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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 

高雄縣私立中山工商女子排球運動人才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98年6月15日，台體（一）字第0980093626C號令。 

 

二、目的：落實學校競技運動發展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運動項目，及落

實基層運動選手系統化培訓體制，以強化運動選手培訓績效。 

 

三、經費來源： 

（一）「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體系作業要點計畫」業務專款，提

出計畫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二）高雄縣政府補助款。 

（三）學校自行編列預算。 

 

四、高雄縣私立中山工商女子排球運動人才培育計畫如下： 

（一）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運動項目之優劣勢分析： 

女子排球運動為本縣重點發展項目，從早期台電女排進駐本縣作

為訓練基地，帶動地方風氣，其間贏得多次區運女排冠軍，80年代開

始本縣中山工商女排展露頭角，為國家造就出不少傑出的女排運動人

才，也為本縣創造全國運動會女排錦標賽傳奇，從民國88年第一屆起

至今年連續奪得六屆全國運動會冠軍，中山女排從2001年代表國家榮

獲東亞運女排賽第三名、2002年釡山亞運第四名、2003年世大運第二

名、2004年世界中學排球賽第一名、2005年世大運第一名、2005年世

大運第一名、2005年世界盃第十二名、2006年杜哈亞運第三名、2008

年世界中學排球賽第一名，在在都突顯中山工商實為國內培育女排國

手重鎮，也顯示出本縣女子排球水準已達世界水準，更證明女子排球

運動是非常適合國家長期培育的運動項目。 

（二）各級學校區域中心培訓基地之配置，及協助輔導工作的大專校院；包

含體育班及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設置情形。 

本校女子排球隊成立於民國64年，自69年起由林光宏教練接手訓

練，林教練以品德、球技、學業三德並重的教育理念，帶領中山女排

成長。近年來成績相當亮眼，不只囊括國內大型排球賽的冠軍，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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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奪得2005年世大運女排第一名、2006年杜哈亞運女排賽第三名之

佳績，受到社會各界極高的評價。 

本校縣有二座室內排球場地，其中一座是符合國際水準的比賽場

地，除了提供國家隊及本縣代表隊集訓用，每年寒暑假皆提供國中、

小球隊移地訓練，所以本校已成為本縣及全國女排重點訓練基地。 

1.師資方面：本校目前有四位專業運動教練。 

林光宏總教練（外聘運動教練）：負責球隊訓練計畫事宜，曾擔任國

家代表隊教練，奪得杜哈亞運第三名、世界盃排球賽第十二名。 

吳曉莉助理教練（曾是國家代表隊隊員）：負責球隊訓練工作及生活

輔導。 

施惠方助理教練（曾是國家代表隊隊員）：負責球隊訓練工作及生活

輔導。 

翁雨霆助助教練：專責體能訓練及生活輔導。 

各教練間相互支援，訓練工作非常順暢，球隊得以創造佳績。 

2.選手來源：其一是經由國中教師推薦身材適合可培訓者，其二是國

中表現優秀選手，透過甄試、甄審升學進入本校，其三是經由本校

獨立招生進入本校。 

3.選手出路：本校以品德、球技、學業三德並重的教育理念，帶領女

排隊成長，不只培育出球技優越的球員，每年選手畢業後皆進入各

大學院校就讀。就讀學校如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體育

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嘉義大學體育系、高雄醫學院、國立中山大學。 

4.高雄縣私立中山工商運動人才培育計畫選手來源與出路一覽表： 

選手來源學校 吸收方式 選手出處學校 升學方式 

大寮國中 

1.申請甄審、

甄試分發。 

2.單獨招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體育甄審、甄

試分發。 

2.體育單獨招生

考試。 

3.申請入學。 

4.推薦甄試。 

新園國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園國小 國立中山大學 

中庄國小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成功國小 國立嘉義大學 

高雄醫學院 

（三）輔導網之建置（包括課輔、科研、醫學及營養） 

1.課業輔導網： 

（1）第一節至第六節依學校教學進度上課，第七節開始專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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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7：30至9：30實施晚間課業輔導。 

（3）寒、暑假星期一至星期五第一節至第四節進行課業輔導。 

2.科研輔導網： 

擬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黃滄海副教授擔任科研輔導網指導員並結

合正修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與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運科組進

