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味全 龍重返中華職棒成為第

5隊，在中華職棒選秀

會上 32位選手已全數簽下，其中有

6人是南華大學選手，包括旅遊系三

年級的投手郭郁政(第 4輪)、投手黃

東淯(第 14輪)、捕手全浩瑋(第 11

輪)、運程二年級投手蔡明憲(第 8

輪)、運程內野手張政禹(第 7輪)、

外野手林孝程(第 13 輪)等 6人。  

    這次選入這麼多位南華棒球隊選

手，味全龍總教練葉君璋認為南華大

學棒球隊成軍雖短，但表現十分亮

眼，另外球員品德好、穩定性高，成

熟度夠銜接職棒的高度競爭。 

    南華大學棒球隊總教練蔡仲南則

指出，球員們能在選秀被看見，除了

基本功之外，主要原因是「做到養

成」，球隊對球員的養成規劃，從大

一開始，包括心態調整、基本功、進

職棒可能面臨的各種細節，一路不斷

修正、調整，無非就是希望球員如果

進入職棒可以走得長久。 

    加盟的 6 位球員中，郭郁政一路

由普門中學直升南華大學，在佛光系

統六年，一直都是球隊的先發主力，

未曾有太大傷勢與高低潮，幾乎所有

杯賽都是蔡總的第一先發人選，曾獲

107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投手獎

第 5名。投手黃東淯身高不高投球面

帶笑容，但擅長的球種多元，曲球、

滑球、指叉球，球速達 140公里，在

球隊是先發後援皆可的活棋。捕手全

浩瑋打擊好，為球隊的第四棒的不二

人選，且反應機靈有絕佳的阻殺能

力，今年大專棒聯季軍賽砲轟台體主

力江國豪的三分全壘打為其代表作。 

    投手蔡明憲畢業於漢英高中，過

去無太好成績，在本校棒球隊招考時

讓蔡總發現潛力，加上個性低調沉穩

努力不懈，終於在二年級時大放異彩

成為球隊主力中繼。游擊手張政禹一

年級就擔起球隊游擊重任，原看中的

是優異的守備能力，但打擊上有突破

性的成長，曾獲 107學年大專棒聯打

擊獎第 1 名。外野手林孝程則是攻優

於守的選手，為球隊中心棒次，在今

年春季聯賽有出色的打擊表現。 

    我們預祝明年在中華職棒二軍的

比賽中，南華大學 6勇士能持續大放

異彩，站穩球隊的主力位置，進軍一

軍(運程/許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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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賀 

