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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訓練日期 102年 7月 1日 (下午)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 訓練時間    17:00 ~ 19:00 

訓練人數： 29人 見習選手         0 

訓練主題 建立攻擊 

訓 

 

練 

 

狀 

 

況 

1. 15mx15m的四方格移動中轉身傳球。 

2. 接球前觀察注意自己與隊友的位置，控球轉身傳球。 

3. 改變轉身種類(cut-in、流動、back turn)，在熱身中的動作

漸漸熟悉。 

4. 3v3+2target，play從目標開始，攻擊方向不固定。 

5. 第三者起動的時機與方向不理解，大部分只有看著傳球的人，

造成攻擊顯得被動狀態。 

6.好的控球轉身，能夠打開更好的攻擊局面。 

 

選 

手 

感 

想 

 

何宣宜 

我覺得第一天的練習狀況沒有預期的還要好，傳球的動作和基本

動作也都怪怪的，傳球的品質也很差，所以希望之後能馬上進入

狀況。 

王文雯 

發現自己的控球能力需要加強。大家一開始在練習中是沉悶的，

但因為大家想要在比賽中，享受比賽，所以大家開始很認真地在

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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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訓練日期 102年 7月 2日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 訓練時間 09:00 ~ 11:00 

17:00 ~ 19:00 

訓練人數： 29人 見習選手        0 

訓練主題 持球〈認知能力與轉換〉 

 

訓 

練 

狀 

況 

 

1. 20mx20m方格子自由傳球 2人 1組 1色共 4組 4色在內持球，

不能回傳，不能傳給同色的人。 

2. 移動中觀察、思考、判斷、行動、攻守轉換。 

3. 6v2增加限制，同色不能互傳、不能回傳、一腳球。移動中不

斷觀察空間、彼此位置，不斷思考如何站在能支援的位置幫助

隊友、預測下一個 play，提高支援的品質。 

4. 2v4(15mx15m)延續上午主題，人數減少，無持球者必須找到好

的位置支援與隊友共有的間隙，容易出現重疊的狀況。 

5. 4v4+GK移動的品質缺乏到好的位置接球，起動時機不佳，以

致於接不到球。 

 

選 

手 

感 

想 

 

潘彥昕 

今天做了很多第一腳控球的訓練，我覺得這項訓練特別重要，很 

多動作和組織，只要沒有好的第一腳控球，下一步一定會很難接。 

洪雅慧 

今天做了三種顏色背心的訓練，禁止傳球傳給同一個顏色，我認 

為觀察還要再更多更仔細，才不會一直失誤，當隊友要拿到球的 

同時，預測下一個接應位置要快。 

林慧雯 

早上大家做持球時，沒有做得很好，總是不斷失誤，在支援隊友 

的路線沒有馬上到位，或者沒有到好的位置接球，導致隊友很困 

難，還有希望大家從開始熱身就要進入狀況，把該有的態度拿出 

來，一次要比一次更好。 

張季蘭 

三角形的傳球與移動要保持兩邊有人接球，讓隊友有更多傳球的 

方向。 

陳彥涵 

今天下午一開始大家都很懶散，但是之後越來越好，發現搶到球 

的轉換很慢，攻守的轉換，我們的觀察和轉換的能力要再加強， 

希望大家每一次練習都能像今天一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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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代 

事 

項 

1. 沒有持球與持球者的移動品質，第三人及第四人的攻擊意識必

須產生，並注意整體平衡與寬度，要求控球與傳球的品質。 

2. 轉換(攻防)速度慢，顏色的辨別轉換也顯現了沒有預測下一個

play，提早觀察，到好的位置接球，在預測下一個 play。 

3. 早上 7點起床，先把窗戶打開，7點半相互打招呼，一起在大

廳用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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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訓練日期 102年 7月 3日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 訓練時間 09:00~12:00     

17:00 ~ 19:00 

訓練人數： 29人 見習選手           0 

訓練主題 突破 

 

訓 

練 

狀 

況 

 

1. 早上每一位選手們的發表心得與教練勉勵，下午練習明顯改

善，更為積極謹慎。 

2. 2v1攻擊強調觀察、移動、創造，傳球品質。 

2v1防守強調觀察、判斷、決心。 

3. 3v2強調攻守轉換快速，選手常在失球後忘記防守，教練須不

斷提醒。 

 

選 

手 

感 

想 

 

何宣宜 

下午的訓練，我有慢慢地進入狀況，隊友們也是，今天我們練突

破，一開始有點怕會拖累到隊友，因害怕失誤，但是心裡想要勇

於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去嘗試，找到突破方法，其實就還好了。 

張雨萱 

今天一到室內球場，大家幫忙整理場地，大家一起收東西，有做

到團結和互相幫忙，我覺得是好的開始，今天大家都有很明顯的

進步，變得比較主動了，在傳球方面及控球方向都有提早做觀察，

擴大視野，雖然有失誤，但是我發現比較沒有這麼緊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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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訓練日期 102年 7月 4日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 訓練時間 9:00 ~ 11:00 

16:00 ~ 18:00 

訓練人數： 29人 見習選手         0 

訓練主題 突破(上午)、射門(下午) 

 

訓 

 

練 

 

狀 

 

況 

 