行專業指導，針對培訓選手訓練狀況、體能、技術問題彙整成冊，

提供運科小組委員介入參與，並擬定重點培訓人員選手，先行個別

案例作深入運動支援。 

績優選手資料庫建檔、績優選手選才機制、績優選手訓練狀況

、體能、技術及健康情況建檔、績優選手訓練比賽成績建檔診斷與

評估、績優選手運動生理生化學、營養學、運動醫學、心理學及專

項技術力與分析與調整、績優選手心理素質評估與鍛鍊、重點培訓

人才評鑑（運科小組委員介入參與）、運動科學研究的方式介入運動

訓練、重點選手奪標培訓計畫擬定、重點選手移地訓練與偕同觀察

、檢討與改進計畫。 

3.醫學輔導網： 

（1）依學校地緣結合醫學中心成立醫學輔導網，提供師生快速的醫

療協助。 

（2）聘長庚運動醫學主治醫師周適維醫師定期到校為選手進行運動

傷害保健與防護。 

（3）聘請傳統整復員（高巿勞工局傳統整復專精訓練課師講師）張

祚斌先生協助選手筋骨修復及保健工作。 

4.營養輔導網： 

（1）聘乙級證照廚師蘇俊雄先生擔任女排專屬廚師，幫學生調製營

養均衡的膳食。 

（2）透過醫師建議添購營養品，補充選手需求。 

（四）選手升學進路分析：含升學方式（免基測入學、甄選、單獨招生等） 

本區高中職選手畢業進入大學升學方式有： 

1.登記分發： 

學科能力測驗、體育術科考試、術科考科：速度、敏捷性、肌

力及肌耐力、爆發力、心肺耐力、術科考試成績可用於登記分發及

甄選入學。 

2.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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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甄選：校內推薦每人報名1校系 

申請入學：每人報名5校系 

兩種入學方式不能重覆報名 

兩種入學方式皆需採計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成績或現場專長術科測

驗及資料審查及口試甄選採計項目依各校簡章規定。 

3.甄審甄試入學： 

甄審：符合教育部運動績優生甄審資格者依甄審辦法分發，無需考

試。 

甄試：符合教育部運動績優生甄審資格者依甄審辦法考試分發考學

科及術科。 

4.獨立招生： 

考試科目學科：各校自訂。 

術科：現場專長測驗、詳閱各校簡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競技學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系、國立嘉義

大學體育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系、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植物病理學院、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日文系、中華大學工業管

理學系、義守大學生、世新大學。 

5.國中升學方式： 

國中選手畢業進入高中升學方式有：甄審、甄試入學或獨立招生學

校自訂。術科：現場專長測驗

。 

6.國小生升學方式： 

國小選手畢業進入國中升學方式有：獨立招生學校自訂。術科：現

場專長測驗。 

（五）選手生活輔導及課業輔導計畫 

1.生活輔導方面： 

本校女排選手皆集中住宿於本校宿舍，助理教練及教官擔任宿

舍管理，督導及照顧學生生活，並結合輔導室給予健康心靈的建設

，親師聯絡機制積極暢通，鞏固家長對學校的信心。 

2.餐飲方面： 

本校聘有專任廚師專責女排隊每日的午餐及晚餐，確保飲食衛

生及營養。 

3.課業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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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節至第六節依學校教學進度上課，第七節開始專長訓練。 

（2）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7：30分至9：30分實施課業輔導。 

（3）寒、暑假星期一至星期五第一節至四節實施課業輔導。 

（六）中長程培訓計畫（含預期效益）： 

1.中程目標：保持學校現有佳績，並以奪得99學年度高中女子甲級排

球聯賽冠軍為目標。 

2.長程目標：積極培訓選手以連續三年奪得高中甲級排球聯賽冠軍及

於民國100年再次榮獲全國運動會女排冠軍，創造六連

霸佳績為目標，並從中為國家培育2012年奧運會優秀選

手。 

3.訓練計畫：訓練起迄日期：自99年8月1日起至100年7月31日止 

訓練階段劃分： 

第一階段：準備期(自99年8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 

第二階段：比賽期(自99年11月1日起至100年3月31日止) 

