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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 募款說帖 

一、 活動緣起： 

  有藉於南部地區相較於國內中北部地區在資源上較為匱乏，故本會自 101 年

開始由高屏地區育幼院為起點，開啟青少年手足球運動的推廣，由於在推廣過程中

獲得不錯的回響，因此自 102 年開始將服務的對象延伸至高屏地區偏鄉國中小，

並以高屏地區推廣的模式逐步往其他地區進行發展。 

  同時為提供南部地區日益增加的青少年選手，能有個直接與國內外頂尖選手交

流的機會，因此自 103 年開始，本會一改過去僅於中北部地區舉辦國際賽的模式，

首次於高雄舉辦國際手足球公開賽，讓南部地區熱愛手足球運動的孩子，不用再像

過去一樣，需要每年舟車勞頓前往中北部，就能直接就近參與手足球盛會。 

  自 103 年首次於高雄舉辦後，至今已連續 3 年於高雄舉行，並為每年亞洲地

區規模最盛大的國際手足球賽事，讓許多曾參與賽事的國內外球友們，均對高雄地

區的人文風情留下深刻的回憶，因此在這即將邁入第四年之際，本會仍希望能持續

於高雄舉辦今年國內第二場國際賽事，故希望能籌募到足夠的經費，使本次的賽事

能夠順利舉行，並能提供與會的選手們都能在本次賽事中獲得寶貴的經驗，除了藉

此帶動國內成人與青少年選手整體實力，並期望能讓手足球運動能在全國各地蓬勃

發展，同時也讓遠從國內外與會的所有選手們都能對南台灣留下深刻美好的回憶。 

二、 活動目的： 

1. 藉由各類公益推廣活動及手足球各類競賽的舉辦，以期能帶動國內手足球運動的

發展，進而提升國人參與體育休閒的習慣。 

2. 邀請國際職業手足球選手來台交流獻技，藉此提昇台灣手足球整體實力。 

3. 透過青少年、長青組及一般民眾各類雙打競賽的推廣，讓 8 歲到 88 歲的民眾，

都能享受這項不受天候影響的室內運動，增進身心健康。 

4. 提供育幼院、偏鄉、弱勢家庭及缺乏課業成就的孩子們，另一個建立自信與獲得

成就的舞台。 

5. 透過本次賽事的舉行來行銷高雄在地的人文風情，讓國內外的選手都能對高雄留

下深刻難忘的回憶。 

三、 活動名稱：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 

英文名稱：2017 Kaohsiung Foosball Open 

四、 賽事時間：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至 11 月 12 日（日） 

推廣活動：2017 年 11 月 7 日（二）至 11 月 12 日（日） 

五、 活動地點：高雄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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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比賽項目： 

1. 成人組： 

 公開單雙打：經預賽後，分別進行公開、半職業及中級等分級複賽，同時須

為手足球協會會員方可報名 

 女子單雙打：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初級單雙打：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長青單雙打：50 歲以上，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抽隊友雙打：週五晚間 

2. 青少年組：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經預賽後，分別進行公開、中級、初級及新手等分級複

賽 

 校際團體對抗賽：國小、國中、高中職皆可組隊參加，各校限報名一隊，每

隊 3~4 名選手 

3. 一般民眾：（趣味競賽活動，均現場報名） 

 親子雙打（含祖孫雙打）：親子或祖孫均可搭檔參賽 

 青少年入門雙打：限 18 歲以下初學者 

 樂齡雙打：50 歲以上一般民眾 

 全民雙打：限一般民眾 

※現場將安排基礎教學活動。 

七、 指導單位：國際手足球總會（ITSF）、高雄市政府 

八、 主辦單位：中華卓越國際公益協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九、 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坤志慈善會、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

司 

十、 贊助單位：接洽中 

十一、 宣傳方式： 

1. 網際網路：透過官方網站、Facebook 及 Youtube 等平台進行宣傳。 

2. 海報宣傳：於高雄巨蛋周遭及大眾運輸車站進行張貼，並寄發海報及活動傳單至

南部地區各級學校、高雄地區各社區活動中心。 

3. 宣傳旗幟、布條：活動期間於高雄巨蛋正面懸掛大型布條，並於周邊懸掛宣傳旗

幟及路燈旗。 

4. 大會手冊：藉由廣告宣傳頁宣傳。 

十二、 活動官網：http://www.foosball.tw/ 

十三、 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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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賽事活動時間表 

時間 11/10(五) 時間 11/11(六) 時間 11/12(日) 

  

