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109 年度 C 級教練講習會申辦計畫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9年 7月 13日體總業字第 1090000915號函備查 

一、 依據：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制度章

則第五點第四項規定辦理。 

二、 目的：培育我國藤球運動教練人才，提升我國藤球運動教練素質，積極提

高我國藤球教練在國際間之地位，繼而為國爭光。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五、 承辦單位：高雄市體育會藤球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會。 

七、 舉辦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7日(星期五)至 8月 9日（星期日），共計

3天。 

八、 舉辦地點：高雄亞柏會舘（812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3 號）。 

九、 參加對象及資格：年滿二十歲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受運動專業訓練，

並熟悉運動之教育訓練及競賽規則且品行端正愛好體育

運動之人員。 

十、 報名方式：申請表如附表一。 

(一) 日期：自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止（郵戳為憑）。 

(二) 報名人數：50名(額滿截止)。 

(三) 地址：1.掛號郵寄地點：11473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77 巷 18 號 1 樓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張世宜先生 收 

2.電子檔請傳 t20080119@ctstf.org.tw 信箱，其他信箱恕不受理，

信件主旨請填寫「109 年度 C 級教練講習會申請表」。 

3.聯絡電話：02-87731545 張世宜、傳真：02-87720389。 

(四) 手續：1.填寫申請表（附表一），可至中華民國藤球協會官網／訊息下載

申請表檔案。 

2.需繳交資料：申請表、2 吋半身證件照片電子檔（證件照檔名請

註明姓名，並傳至 E-mail: t20080119@ctstf.org.tw）、良民證（最



近 1 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規定警察刑事紀錄證明）；具外國籍

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3.檢定費新台幣 1,200 元整，證書費新台幣 200 元整，研習當天至

報到處繳交，如晉升人員檢定審查未通過者，退回證書費。 

十一、 課程內容：課程表如附表二。 

十二、 授課講師資歷： 

編號 姓名 資歷 備註 

1 莊鑫裕 國立台東大學體育系副教授  

2 林秉毅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3 趙學瑾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助理教授  

4 沈英俊 

樹德科技大學體育室組長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庫 
 

5 黃楷筑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  

6 楊景樺 

國家 A 級裁判 

暨亞洲、國際藤球總會國際裁判 
 

7 詹宇庭 國家 B 級教練  

8 詹宇峰 國家 B 級教練  

9 劉昶佑 國家 B 級教練  

10 鄭力元 國家 B 級教練  

11 方瑞照 國家 C 級教練  

十三、 及格標準：學、術科成績須達 70 分始為及格（滿分為 100 分）。 

十四、 發證方式：凡參加本次講習會成績達 70 分者，由本會備冊，報請中華民

國體育運動總會登錄及製證，再由本會發證。 



十五、 其他注意事項：1.學員應儘量避免缺課，如遇有特殊事故必須親自處理

時，應填具請假單。 

2.講習會期間累積缺課四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加學術

科測驗，所繳交之檢定費亦不予退費。 

3.課程進行中請勿錄音及錄影，如有課程需要錄影請事先

徵詢講師同意。 

4.講習期間學員午餐由大會提供，其餘交通、膳、宿自理。

現場備有飲水機，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5.講習期間學員請穿著輕便運動服、運動鞋。 

6.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核發之教練證有效期間為 4 年；經

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 48 小時，並每年至少 6 小時

者，於效期屆滿 3 個月前至 6 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

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 4 年，超過證

照效期將會作廢須再重考。 

十六、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9年 7月 13日體總業字第 1090000915

號函備查。 



附表一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109年度 C級教練講習會申請表 

姓    名  

二吋相片 2張 

（浮貼）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原持有證照等級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是否需公假函    ☐是     ☐否 午餐    ☐葷     ☐素 

備註 
需繳交：1.申請表、2.證件照電子檔、3.良民證（最近 1 個

月內核發之無違反規定警察刑事紀錄證明）、4. 檢定費（證

書費）。 



附表二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109年度 C級教練講習會課程表 
     

        
8月 7日 

星期五 

8月 8日 

星期六 

8月 9日 

星期日 

07:30-08:00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08:00-08:50 
藤球運動沿革及其發展

現況 
國家 B 級教練 詹宇庭 藤球技術操作 

國家 B 級教練 劉昶佑 
藤球技術操作 

國家 B 級教練 劉昶佑 

09:00-09:50 
性別平等教育 

樹德科大 沈英俊老師 

10:00-10:50 
運動競賽戰術 

國家 B 級教練 詹宇庭 

藤球運動規則 
國家 A 級＆國際裁判 楊景樺 

教練職責及素養 
國家 B 級教練 鄭力元 

11:00-11:50 
運動情報蒐集及其分析 

國家 B 級教練 詹宇庭 

藤球運動術語(專業外語) 
國家 A 級＆國際裁判 楊景樺 

教練倫理 
國家 B 級教練 鄭力元 

12:00-13:00 午 休 時 間 

13:00-13:50 
運動禁藥 

台東大學 莊鑫裕老師 
運動競賽技術 

國家 B 級教練 詹宇庭 

藤球技術操作 

（含學科測驗） 
國家 B 級教練 詹宇峰 

14:00-14:50 
運動營養學 

樹德科大 趙學瑾老師 

15:00-15:50 

運動心理學 
樹德科大 林秉毅老師 

運動員健康管理 
慈惠醫專 黃楷筑老師 藤球技術操作 

（含術科測驗） 
國家 C 級教練 方瑞照 

16:00-16:50 
體能測驗、評估及訓練 

慈惠醫專 黃楷筑老師 

1.學員請準時報到並簽到，首日報到時領取講習教材。 

2.授課講師若有變更或課程調動，以研習當天為準。 

 

課程 日期 

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