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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挑戰世界盃-青少年手足球國際築夢計畫（簡案） 

一、 計畫目的： 

(一) 協助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學生，透過參與各類型手足球競賽、集訓與選拔等

不同階段的挑戰，協助孩子們建立起築夢的舞台，一步步朝向出國挑戰的夢

想邁進，藉此幫助這群孩子能從中建立起自信與成就。 

(二) 藉由今年度帶領兩梯次青少年代表隊出國挑戰的過程，激勵國內青少年選手

爭取榮耀，並透過與國外選手交流的過程以提升國內青少年選手整體實力，

為明年備戰手足球世界盃做好準備。 

二、 計畫步驟： 

階段 項目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一 選拔賽  2016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二 國內國際賽 2015 高雄國際賽 2016 台中國際賽 

三 第一次寒暑訓 第一次寒訓 第一次暑訓 

四 第二次寒暑訓 第二次寒訓 第二次暑訓 

五 行前集訓 行前集訓 行前集訓 

六 出國爭光 香港（8 月） 馬來西亞（9 月） 

三、 目前現況： 

(一) 第一梯次代表隊： 

1. 完成第一梯次代表隊選訓，並預計於 8/12~8/14 舉辦行前集訓。 

2. 募集行前集訓與出國比賽之活動經費。 

(二) 第二梯次代表隊： 

1. 將從本次 2016 台中國際賽青少年選手競賽成績，從中選拔出入選今年暑

訓之入選名單。 

2. 規劃暑訓相關事宜。 

3. 募集暑訓與出國比賽之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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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挑戰世界盃-青少年手足球國際築夢計畫 

一、 計畫緣起： 

在育幼院與偏鄉生活的孩子，因成長背景與環境等因素，普遍對自己缺乏自

信，因此民國 100 年在因緣際會下，本會首次前往育幼院推廣手足球運動，在服

務的過程中讓我們發現到，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手足球桌卻充滿了無窮的魅力，可

以吸引對它陌生的孩子，熱情的投入在活動與比賽過程中，並從比賽得獎時他們

臉上所看到喜悅與自信的表情中，讓我們對手足球的發展看見了另一種可能，因

此開啟了後續一連串青少年手足球推廣活動。從南部地區育幼院出發，安排教練

前往有意願於院內發展手足球運動之育幼院，指導院生手足球的各項操作技巧，

同時培訓其中對於教學有興趣的育幼院院生擔任手足球種子教練，並隨隊前往中

北部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進行服務，後續並積極的前往偏鄉國中小手足球進行推

廣，希望能藉由這項運動，吸引更多的孩子將時間投入在體育活動上，以改善現

今孩童沉迷於 3C 產品、網路及手機遊戲的現況，並協助其中因環境或個人閱讀

天賦較差而缺乏課業成就的孩子，能透過這項運動建立起寶貴的自信，以引導孩

子們探尋其他發展的可能。 

雖然手足球是一項老少咸宜的室內運動，同時較不受體型、身材與年齡的影

響，同時能鍛練專注力、耐心與手眼協調等能力，是一項非常適合東方人發展的

運動，然一項運動要能長期發展，除了要有運動健身的功能外，總需要有其他的

誘因，才能吸引孩子們願意花時間長期投入在這項運動中，尤其是在手足球運動

仍非亞奧運運動項目的情況下，所以無法受到政府單位的重視，自然無法像其他

熱門的運動，可以成為升學加分的一項管道，也因此除了透過舉辦各類型與各層

級的競賽吸引孩子們投入外，更需要建構起能讓孩子們能夠逐步挑戰的目標。故

從最初舉辦地區選拔賽，到後來邀請青少年選手參加國內每年所舉辦的兩項國際

邀請賽，讓孩子們透過參與大型競賽的機會，除了與世界各地頂尖選手交流切磋

外，同時也提供了孩子們另一個可以發展的舞台，也因此，當看到平時在缺乏課

業成就或有學習障礙的孩子，卻能在手足球競賽的過程中獲得榮耀時，看著他們

喜悅的表情，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也因此興起了帶領孩子們出國征戰的念

頭。 

有了動機，開始去嘗試各種的可能，所以本會在去年制定了青少年代表隊選

訓制度，讓孩子們在公開的評選過程中爭取出國挑戰的機會，藉此也激勵小選手

不斷成長，最後並選拔出 8 位前往馬來西亞挑戰的選手，最後這 8 位孩子表現得

十分優異，在去年亞洲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青少年賽事中順利奪下多項優異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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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同時 8 位選手中有 6 位是南部與北部育幼院的孩子，2 位是六龜地區偏鄉的