8:00 AM 工作人員進場 8:00 AM 工作人員進場 

8:10 AM 選手入場 8:10 AM 選手入場 

9:00 AM 青少年雙打預賽 9:00 AM 青少年單打預賽 

10:30 AM 開幕典禮 10:30 AM 公開雙打預賽 

11:00 AM 
公開單打預賽 

校際團體對抗賽 
11:00 AM 青少年單打複賽 

1:30 PM 青少年雙打複賽 1:30 PM 公開雙打複賽 

2:30 PM 公開單打複賽 2:30 PM 
女子、長青單雙打

決賽 

4:00 PM 選手入場 3:30 PM 女子、長青單雙打 3:00 PM 新手雙打 

5:00 PM 抽隊友雙打 4:00 PM 新手單打 7:00 PM 頒獎典禮 

9:00 PM 選手離場 9:00 PM 選手離場 9:00 PM 場地復原 

 

一般民眾體驗活動時間表 

時間 11/7(二) 時間 11/8(三) 時間 11/9(四)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5: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5: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5: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6:00 PM 6:00 PM 6:00 PM 

時間 11/10(五) 時間 11/11(六) 時間 11/12(日) 

  
1:30 PM 現場入門教學 1:30 PM 現場入門教學 

2:00 PM 親子雙打 2:00 PM 親子雙打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2:30 PM 
青少年入門雙打 

樂齡雙打 
2:30 PM 青少年入門雙打 

5: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3:00 PM 現場入門教學 3:00 PM 現場入門教學 

8:00 PM 3:30 PM 全民雙打 3:30 PM 全民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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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募款資訊： 

募款項目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 公益推廣活動 

活動內容 
於國內舉辦今年度第二場國際手足

球公開賽 

於國際賽前與比賽期間舉辦各類手

足球公益推廣活動 

服務對象 國內外參賽選手 一般民眾 

募款金額 482,048 元 28,800 元 

受益人數 國內外選手：200 人 一般民眾：1,000 人 

 

募款項目 樂活手足球高雄圓夢行 

活動內容 
邀請中北部地區表現優異的青少年

選手一同南下參賽 

服務對象 中北部育幼院及基隆地區國中小 

募款金額 54,082 元 

受益人數 
青少年選手：22 人 

隨行老師：6 人 

十五、 募款及回饋辦法 

1. 捐款分為指定用途、未指定用途兩類，指定用途者包含贊助本次中華卓越盃國際

手足球公開賽、公益推廣活動與高雄圓夢行，未指定用途者，由本會統籌運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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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捐款金額達五千元以上者，將列名贊助單位，並刊登於官網及大會手冊上。 

4. 捐款金額達 1 萬元以上者，將於活動現場人型立牌露出贊助單位名稱，並提供贊

助單位於大會手冊上刊登 1 頁宣傳文宣。（唯因製作時間上的需要，須於 10 月 27

日前贊助，並於 11 月 1 日前提供宣傳文宣者，方能提供本項回饋）。 

5. 捐款金額達 2 萬元以上者，將於舞台背板露出贊助單位名稱（唯因製作時間上的

需要，須於 10 月 27 日前贊助者方能提供本項回饋），並將邀請捐款單位於 11 月

11 日開幕典禮當天，於現場致贈感謝狀。 

6. 捐款金額達 3 萬元以上者，將垂掛三米長布條（布條例：感謝 高雄市樂器商業同

業公會贊助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唯因製作時間上的需要，須於 10 月

27 日前贊助者方能提供本項回饋）。 

十六、 去年活動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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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與會來賓與國內外成人選手合影 由高雄市體育處周副處長代表進行開賽儀式 

  

青少年選手大合影 比賽會場全景 

  

比賽獎盃、獎牌 手足球特製獎牌 

  

青少年雙打競賽 國內外成人選手同場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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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現場舉行彩繪球桌送愛活動 一般民眾手足球趣味雙打競賽 

  

頒獎-一般民眾全民趣味雙打 賽事線上實況轉播 

  

邀請外國選手擔任現場賽事實況講評 屏榮長輩與外國選手交流 

  

爺孫雙打賽前合影 爺孫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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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效益評估： 

1. 場面盛大：比賽現場將放置 30 張 Fireball 比賽用桌，預估將吸引超過 200 名國

內外職業及業餘選手同場競賽，同時並將邀請全台北中南各地育幼院，及南部地

區社區、安養及社福團體與一般民眾，一同參與競賽與體驗活動，預估六天的活

動中合計將超過 1,000 人次。 

2. 現場體驗：活動現場將開放部分球桌進行教學與體驗活動，供現場民眾實際體驗

手足球運動的魅力。 

3. 公益推展：本會將與中北南部地區育幼院及社福團體合作，邀請曾參與手足球活

動的育幼院院生一同參加青少年組賽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手足球好手切磋，並

安排國內外頂尖手足球選手進行現場教學指導。 

4. 寓教娛樂：藉由手足球活動的推廣，期望能讓國人養成運動的習慣，並改善青少

年沈迷於電視、電腦、手機等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情形，培養正向的休閒娛樂

與良好的運動習慣。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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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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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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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活動計畫 

