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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2016 樂活手足球暑期圓夢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為使現今的孩童能夠增加運動休閒的時間，以減少電視、電腦、網路與手機的

沈迷，本會長期致力於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手足球運動之推廣，今為協助培育

各偏鄉國中小學生，並提供本會所培訓手足球種子教練一個前往服務的機會，

故本會擬於暑假期間前往各地舉辦手足球培訓活動，擬透過各項技能教學及實

戰體驗等活動，帶領各校學生一同體驗手足球運動所帶來的愉快與感動。 

另外為提供全國各地青少年選手一個創造自信的舞台，故於今年暑假，將分別

舉辦暑期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及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讓小

選手們有個挑戰自我、驗收所學，並與其他各地選手彼此切磋交流的機會，藉

此以提升國內青少年手足球運動的整體實力與發展。 

二、 活動目標： 

1. 培訓選手：前往各地區舉辦手足球培訓營，藉此以協助提升青少年在手足球

方面各項技巧。 

2. 競賽交流：藉由大型賽事的舉辦，提供青少年選手一個努力練球的目標，並

提供孩子們一個爭取個人與團隊榮譽的機會，藉此希望能協助提升育幼院及

偏鄉孩子們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3. 服務回饋：帶領本會所培訓手足球種子教練（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學生），前

往手足球教學營隊擔任助教，協助指導偏鄉學童手足球相關技巧，並藉由服

務的過程，協助小教練們從中獲得自信與成就。 

三、 活動時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天數 活動計畫 

6/26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基隆八堵國小 1 天 參閱附件一 

7/1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基隆仙洞國小 1 天 參閱附件一 

7/2 
暑期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

選拔賽 
北區兒童之家 1 天 參閱附件二 

7/6~7/7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六龜社福中心 2 天 參閱附件一 

7/11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屏東南州國中 1 天 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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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屏東南州國中 1 天 參閱附件一 

7/14 

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

手足球錦標賽暨南區手足

球公開賽 

屏東南州國中 1 天 參閱附件二 

四、 服務對象： 

1. 基隆、高屏地區偏鄉國中小學 

2. 北中南地區育幼院 

五、 經費概算：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預估服務人數 預估募集金額 

6/26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12 8,812 

7/1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12 8,120 

7/2 
暑期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

選拔賽 
40 13,250 

7/6~7/7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12 12,832 

7/11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24 9,024 

7/12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12 6,232 

7/14 

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

足球錦標賽暨南區手足球

公開賽 

180 76,584 

合計 292 134,854 

六、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七、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八、 贊助單位：接洽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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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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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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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暑期培訓/集訓營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為使現今的孩童能夠增加運動休閒的時間，以減少電視、電腦、網路與手機的

沈迷，並協助各偏鄉國中小培訓各地青少年選手，故本會擬於暑假期間前往各

地舉辦手足球培訓活動，透過各項技能教學及實戰體驗等活動，帶領青少年選

手一同體驗手足球運動所帶來的愉快與感動。 

二、 活動梯次： 

日期 預訂服務地點 時段 天數 類別 

6/26 基隆八堵國小 整天 1 天 培訓營 

7/1 基隆深澳國小 整天 1 天 培訓營 

7/6~7/7 六龜社福中心 上午 2 天 培訓營 

7/11 屏東南州國中 整天 1 天 培訓營 

7/12 屏東南州國中 整天 1 天 集訓營 

三、 活動地點：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基隆八堵國小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7 號 

基隆深澳國小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 55-1 號 

六龜社福中心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 102 號 

屏東南州國中 屏東縣南州鄉人和路 231 號 

四、 活動對象： 

1. 培訓營：有意學習手足球運動者 

2. 集訓營：校內代表隊選手或經學校老師、教練推薦者 

3. 所有參加學員皆須經家長同意 

日期 預訂服務學校 時段 對象 人數 工作人員 

6/26 基隆八堵國小 整天 基隆地區國小學生 12 4 

7/1 基隆深澳國小 整天 基隆地區國小學生 12 8 

7/6~7/7 六龜社福中心 上午 屏東地區各校代表隊 12 8 

7/11 屏東南州國中 整天 溪北國小學生 24 8 

7/12 屏東南州國中 整天 鄰近地區國小學生 12 8 

合計 7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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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訓營活動內容： 