孩子，並且有 6 位孩子還是第一次出國，更重要的是，沒有一位有想過自己會有

這麼一天能代表國家出國參賽，同時在出國征戰的過程中讓這群孩子也深刻體會

到學會英語的重要性，也因為在這段過程所獲得的感動，讓我們更加堅定原先所

立下的目標，希望能在兩年後挑戰手足球界的最高殿堂-手足球世界盃。 

手足球世界盃是手足球界兩年一度最大的盛會，現場除了將齊聚當年度最頂

尖的各國好手外，同時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各國代表隊選手，也因此不僅是比賽

層級最高，同時也是規模與場面最大、參賽人數最多的一場國際盛會。而世界盃

自 2002 開始舉辦至今，我國始終未曾組隊參賽，雖然近年我國在手足球的發展

已成為亞洲地區頂尖的國家，世界排名也進入到第 15 名，但受限於經費等因素，

所以始終無法組隊前往挑戰。 

也因此為了實現這看似遙遠的夢，近幾年來國內頂尖選手不斷出國前往亞洲

地區國家征戰以獲取更多技巧與經驗，並將所獲得的經驗帶回國內，以協助國內

整體實力之提升，在此同時，並積極的強化青少年代表隊的選訓制度與集訓課

程，以協助受邀參訓的青少年們心體技與整體實力的提升，並計畫經由今年度兩

梯次帶隊出國征戰的過程，藉此激勵青少年持續的努力，同時提升小選手參與高

張力頂尖賽事的經驗，並從與各國選手面對面的交流中，學習更多不同的技巧，

並將所見所聞帶回國內與其他小選手們進行分享，最後再從今年度四場青少年大

賽中，將青少年公開單雙打累積積分總和進行排名後，從中選出 106 年青少年代

表隊儲備選手，並於 106 年初透過選訓，選拔出 6 位青少年代表隊正式選手，隨

隊前往德國漢堡挑戰 2017 手足球世界盃，並透過參與世界盃的過程，讓國人能

更加認識與了解手足球這項運動，以期能藉此帶動手足球在台灣的發展，讓更多

的國人與我們一塊參與手足球運動。 

二、 計畫目的： 

(一) 協助青少年培養第二專長。 

(二) 透過手足球對孩子的吸引力，引導孩子們能投入更多的時間於體育活動上，

減少沉迷於電視、電腦和打電動的時間。 

(三) 透過各項技巧的訓練，協助孩子們培養耐心、專注力與手眼協調等能力，並

透過與搭檔合作的過程中，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四) 透過參與比賽的過程，幫助孩子創造另一個提升自信與創造成就的舞台，並

藉由比賽交流的過程中學習如何面對挫折與失敗，在跌倒後能勇於重新爬起

繼續挑戰，並努力在下一次的比賽中繼續打拼。 

(五) 透過代表隊選訓的過程，引導對手足球運動充滿熱情的青少年選手，能將這



4 

股熱情同步轉化到其他方面的成長，並藉由入選資格於態度、品格及學業方

面的基本要求，引導孩子們均衡發展，不能因打球而有所偏廢，同時藉由出

國參賽的願景，進而提升小選手學習外語的動機。 

(六) 幫助青少年選手能透過手足球運動挑戰國際的過程，獲得自信並發掘自己無

限的可能，進而幫助孩子能對自己的未來懷抱信心，努力去充實自己，創造

出更多的可能。 

(七) 透過擔任手足球教學小教練的過程，讓孩子們有個透過專長回饋社會的機

會，並藉由服務他人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多元的可能，進而提升自信心與成

就感，幫助孩子能更加相信只要努力自己也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三、 服務對象：參與手足球運動之青少年選手 

※目前參與手足球競賽活動之選手，以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學生為主。 

四、 計畫步驟：以下按活動階段，依序說明如下： 

(一) 種子教練集訓：定期分區舉辦種子教練集訓，由各機構選拔代表參訓，並將

所學帶回機構，協助指導其他未參訓之選手。 

地區 集訓地點 集訓月份 

中北部地區 新竹手足球教室 3、4、5、6、9、10、11、12 

南部地區 屏東南州國中 1、2、3、5、6、9、10、11 

(二) 巡迴教學：於團體集訓後，邀請教練前往各機構進行巡迴輔導，以了解各機

構選手各別學習進度，並協助解決教學與操作上所遭遇的困難。 

(三) 青少年大賽：於寒暑假分別舉辦一場青少年手足球大型賽事，邀請獲獎者參

加國內國際賽。 

1. 寒假：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2. 暑假：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四) 國際圓夢：邀請於寒暑假青少年大賽中表現優異之選手，分別參加今年兩場

國際賽，讓小選手有個與國內外頂尖選手切磋交流的機會，並從中獲得參與

大型賽事的經驗。 

1. 4 月 9~10 日：台中國際賽 

2. 11/12 月：（地點及日期未定） 

(五) 代表隊寒/暑訓：邀請於國內國際賽中表現優異之青少年選手參與集訓，並從

中選拔出各梯次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集訓地點：屏東南州國中） 

(六) 代表隊集訓：邀請入選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於出國前夕進行 2~3 天的集訓

活動，並邀請國內頂尖及成人代表隊選手，協助青少年選手進行各項調整，

並做好出國比賽的準備。（集訓地點：12 碼手足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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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出國爭光：邀請入選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出國參賽。 

1. 出國人數：1 位教練、1 位隨隊、6 位青少年選手，合計共 8 人 

2. 第一梯次：預計 8/25~8/29 前往香港 

3. 第二梯次：預計 9/23~9/27 前往馬來西亞 

※各代表隊出國人數，將依實際募款金額進行調整。 

(八) 暑期營隊服務回饋：於暑假期間舉辦手足球培訓營隊，並邀請入選青少年代

表隊之選手，分別參與營隊協助擔任小隊輔與小教練。 

(九) 106 年代表隊選拔：由 105 年四場大賽中，由青少年公開單雙打累積積分總

和進行排名後，從中選出 106 年青少年代表隊儲備選手，並於 106 年寒假進

行代表隊選訓。 

(十) 挑戰世界盃：於 106 年 4 月組隊前往德國漢堡參加手足球世界盃。 

執行計畫階段表 

階段 培訓/競賽 國際賽 寒暑訓 入選代表隊 出國爭光 

一 

種子教練集訓 

巡迴教學 

青少年大賽 

104 

高雄國際賽 

105 

代表隊寒訓 

代表隊集訓 

暑期營隊 

香港 

二 
105 

台中國際賽 

105 

代表隊暑訓 
馬來西亞 

三 
105 

____國際賽 

106 

代表隊寒訓 
世界盃 

五、 青少年代表隊選拔： 

(一) 入選條件： 

1. 2016 青少年代表隊：於國內國際賽中青少年公開單/雙打中獲得前 4 名，

或於比賽中表現優異並經手足球協會教練推薦之青少年選手。 

2. 2017 青少年代表隊（挑戰世界盃）：預定將取 2016 年四場大賽中，青少

年公開單雙打累積積分總和進行排名後，從中選出受邀參訓之選手，四大

賽事預定如下： 

 2016 年 1 月：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2016 年４月：台中國際賽 

 2016 年 7 月：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2016 年 11 或 12 月：＿＿國際賽（地點未定） 

(二) 入選資格： 

1. 凡入選者皆須經家長同意使得參與各項選訓活動。 

2. 言行舉止及行為表現須足以成為其他青少年選手之模範者，並符合本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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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代表隊相關規定者。 