2017 Kaohsiung Foosball Open 

二、 活動緣起： 

自 2009 年起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每年度舉辦一至兩場 ITSF 手足球國際邀請賽，

由國際手足球總會認可（International Table Soccer Federation，ITSF），近幾年

來台灣舉辦的手足球國際賽皆受國際手足球界一致好評，2012 年並由台灣承辦首次

於亞洲地區所舉辦世界冠軍賽（WCS，國際第二等級賽事），共吸引了來自 15 個國家

超過 200 名選手的參與，自此之後，台灣每年固定於國內舉辦 2 場國際手足球公開賽。

除了 2013 年分別於台中及臺北舉辦外，2014 至 2016，每年更同時於台中及高雄兩

地分別舉辦 2 場國際手足球公開賽，讓台灣在亞洲手足球界持續處於領導的位置。 

今年在中華卓越國際公益協會及南部地區手足球選手的熱情支持下，將延續前三

年的經驗於高雄舉辦第四次國際手足球公開賽，除了藉此提供國內外選手有個齊聚高

雄切磋交流的機會外，同時藉此行銷高雄，讓國內外的手足球好手們，都能有個認識

與了解高雄的機會，同時期盼能藉由本次的活動帶動南部地區手足球運動的發展，讓

手足球運動的風潮能由高雄蔓延至全台。 

三、 活動目的： 

1. 提倡手足球運動成為全民運動。 

2. 邀請國際職業手足球選手來台交流獻技，提昇台灣手足球整體實力。 

3. 各項分級賽制，提供不同等級選手各別發揮的空間。 

4. 青少年與長青組賽事的推廣，讓 8 歲到 88 歲的民眾，都能享受這項不受天候影響的

室內運動。 

四、 活動日期：106 年 11 月 7 日（二）至 11 月 13 日（一） 

賽事日期：106 年 11 月 10 日（五）至 11 月 12 日（日） 

日期 11/7 11/8 11/9 11/10 11/11 11/12 11/13 

進場時間 12:00 15:00 15:00 15:00 08:00 08:00 09:00 

離場時間 19:00 18:00 18:00 21:00 21:00 23:00 12:00 

※進場日：11/7（二）；退場日：11/13（一） 

五、 賽事地點：高雄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 號） 

六、 參加成員： 

1.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會員 

2. 國際手足球總會會員：將發邀請給 65 個會員國之手足球協會：包含日本、香港、大

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科威特、伊朗、法國、德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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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民眾：參加親子雙打與趣味競賽等賽事 

4. 各級學校學生：邀請學校組隊參加青少年單雙打及校際團體對抗賽。 

5. 育幼院及弱勢團體：贊助邀請參加青少年單、雙打賽事。 

6. 長青長輩：邀請由手足球協會長期推廣之安養機構與社區長者一同參與。 

七、 賽事內容： 

1. 成人組： 

 公開單雙打：經由預賽後，分別進行公開、半職業及中級等分級複賽，同時須為

手足球協會會員方可報名 

 女子單雙打：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初級單雙打：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長青單雙打：50 歲以上，開放一般大眾參加 

 抽隊友雙打：週五晚間 

2. 青少年組：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經由預賽後，分別進行公開、中級、初級及新手等分級複賽。 

 校際團體對抗賽：國小、國中、高中職皆可組隊參加，各校限報名一隊，每隊

3~4 名選手。（參賽選手低於３人者將不得報名，詳見賽制說明） 

3. 一般民眾：（趣味競賽活動，均現場報名） 

 親子雙打（含祖孫雙打）：親子或祖孫均可搭檔參賽 

 青少年入門雙打：限 18 歲以下初學者 

 樂齡雙打：50 歲以上一般民眾 

 全民雙打：限一般民眾 

※現場將安排基礎教學活動。 

八、 正式賽事活動時間表： 

時間 11/10(五) 時間 11/11(六) 時間 11/12(日) 

  

8:00 AM 工作人員進場 8:00 AM 工作人員進場 

8:10 AM 選手入場 8:10 AM 選手入場 

9:00 AM 青少年雙打預賽 9:00 AM 青少年單打預賽 

10:30 AM 開幕典禮 10:30 AM 公開雙打預賽 

11:00 AM 
公開單打預賽 

校際團體對抗賽 
11:00 AM 青少年單打複賽 

1:30 PM 青少年雙打複賽 1:30 PM 公開雙打複賽 

2:30 PM 公開單打複賽 2:30 PM 女子、長青單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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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4:00 PM 選手入場 3:30 PM 女子、長青單雙打 3:00 PM 初級雙打 