1. 手足球基本教學：進攻、運球、傳球、防守 

2. 手足球單/雙打競賽 

六、 集訓營活動內容： 

1. 手足球進階教學：進攻、運球、傳球、防守 

2. 各類技巧對抗賽 

七、 預定課程： 

基隆八堵國小、深澳國小-預定課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9:00~9:30 報到 12:40~14:00 運球與防守 

9:30~10:00 檢定分組 14:00~15:00 綜合技巧 

10:00~10:10 開訓典禮 15:00~16:00 實戰 PK 

10:10~11:00 射門技巧 16:00~16:20 比賽檢討 

11:00~12:00 傳球技巧 16:20~16:30 結訓典禮 

12:00~12:40 午餐&午休 16:30~ 返家 

 

六龜社福中心-預定課程 

7/6 7/7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8:20~8:30 報到 8:20~8:30 報到 

8:30~9:00 技術檢定 8:30~9:00 複習與熱身 

9:00~9:10 開訓典禮 9:00~10:00 綜合技巧教學 

9:10~10:00 射門教學 10:00~10:40 防守及雙打 

10:00~11:00 運球教學 10:40~11:40 手足球 PK 賽 

11:00~12:00 傳球教學 11:40~12:00 結訓典禮 

12:00~ 賦歸 12:00~ 賦歸 

 

南州國中培訓營-預定課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8:20~8:30 報到 12:00~13:00 午餐/午休 

8:30~9:00 技術檢定 13:00~14:00 綜合技巧教學 

9:00~9:10 開訓典禮 14:00~15:00 防守及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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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0:00 射門教學 15:00~16:10 手足球 PK 賽 

10:00~11:00 運球教學 16:10~16:30 結訓典禮 

11:00~12:00 傳球教學 16:30~ 賦歸 

 

南州國中集訓營-預定課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8:00~8:10 報到 12:00~12:40 午餐/午休 

8:10~8:30 技術檢定 12:40~13:40 推拉桿集訓 

8:30~8:40 開訓典禮 13:40~14:20 後衛對抗 

8:40~9:50 射門綜合技巧 14:20~15:00 個別教學 

9:50~10:20 前鋒槍戰 15:00~16:10 手足球 PK 賽 

10:20~11:20 傳球演練 16:10~16:30 結訓典禮 

11:20~12:00 傳球 PK 16:30~ 賦歸 

八、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九、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 活動預算： 

6/26-基隆八堵國小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球桌運費 2 700 1,400 往返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2 200 800  

教練鐘點費 4 堂 500 2,000  

球桌租金 ２ 2,000 4,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4 人 140 560 午餐、晚餐：70 

伙食費-學員 12 人 70 840 午餐：70 

保險費-工作人員 4 人 35 140 100 萬 

保險費-學員 12 人 11 132 100 萬-未滿 15 歲 

印刷費 12 人 25 300 手冊、名牌 

手足球纏帶 12 60 720  

比賽獎牌 4 面 50 2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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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基隆深澳國小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球桌運費 2 700 1,400 往返 

交通費-工作人員 1 車*2 200 400  

交通費-助教 6*2 84 1,008 台鐵 

教練鐘點費 4 堂 500 2,000  

球桌租金 1 2,000 2,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8 人 140 1,120 午餐、晚餐：70 

伙食費-學員 12 人 70 840 午餐：70 

保險費-工作人員 8 人 35 280 100 萬 

保險費-學員 12 人 11 132 100 萬-未滿 15 歲 

印刷費 12 人 25 300 手冊、名牌 

手足球纏帶 12 60 720  

比賽獎牌 4 面 50 2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1,120  

 

7/6~7/7-六龜社福中心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工作人員 1 車 1,200 1,200 台北南下高雄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2 400 1,600 高雄至六龜往返 

住宿費-工作人員 8 人 500 4,000  

教練鐘點費 4 堂 500 2,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8 人*2 天 180 2,880 早餐 40；午餐、晚餐 70 

