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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2017 樂活手足球香港圓夢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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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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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備戰手足球

世界盃做好準備。 

二、 計畫步驟： 

階段 項目 日期 活動 

一 青少年大賽 2/9 2017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二 國內國際賽 4/22~4/23 2017 台中國際賽 

三 代表隊選拔 5/28~5/30 2017 代表隊選拔 

四 青少年大賽 7/11 2017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五 實戰訓練 11/11~11/12 2017 高雄國際賽 

六 出國爭光 11/24~11/27 2017 香港國際賽 

三、 目前現況： 

(一) 於今年選拔結束後，確定今年度入選青少年代表隊前 12 名之選手。 

(二) 募集今年度出征香港之活動經費，預計帶領 2 位青少年代表隊選手出國參賽。 

(三) 規劃後續實戰集訓及出國征戰等事宜。 

四、 歷年青少年代表隊出國競賽成績： 

年度 國家 成績 人數 

2015 馬來西亞 
青少年雙打亞軍、季軍、殿軍； 

青少年單打亞軍、季軍；新手單打冠軍、殿軍 
8 

2016 

香港 非職業單打亞軍；非職業雙打亞軍 4 

馬來西亞 
青少年單打第五；青少年雙打第五；女子單打

第七 
7 

※人數部分為實際代表出國征戰之青少年選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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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樂活手足球香港圓夢行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緣起： 

身處在育幼院或偏鄉的孩子，往往因生活環境與家庭背景等因素，讓他們缺

乏資訊與文化的刺激，而限縮了個人的視野與自我發展的可能，同時因多數院生

與偏鄉學童在課業上往往無法獲得學習成就，而讓他們比一般孩子更加缺乏自信

，進而容易看輕或放棄自己。因此，為協助這群缺乏課業成就與文化刺激的孩子

，探尋出自我的價值與其他發展的可能性，故本會持續於北中南各地育幼院及偏

鄉國中小推動手足球運動，除邀請教練前往指導，並透過各類集訓、比賽，以及

帶隊參與國內大型手足球賽事等方式，慢慢引導對手足球有興趣的孩子，從這項

運動中找到自信與成就，並提供孩子們另一個挑戰自我、獲得成就的舞台。 

如今為了協助對手足球運動充滿熱情的孩子，除了能藉由對手足球的喜好提

升他們的耐心、專注力與手眼協調等能力，同時也能有個為自己爭取出國挑戰的

機會，故本會今年度經過一連串階段性的選訓過程，選拔出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

的選手，預計將於今年11月底帶隊挑戰2017香港國際手足球公開賽，藉此提供這

群努力追求自我實現的孩子們，一個逐夢並代表台灣出國參賽的機會，為自己也

為國家爭取榮譽，讓這群孩子都能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信心，進而帶動起個人其他

方面的發展。 

二、 活動時間：民國 106 年 11 月 24 日（五）至 11 月 27 日（一） 

三、 活動地點：香港中華文化書畫藝術中心 

（G/F, Wah Shing Center No 11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HK） 

四、 搭機地點：桃園國際機場 

五、 活動對象：經選拔入選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 

六、 活動內容：前往參加今年於香港所舉辦「2017 香港國際足球機公開賽」(2017 

Hong Kong Foosball Open），參加抽隊友雙打成人單/雙打、青少年單打等賽

事，同時觀摩其他賽事，並與現場各國選手切磋交流。 

七、 賽事日程： 

時間 11/24(五) 時間 11/25(六) 時間 11/26(日) 

 

8:45 am 選手報到 8:45 am 選手報到 

9:00 am 青少年單打預賽 9:00 am 青少年單打複賽 

10:00 am 開幕典禮 10:15 am 成人雙打預賽 

4:30 pm 選手報到 10:15 am 成人單打預賽 1:30 pm 
公開雙打複賽 

中級雙打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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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pm 抽隊友雙打 1:30 pm 
公開單打複賽 

中級單打複賽 
8:00 pm 頒獎典禮 

8:00 pm 場地關閉 9:30 pm 場地關閉 8:30 pm 場地關閉 

八、 預定行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11/23 

20:00 高鐵左營站搭車 

11/26 

8:45 報到 

21:36 抵達高鐵桃園站 9:00 參加青少年單打複賽 

22:10 抵達住宿地點 10:15 參加成人雙打預賽 

11/24 

8:30 抵達桃園機場 13:00 參加成人雙打複賽 

9:00 登記/出境 18:00 選手交流 

10:45 起飛/出國 20:00 頒獎典禮 

12:45 抵達香港/入境 21:00 返回飯店 

16:30 抵達比賽會場 

11/27 

10:00 參訪香港手足球協會 

18:00 參加抽隊友雙打 12:00 抵達機場 

20:00 返回飯店 12:10 出境 

11/25 

8:45 報到 14:05 起飛/回國 

9:00 參加青少年單打預賽 16:00 抵達/入境 

10:00 開幕典禮 17:30 抵達高鐵桃園站 

10:15 參加成人單打預賽 18:10 搭乘高鐵 

13:00 參加成人單打複賽 19:45 抵達高鐵左營站 

21:30 返回飯店 19:50 圓滿賦歸 

九、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 協辦單位：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十一、 贊助單位：募集中 