5:00 PM 抽隊友雙打 4:00 PM 初級單打 7:00 PM 頒獎典禮 

9:00 PM 選手離場 9:00 PM 選手離場 9:00 PM 場地復原 

九、 進退場及一般民眾體驗活動時間表： 

時間 11/7(二) 時間 11/8(三) 時間 11/9(四) 

1:00 PM 
場地布置、球桌進

場安裝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5: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4: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4: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6:00 PM 一般民眾離場 6:00 PM 一般民眾離場 6:00 PM 一般民眾離場 

 

時間 11/10(五) 時間 11/11(六) 時間 11/12(日) 

  
1:30 PM 現場入門教學 1:30 PM 現場入門教學 

2:00 PM 親子雙打 2:00 PM 親子雙打 

3:00 PM 團體預約體驗 2:30 PM 
青少年入門雙打 

樂齡雙打 
2:30 PM 青少年入門雙打 

4:00 PM 一般民眾體驗 3:00 PM 現場入門教學 3:00 PM 現場入門教學 

8:00 PM 一般民眾離場 3:30 PM 全民雙打 3:30 PM 全民雙打 

 

時間 11/13(一) 

９:00AM 

至 

12:00PM 

場地復原 

十、 指導單位：國際手足球總會（ITSF）、高雄市政府、教育部體育署（擬） 

十一、 主辦單位：中華卓越國際公益協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十二、 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坤志慈善會、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

司 

十三、 官方網站：http://www.foosball.tw/ 

十四、 報名方式： 

1. 一般選手，請於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官網進行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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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學校、機構團體請於本會官網下載團體報名表，並於填妥後以 E-mail 傳送至

macross369@gmail.com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黃秘書長彙辦。報名後請再以電話

確認，電話：0910-367315。（校際團體對抗賽報名表，請於學校主任、校長核章

同意後郵寄至本會台北辦事處，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 48 號 3 樓 中華民

國手足球協會收） 

3. 各項賽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6 年 11 月 3 日（五），比賽當天僅開放新手、女子、

長青及一般民眾各類雙打競賽於現場報名（需於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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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手與女子單雙打賽事，因同時舉行，故請參賽選手僅能擇一參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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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報名費： 

賽事 協會級別 報名費(每人) 

公開單雙打 

職業與外國選手 800NTD 

中級 600NTD 

初級 500NTD 

新手 400NTD 

長青、女子單雙打 300NTD 

初級單雙打 200NTD 

青少年單雙打 100NTD 

校際團體對抗賽 每隊 400NTD 

一般民眾各類雙打競賽 免費 

十六、 比賽規則： 

1. 比賽現場將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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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KN21Og 

十七、 保    險： 

1. 本賽事依規定投保 200 萬以上公共意外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2. 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十八、 賽    制：（實際進行方式將由大會於開賽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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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 說明 

成人組 

公開、半職業、中級單雙

打 

1. 分級預賽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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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賽成績較佳的前 50%之選手，於複賽時將晉級參

加成人公開組賽事，預賽排名前 50%~75%之選手

將晉級參加中級組賽事，預賽成績最後 25%之選手

則將晉級參加初級組賽事。 

預賽成績  複賽賽事 

前 50% → 公開 

前 50%~75% → 半職業 

最後 25% → 中級 

3. 複賽採單敗（或雙敗）淘汰制，3 戰 2 勝 5 分制 

初級、女子、長青單雙打 採雙敗淘汰，勝部 3 戰 2 勝 5 分制；敗部 1 局 7 分 

青少年組 

公開、中級、初級、新手

單雙打 

1. 分級預賽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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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賽成績較佳的前 40%之選手，於複賽時將晉級參

加青少年公開組賽事，預賽排名前 40%~60%之選

手將晉級參加青少年中級組賽事，預賽排名前

60%~80%之選手將晉級參加青少年初級組賽事，

預賽成績最後20%之選手則將晉級參加青少年新手

組賽事。 

預賽成績  複賽賽事 

前 40% → 青少年公開 

前 40%~60% → 青少年中級 

前 60%~80% → 青少年初級 

最後 20% → 青少年新手 

3. 複賽採單敗（或雙敗）淘汰制，3 戰 2 勝 5 分制 

校際團體對抗賽 
1. 比賽採 3~4 名選手，進行單雙單三場賽事,每場賽事每

位選手不得重複出賽。（出賽人數未達 3 人之隊伍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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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棄權） 