主題：突破 

1. 選手們克服炎熱天氣，仍努力練習。 

2. 18碼附近的 2人配合射門，強調選手抬頭撥球的暗號，隊友

產生大行動的移位，製造空間並注意越位，選手都可掌握重點。 

3. 3v2 18碼前組合，較欠缺變化，導致防守者容易下一個 play

預測。 

主題：射門 

1. 未加入防守者的射門，選手都能確實掌握。 

2. 3v2 組合射門，強調選手抬頭觀察、移動、傳控品質，而選手

移動較欠缺速度的變化，及觀察下一進攻點，導致結合困難，

這表示選手在接球前必須要先思考攻擊的可能方式。 

3. 3. 5v5 game 選手能互相討論，改進缺點，比賽氣氛良好。 

 

選 

手 

感 

想 

 

余淑芳 

在二對一的訓練時事先的觀察很重要，增加了防守者，要運用簡

單的方法做突破，可能一個控球就能突破對方，控球的方向，或

者是假動作，每個人很認真在球場上表現。 

鄒欣倪 

接球的時機在突破是最重要的，有時太早進來接球，容易造成越

位，若時機剛好，會帶給防守者困難，給隊友的訊息要更明確，

接球的行動也必須明確。 

潘彥昕 

下午的對抗，覺得自己的表現不太好，因為練習的主題是射門，

在比賽得時候卻沒有確實的進門，有幾顆球因為太想進球而沒有

觀察環境就射門，造成失誤，進球的意志不夠強烈，下次練射門，

我一定要盡力完成。 

周君宜 

射門可惜的第一控球並沒有控到好的方向，對射門沒有很大的自

信，所以會猶豫。3v2的練習大家都很積極，因為有競爭關係，

有射門慾望，但是溝通觀察還不夠多。 

交代事項 晚上互相討論明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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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訓練日期 102年 7月 5日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 訓練時間     08:30 ~ 11:00 

訓練人數： 29人 見習選手          0 

訓練主題 分組比賽 

 

 

 

選 

 

手 

 

感 

 

想 

 

卓麗珊 

比賽開始我們 a組的氣勢有上來，但被進一顆時又掉下來了，雙 

方誰也不讓誰一直持續的上半場結束，之後我們 a組又重新排位 

置，打的還不錯，不斷有撞牆跑位 ，之後反敗為勝贏了。第三場 

對學姐，原本是教練要排位置，但教練想讓我們自己排。其實對 

學姐真的很累，她們節奏很快我們都亂了，位置調整不夠好，容 

易被打穿越，本身防守就不是很好，所以我沒什麼幫到大家，反 

而覺得我上去只有在跑步。我覺得今天的比賽，我表現的還不夠 

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必須回去好好練習，傳球不夠準，回 

去好好練，防守不夠好，回去好好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 

能在短時間可以練好，來這裡我很開心，謝謝教練的指導！ 

賴韋如 

這場比賽其實帶著傷的我一開始沒那麼順利，在傳球方面也很多 

失誤，再來我們之間的距離維持得不夠好，炎熱的天氣似乎快把 

我吞沒，幾度沒力沒氣，看著大家奔跑努力，我怎麼能輕易被打 

倒，打中場中的我不把大家帶起來這場球賽要怎麼打，對自己的 

期許，也許練習態度不是很好，但比賽中我就是要全力以赴，因 

為不喜歡輸的滋味，中場討論過後我們有比較流暢，前鋒也較把 

握射門，終場的導球，對於個人的失誤我很抱歉，但謝謝大家對 

我的信任，這整場打得真的很爽，大家都很棒，之後不知道還有 

多少時間能跟大家一起，希望我們能一起進步，給予大家對我們 

的期望。 

丁  旗 

第一場我是 A組我一開始是打左翼，一開始我們有一些組織，但 

是因為失誤太多，導致很多小組很快就被攬截..我們的後衛沒有 

做到互補的動作、也沒有去壓迫前鋒，讓前鋒很容易做小組穿越 

我們的後衛..然後失誤太多，球失了沒有積極搶回來..讓敵人很 

容易拿球。 

第二場我是打中場中，我覺得自己有動起來，換邊球很多，有觀 

察到隊友的位置，只是在防守的時候，我沒有做到退防的動作！ 

還有當球傳到我腳下，我的控球方向，是停在原地！沒有讓球移 

動，這是我欠缺的 不過整體看來，大家都有跑起來，喊起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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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球賽有做到我們想要的！ 第三場是和學姊的比賽，可能自己 

的體能不佳！所以沒有自願要下場。體能是我要加強的！和學姊 

比賽，學姊有優點，控球、跑位、還有一些組織都很好！很值得 

我們去學習！ 整體看來我們聽完教練的意見，有去改善自己的缺 

點！敢去嘗試、挑戰！ 所以沒有不可能！只要我們肯努力，勝利 

就是我們的！加油！  

張季蘭 

在個人方面今天我站中場中的位置，一開始的時候，換邊的次數 

太少，造成我們這隊一直在同一邊攻擊，讓隊友來不及有休息的 

時間，也讓隊友的體力下降，下半場時，轉換邊的次數有變多， 

個人持球也比較穩，只是拿球前的觀察沒有做好，所以沒有快速 

的找到下一個更好的傳球位置。 

在團體方面今天的比賽大家表現的更好了，看到大家的積極和認 

真的態度很開心，每個人都有互相呼應，打球也更順暢了，只是 

我們的失誤率還可以在降低，傳球不夠準確，可以在多主動向隊 

友接應，今天大家的表現都很好，但不夠堅持，希望下次集訓可 

以看到大家的堅持那一面。 

交代事項 1.日本橫須賀女足隊來訪 8/12 ~16 來訪，在吳鳳比賽，但是 8/15

日會前往台北田徑場踢一場正式的比賽，請各位好好加油。確切

訓練及比賽時間另行通知。 

2.足球學校請各位選手自主報名並注意報到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