3. 本學年無小過（或累積 3 支警告）以上紀錄者。 

4. 本學年學習表現無明顯退步者，並於每次月考平均成績皆及格者。 

※如學生有學習方面的困難，將由本會與家長另行討論標準。 

※如家長或學校老師反應平時學習態度不佳者，將取消入選資格。 

(三) 評分項目： 

1. 比賽成績：於國內國際賽、青少年大型賽事及代表隊選訓中各項比賽成績 

2. 行為態度：參訓過程中個人學習態度及行為表現 

3. 運動精神：參訓過程中個人運動精神與團體精神 

4. 操作技術：參訓過程中個人操作技巧及穩定度 

5. 在家及在學表現：在家及在校學習情形與行為表現 

(四) 選拔程序： 

1. 2016 青少年代表隊-第一梯次： 

 選手選拔：於 2015 高雄國際賽（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中

選拔出 24 人 

 第一次集訓：（2016 寒訓）由 24 位參訓選手中選拔出 12 人 

 第二次集訓：由 12 位參訓選手中選拔出 4~6 人 

 行前集訓：確定入選名單後，進行最終行前集訓 

 出國征戰：香港 

2. 2016 青少年代表隊-第二梯次： 

 選手選拔：於 2016 台中國際賽（潭子精密盃亞洲手足球經典賽）中

選拔出 20 人 

 第一次集訓：由 20 位參訓選手中選拔出 10 人 

 第二次集訓：（2016 暑訓）由 12 位參訓選手中選拔出 4~6 人 

 行前集訓：確定入選名單後，進行最終行前集訓 

 出國征戰：馬來西亞 

3. 2017 青少年代表隊-挑戰世界盃 

 選手選拔：於 2016 年青少年四場大賽中，累積積分總和前 12~24 名

選手，並符合本會參訓資格者，得受邀參訓。 

 選手集訓：進行 2 場集訓後，選拔出最終入選名額 

 行前集訓：確定入選名單後，進行最終行前集訓（4~6 人） 

 出國征戰：挑戰 2017 手足球世界盃（德國） 

※青少年代表隊是否組隊前往挑戰世界盃，將視今年度兩梯次青少年代表隊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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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戰綜合表現再行評估，如經教練評估仍實力未達可前往挑戰的程度時，將變更

行程前往挑戰亞洲地區其他國家所舉辦大型國際賽事。 

※各代表隊出國人數，將依實際募款金額進行調整。 

六、 集訓內容： 

(一) 手足球各類操作技巧：透過各類技巧的指導與反覆的操作，以協助選手調整

與強化個人技巧。 

1. 射門：各類射門技巧教學、穩定度及成功率的提升 

2. 運球：操作穩定性及實戰運用 

3. 傳球：傳球技巧、速度、穩定性及成功率的提升 

4. 防守：防守觀念的強化 

5. 雙打：雙打搭檔戰術之演練 

(二) 基本體力與耐力的鍛鍊：透過體能訓練活動，以協助選手體力、耐力與腳力

的提升，以因應正式比賽時長時間對身體各方面持久力的考驗。 

(三) 實戰經驗的強化：透過反覆實戰的方式以協助選手習慣各項技巧之運用，並

針對個別弱點部分進行強化與修正。 

(四) 心理素質的提升：透過各項訓練課程，及個別指導等方式，以協助選手提升

抗壓力、增加穩定性及面對挫折與失敗的勇氣，並學習在短時間調整心情、

重新開始的能力。 

(五) 英語會話能力的教學：透過英語課程的安排，指導小選手出國常用之簡易英

語會話，以協助小選手能具有基本會話能力，並敢於嘗試開口與外國選手對

話。 

七、 預期效果： 

(一) 透過比賽的參與可讓孩子們學習如何面對挫折，同時藉由獲獎獲得自信與成

就，而不再只是一昧的看輕自己，能相信自己只要努力，也能有能力與他人

一較高下，靠自己認真的付出而站上榮耀的舞台。 

(二) 透過青少年代表隊選訓，及帶隊出國征戰亞洲地區及手足球世界盃等過程，

引領國內青少年選手一個努力的方向，並藉此帶動孩子們學習英文的動機，

同時提供未來對手足球運動有興趣的孩子，有個未來的遠景與持續努力的動

力，並透過手足球追逐夢想的實現。 

(三) 透過備戰世界盃邀請國內選手定期技術交流與分享，以及邀請外國頂尖選手

來台技術指導的過程，帶動起國內手足球整體實力的提升，讓手足球運動能

夠不斷的發展。 

(四) 透過帶隊參加 2017 手足球世界盃的過程，增加媒體曝光的機會，藉此行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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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運動，讓更多人能了解這項運動的魅力，以期能在台灣重新發展。 

(五) 帶領青少年代表隊選手前往擔任小教練服務的過程，讓小選手能透過自己的

興趣與專長回饋社會，從中學習感恩與回饋，同時讓孩子能藉由服務找到自

己的價值，進而對於自己的未來更具信心，以引導其嘗試追尋未來的各種可

能。 

八、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九、 協辦單位：屏東縣南州國中、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 贊助單位：接洽中 

十一、 活動預算： 

預算總表 

優先 

順序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代表隊寒訓-第一場    
已執行，請參閱附件一 

 代表隊寒訓-第二場    

1 代表隊暑訓-第一場 63,882 1 63,882 
待執行，請參閱附件二 

2 代表隊暑訓-第二場 26,700 1 26,700 

3 行前集訓 35,058 1 35,058 待執行，請參閱附件三 

4 出國爭光-香港 79,708 1 79,708 待執行，請參閱附件四 

5 出國爭光-馬來西亞 104,972 1 114,532 待執行，請參閱附件五 

小計 319,880  

未來 挑戰世界盃 437,172 1 437,172 
德國漢堡-預定 9 天 

待評估 

總計 757,052  

 

明年度目標 

挑戰世界盃-德國漢堡 

個人支出估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機票 1 42,000 42,000 台北往返德國漢堡 