2. 出賽選手名單，可於每場比賽結束後進行變更（遇到下

一場對手前）。同時每隊於比賽前，需由隊長繳交出賽選

手賽事名單。第一場為單打、第二場雙打、第三場單打。 

3. 出戰人數對戰方式說明如下： 

 4 人 VS 4 人：單雙單 

 4 人 VS 3 人：3 人之隊伍須自動放棄一場單打（第

一單或第三單） 

 3 人 VS 3 人：單雙，如雙方平手時，須加賽一場

單打，加賽出賽之名單，於賽前提交出賽選手名單

時一併提出 

4. 採雙敗淘汰，一局 5 分賽制進行，獲得兩勝之隊伍得勝 

一般民眾雙打競賽 採單敗淘汰制，實際比分按現場報名人數再行決定 

※大會得依各賽事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各項賽事實際比賽方式與比賽分數，並於比賽現

場進行抽籤。 

※凡同一時段所進行之賽事，僅能擇一報名參加，不得同時報名。 

十九、 獎    勵： 

1. 優勝獎：各賽事前四名，將按下表獎勵方式進行頒獎。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公開單打 
獎牌 

獎金 5,000 

獎牌 

獎金 3,000 

獎牌 

獎金 2,000 

獎牌 

獎金 1,200 

公開雙打 
獎牌 

獎金 6,000 

獎牌 

獎金 4,000 

獎牌 

獎金 3,000 

獎牌 

獎金 1,600 

半職業單打 
獎盃 

獎金 1,000 

獎牌 

獎金 900 

獎牌 

獎金 800 
獎牌 

半職業雙打 
獎盃 

獎金 1,500 

獎牌 

獎金 1,300 

獎牌 

獎金 1,200 
獎牌 

中級單打 
獎盃 

獎金 700 

獎牌 

獎金 600 

獎牌 

獎金 500 
獎牌 

中級雙打 
獎盃 

獎金 1,000 

獎牌 

獎金 900 

獎牌 

獎金 800 
獎牌 

女子單打 
獎盃 

獎金 500 

獎牌 

獎金 400 

獎牌 

獎金 300 
獎牌 

女子雙打 
獎盃 

獎金 800 

獎牌 

獎金 700 

獎牌 

獎金 600 
獎牌 



 

 14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初級單打 
獎盃 

獎金 400 

獎牌 

獎金 300 

獎牌 

獎金 200 
獎牌 

初級雙打 
獎盃 

獎金 500 

獎牌 

獎 400 

獎牌 

獎金 300 
獎牌 

長青單雙打 獎牌 獎牌 獎牌 獎牌 

青少年公開單打 
獎牌、獎狀 

獎金 500 

獎牌、獎狀 

獎金 300 

獎牌、獎狀 

獎金 200 
獎牌、獎狀 

青少年公開雙打 
獎牌、獎狀 

獎金 700 

獎牌、獎狀 

獎金 500 

獎牌、獎狀 

獎金 400 
獎牌、獎狀 

青少年中級單雙打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青少年初級單雙打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青少年新手單雙打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獎牌、獎狀 

校際團體對抗賽 
獎盃、獎狀 

個人獎牌 

獎盃、獎狀 

個人獎牌 

獎盃、獎狀 

個人獎牌 

獎盃、獎狀 

個人獎牌 

一般民眾趣味雙打 獎牌 獎牌 獎牌 獎牌 

2. 國內與國外積分：本次賽事為國際手足球總會（ITSF）所核准之賽事，凡公開單雙打、

長青及女子等賽事的成績，將列入個人今年度國際積分；同時比賽各項成績也將列

入各選手國內年度積分。（積分部分將影響各選手今年度國際與國內排名） 

3. 青少年積分：本次賽事青少年公開單雙打將列入國際及國內青少年年度積分，並與

今年度青少年四大賽累積總積分，排名前 24 名選手將受邀參加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初）所舉行青少年年終排名賽外，同時也將有機會受邀參加明年度青少年代表隊集

訓。（於集訓中表現優異，並符合本會青少年代表隊選訓資格之選手，將有機會入選

107 年度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並獲得 107 年度代表我國出國參賽之資格。） 

二十、 預計參加人數： 

1. 國外選手：25 人（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法

國、荷蘭、德國等地選手） 

2. 國內成人：65 人 

3. 國內青少年(18 歲以下)：110 人 

4. 一般民眾：1,000 人 

二十一、 活動經費估算：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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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預算表 

