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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手足球台中圓夢行 成果報告 

一、 活動目的：邀請北中南各地育幼院院生，及南部地區偏鄉國中小學生，一同前往台

中參加 2015 潭子精密盃國際手足球公開賽（2015 Taichung Foosball Open），

讓小選手們能親身參與國內大型手足球賽事，並與來自國內外各地選手有個面對面

互動與觀摩的機會，進而提升自己的球技，並開拓人生的視野。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財團法人佛教慈恩育幼基金會 

三、 協辦單位：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四、 贊助單位：潭子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慶炎慈善會、台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 活動日期：4 月 11 日(六)至 4 月 12 日(日) 

六、 活動地點：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操羽球館（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 

七、 住宿地點：台中國軍英雄館（台中市南京路 127 號） 

八、 參加人員： 

南部地區參加人員統計表 

機構 院生/學生 老師/志工 合計 備註 

屏東精忠育幼院 
12 1 

20 
4/11~4/12 兩天一夜 

6 1 4/11 當天往返 

高雄淨覺育幼院 8 1 9 4/11 當天往返 

嘉義修緣育幼院 6 1 7 4/11 當天往返 

屏東南州國中 
6 1 

11 
4/11~4/12 兩天一夜 

2 2 4/11 當天往返 

屏東新埤國小 4 1 5 4/11 當天往返 

高雄龍興國小 12 2 14 4/11~4/12 兩天一夜 

隨行志工 
 9 

10 
4/11~4/12 兩天一夜 

 1 4/11 當天往返 

統計 
兩天一夜 43 搭遊覽車 

4/11 當天往返 26 搭遊覽車 

總人數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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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參加人員統計表 

單位 院生/學生 老師/志工 合計 備註 

台中鎮瀾兒童家園 17 1 18 4/11~4/12  

北部地區參加人員統計表 

單位 院生/學生 老師/志工 合計 備註 

桃園藍迪兒童之家 6 1 7 4/11~4/12 兩天一夜 

桃園北區兒童之家 8 1 9 4/11~4/12 兩天一夜 

九、 比賽成績：  

南部地區育幼院、偏鄉國中小比賽成績一覽表 

比賽項目 參加人數 比賽成績 

女子雙打 2 人（1 隊） 第一名 

新手雙打 10 人（5 隊） 第一名、第二名 

青少年公開雙打 
28 人（14 隊） 

第一名、第二名 

青少年新手雙打 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 

高中職雙打 10 人（5 隊） 第二名、第三名 

國中雙打-進階組 
18 人（9 隊） 

第二名、第三名 

國中雙打-新手組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國小雙打-進階組 
28 人（14 隊） 

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 

國小雙打-新手組 第一名、第二名 

女子單打 2 人 第四名 

新手單打 10 人 未獲名次 

青少年公開單打 
30 人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青少年新手單打 第三名 

高中職單打 3 人 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國中單打-進階組 9 人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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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單打-新手組 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國小單打-進階組 
18 人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國小單打-新手組 未獲名次 

 

北部地區育幼院比賽成績一覽表 

比賽項目 參加人數 比賽成績 

新手雙打 2 人（1 隊） 第三名 

青少年公開雙打 
14 人（7 隊） 

第三名 

青少年新手雙打 未獲名次 

高中職雙打 8 人（4 隊） 第一名、第四名 

國中雙打-進階組 4 人（2 隊） 第一名、第四名 

國小雙打-進階組 2 人（1 隊） 第三名 

青少年公開單打 
14 人 

未獲名次 

青少年新手單打 第一名、第二名 

高中職單打 5 人 第一名 

國中單打-進階組 
6 人 

第四名 

國中單打-新手組 第一名 

國小單打-進階組 
3 人 

未獲名次 

國小單打-新手組 第一名 

十、 贊助項目： 

單位 交通 住宿 餐費 

北部地區育幼院 贊助往返交通 贊助住宿 贊助餐費 

中部地區育幼院   贊助餐費 

南部地區育幼院 贊助往返交通 贊助住宿 贊助餐費 

高屏地區偏鄉國中小 

(受邀選手) 
贊助往返交通 贊助住宿 贊助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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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偏鄉國中小 

(自費選手) 
部分補助 部分補助 自費 

十一、 活動過程： 

南部地區預計行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4/11(六) 