保險費-工作人員 8 人 35 280 100 萬 

保險費-學員 12 人 11 132 100 萬-未滿 15 歲 

印刷費 12 人 25 300 手冊、名牌 

手足球纏帶 12 60 720  

比賽獎牌 4 面 50 2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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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4,032  

 

7/11-屏東南州國中培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教練 1 人 2,000 2,000 台北往返南州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2 150 600  

住宿費-工作人員 8 人 200 1,600  

教練鐘點費 4 堂 500 2,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8 人 160 1,280 早餐：40；午、晚餐：60 

伙食費-學員 24 人 60 1,440 午餐：60 

保險費-工作人員 8 人 35 280 100 萬 

保險費-學員 24 人 11 264 100 萬-未滿 15 歲 

印刷費 24 人 25 600 手冊、名牌 

手足球纏帶 24 60 1,440  

比賽獎牌 8 面 50 4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2,624  
 

 

 

7/12-屏東南州國中集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2 150 600  

住宿費-工作人員 8 人 200 1,600  

教練鐘點費 6 堂 500 3,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8 人 160 1,280 早餐：40；午、晚餐：60 

伙食費-學員 12 人 60 720 午餐：60 

保險費-工作人員 8 人 35 280 100 萬 

保險費-學員 12 人 11 132 100 萬-未滿 15 歲 

印刷費 12 人 25 300 手冊、名牌 

比賽獎牌 12 面 50 600 手足球競賽獎牌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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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9,232  
  

十一、 收入概算： 

日期 服務地點 人數 報名費 預計收入 

6/26 基隆八堵國小 12 250 3,000 

7/1 基隆深澳國小 12 250 3,000 

7/6~7/7 六龜社福中心 12 100 1,200 

7/11 屏東南州國中 24 150 3,600 

7/12 屏東南州國中 12 250 3,000 

合計 13,800 

十二、 預計募款金額： 

日期 預訂服務學校 預計收入 預計支出 預計募款金額 

6/26 基隆八堵國小 3,000 11,812 8,812 

7/1 基隆深澳國小 3,000 11,120 8,120 

7/6~7/7 六龜社福中心 1,200 14,032 12,832 

7/11 屏東南州國中 3,600 12,624 9,024 

7/12 屏東南州國中 3,000 9,232 6,232 

總計 13,800 58,820 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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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6 暑期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 活動簡章 

為提供中北部地區對手足球活動有興趣之青少年選手，有個彼此交流切磋手足球

的機會，同時提供具有一定實力之青少年選手有個南下參與 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

手足球錦標賽的機會，故於舉辦本次中北部地區手足球選拔賽，歡迎中北部地區青少

年選手踴躍組隊報名參賽。 

一、 活動目的： 

1. 藉由本次賽事的舉行，邀請中北部各地青少年選手齊聚交流，透過選手間切

磋觀摩的機會，以提昇國內青少年整體實力，並帶動手足球運動的發展，讓

手足球運動能持續向下紮根。 

2. 於本次比賽中選拔出，代表南下參加今年暑期於屏東南州國中所舉辦 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之中北部青少年選手。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 

三、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四、 活動日期：民國 105 年 7 月 2 日（六）上午 9 點半至下午 4 點 

五、 活動地點：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桃園縣蘆竹鄉中山路 108 巷 36 號） 

六、 活動對象：18 歲(含)以下青少年選手 

七、 賽事項目： 

賽程 對象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18 歲（含）以下 

青少年新手單雙打 18 歲（含）以下 

八、 活動時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08:00~09:30 場地佈置 12:00~12:40 用餐時間 

09:30~09:50 報到 12:40~15:40 青少年單打 

09:50~10:00 開幕典禮 15:40~16:00 頒獎典禮 

10:00~12:00 青少年雙打 16:00~ 賦歸&場地復原 

九、 報 名 費： 

賽事 報名費 

青少年雙打 每人 50 元 

青少年單打 每人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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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中不含餐費，用餐部分將另行統計代為訂購。 