南華 大學舉辦的「2019三好南華盃

高中乙組棒球邀請賽」於 8月 8

日展開為期四天的賽事，參加隊伍來自全國

11縣市、16 所高中職乙組棒球隊，一連四天

的精彩賽事，由智林體育台提供現場轉播。 

    已舉辦第三年的「三好南華盃高中棒球

邀請賽」，不僅有網路平台轉播賽事，更規

劃選手村、球評及專業裁判等，讓三好南華

盃成為乙組棒球的指標性賽事。 

    三好體協執行長慧知法師表示，「三好

南華盃」的促成，要感謝星雲大師提倡運

動，並重視與關心乙組棒球隊的發展，讓喜

歡打棒球的孩子們有揮灑球技的舞台。舉辦

第三年的「三好南華盃」受到廣大迴響，未

來將擴大參與層面，不排除先進行各區預

賽，挑選出 16隊代表，再進行決賽，也將在

明年擴大邀請海外隊伍參賽，讓賽事升格為

國際性比賽。慧知法師特別勉勵球員們要心

懷慈悲，時時於生活中體會及實踐，給予別

人歡樂與關懷，就是「慈悲」及「三好」的

落實。  

    林校長指出，南華棒球隊培育體育選手

首重品德與團隊紀律，球隊在嚴謹的管理之

下，每位選手都相當自律，也非常勤於練

習，成軍三年屢獲佳績。今年更有六位選手

在職棒選秀中，獲味全龍球團青睞並簽約加

盟。另外，有鑑於高中乙組棒球隊有 400多

隊，卻只有不到一成的政府資源，在佛光山

的支持下，三年前由三好體協與南華大學共

同為高中乙組棒球隊舉辦賽事，期許球員皆

能秉持星雲大師的三好精神，透過賽事互相

切磋交流，並將三好帶到球賽上。  

    本次參賽隊伍邀請 16所高中職乙組棒

球隊，預賽 16 隊分為 4 組，進行分組單循

環賽，每組取兩隊晉級複賽。複賽 8 隊進行

單淘汰賽，五～八名並列優勝。今年由台南

高工棒球隊奪冠，景文高中獲得亞軍，季軍

及殿軍分別為永靖高工及北科附工，共取前

四名之外，另四支打進八強的隊伍分別為竹

南高中、金門農工、台中一中、南湖高中皆

獲頒「優勝獎」。此外，個人獎項方面，打

者獎分別有「打擊王」為北科附工林守彥、

「打㸃王」為景文高中洪偉智、「全壘打

王」北科附工顏子薫、「盜壘王」景文高中

昝泓屹、「安打王」 永靖高工洪浩翔。投手

獎有「勝投王」台南高工周廉詠、「防禦率

王」台南高工周廉詠、「三振王」景文高中

洪偉智。大會最有價值球員 MVP由台南高工

周廉詠獲得，最佳教練獎為台南高工教練黃

政維。(綜合報導) 

     