十二、 募款及回饋辦法 

1. 本會所收到的款項，均會開立捐款收據，同時刊載於本會捐款芳名錄（不限金額）。 

2. 凡捐款贊助者，將列名贊助單位，並於活動紅布條中露出贊助單位。 

十三、 青少年代表隊選訓：（成果照片請參閱：www.foosball.tw/menu_content/charity.html） 

階段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活動成果 

一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2/9  屏東縣南州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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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中國際賽 4/22~4/23  體育運動大學  

三 代表隊選拔 5/28~5/30 24 人 屏東縣南州國中 

https://goo.gl/VAFKpq 

https://goo.gl/AjesWv 

https://goo.gl/UD35XU 

四 火球盃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7/11  屏東縣南州國中 https://goo.gl/9AzcWz 

五 實戰訓練-高雄國際賽 11/11~11/12 2 人 高雄巨蛋  

六 香港圓夢行 11/24~11/27 2 人 香港  

十四、 歷年青少年代表隊活動成果：（請參閱：www.foosball.tw/menu_content/charity.html） 

年度 國家 活動成果 

2015 馬來西亞 

Day1 https://goo.gl/photos/5RZCMiF4heNEpC9P9 

Day2 https://goo.gl/photos/WyUbDs6HsAK93Uvn9 

Day3 https://goo.gl/photos/At2w8BnipWBm9hjX9 

Day4 https://goo.gl/photos/mK6EQNVwcHG2xB268 

Day5 https://goo.gl/photos/xj2PHt9bQj2653Gk7 

Day6 https://goo.gl/photos/To6b7xs4bLsTNmSF7 

2016 

香港 

Day1 https://goo.gl/photos/srD248wQiUxvEyiw6 

Day2 https://goo.gl/photos/QQp9edkybZB6ut268 

Day3 https://goo.gl/photos/MrPcGMnge5PST1kw7 

Day4 https://goo.gl/photos/sxMFTYRAuVY9DqRT8 

Day5 https://goo.gl/photos/tEECLpftHcZv41Xb8 

馬來西亞 

Day1 https://goo.gl/photos/QTbMPJh3aCXQHiy5A 

Day2 https://goo.gl/photos/LVFMBZJ8Xdj9CXv68 

Day3 https://goo.gl/photos/iPyghs337cTJd2bw9 

Day4 https://goo.gl/photos/6NS9YynZefJzret37 

十五、 入選青少年代表隊選手資訊： 

姓名 全國青少年排名 身份 

潘○鈞 第五名 偏鄉學生-新埤 

蔡○溢 第二十九名 育幼院院生-南部 

※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活動計畫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十六、 作業程序： 

日期 內容  

即日起至 10/18 募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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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10/20 確定受邀人數  

10/21~10/27 辦理後續作業  

11/11~11/12 實戰磨練 挑戰高雄國際賽成人組賽事 

11/24~11/27 出征香港  

十七、 實戰磨練： 

1. 日期：11/11~11/12 

2. 地點：高雄巨蛋 

3. 賽事：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高雄國際賽） 

4. 說明：為了於本次出國征戰前能完成備戰的準備，故本次受邀前往香港國際賽

之青少年選手，於參加今年度高雄國際賽時，將統一報名成人組賽事（由本會

補助），藉由與國內外頂尖成人選手高強度與高張力的切磋過程，以提升個人的

實戰經驗。 

十八、 人數預估及經費使用： 

青少年代表 教練 合計 預估費用 

2 1 3 47,334 

十九、 活動預算： 

個人支出預算 

個人支出估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機票 1 5,389 5,389 桃園至香港往返 

餐飲費 4 天 300 1,200 一餐 100 元計 

保險費 1 199 199  

高鐵往返 2 1,330 2,660 左營至桃園 

交通接駁 2 500 1,000 香港接駁 

住宿費 3 晚 1,000 3,000  

個人支出總計 13,448  

總預算 

總預算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個人支出 3 人 13,448 40,344 教練 1；青少年：2 

參賽報名費 2 人 1,800 3,600  

活動紅布條 1 390 390  

雜支  3,000 3,000 活動聯繫、其他支出 

總計 4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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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7 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 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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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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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選條件：預定將取 2016 年青少年四場大賽中，青少年公開單雙打累積積分總

和，同時加上今年 2 月全國青少年錦標賽及 4 月台中國際賽之總成績進行排名後，

選拔出入選今年度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培訓之選手，成績比例如下： 

1. 2016 年青少年年度總成績：40％ 

2. 2017 年 2 月-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30％ 

3. 2017 年 4 月-台中國際賽：30％ 

四、 入選資格： 

1. 凡入選者皆須經家長同意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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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符合本會及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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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選訓程序： 

