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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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日 (一)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炎熱 訓練時間 1530 ~1800 

訓練人數： 35人 見習選手 4 

訓練主題 傳球控球的技術 

訓 

 

練 

 

狀 

 

況 

1. 熱身利用三角形的標筒，順序傳球、控球。選手站在三角形的

內側，持球者控球瞬間，接球者要判斷持球者是否能將球順利

的傳出來，之後抬頭的瞬間，接球者準備拉開位置，用順著攻

擊方向的外面的腳的內側控球向前，下一個接球者依序準備行

動。選手大部分對於開始移動的時機掌握得不好，何時要開始

移動，移動到哪裡去?角度與方向的問題。控球時，球常常塞

在腳下，球控得太近腳造成頭無法抬起來，無法進行觀察。頭

無法抬起來觀察，防守者就很容易就靠近持球者。就會緊張，

球就容易失誤。漸漸的接到球時，另外 2個標筒的選手要立即

移動到兩側，創造出 2條接應的路線。當持球者選擇一邊時，

另一位 off的選手就要移回原來準備的位置。在逐漸加上意

識，也就是說想像自己現在所處的狀態，有可能是後衛中持球

這時邊後衛與防守中場或是前鋒正準備接應。 

2. TR1 3v3加 2自由人。3人在格子內傳球向一邊傳球給自由人

之後決定方向，再傳給相反方向的自由人。3個人要注意先向

內再向外拉開，在守備者面前消失，讓守備者產生守備上的困

難。接球的人不要太退回後面接球，這樣攻擊的壓力會很大。

足球學校池內豐教練針對接球的位置特別希望我們選手到比

較前線的位置接球，雖然看起來很冒險，但是不這麼做，就沒

有後續可以攻擊的機會。 

3. TR2 4v4加 1自由人加 2供球者。4個攻擊者站好位置，中間

站自由人，由教練配球給底線的供球者，供球者控球時給出訊

號，讓隊友知道移動的時機，選手到比較高的位置接球，意識

球門的位置，自然的調整身體的面向，5個人的位置盡量不要

交換，以免失去平衡，保持好的位置，持球前進。同時也要思

考守備，所以球在向一邊移動時，另一邊的選手就要向內移動

準備守備，形成攻守一體的態勢，在攻擊時，思考守備應該站

的位置，守備時注意搶到球後可以攻擊的位置與行動。 

4. 5v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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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3日 (二)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炎熱> 訓練時間 0900~1100  

1400~1500 

訓練人數： 35 見習選手 4 

訓練狀況 1. U19培訓 30minx3set(11人) 

2. U19培訓 20minx3set(5人) 

訓練日期 102年 8月 14日 (三) 訓練地點 吳鳳科技大學 

天氣場地 晴、下午雨 訓練時間 1000~1100 

1500~1700 

訓練人數： 35 見習選手 4 

訓練狀況 

 

1. 上午基本三角形傳接球的概念。 

2. U19培訓 30minx3set 

訓練日期 102年 8月 15日 (四) 訓練地點 台北百齡足球場 

天氣場地 炎熱 訓練時間 1800 ~2000 

訓練人數： 35 見習選手 4 

訓練狀況 U19女足培訓隊出賽日本橫須賀女足隊 45minx2set 

訓練日期 102年 8月 16日 (五) 訓練地點 台北百齡足球場 

天氣場地 雨 訓練時間 1600 ~1800 

訓練人數： 18人 見習選手 4 

訓練狀況 1.1v1 護球，使用身體。 

2. TR1 分成 2組，一組做基本的移動中傳球控球，另一組作在格

子內，好的時機在限定區域內接球傳球，注意身體面向，先慢慢

的傳球控球轉身傳球，然後加入傳球後接撞牆，再選擇回傳給原

本的隊友，或是下一個隊友。加入防守者，訓練選手觀察與選擇

的能力。傳球者漸漸的保持傳球給防守中場或是前鋒的意識。 

3.2v2 加自由人。保持持球者的左右兩邊都有接應的隊友，一位在

邊，一位在 2位防守者中間接應。盡量不要換位置，以免失去平

衡，接球後如果沒有傳球的角度，持球者必須利用外側撥球自己

製造出一個角度來給隊友移動的時間，沒有傳球機會時，利用轉

身和防守者鬥智。 

心得感想 呂桂花 

橫須賀的選手年齡的分布大約是國二到高一，我們 U19的年齡層大約是

高二到大一。足足比對手多出約 2歲多，因為年齡的差異所以 U19在速

度與身體力量上明顯比橫須賀要強。雖然年齡小，但是在身體對抗上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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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賀不會害怕。橫須賀整體的隊形保持得很好，有日本一貫持球前進的

