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台閩校際籃球聯誼活動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聯絡人：歐博仁                       電話：04-2282-5683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詳如附件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                  

出國期間： 106年3月31日  至  106年4月5日 
出國地區：中國福建 

報告日期： 106年4月21日 

內容： 

一、目的： 

        1.以球會友，促進兩岸青少年籃球運動員、教練間之交流聯繫。 

        2.增進球員個人與團隊籃球技巧，並激發球員抗壓性及適應高強度比賽。 

        3.增廣學生見聞，培養良好人際關係，並促進國民外交，建立正確的世界觀。 

        4.瞭解國情文化差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二、過程： 

   3月 31日出發、集合報到 

   4 月 1 日賽前自我訓練及體能調適 

   4 月 2 日賽前自我訓練及進行校際模擬賽(大智國小、大同國小、神岡國中、龍津國中、后綜高

中) 適應球場 

   4月 3 日福州籃球交流賽(海峽體育文化村)大智國小、大同國小、神岡國中、龍津國中、后綜

高中 

   4 月 4 日平潭籃球交流賽(平潭體育場)大智國小、大同國小、神岡國中、龍津國中、后綜高中 

   4 月 5 日返國 

 



  

福州籃球交流賽花絮 平潭籃球交流賽花絮 

  

賽前球員交換紀念品 賽後球員握手致意 

三、心得： 

      1.此次台閩校際籃球交流賽活動相當正式，層級如同國際賽事，裁判、帶隊教練及球員們全

心投入比賽，比賽雖無名次之爭，僅是交流切磋，但兩岸球員及教練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全力求勝。 

      2.比賽過程中，相同年齡的我國球員與中國大陸球員相較之下，身材明顯居於劣勢，但是透

過扎實的基本動作、穩健的運球、快速的傳導及戰術佈陣，能補足身材上之不足。而對

於我國基層國小端、國中端籃球水準之表現，中國大陸教練都表相當驚訝及認同，紛紛

起而效尤欲向下扎根。 

      3.藉由此行球員對兩岸國情及文化上之差異，有更深入之了解，且球賽雖然緊張精彩，但彼

此君子之爭，用球技做好國民外交。 

      4.透過不同區域的球員球技切磋，以球會友之方式，互相成長，讓球員及教練們受益良多，

亦讓球員更進一步瞭解自己的能力，有機會自我實現，進一步為國為校爭光。 

 



四、建議： 

      1.對於基層籃球員的訓練，再次體認到基本能力訓練(運球、傳球、過人、投籃、跑位、戰

術、小組合作)之重要性，即便受限於球員的身材矮小，但是扎實的基本功方能與有身材

優勢之球隊相抗衡，此亦是致勝之關鍵。 

      2. 教練帶隊與球隊團隊管理對於基層運動員而言相當重要，球隊若能有系統、有組織地培

養球員紀律、專注、團隊、溝通等態度及觀念，對於球員心性之養成，建立正確價值觀，

以及個人生涯發展，都有著舉足輕重之影響。 

  



  附件.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機關 單位 職稱 

聶台璋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校長 

歐博仁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務處 體育組長 

蘇聖哲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務處 衛生組長 

邱筠庭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務處 教練 

邱薇澔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務處 教練 

梁○堃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李○澔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林○唯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游○祥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徐○正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林○翰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廖○綺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王○誠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吳○宇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莊○鎮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黃○東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黃○揚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賴○鳴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黃○翔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呂○哲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  學生 

鄭麗娟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校長 

蘇俊雄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務處 教練 

邱鈺茹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務處 教練 

張信斐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務處 體育組長 

馬○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張○荃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黃○睿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汪○毅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林○弘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廖○佑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張○騰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張○勝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傅○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王○遠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胡○瑜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生 



張家豪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務處 教練 

游森雄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務處 教練 

廖寶玲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務處 管理 

黃○豪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張○彬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張○彥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林○廷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周○安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黃○誠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李○頡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龔○晨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史○齊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許○城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盧○恩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史○慈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  學生 

林幸秋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務處 主任 

謝宇昌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務處 教練 

黃○霖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陳○瑋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何○進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陳○志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林○融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紀○捷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謝○智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紀○辰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高○齊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張○竣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葉○承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楊○弘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學  學生 

朱江文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務處 教練 

曾○庭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林○家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張○叡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楊○凱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陳○倫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吳○綱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廖○億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林○瀚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陳○鈞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林○凱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劉○鑫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簡○政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丁○興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