1. 選手選拔：於 2017 台中國際賽後進行積分統計，依積分排名依序邀請 24 位受邀

參加選訓之選手。 

2. 代表隊選拔：由 24 位參訓選手中，依名次選拔出 2 位正取及 10 位備取選手 

3. 代表隊集訓：於確定出國選手名單後，舉辦實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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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國征戰：香港 

階段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第一階段 代表隊選拔 5/28~5/30 24 人 屏東縣南州國中 

第二階段 暑期志工服務 7~8 月  暑期營隊 

第三階段 實戰訓練 11/11~11/12 2~8 人 高雄巨蛋 

第四階段 出國爭光 11/24~11/27 2~8 人 香港 

※本計畫實際參訓與出國人數，將視實際經費籌募情形再行決定。 

六、 作業程序： 

1. 第一階段：意願調查 

(1) 發函入取選手，調查參與意願及在家表現，並取得家長同意。 

※未經家長同意或在家表現不佳者，將取消入選資格。 

(2) 請於 5/3(三)前先以電話或 E-mail 來信的方式，向本會回報個人參訓意願，

並於 5/5(五)前繳交第一階段所需繳交之資料，逾期視同放棄。（聯絡方式請

參閱本計畫最後-聯繫窗口） 

(3) 繳交項目： 

 家長同意書：須經家長簽名及蓋章 

 在家表現調查表：須由家長自行填寫並簽名蓋章 

(4) 繳交期限：於 5/5 前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郵件最晚須於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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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青

少年代表隊選拔入選心得 

 上學期學期成績單及月考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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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事先告

知，並於參與選拔時一併補寄。 

 上學期及本學期在學獎懲記錄。 

 參訓選手承諾書：資料將於寄發代表隊選拔行前通知時一併寄出，一式兩

份，一份寄回本會，一份選手自行留存，並於參加選拔時現場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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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表現調查表：同上，請由學校導師填寫後直接寄回本會 

 個人升學讀書計畫：今年國三或高三準備升學之考生須額外繳交 

(2) 繳交期限：5/22 前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 

※郵件最晚須於 5/22 當天收到，逾期資料未繳齊者，每日將按所缺資料數，

每件扣選拔總成績 1 分至資料繳齊為止；如部分資料繳交上有困難時，得事

先告知。（本次將不另行通知資料是否有所缺繳，請選手須自行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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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階段 

(1) 繳交項目：（如有其他需增加的資料，將另行通知） 

 繳交個人 2 吋大頭照片一張 

 個人操作技巧自評表：資料將於寄發代表隊選拔行前通知時一併寄出 

 個人目前訓練計畫：限以 A4 白紙印製，內容與格式自訂 

(2) 繳交時間：於 5/28 選拔報到當天現場繳交 

4. 第四階段：  

(1) 繳交資料： 

 參加選拔後心得：個人參訓收穫（300 字以上） 

 個人自我訓練計畫：於參與選拔後個人所規劃之訓練計畫，內容自訂 

 手冊閱讀心得：將手冊附錄短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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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心得：閱讀傳家之寶（於代表隊選拔提供中提供）後撰寫心得報告（300

字以上） 

(2) 繳交時間：於 6/2 止 

(3) 繳交方式：統一以 E-mail 寄發電子檔（word 檔）的方式，來信寄到

macross369@gmail.com，來信標題：代表隊選拔回傳資料 

5. 第五階段：入選階段 

(1) 繳交資料： 

 出國比賽家長同意書 

 護照影本 

 青少年代表隊選手切結書 

(2) 繳交期限：於 10/6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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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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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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青少年代表隊心得 

 本學期在學成績單及在學獎懲記錄 

(2) 繳交期限： 

 心得須於出國比賽結束兩周內完成（未完成者將取消明年度參加青少年代

表隊選拔之資格） 

七、 代表隊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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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服務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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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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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除須回繳本會於出國

比賽時所負擔之費用外，並將取消明年度參加青少年代表隊選拔之資格。 

3. 服務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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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 注意事項： 

1. 選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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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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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行老師或家長等接送人員） 

(3) 代表隊選拔預計將由本會安排學員統一於打鐵準提寺過夜，如因故無法於寺中

過夜者，住宿部分將由學員自行處理（含費用自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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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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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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將由選手自行

負擔相關責任，情節嚴重者並將取消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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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

會負擔（不含隨行老師或家長等接送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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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金額以客運相同路線之最高票價為

限） 

(3) 其他注意事項，後續將另行補充。 

3. 本會保留修訂本計畫之權益，如選拔、集訓與出國比賽等各項活動經費籌募不足

時，本會得中止本項計畫。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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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 48 號 3 樓 

十二、 捐款方式： 

戶頭 帳號 戶名 備註 

郵政劃撥 5032300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合作金庫 

006 
56437-172-06874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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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zuen7620106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