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 活動預算表 

類別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合計 備註 

交通費 

器材運費 2 12,500 25,000 

30,200 

球桌、獎牌、獎牌 

工作人員-自行開車 1 2,000 2,000 台中高雄開車往返 

工作人員-自強號 2(人)*2 800 3,200 台北高雄往返 

人事費 

賽程組工讀薪資 3(人)*20 120 7,200 

28,000 

1 天 10 小時，共 2 天 

場佈與撤場工讀 4(人)*6 200 4,800 
 

裁判鐘點費 10(人)*2 500 10,000 
 

工作人員餐飲費 20(人)*2 150 6,000 賽程組+裁判+志工 

場地 

、器材費 

場地水電費     87,938 

299,118 

 

場地清潔費     31,500 
 

場地空調費     78,750 
暫定使用 10 小時，按實

際使用量增減 

座椅操作費     5,250 
 

長桌租金 30 105 3,150 
 

椅子租金 60 10.5 630 
 

國際賽球桌租金 26 1,500 39,000 Fireball 國際比賽桌 

階梯看台 3 4,000 12,000 
 

人形立排 8 1,000 8,000 
 

Truss 架 1 5,400 5,400 
 

舞台背板輸出 1 4,000 4,000 
 

舞台搭建 1 5,500 5,500 
 

門口大型宣傳帆布 1 6,000 6,000 
 

音響租金 
 

12,000 12,000 
 

文具、文宣

印刷費 

文具用品 
  

1,200 

14,450 

筆、膠帶等比賽所需文具 

海報設計 1 6,000 6,000 
設計費(海報、背板、名

牌、各類布條) 

海報印刷 1,000 2 2,000 10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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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手冊 50 35 1,750 
 

青少年選手秩序冊 100 35 3,500 
 

賽事相關費

用 

國際賽事登記費用 1 18,000 18,000 

102,280 

支付給國際手足球總會 

公共意外險 1 7,000 7,000 
 

比賽專用球 60 100 6,000 提供給選手比賽用 

獎牌 200 120 24,000 

詳見附件二 獎盃 4 400 1,600 

獎狀 68 10 680 

獎金 1 45,000 45,000 參閱第十八點獎勵 

雜項支出 
郵資 

  
3,000 

8,000 

寄發公文、活動宣傳、海

報、青少年獎狀 

其他 
  

5,000 其他雜項支出 

費用總計 48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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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獎牌、獎牌、獎狀估算表 

賽事名稱 獎牌(單) 獎牌(雙) 獎牌(總) 獎盃 獎狀 

公開單雙打 4 8 12 
  

半職業單雙打 4 8 12 
  

中級單雙打 4 8 12 
  

初級單雙打 4 8 12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4 8 12 
 

12 

青少年中級單雙打 4 8 12 
 

12 

青少年初級單雙打 4 8 12 
 

12 

青少年新手單雙打 4 8 12 
 

12 

女子單雙打 4 8 12 
  

長青單雙打 4 8 12 
  

抽隊友雙打 
 

8 8 
  

校際團體對抗賽 16 
 

16 4 20 

一般民眾親子雙打 
 

16 16 
  

一般民眾青少年雙打 
 

16 16 
  

一般民眾樂齡雙打 
 

8 8 
  

一般民眾全民雙打 
 

16 16 
  

數量總合 200 4 68 

單價 120 400 10 

金額合計 24,000 1,600 680 

總計 2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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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預計邀請機構一覽表 

 育幼院列表 

地區 育幼院名稱 

桃園 北區兒童之家 藍迪兒童之家  

台中 中區兒童之家 鎮瀾兒童家園  

嘉義 修緣育幼院   

高雄 淨覺育幼院 慈德育幼院  

屏東 精忠育幼院 屏東少女城 青山育幼院 

 課後照顧據點列表 

地區 課後照顧據點名稱 

高雄 旗山南新社區 大樹統領社區 

 安養、社區列表 

地區 機構名稱 

高雄 
旗山南新社區 大樹統領社區 

仁武高楠社區 正文里活動中心 

屏東 

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孝愛仁愛之家 

永慈養護中心 春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衛福部南區老人之家  

 身障機構列表 

地區 身障機構名稱 

屏東 屏東縣身障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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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公益推廣系列活動-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 

1. 引領更多民眾認識與了解手足球運動。 

2. 透過手足球運動增加親子間互動與交流的機會，進而拉近親子間的關係。 

3. 透過手足球運動的魅力，希望能減少現今民眾沉迷於手機遊戲的時間，能將更多的

時間投入於正向的運動休閒中。 

二、 活動時間：106 年 11 月 7 日（二）~11 月 12 日（日） 

三、 活動地點：高雄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 號） 

四、 活動對象：8 歲到 88 歲一般民眾 

五、 活動內容： 

階段 事先宣傳期 正式比賽期 

活動日期 11/7(二)~11/10(五) 11/11(六)~11/12(日) 