頭條二 



       南華大學武術隊體驗南洋新加坡體育風情   

南華 大學武術隊獲得教育部體育署

新南向政策之計畫補助，11

位選手、鄭旭龍教練與許伯陽主任等一行

13人，於 7 月 3日至 7月 9日共 7天的行

程，至新加坡進行武術之體育交流參訪活

動。規劃與新加坡當地首屈一指的 Xuan 

Sports(宣武門)武術學校進行交流，並參觀

惹蘭勿剎(Jalan Besar Sports Centre)體

育場館設施，同時也與當地武術教練座談，

另外安排其他的文化參訪等行程。 

    Xuan Sports(宣武門)是由 Tan Jun 

Beng(陳俊銘)創立的武術學校並擔任館

長，在新加坡富有盛名，現已成立一家總

館與兩家副館，擁有十名專任教練與數十

位兼任教練，專長項目在武術、太極拳、

散打、舞龍、舞獅、翻轉(Flips & 

Jumps)、尊巴舞(Zumba)和藝術體操等。陳

館長過去是新加坡國家武術選手，目前是

新加坡國家武術隊教練，也是新加坡國際

武術評審委員之一。陳館長於 2013年成立

了宣武門，作為武術學校培養當地人才。

宣武門目前為 10所學校的武術團隊提供訓

練服務，並且在 15所當地學校提供國武術

相關課程。另外，宣武門也致力於為新加坡

國家隊培養武術選手。目前國家青年隊有八

名選手以及國家隊一名選手在宣武門武術學

校中代訓，陳館長提到，目前新加坡把武術

列為中小學有分數的課外體育活動專案，取

得優異成績的學生在升學過程中佔有一定的

優勢，因此宣武門得以吸引年齡從 6歲到

15歲左右小學到國中的學員來學習武藝，但

上高中之後因大學無運動專長科系就比較沒

有動機，留下來繼續訓練的都是較為菁英的

選手，以國手為目標。另外，陳館長也提到

新加坡政府將太極拳、氣功和晨走三個項目

列為全民運動項目，武術就占兩項，武術推

動全民健身運動發展當可獲得重視。其次，

宣武門總教練商昱，過去為中國最高級別武

英級選手，說到新加坡的武術發展，他說這

20年來新加坡競技武術選手梯隊的建設已較

為完善，中小學競技武術比賽已具規模，像

今天來練習的幾位選手都已習武 10年左

右，成績好不好就是要看練習的程度夠不

夠，家長支持與制度完備下更能源源不絕的

訓練好選手，成績就不會有太大落差。 

    當天參訪行程，本校武術隊選手看到新

加坡選手的訓練也躍躍欲試，當場換上宣武

門送的紀念 T恤，與新加坡當地的學員一起

進行訓練，運動學程二年級黃麒戎過去曾獲

得兩次大專杯國術錦標賽公開男子組北拳金

牌，他在團練後的個別動作上展現跳躍翻騰

完美落地的高級動作，獲得滿堂彩，運程二

年級古伶湘為太極專長，展現太極柔中帶

剛，慢中帶勁的拳法，獲得新加坡教練們一

致讚賞。鄭旭龍教練指出，新加坡選手

讓人印象深刻的在於團體素質的水準

高，幾位青年國手展現的運動能力與技

術層面已達國際水準，相信未來在宣武

門的專業訓練下，必能在國際舞台發光

發熱。 

    南華大學武術隊於 103學年正式成

軍，聘任國家級教練鄭旭龍先生為指導

教練，主要招收武術套路與散打選手，

就讀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在

武術推廣上，本校在體育課中開設多門

國術與武術的課程，除了讓一般學生學

習套路與散打的基礎外，也讓學生們有機會

晉升為乙組選手，參與校外的競技比賽，從

中更能投入於國武術運動中。在成績表現

上，散打選手錢弘毅曾獲選 2017世大運武

術散打國手培訓隊，並當選 2018印尼雅加

達亞運 56公斤級國手。太極拳選手古伶湘

為重點栽培選手，過去曾獲得全國中等國武

術錦標賽太極拳冠軍，並獲大專層級的太極

拳冠軍。近三年本校武術隊參加大專國武術

錦標賽分別獲得 105學年四金，106學年二

金二銀，107學年公開組三面金牌，成績有

目共睹。目前本校武術隊成員總計有 22

位，其中 12位校隊成員以及 10位乙組成

員，本次移地參訪派出 5位甲組與 6位乙組

共計 11位選手。本校武術隊的對外成績輝

煌，是本校優質運動團隊的代表之一。 

    最後，南華大學重視學生的國際移動

力，每年編列高額獎學金獎勵學生出國遊學

或異地體驗，本次武術隊出國參訪行程除增

進本校武術選手與新加坡武術選手之互動、

合作及展現友好關係外，觀察與了解宣武門

的營運模式與訓練方法，改善團隊營運方式

與提升訓練效率，並經由出國的旅遊行程增

進選手的國際觀與視野，對於本校武術隊日

後的成長與個人生涯發展皆有莫大的幫助，

此行選手們體驗無限，收穫滿滿。(運程/許

伯陽)  

  2019 全國體育署盃 FUTSAL 足球錦標賽-南華大學足球隊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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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三 