十、 比賽規則： 

1. 比賽現場將有 ITSF 國際裁判執法，如比賽當中有任何規則上的問題，可以申

請官方暫停並請裁判前往執法。 

2. 所有選手應仔細詳讀手足球比賽規則，確保比賽皆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完整賽事規則請參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官網 http://www.foosball.tw/ 

十一、 報名方式： 

1. 機關團體請於本會官網下載團體報名表（個人部分請下載個人報名表），於填

妥後以 E-mail 傳送至 macross369@gmail.com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黃俊

揚先生彙辦。報名後請再以電話確認，電話：0910367315。 

2. 各項賽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5 年 6 月 27 日止。 

3. 報名費統一於比賽當天現場繳交，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餘扣除行

政相關費用後將退還餘款。 

4. 另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

關用途使用。 

十二、 比賽賽制： 

賽事 說明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青少年新手單雙打 

1. 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5 場賽事（一

局 5 分），先得 5 分者獲勝，但若比數為 4 比 4 時

則算雙方平手。５分獲勝者將得２分積分；４比４

平手時則雙方各得１分積分；輸方則無積分。（每輪

比完將按積分進行重新排序，由積分相近之選手進

行對戰，使預賽排序結果能更加精確） 

2. 各組預賽成績較佳前 50%的選手，將晉級參加青少

年公開組賽程。 

3. 各組預賽後段 50%的選手，將於複賽晉級青少年新

手組賽程。 

4. 複賽採雙敗淘汰，一局 5 分的賽制進行。 

※實際賽制與比分將依各賽事報名人數進行調整，同時於比賽現場進行抽籤。 

十三、 保    險：本賽事將為每位參賽及與會者投保 200 萬人身險。 

十四、 獎    勵： 

1. 優勝獎：各賽事前四名，將頒發獎牌及獎狀。 

2. 本次賽事獲得公開單雙打獎前四名之選手，將受邀參加於屏東南州國中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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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十五、 獎  項： 

賽事 單打獎牌 雙打獎牌 合計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4 8 12 

青少年新手單/雙打 4 8 12 

總計 24 

十六、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統一由機構填表報名，同時參賽隊伍皆須安排隨行老師/家長陪同。 

2. 本次活動之保險、交通及中午用餐的部分由各機構自行安排，活動當天本會

將協助提供代訂便當之服務。 

3. 凡報名雙打賽事，均須兩人搭檔報名參加，同時於完成報名後如無特殊原

因，將不得任意變更搭檔。 

十七、 預期效益： 

1. 藉由手足球活動的推廣，幫助孩童建立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動習慣，

減少電視、電腦、網路及手機遊戲的沉迷。 

2. 透過競賽活動的舉辦，提供各地選手間彼此交流、切磋與觀摩的機會，以期

能吸引更多的民眾一同參與本項運動，並帶動起手足球運動的發展。 

十八、 邀請參賽單位： 

各級學校 

縣市 學校名稱 

基隆市 
深澳國小 仙洞國小 中和國小 

八堵國小   

新北市 聖心國小   

社福團體-育幼院 

縣市 機構名稱 

桃園市 北區兒童之家 藍迪兒童之家  

台中市 中區兒童之家 鎮瀾兒童家園  

十九、 參加人員估算表： 

 青少年 隨隊 合計 

人數 40 14 54 

二十、 工作人員估算表： 

 裁判 工作人員 合計 

人數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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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比賽球桌： 

1. 球桌總類：FIREBALL SPORT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指定青少年比賽用桌） 

2. 球桌數量：預計 4 張 

3. 球桌來源： 

 數量 搬運方式 備註 

北區兒童之家 2 人力搬運  

高樂集運動用品

有限公司 
2 由廠商負責運送 租借 

二十二、 預估費用：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器材運費 2 300 600 新竹桃園往返 

交通費-裁判 4 人*2 200 1,600 含工作人員 

裁判鐘點費 4 人 500 2,000  

球桌租借費 2 張 2,000 4,000  

餐費-工作人員 6 人 60 360 午餐 

獎狀 24 10 240  

獎牌 24 90 2,160  

個人保險 60 70 4,200 200 萬 

紅布條   390  

選手名牌 40 5 200  

郵資   500 郵寄簡章、獎狀 

雜支   1,000 聯繫、文具、雜項支出 

總計 17,250  

二十三、 報名費收入估算： 

 人數 費用 合計 

青少年單雙打 40 100 4,000 

二十四、 預估募款金額： 

預估收支概算表 

預估支出 17,250 

預估收入 4,000 

所需募款金額 13,250 

 