活動地點 高雄巨蛋內比賽會場 

活動內容 

1. 團體預約體驗：每日下午

3~5 點開放給南部地區有意

體驗之社區、學校、安養、

兒少關懷機構等團體，參與

基礎教學與體驗活動。 

2. 一般民眾體驗：於每日下午

4~6 點，開放比賽會場供一

般民眾入場參與基礎教學與

體驗活動。 

1. 基礎教學：於比賽期間每日

安排 2~3 場基礎教學課程 

2. 趣味競賽：於比賽期間舉辦

一般民眾各類雙打比賽，如

親子雙打（含祖孫雙打）、長

青雙打、青少年雙打及全民

雙打等賽事。 

3. 彩繪球桌送溫馨：於周六下

午舉行球桌彩繪活動，並將

所彩繪之球桌送至高雄與台

東兩處安養機構後續提供機

構長輩們體驗手足球活動之

用。（詳見附件） 

服務對象 
1. 社區、學校、安養、兒少關懷機構等團體 

2. 一般民眾 

服務人數 400 人次 600 人次 

六、 預計行程： 

公益推廣活動 預定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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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11/7(二) 
17:00 一般民眾體驗 開放現場民眾進場體驗 

18:00 一般民眾離場 當天活動結束 

11/8(三) 

~ 

11/10(五) 

15:00 團體預約體驗 提供預約體驗團體進行教學等活動 

16:00 一般民眾體驗 開放現場民眾進場體驗 

18:00 一般民眾離場 當天活動結束 

11/11(六) 

13:00 球桌彩繪 

邀請南部地區育幼院及國中小對繪畫

方面有興趣之學生協助進行彩繪球桌

送溫馨的活動 

13:30 現場教學(一)  

14:00 親子雙打 8 歲以上即可報名參賽（含祖孫雙打） 

14:30 現場教學(二)  

15:00 
樂齡、青少年入門

雙打 

樂齡：50 歲以上長輩 

青少年入門：限 18 歲以下初學者 

15:30 現場教學(三)  

16:00 全民雙打 從8歲至98歲均可報名參賽-限初學者 

11/12(日) 

13:30 現場教學(一)  

14:00 親子雙打 8 歲以上即可報名參賽（含祖孫雙打） 

14:30 青少年入門雙打 限 18 歲以下初學者 

15:00 現場教學(二)  

15:30 全民雙打 從8歲至98歲均可報名參賽-限初學者 

七、 預估費用：  

公益推廣系列活動-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教練鐘點費 1 2 人*4 天 500 4,000 事先宣傳期 

教練鐘點費 2 3 人*2 天 500 3,000 正式比賽期 

比賽獎牌 7 場*8 面 60 3,300  

球桌彩繪   17,500 詳見附件四 

雜支   1,000 雜項支出 

總計 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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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樂活手足球彩繪球桌送溫馨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緣起： 

為結合孩子們的創意與青春活力，本會擬於本次高雄國際賽舉辦球桌彩繪送溫馨活

動，預計結合育幼院及國中小孩子們繽紛的彩繪，透過紙製手足球桌，讓孩子們將他

們的創意塗鴉在球桌上，讓本來是單純運動用的手足球桌，也能成為是一項賞心悅目

的藝術品，並將這些彩繪的球桌，捐贈至有意放置與長期使用的安養機構，讓手足球

桌除了能成為長輩們另一項運動休閒的新選擇外，同時也能成為美化他們生活環境的

一項裝置藝術，讓孩子們可愛的塗鴉為他們平淡的生活空間增添更多的色彩。 

二、 彩繪日期：106 年 11 月 11 日中午 11 點~下午 4 點 

三、 彩繪地點：高雄巨蛋-球桌彩繪區 

四、 參與彩繪對象： 

1. 育幼院、兒少關懷機構及國中小學生。 

2. 採團體報名，各團體得報名 6~8 位學童。 

五、 彩繪進行方式： 

1. 調查各團體參與本項活動之意願。 

2. 由報名參與之團體先行進行團體內構圖徵選活動。 

3. 由各團體認養一張球桌進行彩繪。 

六、 彩繪後球桌處理方式： 

1. 於假日或明年寒假期間，邀請協助球桌彩繪之團體，一同前往安養機構舉辦代間同

樂活動，並捐贈所彩繪之球桌。 

2. 捐贈對象：預計捐贈高屏或台東地區合計兩間安養機構。 

七、 球桌彩繪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12:40~13:00 報到 

13:00~13:10 事前說明 

13:10~14:00 彩繪構圖 

14:00~17:00 彩繪上色 

17:00~ 圓滿賦歸 

八、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九、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坤志慈善會、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 彩繪球桌： 