全國 體育署盃 FUTSAL錦標賽是台灣

五人制足球兩大賽事之一，南

華大學足球隊 21位隊員在總教練杜登盛

帶領下，一路打進冠軍戰，今天（8/31）

南華大學擊敗勁敵銘傳大學，奪下冠軍寶

座。 

    南華大學足球隊在預賽分組曾敗給銘

傳大學藍隊，今天兩隊再度交手，出征冠

亞軍總決賽，雙方上演激烈肉博戰，你來

我往形成拉鋸戰，開賽二分半鐘南華大學

馬可仕率先踼進笫一球，銘傳大學在第四

分半鐘也還以顏色破網拿下第一分。第十

二、十四分鐘雙方各進一球，形成 2:2平

手。 

南華和銘傳兩隊以平手之姿進入下半場，銘傳

先攻下一分，南華一度失勢，第六分鐘南華維

多巧妙進球，雙方三度平手。倒數九分鐘南華

被對方進了一球，形成 1分落後，終場前五分

鐘南華盧安建功，踢進追平分，雙方四度平

手。終場前一分鐘茆力西歐犯規，對手定位罰

球未果，倒數一秒南華守門員馬努埃爾擋下關

鍵一球，終場 4:4 平手進入加時。 

    加時賽，雙方不斷嘗試進攻，銘傳定位罰

球、角球都未能得分，南華維多梅開二度再次

強攻得分，銘傳在 1分落後的嚴峻局勢下，展

開最後攻防，最後十分鐘充滿壓力與挑戰，南

華馬可仕終場前再踢進一分，南華以 6:4奪

冠。(三好體協節錄文與圖)。  

頭條四 



 南華大學乙組棒球隊獲海峽盃青少棒邀請賽第四名   

廈門 市政府於 7月 17至 18日舉

辦「2019海峽盃青少年棒球

邀請賽」，本校乙組棒球隊獲邀參加並獲

得第四名的佳績。 

    本次賽事南華乙棒共有 14位選手參

加，其中運程支援兩位選手，分別是二年

級郭逸華與一年級潘德瑋兩人。組隊過程

中，因決定參賽的時程較晚，而且比賽在

暑假期間，有幾位隊員因早有安排其他事

務無法參加，訓練過程又有球員受傷或臨

時家中有急事，後來只有共 14位球員前

往。 

    第一場比賽對廈門的嘉庚學院，嘉庚學

院也是屬於社團球隊，整體實力不強，第一

局上半打擊發揮的不錯，再加上對手的失

誤，比數很快拉開。第一場我們派出的投手

是今年大一的新生徐嘉禧，(他去年有來參

加南華杯高中棒球賽，今年決定來就讀南

華)。他也投得不錯，是本場比賽的勝利投

手。比賽後半段因比賽已拉開 10分以上，

就每個投手輪番上陣，不過後面有點鬆懈，

比分被追了上來，第一場比賽 12:6獲勝。 

    第二場比賽對上的是台灣的壽山高中棒

球隊，壽山是今年高中木棒聯賽第 5名的球

隊，實力堅強，比賽一開打馬上就知道結

果。雖然後來派出我們甲組的投手，但我們

整體守備無法幫忙，還是無法守下分數。後

來派出球速較慢的投手，反而他們打得不太

順手，才沒有繼續大量失分。 

    預賽 1勝 1負以分組第二晉級。決賽跟

金門高職爭第三。跟金門高職的比賽，一開

始我們投手的表現不太穩定，分數很快被拉

開，加上人手有點不足，選手有疲憊跟受傷

的情形，最後只好派上教練阿牛上場投球，

才把比賽結束掉，最後就以第 4 名作收。 

    隊長蔡永裕表示，雖然中國的棒球剛起

步，但球技也不輸給我們，表示他們也跟我

們一樣常常練習或者比我們更加的練習，才

有現在這個球技，這是我們要互相學習的地

方之一，另外我們兩地的練球方式大不同，

動作也不同，這次的交流賽，不只讓我們雙

方能夠打一場好比賽，也讓我們能夠

了解彼此互相交流交流，勝負不是重

點，重點是比賽的過程與交流。 

    本次比賽是由金門小三通前往廈

門，所以先搭飛機前往金門，然後再

等船班前往廈門，交通上會比較花時

間，不過同時能搭飛機又坐船，也是

很有趣的體驗，最重要的是可以買免

稅商品，球員們也都好好把握機會，

採買自己或親友想買的東西。 

    因本次是屬於交流賽性質，比賽

場次並不多，主要是讓同學有機會出

國增廣見聞。本次的比賽場地是在大

璒島，是屬於廈門比較鄉下的地方，所以

同學比賽完晚上比較沒地方逛街。不過比

賽完後，大會有安排一天的參訪行程，內

容也挺充實有趣的。另外本次比賽場地是

屬於人工草皮，算是很高規格的比賽場

地，國內沒有這樣的場地，算是很難得的

體驗。 

    以大專乙組棒球校隊而言，要出國比

賽的機會很少。本次感謝圓福寺住持也是

本校駐校董事覺禹法師以及三好體協協助

所有的旅費及旅程相關事務辦理，才讓學

生有機會可以出國打交流賽，教練潘信宇

同時也是旅遊系三年級學生特別感謝佛光山

的幫助。 

    本校乙組棒球隊有佛光山資源的挹注，

以及甲組棒球隊的協助訓練，未來在招收新

生及訓練上只要能更加把勁，這支乙組棒球

校隊未來會是大專乙組棒球的勁旅，期待未

來能像甲組棒球隊一樣為校爭光。(運程/蔡

宜婷)  

運程第二屆系學會成立-朱容靚榮膺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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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五 