風格，攻擊時在球門前面的短傳隨時準備滲透。無論攻擊或守備至少都

有一位防守中場在中間阻止被反擊，當一邊在攻擊時，另一邊的邊中場

不會太快就到前面攻擊，站在可以攻擊，失球後又能守備的位置，守備

時球的附近有很多選手，可以協助立即搶球，這種攻守一體的足球戰術

與意識，在這個年代就能做到這樣非常不容易，當有機會可以攻擊時，

一次較長距離的冒險跑位，這需要勇氣與好的判斷。我們因為身體力量

上的優勢可以利用守門員的位置，發動一些中距離的射門。但是觀察明

顯不足，大部份選手都盯住球看，所有經常只有 2個人的關係，很少有

3個人的跑位會出現，位置的平衡，傳球的品質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未來

要改善的課題。 

卓莉珊 

那五天的練習，我覺得我有在進步，雖然進步得不大，但這還算進步吧！ 

難得可以跟日本橫須賀比賽，還蠻興奮的，之前也有比過，可是好像比

較強的都沒來，在許多比賽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真的需要團結，才可

以不被打敗，而我需要隊友指揮我，我才知道我該做什麼，很多人都跟

我差不多，都需要指揮，而我們的中場還比較沒有聲音。比賽時，我們

真的比誰都認真，卻不會靜下心好好思考，不必把節奏加快，我們的體

力很快就沒了，掌握節奏就不會這麼累了。我覺得，這次的集訓跟比賽

我只打五分，需要回去好好加油，重新練肌力，把傷養好。下次集訓在

好好表現。 

黃彥婷 

一開始大家練習感覺有點生疏很沒默契在場上也都沒什麼互動呼應之

類的，但是經過開會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缺點之後，大家每天都在進步雖

然還是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最近這幾天的狀況很差希望自己能趕快調

適好心態把最好的自己表現出來。日本隊的觀察和快速壓制還有一些小

組都做的很好，她們的鬥志和拼勁還有不放棄的精神這些都是我們該學

習的地方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要團結大家的心要一致相信大家會越來越

進步的。 

張季蘭 

這五天的練習,大家都不斷持續的在進步，在吳鳳跟日本隊在比賽時，

我們的小組都套不太起來，隊友給的接應太少，還有接應的時間點不

對，在加上日本隊她們的壓迫很快，而且她們防守時，是大家一起往同

一個地方密集防守，讓我們要傳球時很困難，但是經過前幾天跟她們的

比賽，大家成長不少，在台北比賽時，因為知道她們幾乎都是套小組，

所以每個人都有在預測，還有攔截到很多球，也有打出我們自己的特

色，希望大家記得跟日本隊在台北比的那場比賽，記住那種感覺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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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贏的感覺，大家加油。 