第三階段：恢復期(自100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第四階段：準備期(自100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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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第一階段 

月份 八月 九月 十月 

目標比賽    

地點 中山工商 

訓練階段

訓練課程 

準備期 

P2.專項性各別化訓練 

體能（﹪） 40 

技術（﹪） 30 

戰術戰略（﹪） 20 

精神力（﹪） 10 

個人 
一、心理 

二、戰力 

1.比賽情境的心象訓練（應對可能的困境，成功的成就
感協助與支援的動作）。 

2.強化發球得分的意識。 
3.發掘對方的特色，如提出應對的方法。 
4.具有攔網成功強烈的企圖心。 

整體 
1.團隊默契的整合。
2.組合性攻防熟練。 
3.發展整體作戰系統。 

參、精神力 有智慧的去設計應對比賽的程序。 
一、體能： 
一般體能訓練與重量訓練 
比例佔 50﹪ 

1.跳躍瞬發力。
2.無氧的耐力。 
3.短距離速度衝刺。 

二、技術、 

1.強化基本技術的聯結、發揚與開展專長技術。
2.攔網能力的統整應用、。 
3.強力發球品質與主動意識的結合。 
4.舉球的戰略。 
5.修正球基本能力強化、實地整合與應用。 

三、戰術： 
1.一波、二波、三波攻擊戰術的聯結。 
2.攔網與防守隊形結合的精熟訓練。 
3.發展立體攻擊戰術 

四、整體作戰系統： 
1.整體指揮系統建構與應用。
2.研討防制對策。 

五、心象訓練： 
(1)有信心、克服緊張 
(2)失敗與成功的結合 
(3)持續集中力 
(4)新的挑戰做準備 

1.每一SET的聯結過程。 
2.面對敵隊可能實施的戰術戰略的解決方案。 

六、放鬆與恢復： 
（心智、醫學技術處理、自我
管理） 

1.每週實施一～二次的心靈放鬆訓練。 
2.每日徹底實施放鬆、伸展、補充的身體狀況調整。 

七、科學化的測試與分析： 
八、比賽成績、測試成果的 
    記錄與分析： 
九、訓練成效的評估記錄： 

十、營養與補充： 營養的調配與適當的補充、充份的睡眠與正常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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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第二階段 

行 

事 

歷 

月份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目標比賽 
甲級聯賽

複賽 
 

甲級聯賽 

複賽 
 

甲級聯賽

決賽 

地點      

訓練階段

訓練課程 
比賽期 

壹、 

訓練 

量編 

配 

體能（﹪） 30 

技術（﹪） 20 

戰術戰略（﹪） 40 

精神力（﹪） 10 

貳、 

目 

標 

個人 
一、心理 

二、戰力 

1.能整理出自己對隊可能實施的策略。 
2.能自我整理自己攻擊防守攔網的防衛系統（如何減少
失誤）。 

整體 
1 互相協助接應爭取得分的策略。 
2.聯賽獲得冠軍為首要目標。 

參、精神力 
1.盡心盡力的發揮自己潛能去奪標。 
2.發揮小組功能提升隊員的戰鬥力。 

肆 

、 

訓 

練 

內 

容 

一、體能： 
一般體能訓練與重量訓練 

調整前期的訓練量，加強短距離的速度與爆發力。 

二、技術、 

1.建立各項技術的防衛系統減失誤率與危險性。 
2.加強連結與接應，保護的精熟訓練（卡把、防守、攔
網）。 

3.各項技術全面性的整合與構思（缺失修補與防範）。

三、戰術： 整體攻防結構的熟練。 

四、整體作戰系統： 
（討論、模擬、冥思、影帶
、實戰） 

建立整體的防衛系統 

 五、心象訓練： 
(1)有信心、克服緊張 
(2)失敗與成功的結合 
(3)持續集中力 
(4)為新的挑戰做準備 

想像比賽現況的過程。 

六、放鬆與恢復： 
（心智、醫學技術處理、自
我管理） 

1.每週實施一～二次的心靈放鬆訓練。 
2.每日徹底實施放鬆、伸展、補充的身體狀況調整。 

七、科學化的測試與分析：  

八、比賽成績、測試成果的
記錄與分析： 

 