5:50(南州) 南州集合 地點：精忠育幼院 

6:00(南州) 南州-發車北上  

6:00(高雄) 高雄集合 地點：高雄宏法寺 

6:20(高雄) 高雄發車北上  

8:50 抵達比賽會場  

9:30 青少年分級雙打  

10:30 開幕典禮  

13:30 青少年雙打  

15:30 校際團體對抗賽  

18:30 當天往返-回程 當天往返選手賽事結束後才統一離開 

20:00 前往住宿地點 
兩天一夜選手於賽事全部結束後才統一

離開 

21:00 回程-抵達高雄 高雄地區選手 

22:00 回程-抵達南州 屏東地區選手 

3/2(日) 

7:00 早餐時間 於住宿地點用餐 

8:00 離開住宿地點  

8:30 抵達比賽會場  

9:30 青少年分級單打  

13:00 青少年單打  

18:00 發車南下 當天青少年選手賽事結束後才統一離開 

20:30 抵達高雄  

21:30 抵達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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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活動照片 

照片 簡介 

 

比賽會場全景 

 

比賽獎盃、獎牌 

 

青少年賽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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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熱身練習中 

 

4/11 青少年雙打賽事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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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致贈

主辦單位感謝狀 

 

4/11 青少年雙打賽事 

 

世界球王特別於比賽現場

為參賽孩子們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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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單打賽事 

 

校際團體對抗賽選手檢錄

與賽事說明 

 

4/11 校際團體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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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賽事頒獎 

 

小選手們滿載而歸 

 

本次特別邀請北中南三地

共 6 間育幼院，以及南部

地區偏鄉國中小學生與會

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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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青少年單打賽事 

 

小選手們利用比賽空檔，

與國內外選手切磋交流 

 

4/12 青少年單打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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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選手們挑戰成人女子雙

打賽事 

 

世界球王美國 Tony 與小

選手們切磋交流 

 

國內選手於比賽空檔指導

小選手手足球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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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球王美國 Tony 於比

賽現場特別撥空開課指導

國內小選手們手足球操作

技巧 

 

頒獎典禮-青少年組 

 

頒獎典禮-青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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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活動心得： 

李佳欣同學 

   4 月 11 日和 4 月 12 日是我們出去台中比賽的日子，比什麼賽呢？是手足球啦！ 

   第一天我們要好早好早起床喔！不過沒有關係，因為只要是為了手足球，我就連

早起都可以喔！第一天我們是雙打比賽，我和心屏是一組的喔！第一場打時，雖然我

緊張到我的雙腳都在發抖，但我心裡就告訴自己，加油！當成自己人專心的打手足球

就對了，結果第一局贏了，但我們沒有和太多人說，免得後面都輸，就好笑了。接著

就是第二、三、四局也全贏了，我還以為是國小組的第一名，結果不是，因為有 4 隊

同樣全勝，所以當然還要比積分的嘛！我和心屏積分輸給別人，就被刷到第三名，不

過我覺得有得到第三名就不錯了，因為上次在高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名次，所以很失

望，這次有得名，我就該偷笑了呢！哈哈！比完賽一整天下來沒有累的感覺，晚上八

點多第一天賽程結束了，我們搭車子到國軍英雄館夜宿，我覺得很酷也很好玩！ 

  第二天一早，我們在英雄館的一樓吃早飯，我覺得好好吃，但我只有吃了一份「花

生」口味的土司，加上一杯好喝的百香果汁，也很好喝！再來就是去到台灣體育運動

大學繼續第二天的賽程啦！這天是單打手足球賽喔！國小單打時，我四局雖然都沒有

贏，但我想說還有新手組的比賽，所以才先算了，新手開始比賽時，第一、二、三局

都非常順利，但是要打到第四局的比賽時，我沒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和賴傳承廝殺對打