14 

獎勵計畫-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一、 計畫內容：由本會資助，補助選手南下屏東參加 7 月 14 日所舉行「2016 火球盃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二、 獎勵對象：於本次賽事中於公開賽事中獲獎及表現優異之選手 

三、 補助人數：將依實際報名參賽人數，於比賽當天另行公告之 

四、 補助內容： 

1. 各機構獲邀請之選手之交通費，將由本會提供補助（交通費：金額以客運相同

路線之最高票價為限）；住宿部分由本會統一安排住宿地點（如欲前往其他地

點住宿，費用須自理） 

2. 各機構入選選手於 8 位以內，得安排一位隨隊老師，8 位以上，得安排兩位隨

隊老師，補助部分同第 1 點；如各機構須額外增加隨行老師人數時，所額外增

加交通費用之部分，須由各機構自行負擔。 

※比賽當天之中費及報名費用由參賽選手自行負擔，本會不予補助。 

五、 注意事項： 

1. 實際完整獎勵方案，將於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中另行說明。 

2. 獲獎選手均須獲得機構或家長同意始得出賽。如獲獎選手因故無法出賽時，各

機構得自行選拔選手遞補；唯須於錦標賽截止報名日前提出申請始得遞補。 

3. 如各機構有意自行額外組隊參加本次青少年錦標賽，得提出申請，本會將協助

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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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6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暨南區手足球公開賽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 

1. 藉由本次賽事的舉行，邀請全國各地青少年選手齊聚交流，透過選手間切磋

觀摩的機會，以提昇國內青少年整體實力，並帶動手足球運動的發展，讓手

足球運動能持續向下紮根。 

2. 藉由舉辦南區手足球公開賽的機會，邀請南部地區一般民眾與長青選手一同

參賽交流，以期能擴大手足球運動的參與，使其成為一項全民運動。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屏東縣南州國中 

三、 協辦單位：屏東縣溪北國小、屏東縣新埤國小、屏東縣新埤國中、高樂集運動

用品有限公司 

四、 活動日期：105 年 7 月 14 日（四）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半 

五、 活動地點：屏東縣南州國中-活動中心（屏東縣南州鄉人和路 231 號） 

六、 活動對象： 

1. 18 歲(含)以下青少年選手 

2. 學校教職員 

3. 一般民眾 

七、 賽事項目： 

賽程 對象 

青少年分級雙打 
小學組 國小 

中學組 國中、高中職 

青少年公開雙打 18 歲（含）以下 

長青雙打 50 歲以上 

親子雙打 親子搭檔 

師生雙打 同校師生搭檔 

青少年分級單打 
小學組 國小 

中學組 國中、高中職 

成人組公開單打 18 歲以上 

青少年公開單打 18 歲（含）以下 

※親子與師生雙打，因同時開賽，故僅能擇一報名參加，不得同時報名。 

八、 活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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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7/13（三） 時間 7/14（四） 

  

8:00 選手報到 

8:30 開幕典禮 

8:50 青少年分級雙打 

10:00 長青雙打 

10:30 青少年公開雙打 

11:30 親子、師生雙打 

12:30 青少年分級單打 

14:00 

- 

17:00 

場地布置 

14:00 成人組公開單打 

15:00 青少年公開單打 

17:00 頒獎典禮 

  17:30 賦歸+場地復原 

九、 報 名 費： 

賽事 報名費 備註 

青少年單打 每人 80 元 同時報名 

每人 150 元 青少年雙打 每人 80 元 

親子、師生雙打 每組 50 元  

成人組公開單打 每人 100 元  

長青雙打 免費  

※報名費中不含餐費，用餐部分將另行統計代為訂購。 

十、 比賽規則： 

1. 比賽現場將有 ITSF 國際裁判執法，如比賽當中有任何規則上的問題，可以申

請官方暫停並請裁判前往執法。 

2. 所有選手應仔細詳讀手足球比賽規則，確保比賽皆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完整賽事規則請參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官網 http://www.foosball.tw/ 