餐飲費 9 天 400 3,600  

保險費 1 299 299  

交通接駁 1 500 500  

代表隊制服 2 35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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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支出總計 47,099  

總預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個人支出 8 47,099 376,792 
教練 1 人；工作人員 1

人：青少年選手：6 人 

住宿費 8*6 1,200 57,600 六晚 

活動紅布條 2 390 780  

雜支  2,000 2,000 活動聯繫、其他支出 

總計 437,172  

 

十二、 聯繫窗口：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聯絡人：秘書長 黃俊揚先生 

電話：0910-367315 

E-mail：macross369@gmail.com 

台北辦事處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 48 號 3 樓 

十三、 捐款方式： 

戶頭 帳號 戶名 備註 

郵政劃撥 50323005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黃俊傑  

合作金庫 

006 
56437-172-06874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新竹科學園區分行 

※採銀行轉帳匯款時，請來電告知捐款資訊，以利本會寄送捐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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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6 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 寒訓計畫 

一、 活動緣起：為鼓勵對手足球運動青少年選手，能藉由參與競賽活動激發個別的

潛能，進而獲得自信與成就，提供青少年選手另一個挑戰自我的舞台，故制訂

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選訓辦法，預計於 2016 年將籌組兩梯次青少年手足球代

表隊出國征戰，藉此提供小選手們有個體驗國際，與來自世界各地好手切磋交

流，同時能為自己、也為國家爭光的機會。 

二、 活動目的： 

1. 學習成長：藉由代表隊各類集訓活動，進行高階手足球技巧的指導，並藉由高

強度與高競爭的選拔過程，以協助青少年選手們的心態與球技的提升。 

2. 引發動機：引導對手足球運動充滿熱情的青少年選手，能將這股熱情轉化到其

他方面的成長，並藉由入選資格於態度、品格及學業方面的基本要求，引導孩

子們均衡發展，同時藉由出國參賽的願景，進而提升小選手學習外語的動機。 

3. 自信提升：提供青少年選手能透過手足球運動逐夢的過程，獲得自信並發掘自

己無限的可能，進而幫助孩子能對自己的未來懷抱信心，努力去充實自己，創

造出更多的可能。 

三、 入選資格： 

1. 於「2015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青少年公開單/雙打中獲得前 4 名，

或於比賽中表現優異並經教練推薦之選手。 

2. 凡入選者皆須經家長同意使得參與各項選訓活動。 

3. 言行舉止及行為表現須足以成為其他青少年選手之模範者，並符合本會及國家

代表隊相關規定者。 

4. 本學年無小過（或累積 3 支警告）以上紀錄者。 

5. 本學年學習表現無明顯退步者，並於每次月考平均成績皆及格者。 

※如學生有學習方面的困難，將由本會與校方或家長另行討論標準。 

※如家長或學校老師反應平時學習態度不佳者，將取消入選資格。 

四、 選訓程序： 

階段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第一階段 代表隊寒訓 1/29~1/31 24 人 屏東南州國中 

第二階段 第二次集訓 2/27~2/28 12 人 屏東南州國中 

第三階段 行前集訓 8/10~8/12 8 人 12 碼手足球俱樂部 

第四階段 出國爭光 8/25~8/29 4 人 預定：香港 

五、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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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意願調查 

(1) 發函入取選手，調查參與意願及在學學習表現。 

※未經家長同意或在學學習態度表現不佳者，將取消入選資格。 

(2) 依入取選手參加意願調查結果，進行遞補。 

(3) 繳交項目： 

 家長同意書：須經家長簽名及蓋章 

 上學期成績單：含畢業生 

 本學期第一次及第二次月考成績單：如仍無第二次月考成績單，得事先

來電告知，並於第二階段資料繳交時一併補寄。 

 本學期在學獎懲記錄。 

(4) 繳交期限：於 1/18 前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郵件最晚須於 1/18 當天收到，逾期未收到者將取消入選資格，由候補

選手依序遞補；如部分資料繳交上有困難時，得事先來電告知。 

(5) 郵寄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 48 號 3 樓-黃俊揚先生 收 

2. 第二階段：資料繳交 

(1) 繳交項目： 

 入選心得：含個人入選心得及自我期許等，字數須 300 字以上，除須統

一以稿子手寫外，同時須另外將內容打成電子檔（word 檔），以 Email

寄至本會秘書長信箱：Email：macross369@gmail.com，來信標題：

2016 寒訓心得 

 個人技術調查表：  

 在家表現調查表： 

 在校表現調查表：由學校導師填寫後連同資料一併繳回 

 參訓選手承諾書：同上，一式兩份，一份寄回本會，一份選手自行留存，

並於寒訓時攜帶前往 

(2) 繳交期限：105/1/18 前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3) 郵寄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 48 號 3 樓-黃俊揚先生 收 

3. 第三階段：寒訓階段 

(1) 繳交項目：（如有其他需增加的資料，將另行通知） 

 本學期第三次月考成績單 

 個人升學讀書計畫：今年國三或高三準備升學之準考生須額外繳交 

(2) 繳交時間：於 105/1/29 寒訓報到當天現場繳交 

4. 第四階段：選拔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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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交資料： 

 本學期在學成績單：104 學年度上學期 

 本學期個人獎懲記錄：104 學年度上學期 

 第一次參訓心得：個人參訓收穫（300 字以上） 

 個人自我訓練計畫：於第一次參訓後個人所規劃之訓練計畫，內容自訂 

 寒訓手冊閱讀心得：由寒訓手冊最後幾頁短文，從中自選 2 篇最有感觸

之內容，分別撰寫個人閱讀心得（每篇 150 字以上） 

 傳家之寶閱讀心得：第一次寒訓所發書籍讀後感（300 字以上） 

 入選第二次寒訓心得：再次入選的心得與期許（150 字以上） 

(2) 繳交時間：於 105/2/27 第二次集訓報到當天現場繳交 

5. 第五階段：入選階段 

(1) 繳交資料：（暫訂） 

 第二次寒訓心得 

 家長同意書 

 護照影本 

 青少年代表隊選手切結書 

(2) 繳交期限：於 105/4/15 前（暫訂）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6. 第六階段：後續追蹤 