系學 會是大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學生

自治組織，是凝聚系上情感的

重要平台與發動機，本學程 106學年成立第一

屆運程系學會，會長傅曉萍帶領幹部破除萬

難，從無到有草創，建立運程系學會的運作規

範，功成身退後於 107 學年下學期改選，由

107級二年級同學接手，朱容靚同學榮膺會

長，其餘成員如下表。我們期待在容靚的帶領

下，運程系會

能引領系上特

別是下一屆的

新生，盡快地

適應南華的環

境，適應大學

的生活與課

業，讓運程更

為團結，以下

是容靚對於運

程系學會的期

許。 

    我是第二屆運程系會會長朱容靚，由於運

動學程僅成立三年，系學會為第二屆，所以有

很多事情都幾乎從零開始，為了運動學程的每

一位成員，運程系會都會用盡最大的努力去幫

助各位融入運程這個大家庭，並且用心的去規

劃運程系會的每一件事情與每一件活動，只希

望在未來運程系會可以靠著大家的力量與努

力，將運動學程發揚光大，未來以運動學程為

榮，也讓每個人都可以看到運動學程不一樣的

一面。 

    我們團隊剛開始運作，一開始真的困難重

重，沒人沒經費又要寫一堆計畫，但為了營造

更好的運動學程，我們團隊拚了!但系上活動

的進行最主要還是要靠各位同學的熱情贊助與

幫忙才行，今年 9 月 25日要舉行期初大會，

這是運程一~三年級大家認識的時間，我們會

讓大家抽直屬與系學會介紹學校規範等等，

10月 5~6日要舉行迎新晚會與宿營，這是我

們的重頭戲，10月 23日系上會舉辦體育週，

我們也歡迎別科系的同學一同前往參加，12

月 25日舉辦本學期最後一項活動交換禮物，

這些活動要大家都能共同參與。當然活動的進

行還是需要經費，這學期我們將先收 2000元

的系費，之後還有什麼額外活動在依序跟同學

們收費，我們會用最低的收費與最高的品質來

舉辦所有活動，絕對物超所值，請大家拭目以

待喔!(運程/綜合報導) 

會長: 朱容靚 

副會長: 陳宣羽 

總務: 楊宛臻 

副總務: 洪有朋 

活動長: 劉千鳳 

副活動長: 張愷倫 

文書: 蔡涬茹 

副文書: 陳瑾鴻 

器材: 詹子慶 

美宣: 李俊鋒 

公關: 潘德瑋 



             運程證照英雄榜      

運程 畢業前須要取得兩張證照，其

一為運動資格證書或教練裁判

證照，其二為檢測相關證照或急救相關證照

(請參閱各級運動學程畢業證照對照表)。暑

假期間，多位同學參與各項證照研習與考

試，展現積極態度，運程學生除了追求通過

畢業門檻外，也透過證照的取得融入課堂所

學，向就業的專業大步邁進。 

    諸多證照中，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

照由體育署核發，屬國家級的證照，在莊麗

燕老師這幾年積極指導與推動下，逐漸在運

程中受到同學們的重視，在體育署的規畫

中，未來只要是體育署主辦或委託協辦的體

適能檢測等相關活動中，都會要求必須要有

取得證照的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參與，甚至擴

及私人的健身俱樂部或相關場域的體適能指

導工作，形成證照的專業性，提高與就業的

連結。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在規定上需

要先取得心肺復甦術(CPR)的合格證書，之

後要經過強化課程的學習，才能參加最後的

學術科檢定，學科檢定的科目包括運動生理

學概論、人類發展及老化概論、病理生理學

及危險因子概論、人類行為心理學概論、運

動處方規劃、營養及體重控制概論、緊急事

件處理及安全等科目，在術科檢測上則包括

柔軟度訓練（含檢測）、肌力訓練及動作修

正（含檢測）、團體領導能力：暖身、心肺

訓練、緩和（含檢測）等科目。 

    暑假期間，運程三年級倪孟潔與黃麒戎

順利考取此張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後續還有多位同學通過 CPR或術科檢定，待

第二梯次 10月份的檢定，一舉考得證照。 

    除此證照外，另一張與個人運動專長有

關的 C級教練或裁判證照也陸續有同學取

得，例如運程三年級郭育誠取得棒球教練 C

級證照，梁嘉展與蔡宜婷取得排球裁判 C級

證照，由於各單項協會規定須年滿 20歲才

能參加檢定考試，因此升上大三年滿 20歲

的同學應該可以開始積極地參與研習與考

照，系辦也會提供研習資訊讓同學報考。

(運程/許伯陽) 

         應屆畢業運績生-盛微晴加入迪卡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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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微 晴是本校 104級運動績優生，

