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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陳忠強
單 位：體育室
職 稱：助理教授
專 長：籃球
學 歷：台灣輔仁大學、國立體育大學教練研究所
經 歷

90年亞運會國手

94至96年擔任中華職籃幸福水泥(CBA)助理教練

96國家（A）級教練

98年獲得FIBA coach

98至103年擔任國家C級籃球教練講師。

100年參加NIKE ALL-TAIWANCAMP(U16)亞洲FIBL籃球
訓練營擔任教練(東莞)



教 學
任教課程

每學期平均任課時數為十四小時

大ㄧ體育

興趣選項：大二、大三籃球項目

競技籃球：大四籃球戰術基礎與理論分析

籃球校隊

總平均值 4.30



教學理念

 對學生合理期望

 課程目標:能讓學生了解籃球課程整體性

 課程活動:提升學生籃球技戰術等相關訓練



教 學
曾編寫之講義

籃球網路輔助教學教材

籃球規則

籃球教案

國家級籃球教練講義

大一体育規則：田徑 籃球、排球、足球、壘球

大一通識課程：運動心理學

籃球教學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運動心理學



教 學
與生科系老師合作輔導學生參加國科會大學生研究計畫並獲得
通過:籃球選手的罰球表現在處於不同壓力的情況下腦電圖變
化研究



近二年(102下~104上)任教之學士班必修課程與全
校性共同課程

學年度 學期 當學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對象

(系級班別)

修課
人數

102 下 8701 籃球組 體育室 大學部 40

102 下 8201 二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二 40

102 下 8321 三年級籃球乙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2 下 8301 三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2 下 8117 大一體育（電物組） 體育室 大學部 30

102 下 8221 二年級籃球乙組 體育室 大二 40

102 下 8122 大一體育（管科系） 體育室 大一 43

103 上 8701 籃球組 體育室 大學部 40

103 上 8301 三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3 上 8201 二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二 40

103 上 8108 資工1B 體育室 大一 51

103 上 8129 資財+奈米 體育室 大學部 62

103 下 8701 籃球組 體育室 大學部 40

103 下 8301 三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3 下 8201 二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二 40

103 下 8108 資工1B 體育室 大一 43

103 下 8111 台中一中科學班 體育室 18

103 下 8129 資財+奈米 體育室 大學部 58

104 上 8701 籃球組 體育室 大學部 40

104 上 8117 奈米1 體育室 大一 21

104 上 8107 資工1A 體育室 大一 50

104 上 8301 三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4 上 8201 二年級籃球甲A組 體育室 大二 40

104 上 8321 三年級籃球乙組 體育室 大三 40

104 上 8221 二年級籃球乙B組 體育室 大二 40



近二年(102下~104上)任教之學士班必修課程與全校
性共同課程

學年
度

學期 當學期課
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對象

(系級班別)

修課
人數

103 上 8401 競技籃球 體育室 大四 19

103 下 8401 競技籃球 體育室 大四 20

102 下 8601 體育-籃球校隊(男) 體育室 大學部及研究所 24

103 上 8601 體育-籃球校隊(男) 體育室 大學部及研究所 14

103 下 8601 體育-籃球校隊(男) 體育室 大學部及研究所 24

104 上 8601 體育-籃球校隊(男) 體育室 大學部及研究所 25



教學方法之創新與創意

 引起動機，以啟發式和實務經驗作為引導教學

 重視學生程度個別化

 籃球基本動作分析與說明

持球



籃球基礎課程設計示意圖



教學方法之創新與創意

上籃動作分析圖



籃球基礎課程設計示意圖
右手上籃連續動作分析圖



傳接球分析示意圖

傳球動態分析圖



籃球運球示意圖



投籃動作分析示意圖



投籃出手拋物線正確軌跡



教學成果
獲獎紀錄

2008年榮獲國家菁英籃球教練

田納西大學

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賽優秀教練

（97-104年）



102年大專籃球聯賽男生組優秀教練



103年大專籃球聯賽男生組第二名



103年大專籃球聯賽男生組優秀教練



104年全國中正盃籃球賽第二名



擔任大專籃球規劃委員及少年籃球顧問



擔任和平高中103-104體育班籃球評審委員



 2009年十月通過交通大學智慧財產權中心第一六六號之申請專
利案籃球投籃訓練輔助器09（專）A099其申請類別：發明專利。

 申請國家有包含：美國、韓國、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共五個
國家。

 已於2011年通過美國發明專利，2012年已通過韓國發明專利，
中國發明專利及2013年通過日本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





運動代表隊訓練成果

100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男生組第二級第四名

101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組第一級第十四名

103年度大專籃球賽男生組全國總決賽

104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男生組全國第五名



多次代表本校教職員參加大專教職員籃球比賽榮獲
三次冠軍三次亞軍

97.99.100年榮獲台灣聯合大學教職員籃球賽冠軍



輔導學生與運動行銷公司做暑期實習工讀機
會，ESPN 緯來體育台 悍創運動行銷等
男籃梅竹英雄陳儒群加入台灣籃球最高殿堂
SBL台啤籃球隊，另一位成力煥加入台灣銀行
籃球隊。寫下交大男籃歷史紀錄

成力煥 陳儒群



102年績效特優導師



感謝各位委員聆聽
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