(1) 繳交資料： 

 出國比賽心得：含個人出國參賽之心得、感想與收穫等，字數須 600 字

以上，除須統一以稿子手寫外，同時須另外將內容打成電子檔（word

檔），以 Email 寄至本會秘書長信箱：Email：macross369@gmail.com，

來信標題：2016 代表隊心得 

 本學期在學成績單：104 學年度下學期 

 本學期在學獎懲記錄：104 學年度下學期 

(2) 繳交期限： 

 心得須於出國比賽結束兩周內完成（未完成者將取消 2016 及 2017 年青

少年代表隊選訓資格） 

 成績單及獎懲紀錄，須於 105/7/31 前（暫訂）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六、 寒訓階段評選項目： 

1. 學習態度：個人學習態度 

2. 行為表現：個人言行舉止 

3. 運動精神：個人運動精神與團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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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成績：寒訓中各項比賽成績 

5. 操作技術：個人操作技巧及穩定度 

七、 代表隊評選項目：（第二次集訓） 

1. 比賽成績：於國內國際賽、青少年大型公開賽及代表隊選訓中各項比賽成績 

2. 行為態度：學習態度與行為表現 

3. 運動精神：個人運動精神與團體精神 

4. 操作技術：個人操作技巧及穩定度 

5. 在家及在學綜合表現：在家及在校學習情形與行為表現 

八、 服務回饋： 

1. 凡最終入選本會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皆須擔任本會服務志工，並依本會實際

補助金額，服務滿 8~24 小時。 

2. 如無故未參與本會志工服務或服務時數未滿規定者，除將取消代表隊入選資格

外，並將取消 2017 年青少年代表隊選訓資格。 

3. 如選手已比賽返國，但於暑期結束前仍未能配合本會活動服務滿足夠時數者，

選手須自提服務計畫，經本會審核後補足服務時數；若最終無法補足服務時數

者，選手須回繳本會於出國比賽時所負擔之費用。 

4. 服務項目： 

(1) 寒暑假手足球營隊：擔任營隊助教 

(2) 安養機構同樂：擔任服務志工 

(3) 手足球集訓營：擔任助教及經驗分享 

九、 注意事項： 

1. 集訓部分： 

(1) 往返集訓地點之交通部分由學員自理。（低收入戶家庭之子女，如有經濟

方面困難時，可申請交通補助，唯金額以台鐵自強號票價為限，同時如本

會經費不足時，將不提供補助，尚請見諒） 

(2) 參與集訓期間之保險、餐費、教練費及住宿等相關費用，由本會負擔。（不

含隨行老師或家長） 

(3) 集訓期間須遵守本會相關規定，嚴重違紀或屢勸不聽者將直接予以退訓，

並取消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入選資格。 

2. 代表隊部分：（暫定-詳細內容請參閱後續正式入選通知） 

(1) 煩經選拔入選代表隊之選手，須按指定時間繳交相關文件，逾期將取消資

格，並由候補名額依序遞補之。（相關資料及活動時程另行通知） 

(2) 凡入選之選手出國比賽期間之保險、交通（含機票）及住宿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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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負擔（不含隨行老師或家長）；申辦護照、代表隊制服、往返集合

地點之交通及活動期間之餐費部分須由選手自理。（低收入戶家庭之子

女，如有經濟方面困難時，可申請交通補助，唯金額以台鐵自強號票價為

限） 

3. 其他注意事項，後續將另行補充。 

十、 集訓課程表： 

1/29~1/31 代表隊寒訓課程表 

1/29 1/30 1/31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6:00~6:30 起床盥洗 6:00~6:30 起床盥洗 

6:30~7:00 早操 6:30~7:00 早操 

7:00~7:30 早餐時間 7:00~7:30 早餐時間 

7:30~8:00 環境整理 7:30~8:00 環境整理 

8:00~9:20 體能訓練 8:00~9:20 體能訓練 

13:30~14:00 選手報到 9:20~11:00 個人技巧教學 9:20~10:30 實戰技巧教學 

14:00~14:20 開訓典禮 11:00~12:00 個人技巧 PK 10:30~12:00 魔王挑戰 

14:20~15:00 個人技巧檢定 12:00~13:00 午餐&午休 12:00~12:40 午餐&午休 

15:00~15:30 選訓說明 13:00~15:00 雙打技巧教學 12:40~14:30 單打競賽 

15:30~16:00 小組時間 15:00~17:00 分組對戰 14:30~15:00 綜合檢討 

16:00~17:00 個人技巧教學 17:0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5:00~15:30 結訓典禮 

17:0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7:30~18:00 晚餐時間 15:30~ 圓滿賦歸 

17:30~18:00 晚餐時間 18:00~18:30 心得寫作  

18:00~18:30 認識環境 18:30~20:00 戰術指導 

18:30~21:30 英語會話教學 20:00~21:00 影片欣賞 

21:30~22:30 盥洗時間 21:00~22:30 盥洗時間 

22:30 晚安曲 22:30 晚安曲 

 

2/27~2/28 代表隊第二次寒訓課程表 

2/27 2/28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8:30~9:00 報到 6:00~6:30 起床盥洗 

9:00~9:15 開訓典禮 6:30~7:00 早操 

9:15~10:00 技術檢定 7:00~7:30 早餐時間 

10:00~11:00 個人技巧教學 7:30~8:00 整理環境 

11:00~12:00 綜合技巧教學 8:00~9:00 體能訓練 

12:00~13:00 午餐&午休 9:00~9:10 選手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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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實戰技巧教學 9:10~10:00 個人技巧教學 

