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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林光宏 性別 男 
出生 

年月日 
40 年 

12 月 1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縣大寮鄉會社村正氣路 79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縣私立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專任教練 
學歷 國立屏東師範學院體育研究所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A 級教練證 
2.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教練證 

經歷 
1.69-98 年擔任高雄縣私立中山工商女子排球教練 
2.1996、2002 年擔任國家青年女子排球隊教練 
3.2002-2006 年擔任國家女子排球隊教練 

指導學生優良成績： 
國內比賽－ 
（高中）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冠軍【84、86、87、88、90、92、93、94、96】 

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冠軍【86、87、88、89、90、91、92、93、96】 
莒光盃排球錦標賽冠軍【87、88、89、90、91、92、93、96、97】 
永信盃排球錦標賽冠軍【88、89、90、98】 

（高中）全國體委盃社女甲組冠軍【89、90、91、92、93、94】 
全國運動會女子室內排球冠軍-高雄縣【90、92、94、96、98】 

國際比賽－ 
（中山工商） 
    2006 世界中學排球錦標賽第四名 
    2004、2008 世界中學排球錦標賽冠軍 
    2004、2005 國際高中排球邀請賽亞軍 

2003 國際高中排球邀請賽冠軍 
2000、2001 亞洲地區排球邀請賽冠軍 
1999 亞洲地區排球邀請賽亞軍 

（國家青年隊） 
1996 亞洲青年女子排球錦標賽第四名 
2001 世界青年女子排球錦標賽第六名 
2002 亞洲青年女子排球錦標賽第三名 

（國家隊） 
2002 釜山亞運女子排球賽第四名 
2006 世界女子排球錦標賽第十二名 
2006 杜哈亞運女子排球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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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吳曉莉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72 年 
10 月 11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縣大寮鄉會社村正氣路 79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縣私立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體育科專任教師 

學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B 級教練證 
2.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學校專任運動教練證(中級) 
3.心肺復甦術合格證書 

比賽優良成績： 
國內比賽－ 

91-94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第一名 
90、92、94、96、98 年全國運動會第一名 
90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一名 
89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二名 

    88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一名 
國際比賽－ 
（成人） 2006 年杜哈亞洲運動會第三名 

    2006 年世界女子排球錦標賽第十二名 
    2005 年世界盃亞洲資格賽第二名 
    2005 年越南亞洲俱樂部錦標賽第二名 
    2004 年哈薩克亞洲俱樂部錦標賽第三名 
    2003 年亞洲身高限制女子排球錦標賽第一名 
    2002 年釜山亞洲運動會第四名 

（大學）2005 年土耳其伊斯麥世界大學運動會第一名 
    2003 年韓國大邱世界大學運動會第二名 
    2003 年韓國國際超宗派體育慶典運動會第一名 

指導學生優異成績： 
國內比賽－ 

100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第三名 
99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冠軍 
98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亞軍 
96、97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莒光盃錦標賽冠軍 
96、97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華宗盃錦標賽冠軍 

國際比賽－ 

2010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五名 

2008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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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施惠方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73 年 

1 月 29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縣大寮鄉會社村正氣路 79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縣私立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體育科專任教師 

學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B 級教練證 
2.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學校專任運動教練證(中級) 

比賽優良成績： 
國內比賽－ 

95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第二名 
91-94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第一名 
90、92、94、96、98 年全國運動會第一名 
90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一名 
89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二名 
88 年高中排球聯賽第一名 

國際比賽－ 
（成人） 2006 年杜哈亞洲運動會第三名 

    2006 年世界女子排球錦標賽第十二名 
    2005 年世界盃亞洲資格賽第二名 
    2005 年越南亞洲俱樂部錦標賽第二名 
    2004 年哈薩克亞洲俱樂部錦標賽第三名 
    2003 年亞洲身高限制女子排球錦標賽第一名 
    2002 年釜山亞洲運動會第四名 

（大學）2005 年土耳其伊斯麥世界大學運動會第一名 
    2003 年韓國大邱世界大學運動會第二名 
    2003 年韓國國際超宗派體育慶典運動會第一名 

指導學生優異成績： 
國內比賽－ 

100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第三名 
99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冠軍 
98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聯賽亞軍 

國際比賽－ 

2010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五名 

2008 年擔任中山女子排球隊助理教練參加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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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呂采縈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67 年 
8 月 6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大寮區進學路 150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市大寮國中體育組長 

學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B 級教練證 

經歷 

1.國家代表隊 

2.大學國家代表隊 

3.青年國家代表隊 

4.青少年國家代表隊 

指導學生優良成績： 

94 全國永信杯排球賽          第二名 

94 全國華宗杯排球賽          第二名 

94 全國莒光杯排球賽          第一名 

94 學年度國中聯賽總決賽      第三名  

95 年全國永信杯排球賽        第六名 

95 年全國華宗杯排球賽        第四名 

96 年全國和家杯排球賽        第二名 

97 年全國永信杯排球賽        第一名 

97 年全國華宗杯排球賽        第一名 

98 全國莒光杯排球賽          第一名 

97 學年度國中甲級排球聯賽    第一名 

98 年全國華宗杯排球賽        第一名 

99 年全國莒光杯排球賽        第二名 

98 學年度國中甲級排球聯賽    第一名 

99 年全國國華宗杯            第二名 

100 年全國莒光杯             第六名 

99 學年度國中甲級排球賽      第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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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葉慧萱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77 年 
4 月 24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大寮區進學路 150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市大寮國中體育教師 

學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C 級教練證 

經歷 

1.國家代表隊 

2.青年國家代表隊 

3.青少年國家代表隊 

4.2006 年杜哈亞運第三名. 