就讀旅遊系，專長排球，今年

的應屆畢業生，六月畢業後對於運動產業的運

動用品銷售服務業有興趣，於是報考迪卡儂嘉

義店，並順利率取，目前從基層的運動項目服

務工作做起。微晴有善解人意與親和力的人格

特質，特別是隨時堆滿笑容讓人無距離感，這

些特質對於第一線的服務很重要，於是運動專

業與服務特質讓微晴無縫銜接就業。 

    迪卡儂（Decathlon：田徑十項全能）是

法國大型連鎖運動用品量販店，在全球 28個

地區國家開設 1176家實體商場，是全球最大

運動用品零售商，截至現在，迪卡儂於全台共

有十一家分店，並計畫於 5年內展店 15家，

規劃 10年內在台灣開設 30家商場，將創造許

多就業機會。運程於 107年與迪卡儂嘉義店簽

產學合作協定，未來可提供運動學程學生畢業

前的實習與就業，投入運動產品販售業的行列

中。 

    微晴在嘉義店工作的四個團隊中，負責

C1的部分，包含了男女生跑步、健走、滑輪

類、桌球、高爾夫球，工作內容主要是在女生

跑鞋的部分，需要去注意存貨量、層架的排

列、客訂的學習、修改價位以及跟客人介紹及

回答客人問題，其他團隊部分也是需要去了解

產品知識，以便於服務客人，或是其他運動團

隊的同事請假需要支援時才能接應的上。 

    迪卡儂是外商

公司，工作氣氛非

常和諧，進入迪卡

儂的感受是整個工

作環境很愉快，不

太有工作壓力，同

事的親和力不會讓

新人覺得因為是新

來的，而會有階層

的制度，感到沒有

容身之地，大家一

視同仁，有別於其他工作環境，在迪卡儂講求

自律，新人會有學習表，在一開始幾天會有人

帶，之後所有該學習的都要自己找人教導，不

會的都要自己提問，同事們都會很樂意教導。 

    微晴認為，服務客人，要怎麼服務、客人

會有什麼問題、對於產品的知識，可以從其他

同事在服務客人時去觀察學習，甚至直接提問

問題，尤其是對於自己負責的部分，更是要努

力學好，做到最好。(運程/許伯陽)  

編號 姓名 取得年級 證照 發證單位 

1 傅曉萍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二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2 黃麒戎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教育部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一(旅遊) 紅十字會急救員證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一(旅遊) 初級臨床體能檢測技術員合格證書 台灣健康運動聯盟 

3 倪孟潔 

二 國民體適能初級指導員證照 教育部體育署 

二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二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4 梁嘉展 
二 室內排球教練 C 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二 排球裁判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5 蔡宜婷 二 排球裁判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6 郭育誠 
二 棒球教練 C級證照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一(旅遊) 棒球場地專業維護人員合格證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7 洪有朋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8 蘇裕廷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9 張沛涵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0 蔡涬茹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1 洋皓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2 李銘祐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3 楊承恩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4 陳謹鴻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5 姜濤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16 李俊鋒 一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台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人物特寫一 

學生表現 



高乙籃強權-立仁時期陳志函                  

立仁 高中男女籃球隊過去

六年在陳志函老師的

帶領下，由草創的社團性質逐漸發

展到校隊規模，創造校球隊史上的

第一個高峰，104學年度高中籃球

乙級聯賽女籃全國決賽最終拿下全

國第六名的佳績。創下嘉義縣市自

高中籃球聯賽

開辦 22年以

來，第一次晉

級全國決賽的

女子籃球隊。

105學年度高

中籃球乙級聯

賽地區預賽，

男、女籃皆獲

得第一名。南區複賽男籃以南區第

一名晉級全國決賽，最終拿下全國

第二名；而男籃表現也在創下嘉義

縣市參加乙級聯賽全國決賽最佳成

績。志函獲選該年度｢嘉義市傑出

教練教師獎｣ 。106學年度高中籃

球乙級聯賽地區預賽，男、女籃皆

獲得第一名。南區複賽男籃女籃雙

雙以南區第三名，晉級全國決賽，

最後男籃獲得全國第四名、女籃獲

得全國第七名，

再度刷新首次同

一間學校男、女

籃皆進軍全國紀

錄。107學年度高

中籃球乙級聯

賽，而最終預賽

成績男籃獲得第

二名、女籃獲得

第一名，但最後無緣晉級決賽。

(運程/許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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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函老師期許                    

進到 大學階段後將會是

一段全新的老師與

教練生涯，志函老師有一些期許

與大家分享。 

    個人的學習部分，希望能夠

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系上相關運

作與注意事項，並趕快累積自己

在專業實務上的經驗與能力，盡

力為學程創造更高的價值，培養

更多體育產業相關人才。其次在

對待學生部分，每一個學生來自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長環境，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切的