14:00~16:30 怪物雙打 10:00~12:00 個人技巧 PK 

16:30~17:00 檢討與反思 12:00~12:40 午餐&午休 

17:0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2:40~15:00 公開單打 

17:30~18:00 晚餐時間 15:00~15:40 檢討與反思 

18:00~18:30 環境整理 15:40~16:00 結訓典禮 

18:30~19:30 個人能力分析 16:00~ 圓滿賦歸 

19:30~21:00 影片欣賞 

 21:00~22:30 
面談、心得撰

寫、盥洗時間 

22:30 晚安曲 

十一、 第一次參訓選手資訊：於比賽中選拔出 24 名選手，分布如下 

地區 單位名稱 入選人數 備註 

北部地區 北區兒童之家 4 人 桃園 

中部地區 鎮瀾兒童家園 3 人 台中 

南部地區 

高雄六龜中學 3 人 高雄 

屏東新埤國小 2 人 屏東 

屏東溪北國小 2 人 屏東 

屏東南州國中 6 人 屏東 

屏東南榮國中 2 人 屏東 

屏東來義高中 2 人 屏東 

十二、 第二次參訓選手資訊：於第一次寒訓中選拔出 12 名選手，分布如下 

地區 單位名稱 入選人數 備註 

北部地區 北區兒童之家 2 人 桃園 

中部地區 鎮瀾兒童家園 2 人 台中 

南部地區 

高雄六龜中學 3 人 高雄 

屏東新埤國小 1 人 屏東 

屏東南州國中 2 人 屏東 

屏東來義高中 2 人 屏東 

十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四、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屏東南州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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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6 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 暑訓計畫 

一、 活動緣起：為鼓勵對手足球運動青少年選手，能藉由參與競賽活動激發個別的

潛能，進而獲得自信與成就，提供青少年選手另一個挑戰自我的舞台，故制訂

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選訓辦法，預計於 2016 年將籌組兩梯次青少年手足球代

表隊出國征戰，藉此提供小選手們有個體驗國際，與來自世界各地好手切磋交

流，同時能為自己、也為國家爭光的機會。 

二、 活動目的： 

1. 學習成長：藉由代表隊各類集訓活動，進行高階手足球技巧的指導，並藉由高

強度與高競爭的選拔過程，以協助青少年選手們的心態與球技的提升。 

2. 引發動機：引導對手足球運動充滿熱情的青少年選手，能將這股熱情轉化到其

他方面的成長，並藉由入選資格於態度、品格及學業方面的基本要求，引導孩

子們均衡發展，同時藉由出國參賽的願景，進而提升小選手學習外語的動機。 

3. 自信提升：提供青少年選手能透過手足球運動逐夢的過程，獲得自信並發掘自

己無限的可能，進而幫助孩子能對自己的未來懷抱信心，努力去充實自己，創

造出更多的可能。 

三、 入選資格： 

1. 於「2016 潭子精密盃亞洲手足球經典賽」青少年公開單/雙打中獲得前 4 名，

或於比賽中表現優異並經教練推薦之選手。 

2. 凡入選者皆須經家長同意使得參與各項選訓活動。 

3. 言行舉止及行為表現須足以成為其他青少年選手之模範者，並符合本會及國家

代表隊相關規定者。 

4. 本學年無小過（或累積 3 支警告）以上紀錄者。 

5. 本學年學習表現無明顯退步者，並於每次月考平均成績皆及格者。 

※如學生有學習方面的困難，將由本會與校方或家長另行討論標準。 

※如家長或學校老師反應平時學習態度不佳者，將取消入選資格。 

四、 選訓程序： 

階段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第一階段 代表隊暑訓 7/15~7/16 20 人 屏東南州國中 

第二階段 第二次集訓 7/30~7/31 10 人 12 碼手足球俱樂部 

第三階段 行前集訓 8/10~8/12 8 人 12 碼手足球俱樂部 

第四階段 出國爭光 9/22~9/26 4~6 人 預定：馬來西亞 

五、 作業程序：請參閱附件一-寒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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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階段評選項目：請參閱附件一-寒訓計畫 

七、 服務回饋：請參閱附件一-寒訓計畫 

八、 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一-寒訓計畫 

九、 集訓課程表： 

7/15~7/16 代表隊第一次暑訓課程表 

7/15 7/16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9:00~9:20 報到 6:00~6:30 起床盥洗 

9:20~9:30 開訓典禮 6:30~7:00 早操 

9:30~9:50 選訓說明 7:00~7:30 早餐時間 

9:50~10:10 選手熱身 7:30~8:00 環境整理 

10:10~11:00 個人技巧檢定 8:00~9:20 體能訓練 

11:00~12:00 個人技巧 PK 9:20~10:30 實戰技巧教學 

12:00~13:00 午餐&午休 10:30~12:00 魔王挑戰 

13:00~15:00 雙打技巧教學 12:00~12:40 午餐&午休 

15:00~17:00 分組對戰 12:40~14:30 單打競賽 

17:0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4:30~15:00 綜合檢討 

17:30~18:00 晚餐時間 15:00~15:30 結訓典禮 

18:00~18:30 心得寫作 15:30~ 圓滿賦歸 

18:30~20:00 戰術指導 

 

20:00~21:00 競賽影片欣賞 

21:00~22:30 
面談、心得撰

寫、盥洗時間 

22:30 晚安曲 

 

7/30~7/31 代表隊第二次暑訓課程表 

7/30 7/31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8:30~9:00 報到 6:00~6:30 起床盥洗 

9:00~9:15 開訓典禮 6:30~7:00 早操 

9:15~10:00 技術檢定 7:00~7:30 早餐時間 

10:00~11:00 個人技巧教學 7:30~8:00 整理環境 

11:00~12:00 綜合技巧教學 8:00~9:00 體能訓練 

12:00~13:00 午餐&午休 9:00~9:10 選手熱身 

13:00~14:00 實戰技巧教學 9:10~10:00 個人技巧教學 

14:00~16:30 怪物雙打 10:00~12:00 個人技巧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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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檢討與反思 12:00~12:40 午餐&午休 