1. 球桌總類：德國製瓦楞紙板足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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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彩繪數量：預計 3 張 

3. http://goo.gl/7rlHhR 

十一、 往年活動照片： 

  

育幼院小志工協助進行紙球桌構圖 育幼院小志工協助進行紙球桌上色 

  

贈送彩繪球桌至安養機構並與長輩同樂 贈送彩繪球桌至安養機構並與長輩同樂 

 

十二、 預估費用： 

球桌彩繪-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球桌費用 3 4,500 13,500  

美術老師鐘點 4 500 2,000  

上色顏料、器材   1,500  

雜支   500 雜項支出 

總計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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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樂活手足球高雄圓夢行-活動計畫 

一、 活動緣起： 

  因家庭環境等因素，使得育幼院院童及偏鄉國中小學生往往在學業成就與自信上

較為缺乏，故本會自 101 年度開始，持續前往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舉辦手足球推廣與

同樂活動，希望能藉由手足球運動，提供育幼院院童及偏鄉國中小學生們另一種發展

的舞台，建立自信、正向規律的生活。 

  適逢今年年底將於高雄市舉辦「2017 高雄國際手足球公開賽」，為提供中北部及

基隆地區的孩子有個參與國內大型手足球賽事的機會，故本會擬募款邀請今年於中北

部地區兩場選拔賽中獲獎之青少年選手一同前往參賽，讓小選手們能親身體驗國內所

舉辦的手足球國際，並與來自國內外各地手足球選手有個面對面互動與觀摩的機會，

進而提升自己的球技與參與大型比賽的經驗，同時為了能提供孩子們另一個發展與築

夢的舞台。 

二、 活動目的： 

1. 寓教娛樂：藉此引導孩子們投入不同的體育活動，以改善沈迷於電視、電腦、網路

與手機等情形，培養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動習慣。 

2. 自信培養：提供缺乏課業成就的孩子們，另一個建立自信與成就的舞台。 

3. 國際交流：提供對手足球活動有興趣的孩子們一個與國際選手交流切磋的機會。 

4. 出國爭光：本次中華卓越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為年度青少年四大賽之一，藉由參與

本次比賽之比賽成績，將與今年其他三項青少年大賽合計出今年度青少年排名，將

做為選拔明年度青少年國家代表隊培訓選手之依據，提供孩子們另一個出國挑戰為

國爭光的機會。 

三、 活動時間：106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12 日 

四、 活動地點：高雄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 號） 

五、 住宿地點：接洽中 

六、 活動對象： 

1. 中北部地區育幼院： 

 參加本會 10 月所舉辦中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從中選拔出各育幼院代表選

手。 

2. 基隆地區國中小： 

 參與本會於 10 月所舉辦基隆市國中小手足球選拔賽，從中選拔出基隆地區代表

選手。 

七、 預估受邀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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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受邀選手 隨隊老師 小計 

基隆 6 2 8 

桃園 8 2 10 

台中 8 2 10 

合計 22 6 28 

八、 預計行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11/11(六) 

8:20 抵達比賽會場  

9:00 青少年雙打預賽  

10:30 開幕典禮  

11:00 校際團體對抗賽  

13:30 青少年雙打複賽  

20:30 前往住宿地點  

11/12(日) 

7:00 早餐時間 於住宿地點用餐 

8:00 離開住宿地點  

8:20 抵達比賽會場  

9:00 青少年分級單打  

13:00 青少年單打  

17:00 青少年回程  

九、 活動費用：除各項賽事報名費用及餐費外，其餘經費由本會募集 

※為了讓孩子們更加珍惜參加正式比賽的機會，能夠好好用心投入每一場比賽中，故

各項賽事報名費用由各選手自行負擔。 

十、 經費運用： 

1. 本活動將以實際所募得經費之總額，調整所能邀請之選手參加名額。 

2. 於活動結束後，如所募集之款項於扣除所有開銷後仍有餘款時，將全數作為青少年

代表隊培訓與選拔，以及青少年代表隊出國所需經費之用。 

十一、 主辦單位：中華卓越國際公益協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十二、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坤志慈善會 

十三、 贊助單位：接洽中 

十四、 預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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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手足球高雄圓夢行 經費預算表 

項目 人數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基隆 8 2 908 14,528 自強號-基隆高雄往返 

交通費-桃園 10 2 777 15,540 自強號-桃園高雄往返 

交通費-台中 10 2 469 9,380 自強號-台中高雄往返 

保險費 28  63 1,764 200 萬旅平險 

住宿費 28 1 410 11,480  

紅布條  1 390 390  

雜支    1,000 聯繫、其他支出 

總計 5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