九、訓練成效的評估記錄：  

十、營養與補充： 正常化的補充與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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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第三階段 

行 

事 

歷 

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目標比賽    

地點 中山工商 

訓練階段

訓練課程 
恢復期 

壹、 

訓練 

量編 

配 

體能（﹪） 30 

技術（﹪） 30 

戰術戰略（﹪） 10 

精神力（﹪） 30 

貳、 

目 

標 

個人 
一、心理 

二、戰力 
1.完成個人技術缺失的修整。 
2.建構攔網技術的心象訓練意識。 

整體 技術概念，理論的整合。 

參、精神力 1.要有強烈的責任感改善自己的技術盲點 
2.協助化人就是幫助自己。 

肆 

、 

訓 

練 

內 

容 

一、體能： 
一般體能訓練與重量訓練

比例佔 50﹪ 

1.跳躍能力、反應移動。
2.揮臂速度、場上敏感。 
3.比賽耐力、柔軟性。 
4.舉球員的專項體能。 

二、技術、 

1.全方位攻擊能力的調整與改進。 
2.RS 與 de 預測能力要求與送球品質的提升。 
3.Ｓ具有企圖心的訓練、守備送球品質要求。 
4.攔網第一、二時間迅速移位能力再提升。 

三、戰術： 
1.平面上攻擊小組合作默契。 
2.發球戰術意識的強化訓練。 
3.防反轉化攻擊整理、整體攻擊默契的養成。 

四、整體作戰系統： 
1.攻防隊形的轉換與靈活調度。 
2.舉球員配球能力的養成。 
3.修整個人作戰系統的意識與能力。 

五、心象訓練： 
(1)有信心、克服緊張 
(2)失敗與成功的結合 
(3)持續集中力 
(4)新的挑戰做準備 

1.個別技術的連貫與組合（接應、卡把）。 
2.單一正確動作的完美過程。 
3.防止失誤的應對方法。 

六、放鬆與恢復： 
（心智、醫學技術 
處理、自我管理） 

定期心靈放鬆與身體檢查 

七、科學化的測試與分析： 
八、比賽成績、測試成果的

記錄與分析： 分兩隊對抗記錄其各項記錄 

九、訓練成效的評估記錄： 統計數值分析，個人數據供教練參考。 

十、營養與補充： 1.體重與營養控制、營養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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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第四階段 

行 

事 

歷 

月份 七月 

目標比賽  

地點 中山工商 

訓練階段

訓練課程 
準備期 

壹、 

訓練 

量編 

配 

體能（﹪） 30 

技術（﹪） 20 

戰術戰略（﹪） 40 

精神力（﹪） 10 

貳、 

目 

標 

個人 
一、心理 

二、戰力 

1.徹底了解防守的步法、姿勢、應對的方法。 
2.自我探索整體的技術能力。 
3.具強烈自主學習意願。 
4.舉球負責任意識的強化、達成基本步法的熟練與送球

的角度、高度速的評鑑能力，並以意象去配合（以
各位置圖片去實施心象）。 

整體 
1.小組腦力激盪找出技術盲點與訓練成長方向。 
2.能研出心象訓練的實施方案。 

參、精神力 
1.集中力的提升。 
2.相互合作支援的情懷聯結。 
3.提升意念的昇華。 

肆 

、 

訓 

練 

內 

容 

一、體能： 
一般體能訓練 

與重量訓練 

1.跳躍能力、反應移動。 
2.揮臂速度、場上敏感。 
3.比賽耐力、柔軟性。 
4.舉球員的專項體能。 

二、技術、 

1.細緻動作的精巧（卡把、小球、機會球、改變方向球
…等處理到位，並能轉換攻擊）。 

2.整體實戰技巧的統整與反向思考。 
3.學習與模仿良好動作。 
4.1接發球：接球的弧度與速度，三人配合接球。 
2舉球：與攻擊手在時間與間上的密切配合。 
3扣球：作自我掩護快攻時突出個人特點。 
4攔網：雙人、三人的攔網配合。 