十一、 報名方式： 

1. 機關團體請於本會官網下載團體報名表（個人部分請下載個人報名表），於填

妥後以 E-mail 傳送至 macross369@gmail.com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黃俊

揚先生彙辦。報名後請再以電話確認，電話：0910367315。 

2. 各項賽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5 年 7 月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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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費統一於比賽當天現場繳交，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餘扣除行

政相關費用後將退還餘款。 

4. 另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

關用途使用。 

十二、 比賽賽制： 

賽事 說明 

青少年分級單雙打 

（進階、一般、新手） 

1. 分為小學及中學兩個組別，並分成進階、一般及新

手三個級別。 

2. 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5 場賽事（一

局 5 分），先得 5 分者獲勝，但若比數為 4 比 4 時

則算雙方平手。５分獲勝者將得２分積分；４比４

平手時則雙方各得１分積分；輸方則無積分。（每輪

比完將按積分進行重新排序，由積分相近之選手進

行對戰，使預賽排序結果能更加精確） 

3. 各組預賽成績較佳前 50%的選手，將晉級參加青少

年公開組賽程，並直接以預賽成績，頒發青少年分

級進階前四名之獎項。 

4. 各組預賽後段 50~75%的選手，將於複賽晉級青少

年分級一般組賽程（晉級一般組賽程之選手，將不

得參加青少年公開組賽事） 

5. 各組預賽最後段 25%的選手，將於複賽晉級青少年

分級新手組賽程（晉級新手組賽程之選手，將不得

參加青少年公開組賽事） 

6. 青少年分級複賽採雙敗淘汰，一局 5 分的賽制進行。 

青少年公開賽單雙打 

1. 由青少年分級單雙打中，各組預賽成績前 50%的選

手一同參賽。 

2. 採雙敗淘汰，一局 6 分的賽制進行 

親子、師生雙打 

成人組公開單打 
採雙敗淘汰，一局 5 分的賽制進行 

長青雙打 採雙敗淘汰，一局 4 分的賽制進行 

※實際賽制與比分將依各賽事報名人數進行調整，同時於比賽現場進行抽籤。 

十三、 保    險： 

1. 本賽事依規定投保 300 萬公共意外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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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十四、 獎    勵： 

1. 優勝獎：各賽事前四名，將頒發獎牌及獎狀。 

2. 本次錦標賽為本會 105 年青少年四大賽之一，選手於青少年公開單雙打成

績，將列入 105 年年度積分，於四大賽後年度總積分排名前 24 名之選手，

將入選本會 106 年青少年代表隊培訓選手。 

十五、 獎  項： 

賽事 級別 單打獎牌 雙打獎牌 合計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4 8 12 

小學單/雙打 

進階 4 8 12 

一般 4 8 12 

新手 4 8 12 

中學單/雙打 

進階 4 8 12 

一般 4 8 12 

新手 4 8 12 

親子雙打  8 8 

師生雙打  8 8 

長青雙打  8 8 

成人組公開單打 4  4 

總計 112 

十六、 注意事項： 

1. 青少年： 

 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須統一穿著學校運動服裝，並攜帶健保卡及在學

證明文件（學生證或由學校造冊），服裝不合格或無攜帶證明文件者，

將不得出賽。 

 各項賽事獎狀將於比賽結束後另行寄發至得獎選手在學學校，故請務

必詳填選手報名資訊，以利獎狀之送達。報名表中如學生英文姓名及

協會編號等欄位資料未填上者，將由本會代為填寫。 

2. 成人： 

 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須攜帶個人證明文件，無攜帶證明文件者，將不

得出賽。 

 成人組各項賽事得獎獎狀，將於比賽當天現場頒發。 

十七、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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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由手足球活動的推廣，幫助孩童建立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動習慣，