賴韋汝 

這五天的訓練大家都有進步，不僅是大家的傳控球更穩定了，大家的默

契也更好了，這次跟橫須賀比賽終於感覺到大家的一條心，不管是場上

或場下的都專注在球場，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缺少的。也許大家相處的

時間並不是很久但我相信我們可以更好的 。 

張云臻 

從這次的訓練我感覺到大家都比以前還要團結，在場上的呼應和在場下

的溝通都有比以前好很多。我覺得自己有在進步，然後慢慢能跟大家融

合在一起，雖然技術還有體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我會努力讓自己

升。在這次橫須賀來比賽我們學到了很多，在她們的打法下我們也做了

溝通來調整，在每一次的球賽都有在進步。希望下次集訓的時候大家能

更團結，加油。 

葉惠如 

幾天的集訓下來帶著愉快學習的心態，與日本隊一起比賽熱身，感受到

她們的團結，和打球的精神不到最後不放棄的精神，日本隊有許多小

組，大家也都會支援，很多次比賽他們都打了給第三個人跑，和三角的

位置與撞牆，主動接球，容易讓我們防守上出差錯，時時提醒自己接球

前的觀察，與整體位置的平衡，接球前的擺脫，是我們可以多做要多練

習的，希望每一次的集訓能慢慢改善不足的增加大家彼此的默契，帶著

好的心態去球場做練習。 

高培玲 

就在那5天的練習學到很多東西 觀念想法雖然沒辦法很快的改過來 可

是還是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教練教的講的 跟日本隊的比賽就是覺得自

己還不夠非常的不夠 她們觀察很快小細節也做的很好 不會隨便的丟

掉球 就算失誤了也會進全力搶回來 日本隊小組打的很好 一個人拿球

四面八方都有人接球不會找不到位置傳 這是我們該學習的 她們有她

們的小組我們也要努力的打出我們的特色 現在越來越好了我相信只要

不斷的努力要求加強一定會有成果。 

陳曉萱 

從第一次和橫須賀比賽到最後一場，整體而言，大家的態度、觀念、決

心、毅力都越來越好!這是大家都共同體會到的．而我自己本身，無論

是心理問題或是觀念都變好很多，之前會因為畏懼而緊張，不敢大膽的

嘗試，導致我都踢不好球，但現在我克服了它，在場上的表現比以前好

很多．觀念則是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之前顏教練有提醒過我，拿球前

一定要先觀察和預想路線，這樣傳球才不會急急忙忙；這次在吳鳳和橫

須賀比賽時，謝教練也有指導我接到球後要傳的第三個點，我在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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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橫須賀比賽時，真的做到了，這是我覺得我這次達到的目標!現在

我需要改進的地方是不被放穿越還有肌力和體能，我會再多思考多觀察

預測敵人的路線，然後在母隊加強自己不足的地方! 

陳彥涵 

從第一次大家一起集訓到一起跟日本隊比賽過程當中學到了很多，不管

是技術或是其他都學到了很多，在吳鳳跟橫須賀比賽的時候他們的小組

打的很順可是我發現他們只要遇到雨天就變得好像不會打球了，跟晴天

比賽的他們完全不一樣，在旭光中心跟他們打 5人制他們打的也沒有比

11人制好，但是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學習到很多的東西，也希望下一次大

家可以一起進步在一起學習，相信大家都可以更好！ 

林憶瑩 

在這五天中,團體來說大家都有相同的目標,好不容易達到共識,希望大

家不要斷,但是還是有地方要改進,就是主動,我們之前總是被動著要人

家給訊息才開始動作,但漸漸有改進,只是應該還能更好,個人知道自己

在比賽時容易被球吸引,但自己總是抓不到要向前的時機,所以才一上

前就被過,但又想過那不向前預測他要傳到入線,可是這樣又沒有在幫

助壓迫,這是我這次遇到的難題,正在想辦法解決,大家這幾天也辛苦

了,好好休息 迎接下一場戰爭,教練也謝謝你們給我再一次的表現機

會,但自己沒把握好,會再改進,等待那一次好好發揮!!辛苦各位,也辛

苦教練團!! 

余淑芳 

這五天的訓練當中，教練給予我們三角形的觀念、傳球前三個點、邊進

攻邊後衛突擊，運用在球場上，從橫須賀的第一場比賽，我們無法做出

來，還是一貫以往我們踢球的方式，但是越到後面每個人都進步，最後

一場球賽，教練給予我們的觀念，我們都嘗試在球場上。但是我們容易

被動，都需要 pass給我們的人告訴我們訊息，容易被球所吸引，忽略

到另一邊的敵人。我們要一步一步成長，一步一步進步，把我們所不足

的地方去做改善。 

潘亭儀 

這五天的練習，我覺得大家有在進步，從第一天的開始練習到比賽！開

始！就看的出來！從懶散到開始很專注的練習！我們有在進步！從第

一次對橫須賀大家的比賽狀況不是很好！！到了最後一天的比賽！我

們大家打的很好！也都有在觀察！指揮隊友！但是我們還有要在進步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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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培育運動選手<U19>訓練日誌 

  

 

在吳鳳科技大學與日本橫須賀比賽 

 

 

在台北百齡球場與日本橫須賀比賽 

  

在台北百齡球場與日本橫須賀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