6.ST、聲音、聽、看、動作四者合一訓練。 

三、戰術： 

系統練習 
1.在接發球到位與全隊密切配合。 
2.在全隊掩護快攻中舉球員，攻擊球員的各自動作要求
。 

3.攻擊補位與補位系統的建立與熟練。 
4.針對各式進攻戰術的定位與換位攔網。 
5.晚上實施思考訓練。 
6.強力發球的企圖具有破壞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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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訓 

練 

內 

容 

四、整體作戰系統： 
（討論、模擬、冥思、影
帶、實戰） 

綜合練習 
1.加強舉球員隱蔽性與隱定性。 
2.在複雜的條件下，強化各球員於轉守為攻時強攻
與快速反攻的專長動作。 

3.加強防起球的穩定性與到位率及前後排球員密切
配合。 

4.舉球員實戰中配球的訓練，時間差、距離差的應
用與有利位置的統整。 

五、心象訓練： 
(1)有信心、克服緊張 
(2)失敗與成功的結合 
(3)持續集中力 
(4)為新的挑戰做準備 

每天設計當天比賽或訓練過程的重點並做詳細的紀
錄。 

六、放鬆與恢復： 
（心智、醫學技術處理、自
我管理） 

落實小組組織功能自行錄身體狀況。 

七、科學化的測試與分析： 血液檢測分析。 
八、比賽成績、測試成果的

記錄與分析： 
 

九、訓練成效的評估記錄：  

十、營養與補充： 
1.水份補充、牛奶的供應。 
2.充份的睡眠與正常的作息。 

4.預期效益： 

本校取得女子排球運動訓練基地，預期效益如下： 

（1）可促進訓練工作及場地的資源共享效益，進而激發區域性國中

、小組隊的意願。 

（2）可藉由區域性學校相互之間砌磋，激發學生運動潛能，提升排

球運動之推展。 

（3）藉助訓練基地有計畫、有目標的長期訓練，定能為國家培育優

秀女排運動人才，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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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館設備條件： 

1.本校現有室內、外排球場各二座，其中一座是符合國際比賽的標準

場地。 

2.本校設有250公尺田徑場一座。 

3.本校設有重量訓練室。 

4.本校現設有男、女沐浴室，並於女浴室內設置水療機。 

5.本校設有選手宿舍及餐廳 

6.本校設有視廳教室提供影片教學與技術分析。 

7.本校設有醫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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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近三年運動成績 

比賽名稱 日期 名次 備註 

第43屆全國莒光盃 96.01.07 第一名  

95學年度高中排球甲級聯賽 96.04.07 第四名 
 

第34屆永信杯 96.09.30 第三、四名 社女組 

96年全國運動會 96.10.25 第一名 師生代表高雄縣 

第28屆華宗盃 96.11.05 第一名 
 

第一屆大寮鄉長杯 96.11.18 第一名 
 

第44屆全國莒光盃 97.02.20 第一名 
 

96學年度高中排球甲級聯賽 97.03.04 第一名 
 

2008年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 97.05.19 第一名 代表國家 

第十二屆Eotvos盃排球錦標賽 97.08.24 第一名 
 

第29屆華宗盃 97.11.04 第一名 
 

97學年度高中排球甲級聯賽 98.03.14 第二名 
 

36屆永信杯 98.09.27 第一名 社女組 

98年全國運動會 98.10.28 第一名 師生代表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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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校行政組織、指導人員資料及執掌分配： 
職稱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行政團隊 

中山工商校長 陳國清 專責本項訓練業務指導 

中山工商 

教務主任 
林昭億 負責訓練期間學課業輔導支援 

中山工商 

學務主任 
高新來 負責訓練期間各項業務支援 

中山工商 

總務主任 
李家安 負責訓練期間各項硬體設施支援 

中山工商 

輔導主任 
毛阿敏 

協助選手心理輔導及提供選手心理諮

詢 

中山工商 

體育組長 
高文福 負責各項業務支援與協調 

教練團 

總教練 林光宏 
統整年度訓練計畫，是訓練與競賽總

指揮 

專任教練 吳曉莉 

1.年度訓練計畫執行 

2.舉球及接發球專項教練 

3.學生生活管理 

專任教師兼教練 施惠方 

1.年度訓練計畫執行 

2.防守及攻擊專項教練 

3.學生生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