教學方式，讓學生樂在學習是很

重要的。讓學生喜歡我們學程中

心為他們四年所規劃的課程，認

同我們學程的教學理念，使學生

能學以致用，將所學運

用在未來的職場上，培

育更多體育產業相關人

才，成為本系招生特

色。 

    在自我成長上，未

來有機會持續進修，加

強自我的專業素養，不

斷的充實自我，發展專

業能力，才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

淘汰，並時時注意當前的教育政

策，對於當前的教育政策變化一

定要非常了解，吸收新的教育理

念與政策，亦可以此來反思過往

教學歷程，有無再進步的空間。 

    最後期勉各位 108級新生，

我和各位一樣都是新來的南華

人，我們一同使用南華給我們的

資源與設備，南華是一所不吝於

｢給｣ 的好學校，不管是獎學金、

教學資源、設備或是海外學習等

等，好多的資源等著大家，強化

自己的競爭力，不管在球隊或課

業上，好好充實四年，留下美好

的大學回憶。(運程/許伯陽)  

      

  

  

  

運程生力軍-歡迎陳志函老師加入 人物特寫二 

10 8學年度運程新聘教師陳志函，畢業

於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學科專長為運動防護與體能訓練，術科專長為

籃球，未來負責本學程運動防護模組的領域課

程，以及擔任本校籃球校隊的總教練，另外擔

任運程 108級的班導師。 

    志函老師本身籃球員出身，高中畢業後考

取嘉義大學體育系，除繼續擔任學校的籃球隊

選手外，也持續學習運動相關領域的專業，在

學期間已體認到選手的生涯恐怕僅能到大學，

畢業後的就業需要更多第二專長的學習才能找

到好工作，於是加強本身的籃球專業，特別是

教練的訓練工作的需求，例如體能訓練、技術

訓練、籃球戰術戰略等，而帶隊的經驗就由國

高中籃球社團的帶隊來提升，曾經待過大業國

中、大旗國小、立仁高中、新港藝術高中、新

港國中、萬能工商、北港國中等籃球社團或校

隊，因此累積足夠的籃球教練經驗後才有後續

擔任立仁高中籃球隊教練的機會，並帶領立仁

籃球隊發光發熱。 

    由於長期帶籃球隊的關係，選手受傷經常

發生，如何做到傷護預防或傷後處置，都是教

練應該有的專業，於是在求學時期對於運動防

護這一領域的課程都會更加認真深入的了解與

實際操作，並考取多張體能訓練與急救的相關

證照。 

    在立仁高中六年的任教期間，除了擔任男

女籃球隊總教練外，也擔任立仁高中體育組組

長的行政職，期間由於籃球隊處於草創期，沒

有良好的 訓練環

境，因此 埋頭苦幹

的爭取校 內校外的

各種預 算，目的

就是要提 升籃球隊

訓練環境 和改善立

仁高中的 運動設

施。經過 六年的改

善，志函 老師前後

總共爭取 到

16,930,000元的預算經費，包括室內籃球場的

木地板整建、重訓室的設置含重訓器材購置與

田徑場的整修工程等，這些設備與器材的提升

讓籃球隊如魚得水，漸漸的比賽成績越來越

好，逐漸成為乙組的區域冠軍，成為全國賽的

常客。 

    志函老師的教球信念就是｢品行｣，｢重視

品德教育，培養禮貌球隊｣，球技好只是表示

你有天分有努力，而品行才是代表你這個人，

所以從日常生活開始，他要求見到師長一定要

問好、隨時維護校園整潔、練習再累上課也不

能趴下，要尊重上課老師、.....等等，起初

需要時時刻刻提醒，幾個月後，風氣感染到整

個校園，這發自內心的改變，深信良好的品行

搭配好的球技才會是一支頂尖隊伍！慢慢地也

塑造出自己獨特的帶隊風格，球隊招生上，也

能獲得家長得肯定與認同。  

    期待志函老師到來後，帶給南華籃球隊全

新的生命力，建立屬於南華球隊的傳統，於大

專籃壇獨樹一幟，我們不求質，品德勝於球

技，我們不求量，認同再加入，我們不求速成

成績，但期待持續成長，我們追求有效與科學

的訓練法，且要融合身心靈的學校特色，期待

男女籃球隊成為運程中流砥柱，與最具特色的

運動團隊。(運程/許伯陽) 

賽會名稱 時間 地點 項目/量級 名次 

104學年度高中籃球乙級聯賽 

(全國決賽) 
105/04 新北市 高中女子組 全國第六名 

105學年度高中籃球乙級聯賽 

(全國決賽) 
106/4 基隆市 高中男子組 全國第二名 

106學年度高中籃球乙級聯賽 

(全國決賽) 
107/4 台北市 高中男子組 全國第四名 

106學年度高中籃球乙級聯賽 

(全國決賽) 
107/4 台北市 高中女子組 全國第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