減少電視、電腦、網路及手機遊戲的沉迷。 

2. 透過競賽活動的舉辦，提供各地選手間彼此交流、切磋與觀摩的機會，以期

能吸引更多的民眾一同參與本項運動，並帶動起手足球運動的發展。 

3. 本次賽事為國內今年度青少年四大賽之一，將成為選拔明年度青少年代表隊

評選成績之依據。 

十八、 邀請參賽單位： 

縣市 各級學校 

基隆市 
深澳國小 仙洞國小 中和國小 

八堵國小   

新北市 聖心國小   

桃園市 永平工商 大崙國中 南崁國中 

台中市 
大甲高工 致用高中 光明國中 

順天國中   

高雄市 
民族國中 六龜國中 旗山國中 

正興國小 新發國小 龍興國小 

屏東縣 

佳冬高農 來義高中 南州國中 

南榮國中 新埤國中 高樹國中 

唐榮國小 新埤國小 溪北國小 

新圍國小 竹田國小 琉球國小 

玉田國小 土庫國小 羌園國小 

 

縣市 育幼院、課後照顧據點 

桃園市 北區兒童之家 藍迪兒童之家  

台中市 中區兒童之家 鎮瀾兒童家園  

嘉義 修緣育幼院   

高雄市 淨覺育幼院 慈德育幼院 芥子園 

屏東縣 精忠育幼院 青山育幼院 少女城 

 

縣市 社區活動中心、安養機構 

高雄市 六龜社福中心 旗山南新活動中心 統嶺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 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孝愛仁愛之家 屏東身障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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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參加人員估算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老師 長青 一般民眾 合計 

人數 50 50 20 20 16 24 180 

二十、 工作人員估算表： 

 裁判 工作人員 合計 

人數 15 10 25 

二十一、 參賽補助： 

1. 補助對象：參加 105/7/2 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獲獎受邀選手 

2. 補助名額： 

地區 選手 隨隊老師 合計 

北部 8 2 10 

中部 4 2 6 

總計 16 

3. 補助項目：往返交通（限台鐵或客運）及住宿 

二十二、 比賽球桌： 

1. 球桌總類：FIREBALL SPORT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指定青少年比賽用桌） 

2. 球桌數量：預計 17 張 

3. 球桌來源： 

 數量 搬運方式 備註 

南州國中 6 人力搬運  

溪北國小 4 由貨車運送  

新埤國小 2 由貨車運送  

新埤國中 2 由貨車運送  

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3 由廠商負責運送 租借 

二十三、 預估費用：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器材運費 1 3,000 3,000 新竹屏東往返 

交通費-工作人員 4 人*2 827 6,616 台鐵-板橋高雄往返 

交通費-北部選手補助 10 人*2 777 15,540 台鐵-桃園高雄往返 

交通費-中部選手補助 6 人*2 469 5,628 台鐵-台中高雄往返 

交通費-火車接駁 20 人*2 98 3,920 工作人員+受邀選手 

裁判鐘點費 15 人 5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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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桌租借費 3 張 2,000 6,000  

場地租金  8,000 8,000 南州國中活動中心 

場地水電費 9 小時 600 5,400 每小時 600 元 

餐費-場地布置 10 人 60 600 活動前一晚餐費 

餐費-工作人員 24 人 160 3,840 早餐：40；午、晚餐：60 

獎狀 112 10 1,120  

獎牌 112 90 10,080  

公共意外險   3,000 300 萬 

個人保險-工作人員 10 68 680 200 萬-工作人員 2 天 

個人保險-裁判 15 58 870 200 萬-裁判 1 天 

住宿費-工作人員 25 人 200 5,000  

住宿費-受邀選手 16 人 200 3,200  

紅布條   390  

選手名牌 160 5 800  

印刷-賽程表 10 張 30 300  

印刷-秩序冊 100 35 3,500  

郵資   800 郵寄簡章、獎狀 

雜支   2,000 聯繫、文具、雜項支出 

總計 97,784  

二十四、 報名費收入估算： 

 人數 費用 小計 

青少年單雙打 120 150 18,000 

教師雙打 8 50 400 

親子雙打 8 50 400 

成人組公開單打 24 100 2,400 

總計 21,200 

二十五、 預估募款金額： 

預估收支概算表 

預估支出 97,784 

預估收入 21,200 

所需募款金額 76,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