高爾夫文摘 

3.麗台運動 

4.高爾夫雜誌 

5.ALBA 雜誌 

6.敢動傳媒 

7.玩高爾夫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32263
https://www.golfdigestweb.com.tw/article/3756
https://www.ltsports.com.tw/article/146802
https://reurl.cc/bXKEMd
https://reurl.cc/bXKE1r
https://reurl.cc/bXKE1r
https://braveathlete.net/tw/article/3298
https://www.facebook.com/onegolf.tw/posts/4336642663063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