耶！嚇死我了，跟他比到三比三時，兩方都剩下一分就贏了，可是他使用後位射門，

我輸了，我心裡也想說算了，反正都有雙打第三名的獎牌了，因為黃老師說：「勝不

驕，敗不餒，留一點獎牌給其他人。」所以我就沒再抱怨了，雖然有一點點的小失望，

不過沒有關係，有得一個名次就好了。 

  我覺得我和心屏真是一對好搭檔，而且我也為心屏感到驕傲，因為他得到新手組的

冠軍耶！超棒的吧！ 

林和順同學 

    不知不覺我已經接觸了手足球大約半年的時間，參加過去年的高雄國際賽，並在

今年二月參加了北區青少年手足球選拔賽，獲選受邀參加四月的台中國際賽，在這兩

個月的期間，我抓緊時間努力的練習，雖然比起別的偏鄉學校或育幼院，我們是起步

較晚的，但我希望可以盡力去準備，讓自己以最佳狀態出賽，為院裡爭取榮耀，畢竟

我上次在高雄國際賽上拿了高中職組的單、雙打冠軍，如果這次台中國際賽不抱個獎

盃回家，我會對自己過意不去的，經過大家一天一天的努力練習，比賽也隨之到來了。 

    第一天清晨四點半我就起床了，前一天晚上根本就沒睡好，可能是太興奮的關係

吧，我們五點半就集合搭院車去桃園搭國光客運前往台中，路程上我就是聽著音樂補

眠，做最後的休息，準備迎接這兩天的賽事，快到會場前，我和凱文就先做好該有的

熱身，以便等下可以迅速的進入狀況並適應場地，當我們抵達會場時，我看見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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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球桌，還有許多的獎盃獎牌，我在心中默許，這次比賽我一定要好好表現，此時凱

文拿著今天高中職雙打的預賽賽程給我，總共有四場要打，上面還有每場對手的英文

名字，就在我翻譯完第一場對手的姓名時，我的臉瞬間綠掉了，第一場對手不僅是精

忠育幼院(常勝軍~)的，還是去年高雄國際賽的公開組雙打冠軍，我們兄弟倆都非常

的緊張，但教練告訴我們要發揮平常練習的實力就對了，後來我們想想，伸是一刀，

縮也是一刀，那就盡全力去拼吧！一上場面對強敵就必須更冷靜的去應戰，我穩穩的

運好球，把握每一次可以得分的機會，而凱文是認真的守住每一顆球，最後我們以一

分之差(四比三)贏了對手，我倆當然就是開心的擊掌，經過這第一場的洗禮，我們信

心大增，接著後面的三場比賽，都是以四比零擊敗對手，並以預賽第一名的成績進入

複賽，接著過了好一陣子，我們想說怎麼還沒開始打複賽，結果廣播突然說因為賽事

延誤的關係，青少年分級雙打的複賽就取消，名次就直接以預賽的積分排序來頒獎，

我聽完後去確認了一下，不然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呢！我和凱文確定拿下高中職組的雙