5.2004 年世界高中排球錦標賽第一名(I.S.F) 

指導學生優良成績： 

99 年全國華宗杯               第二名 

100 年全國莒光杯              第六名 

99 學年度國中甲級排球賽       第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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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邱茂昇 性別 男 
出生 

年月日 
45 年 

5 月 26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路 1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小訓導主任 

學歷 
1.屏東師專。 

2.台南師院。 

3.台南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專業 
證照 

 

經歷 

1.擔任球員代表高雄縣教師隊參加全國排球比賽 25 年。 

2.擔任教練時間八年 

訓練

績效 

1.指導學生參加 94 年 34 屆全國「中華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男童組第二名。 

2.指導學生參加 95 年 35 屆全國「中華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男童組第二名。 

3.指導學生參加 95 年第 33 屆全國「永信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女童組第三名。 

4.指導學生參加 96 年「五互龍海」全國「青年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女童組第一名。

5.指導學生參加 96 年 36 屆全國「中華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女童組第三名。 

6.指導學生參加 96 年第 34 屆全國「永信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一名。 

7.指導學生參加 97 年「五互龍海」全國「青年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二名。

8.指導學生參加 97 年 37 屆全國「中華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一名。 

9.指導學生參加 98 年第 36 屆全國「永信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二名。 

10.指導學生參加 99 年第 54 屆全國「和家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二名。 

11.指導學生參加 99 年「五互龍海」全國「青年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二名。

12.指導學生參加 99 年第 31 屆全國「華宗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男童組第四名女童組

第六名。 

13.指導學生參加 100 年第 55 屆全國「和家盃」排球賽榮獲五年級男童組第四名。 

14.指導學生參加 100 年「五互龍海」全國「青年盃」排球賽榮獲六年級女童組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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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蔡佳倫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78 年 
5 月 22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路 1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代理教師 

學歷 
1.屏榮高中。 

2.台南大學體育系。 
專業 
證照 

 

經歷 

1.林園國小排球隊畢業。 

2.新園國中排球隊畢業。 

3.屏榮高中排球隊畢業。 

4.台南大學體育系。 

訓練

績效 

1.本校自 93 學年度起推展排球體育運動，籌組排球隊，發掘具有運動潛能之選

手，施以系統化訓練，以培育專業運動人才。多年來積極參加全縣市、全國排

球各項賽事，歷年參加比賽成績輝煌。排球隊 7 年來持續之訓練成果及戰績，

實為本市國小階段中最為出色且連年持續者。 

2.本校 99 年度曾獲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短期運動教練計畫聘用排球教

練乙名，並已於 99.12.31 聘約結束離職，目前僅由專長體育教師擔任教練。

為延續本校排球隊訓練成果，六年級體育班急需專任運動教練協助指導，以期

能提高專項技術，獲得全國性比賽最佳成績。因此校長努力向市府爭取專任運

動教練但市府礙於經費未獲准。 

3.為延續本校排球隊訓練成果，本學期 100 學年度以 2688 缺徵選具有排球專長

教師蔡佳倫老師至校擔任體育教師兼排球隊教練，期望注入新血讓本校排球隊

能在全國比賽中有更輝煌成果及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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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許春蓮 性別 女 
出生 

年月日 
年 

 月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大寮區中庄里中庄路 59 號 
身分證字

號 
 

現職 高雄市大寮區中庄國小專任教練 

學歷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A 級室內排球、沙灘排球教練證 

經歷 
1.室內排球約十年國家代表隊。 

2.四屆全國運動會女子沙排冠軍。 

3.縣府約僱專任教練服務於中庄國小迄今 11 年。 

訓練

績效 

97 年全國和家杯排球賽六年級女童組第八名 

97 年全國中華盃排球賽六年級女童組第七名 

97 年全國華宗杯排球賽五年級女童組第六名 

98 年全國和家杯排球賽五年級女童組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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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個人簡歷 

姓名 巴乙朧 性別 男 
出生 

年月日 
年 

 月  日 
聯絡 
地址 

高雄市大寮區中庄里中庄路 59 號 身分證字號  

現職 高雄市大寮區中庄國小代理教師 

學歷 
1.國立花蓮師範學院體育畢業 

2.台南大學體育系。 
 

專業 
證照 

1.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B 級排球教練證 

經歷 
1.中庄國小 2年代課教師。 

2.中庄國小 1年專長排球教練。 

3.已有 4年帶隊經驗。 

訓練

績效 

97 年全國和家杯排球賽六年級女童組第八名 

97 年全國中華盃排球賽六年級女童組第七名 

97 年全國華宗杯排球賽五年級女童組第六名 

98 年全國和家杯排球賽五年級女童組第八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