17:0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2:40~15:00 公開單打 

17:30~18:00 晚餐時間 15:00~15:40 檢討與反思 

18:00~18:30 環境整理 15:40~16:00 結訓典禮 

18:30~19:30 個人能力分析 16:00~ 圓滿賦歸 

19:30~21:00 競賽影片欣賞 

 21:00~22:30 
面談、心得撰

寫、盥洗時間 

22:30 晚安曲 

十、 第一次參訓選手資訊：於比賽中選拔出 20 名選手，分布如下 

地區 單位名稱 入選人數 備註 

北部地區 

新北聖心國小 1 人 新北 

北區兒童之家 6 人 
桃園 

藍迪兒童之家 1 人 

中部地區 鎮瀾兒童家園 3 人 台中 

南部地區 

高雄六龜中學 2 人 高雄 

屏東新埤國小 3 人 

屏東 屏東唐榮國小 2 人 

屏東南州國中 2 人 

十一、 第二次參訓選手資訊：於第一次集訓後選拔出 10 名選手，分布如下 

地區 單位名稱 入選人數 備註 

北部地區 北區兒童之家 4 人 桃園 

中部地區 鎮瀾兒童家園 1 人 台中 

南部地區 

高雄六龜中學 1 人 高雄 

屏東新埤國小 2 人 
屏東 

屏東南州國中 2 人 

十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三、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屏東南州國中 

十四、 贊助單位：接洽中 

十五、 活動預算： 

7/15~7/16 代表隊暑訓 預算表 

項目 人數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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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台北 5 2 941 9,410 

教練 2+工作人員 2+選手 1：

自強號-台北至高雄；高雄至

南州 

交通費-桃園 7 2 875 12,250 
桃園選手：自強號-桃園至高

雄；高雄至南州 

交通費-中部 4 2 567 4,536 
教練 1+中部選手 3：自強號-

台中至高雄；高雄至南州 

教練鐘點費  12 500 6,000 合計 12 堂課 

住宿費 26 2 100 5,200 2 位工作人員+4 位教練(1 位

屏東地區)+20 位選手 伙食費 26 2 160 8,320 

集訓制服 26 1 350 9,100  

選手纏帶 20 1 60 1,200  

選手帽子 20 1 150 3,000  

保險費 26  76 1,976  

印刷費    1,000 名牌、集訓資料、活動資料 

活動紅布條 1  390 390  

雜支    1,500 聯繫、文具、雜項支出 

總計 63,882  

 

7/30~7/31 代表隊第二次暑訓 預算表（預估） 

項目 人數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台北 3 2 375 2,250 
教練 1+工作人員 2：自強號-

台北至台中 

交通費-桃園 4 2 308 2,464 
北部選手：自強號-桃園至台

中往返 

交通費-高雄 1 2 469 938 
南部選手：自強號-高雄至台

中往返 

交通費-屏東 4 2 551 4,408 
南部選手：自強號-潮州至台

中往返 

教練鐘點費  12 500 6,000 合計 12 堂課 

場租費    2,000  

伙食費 15 2 200 6,000 
2 位工作人員+3 位教練+10

位選手 

保險費 15  76 1,140  

印刷費    500 集訓資料 



20 

雜支    1,000 聯繫、文具、雜項支出 

總計 26,700  

 

合計預算總表 

第一次暑訓 63,882 

第二次暑訓 26,700 

所需募款金額 9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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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行前集訓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緣起：為提供今年度入選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有個

分別調整與備戰今年 8 月香港國際賽及 9 月馬來西亞國際賽的機會，故訂於比

賽前夕舉辦本次行前集訓。 

二、 參訓對象：入選今年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青少年代表隊合計 8 位青少年選手 

三、 集訓時間：8/10（三）~8/12（五），三天兩夜 

四、 報到時間：8/10（三）中午 

五、 集訓地點：12 碼手足球俱樂部 

六、 住宿地點：接洽中 

七、 預定課程： 

8/10 8/11 8/12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6:30~7:00 起床盥洗 6:30~7:00 起床盥洗 

  7:00~7:30 早餐時間 7:00~7:30 早餐時間 

  7:30~8:00 選手熱身 7:30~8:00 選手熱身 

  8:00~8:40 前往集訓地點 8:00~8:40 前往集訓地點 

  8:40~9:00 選手熱身 8:40~9:00 選手熱身 

  9:00~10:00 技巧檢定 9:00~9:10 分組配對 

12:30~13:00 台中報到 10:00~12:00 技巧教學 9:10~10:30 雙打競賽 

13:00~13:30 前往住宿地點 12:00~13:00 午餐&午休 10:00~12:00 個人技巧指導 

13:30~14:00 移動 13:00~15:00 分組對戰 12:00~12:30 午餐&午休 

14:00~17:00 英文會話 15:00~16:00 個人技巧指導 12:30~14:40 實戰模擬 

17:00~18:00 晚餐時間 16:00~18:00 個人技巧訓練 14:40~15:00 結訓典禮 

18:00~18:30 移動 18:00~18:30 晚餐時間 15:00~ 圓滿賦歸 

18:30~19:00 熱身 
18:30~21:00 挑戰高峰 

  

19:00~21:00 挑戰高峰   

21:00~21:30 返回住宿地點 21:00~21:30 返回住宿地點   

21:30~23:00 盥洗&面談 21:30~23:00 盥洗&面談   

23:00 晚安曲 23:00 晚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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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訓選手資訊：  

參訓人數 

 桃園 台中 高雄、屏東 小計 

第一梯次 2 0 2 4 

第二梯次 2 1 3 6 

合計 3 1 4 8 

※扣除重複入選之選手，實際共計 8 名選手參訓。 

單位名稱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備註 

北區兒童之家 入選 正取 桃園 

北區兒童之家 入選  桃園 

北區兒童之家  候補 桃園 

台中順天國中  正取 台中 

精忠育幼院 入選  屏東 

高雄六龜中學 入選 候補 高雄 

屏東南州國中  候補 屏東 

屏東新埤國小  候補 屏東 

九、 教練及工作人員： 

 台北 台中 小計 

教練 1 2 3 

工作人員 2 0 2 

合計 3 2 5 

十、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一、 協辦單位：12 碼手足球俱樂部、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二、 贊助單位：接洽中 

十三、 活動預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交通費-台北 3(人)*2 375 2,250 
教練 1+工作人員 2：自強