打冠軍，我們當時都覺得自己賺到了，我開心得跑去告訴教練，而教練說：「你們不

是賺到的，要第一名肯定是預賽四場都打得不錯才有機會得名的，你們確實進步很

多，繼續加油。」 

    這天的賽程還沒結束，我和凱文以高中職組雙打第一名，進入下午的公開賽，第

一場對手強得有點誇張，才開始沒多久我們就被拿下三分了，我們沒有因此而自亂陣

腳，而是穩穩的一路追趕，每追上一分，我們就會互相鼓勵，沉著應戰，追到四平時，

大家都好緊張，我心想會逆轉嗎？結果最後一球就在混亂中進了我們的門，以一分之

差敗給了對手，結束了今天的賽程，我們沒有去坐著休息或去廁所難過，而是利用比

賽的空檔，去找國內外的職業選手較勁，想當然就是被電慘慘，但我們的用意不只是

和別人交流球技，還有請教不同的選手，給予自己建議或指導，趁著這難得的機會去

學習。比賽進入尾聲，會場開始頒獎，除了我們兄弟雙打冠軍外，還有心屏和佳欣得

了第三名，而傳承和傳云則是第四名，成績算是相當的亮眼，後來我聽見公開組的雙

打冠軍就是我們以一分差輸給的那隊，別人可能覺得我們的運氣很差，才第一場就遇

到了冠軍隊，但我不這麼認為，對手的實力真得很強，而我們也盡力拼到最後一分，

已經沒有任何遺憾了。 

    頒獎結束後就搭車前往住宿地點「台中國軍英雄館」，比賽的八個人加老師一人，

我們九個人住一間房間，比起上次住的寺廟真得好很多，但我覺得其實住哪都應該要

抱著感恩的心，畢竟我們比賽的經費是手足球協會募款來的，這些錢得來不易啊！要

懂得知福惜福才是，晚上洗好澡後，我們大家擠在一個沙發上看電視聊天，聊著今天

比賽的經過，就好像是一家人，這感覺真的很棒。到了隔天早晨，一些人都說昨晚沒

有睡好，因為隔壁房間的人昨晚一直在吵，而我是睡死了，完全沒有被吵到，但不知

道為甚麼，我早餐都吃不下，只吃了兩片土司就飽了，吃飽後我們就搭車前往比賽會

場，準備第二天的單打賽事。 

    到了會場我拿到單打預賽的單子，一樣要打四場，前兩場都是精忠育幼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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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很緊張但是沒有第一天這麼誇張，我覺得自己對到強手時，不會因此而失常，反

而會打得更好，當時有一場教練和一些大人都有在旁邊看我比賽，我打完後凱文過來

和我說，有個職業賽的大人跟我們的教練說，我打得不錯，有教練的影子，我的表現

受到了別人的肯定，我當然是非常得開心，後面的比賽也都表現得不錯，最後我以預

賽積分第一名拿下了高中職組的單打冠軍，順利進入下午的公開賽，而凱文和傳承因

為預賽打得不理想則是進入了下午的新手組賽程，進入到新手組我弟覺得很沮喪，甚

至連中餐都吃不下，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實力應該可以打到公開組，對自己有要求和期

許是件好事，但我覺得以第一次打國際賽的他，表現得已經很好了，最後凱文和傳承

一起進入新手組單打的冠亞軍賽，分別拿下了第一名和第二名，而我則是在第二場單

打就敗北了，輸了固然心情不好，但我反而覺得自己學到最多的就是輸得這場比賽，

因為這場敗仗讓我深刻的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最後頒獎時我們以為只有凱文、傳

承和我三個人單打得名，結果突然冒出心屏的名字，她獲得了國小新手組的冠軍，大

家都嚇了一跳，連她自己本人都不知道，還真是可愛，可能是她根本就不在意輸贏，

而是去享受著每場比賽的過程吧！頒完獎後我們就搭車去坐高鐵回家啦！高鐵上我

滿腦子都是這兩天的事情，一再地回味這充實且快樂的兩天，並希望自己可以順利被

選為培訓隊選手，並在國家青少年代表隊選拔賽上，入選為代表隊然後出國比賽。 

    公開雙打時那顆在混亂中進了我們球門的球，讓我有很深的體會，如果是進對手

的門，那結果就完全不同了，一顆球就大大的影響最後結局，就像在生命中每一個不

同的決定，會影響著你不一樣的人生，所以一定要用心去體會每一個當下，別讓自己

留下任何遺憾。比賽當然有輸有贏，輸了沒關係，但最重要的是你在過程中學到了甚

麼，雖然公開組單打我輸了，但也因此讓我知道自己的缺點，並在往後的練習，彌補

自己不足的地方，增強自己的優點，為下一次的賽事做準備。經過了兩次國際賽還有

一次選拔賽後我了解到一件事，就是雙打是兩個人的責任，絕對不是前鋒或後衛一個

人的，結果是由兩個人一起承擔的，所以一定要互相鼓勵與支持，才能一起創造出最

大的可能性。 

十四、自費選手/隨行老師收取費用： 

南部地區偏鄉國中小 

對象 交通/住宿 餐費 每人小計 人數 合計 

自費選手-1 天 200 60*2 320 4 1,280 

自費選手-2 天 600 60*4 840 7 5,880 

隨行老師-1 天 0 60*2 120 3 360 

隨行老師-2 天 0 60*4 240 2 480 

總計 16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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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活動收入明細： 

經費贊助 

贊助單位 贊助金額 

潭子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元 

顏寬恒立委 15,000 元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慶炎慈善會 5,000 元 

總計 35,000 元 

物資贊助 

贊助單位 贊助項目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礦泉水 20 箱 

十六、 活動支出明細： 

樂活手足球台中圓夢行 活動支出總表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遊覽車包車(往返) 2  38,000 
兩天一夜 25,000； 

當天往返 13,000 

北部交通補助   9,018 共 16 人 

餐費 342 60 20,520 兩天賽事中餐與晚餐 

保險費（1 天）   673 4/11 當天往返 

保險費（2 天）   1,001 4/11~4/12 兩天一夜 

住宿費   24,600  

紅布條   390  

郵資   605  

總計 94,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