號-台北至台中 

交通費-桃園 3(人)*2 308 1,848 
北部選手：自強號-桃園至

台中往返 

交通費-高雄 1(人)*2 469 938 
南部選手：自強號-高雄至

台中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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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屏東 3(人)*2 551 3,306 
南部選手：自強號-潮州至

台中往返 

英語會話講師交通費   600  

手足球教練鐘點費 12 500 6,000 三天共 12 堂課 

英語會話講師鐘點費 3 800 2,400 3 堂課 

場地租金   5,400 12 碼 

伙食費 13(人)*3(天) 200 7,800 早 50；午、晚 75 

點心、飲用水 13(人)*3 40 1,560  

保險費 13(人) 82 1,066 200 萬 

紅布條 1 390 390  

雜支   1,500 郵資、雜項支出 

總計 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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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樂活手足球出國爭光行（香港） 活動計畫 

一、 活動時間：民國 105 年 8 月 25 日（四）至 8 月 29 日（一） 

二、 活動地點：香港-慈幼英文學校 

三、 搭機地點：桃園國際機場 

四、 活動對象：經選拔入選今年度第一梯次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合計共 4 名。 

五、 活動內容：前往參加今年於香港所舉辦「香港國際手足球公開賽」，參加公開單

/雙打、分級單/雙打等賽事，同時觀摩其他賽事，並與現場各國選手切磋交流。 

六、 賽事日程： 

時間 8/26 時間 8/27 時間 8/28 

  8:45 am 選手報到 8:45 am 選手報到 

  9:15 am 開幕典禮 9:15 am 
非專業雙打 

專業雙打 

2:30 pm 選手報到 9:30 am 
非專業單打 

專業單打 
12:30 pm 公開雙打 

3:30 pm 抽隊友雙打 1:00 pm 公開單打 6:30 pm 頒獎典禮 

6:30 pm 場地關閉 7:30 pm 場地關閉 7:30 pm 場地關閉 

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八、 贊助單位：募集中 

九、 人數統計： 

選手 工作人員 教練 合計 

4 1 1 6 

 

青少年代表隊選手資訊 

姓名 全國青少年排名 身份 

郭○婷 第二十一名 育幼院院生-桃園 

彭○佑 第十一名 偏鄉國小學生-六龜 

朱○靜 第一名 育幼院院生-屏東 

林○文 十二名 育幼院院生-桃園 

十、 活動預算： 

出國爭光行-香港 

個人支出估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25 

機票 1 5,109 5,109 台北往香港 

餐飲費 5 天 300 1,500 一餐 100 元計 

保險費 1 199 199  

交通接駁 1 600 600 香港 

代表隊制服 1 450 450  

個人支出總計 7,858  

總預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個人支出 8 人 7,858 47,148 
教練 1 人；工作人員 1

人：青少年選手：4 人 

參賽報名費 4 人 1,200 4,800  

住宿費 4 晚 4,000 16,000 四晚 

交通費-南部 3*2 1,330 7,980 高鐵-左營高雄往返 

活動紅布條 2 390 780  

雜支  3,000 3,000 活動聯繫、其他支出 

總計 7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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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樂活手足球出國爭光行（馬來西亞） 活動計畫 

一、 活動時間：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四）至 9 月 26 日（一） 

二、 活動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實際比賽地點馬來西亞官方主辦單位仍未公告） 

三、 搭機地點：桃園國際機場（預定） 

四、 活動對象：經今年兩梯次暑訓所選拔出，入選今年度第二梯次青少年代表隊之

選手，合計共 4~６名。 

五、 活動內容：前往參加今年於馬來西亞所舉辦「馬來西亞國際手足球公開賽」，參

加公開單/雙打、女子單/雙打及青少年單/雙打等賽事，同時觀摩其他賽事，並

與現場各國選手切磋交流。 

六、 賽事日程： 

時間 9/23 時間 9/24 時間 9/25 

  8:30 am 選手報到 8:30 am 選手報到 

4:00 pm 選手報到 9:00 am 青少年單打 9:00 am 青少年雙打 

6:00 pm 團體對抗賽 11:00 am 單打預賽 11:00 am 雙打預賽 

7:00 pm 女子單打 2:00 pm 單打複賽 2:00 pm 雙打複賽 

9:00 pm 抽隊友雙打 7:00 pm 女子雙打 7:00 pm 頒獎典禮 

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八、 贊助單位：募集中 

九、 人數統計： 

選手 工作人員 教練 合計 

6 1 1 8 

 

第二梯次青少年代表隊入選名單 

 單位名稱 備註 

正取 
北區兒童之家 桃園 

台中順天國中 台中 

備取 1 北區兒童之家 桃園 

備取 2 屏東南州國中 屏東 

備取 3 屏東新埤國小 屏東 

備取 4 高雄六龜中學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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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經費使用： 

方案 教練 青少年代表 工作人員 合計 預估費用 

第 1 方案 1 2 0 3 41,477 

第 2 方案 1 4 1 6 79,174 

第 3 方案 1 6 1 8 104,972 

※實際執行方案，將依 8/30 最終所募得金額決定之 

十一、 活動預算： 

出國爭光行-馬來西亞 

個人支出估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機票 1 6,850 6,850 台北往返吉隆坡 

餐飲費 5 天 300 1,500 一餐 100 元計 

保險費 1 199 199  

交通接駁 1 500 500 吉隆坡 

代表隊制服 1 450 450  

個人支出總計 9,499  

總預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個人支出 8 人 9,499 75,992 
教練 1 人；工作人員 1

人：青少年選手：6 人 

參賽報名費 6 人 1,000 6,000  

住宿費 8 人*4 600 19,200 四晚 

交通費-南部 3 人*2 1,330 7,980 高鐵-左營高雄往返 

交通費-中部 1 人*2 790 1,580 高鐵-台中高雄往返 

活動紅布條 2 390 780  

雜支  3,000 3,000 活動聯繫、其他支出 

總計 114,532  

※未含代表隊選手國內交通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