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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號

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  

     潛力計畫針對男子、女子與五人制代表隊進行人才培育與潛力球員發展工

作。同時參與亞洲各項國際綜合性賽會，爭取各分齡賽各項賽事成績，最後則

銜接進入國家代表隊之中，做為日後成人代表隊球員培育的人才資料庫。因此，

為了我國足球實力的強化與爭取更高的世界排名，自青少年開始進行長期且連

貫的培育是當務之急。另外國際足總近年來大力推廣五人制足球項目，同時亞

足聯開始辦理男、女五人制亞洲錦標賽，並自 2017年起辦理男子五人制 U20亞

洲錦標賽，為增進我國足球發展，我國五人制代表隊於歷年亞洲盃成績不凡，

本會將辦理男子、女子、男子 U20隊伍針對賽事備戰，提昇我國整體足球水平，

以期爭取賽事佳績。 

三、計畫總目標： 

階段目標如下： 

男子 女子 五人制 

近期國際賽事 

1.U23亞洲錦標賽 2017年資

格賽 

2.U19亞洲錦標賽 2017年資

格賽 

3.U16亞洲錦標賽 2017年資

格賽 

1.WU19亞洲錦標賽 2018年資

格賽 

2.WU16亞洲錦標賽 2018年資

格賽 

1.2018五人制男子亞洲

錦標賽複賽 

2.2017五人制女子亞洲

錦標賽複賽 

3.2017五人制男子 U20

亞洲錦標賽複賽 

4.2018世界青年運動會 

5.2017亞洲室內運動會 

中期國際賽事 

1.U23亞洲錦標賽 2019、2021

年資格賽與 2022年決賽 

2.U19亞洲錦標賽 2019、2021

年資格賽與 2022年決賽 

3.U16亞洲錦標賽 2019、2021

年資格賽與 2022年決賽 

1.WU19亞洲錦標賽2020、2022

年資格賽與 2021、2023年

決賽 

2.WU16亞洲錦標賽2020、2022

年資格賽與 2021、2023年

決賽 

1.2020、2022五人制男

子亞洲錦標賽複賽 

2.2019、2021、2023五

人制女子亞洲錦標賽

複賽 

3.2019、2021、2023五

人制男子 U20亞洲錦

標賽複賽 

4.2021亞洲室內運動會 

5.2022世界青年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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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國際賽事 

1.U23亞洲錦標賽 2023、

2025、2027年資格賽與

2024、2026、2028 年決賽 

2.U19亞洲錦標賽 2023、

2025、2027年資格賽與

2024、2026、2028 年決 

3.U16亞洲錦標賽 2023、

2025、2027年資格賽與

2024、2026、2028 年決賽 

1.WU19亞洲錦標賽 2024與

2026年資格賽、2025與

2027年決賽 

2.WU16亞洲錦標賽 2024與

2026年資格賽、2025與

2027年決賽 

1.2024、2026五人制男

子亞洲錦標賽複賽 

2.2025、2027五人制女

子亞洲錦標賽複賽 

3.2025、2027 五人制男

子 U20亞洲錦標賽複

賽 

4.2025亞洲室內運動會 

5.2026世界青年運動會 

 

四、2017年培育對象： 

1.男子：U22、U18、U15。 

2.女子：WU17、WU15。 

3.五人制：男子代表隊、女子代表隊、男子 U20代表隊。 

 

五、本計畫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其有嗣後修正或廢止者，

亦同。 

 

 

 

 

 

 

 

 

 

 

 

 



 4 

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 U22培訓隊備戰「2018年亞洲 U23 錦標賽」培

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為發展青年足球，貫徹本會推展足球運動方針，精選代表隊參與國際賽會，

有效執行集訓及加強本國優秀運動選手訓練，提升競技成績，期往後在國際足球運動賽

事榮獲嘉績為國爭光，特擬訂明年度訓練計畫。 

三、培訓時間： 

(一) 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年 5月 27日起至 5月 28日止。 

(二) 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7年 6月 14日起至 6月 29日止。 

(三) 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17年 7月 10日起至 7月 24日止。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提昇足球實力，鞏固精英選手技術傳承。 

 國家代表隊選手來源。 

 精英培訓體系完備。 

 增加國際性比賽實力，成績提升。 

 協會提供足球隊必要協助。 

 訓練期程冗長。 

 培訓經費龐大，資源籌措不易。 

 少子化問題，選手來源不足。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創造更多足球參與人口及觀眾。 

 創造專任教練機會。 

 提升選手技術比賽經驗。 

 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台灣足球。 

 培訓經費不足。 

 球員出席率，球員時間難以配合。 

 容易因天候因素更改賽程。 

 學校課業壓力，無法配合訓。 

五、球隊組成： 

(一) 選手遴選條件：凡大專院校 U22以下(含)甲組選手皆可 

(二) 遴選方式： 

1.召集台灣甲組足球聯賽前八強之大專院校球隊教練，推舉 6~8名優秀選手 

2.第一階段選拔由上述各教練初步推薦遴選 40名優秀選手參加集訓。 

3.第二階段選拔則經教練團經過訓練後，再篩選出二十六名球員(含三名守門員)參加海

外移地訓練。 

4.第三階段選訓再由教練團匯整現有名單，並依球員戰術位置擇優排陣，選出最優秀二

十三人之代表隊陣容赴賽，並報請理事長核定。 

(三) 選手年齡限制：1995 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四) 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

拔、組訓相關事宜。 

2.遴選方式：由選訓小組討論推薦一位總教練、五位執行教練及一位體能教練，共同負

責球隊集訓及參賽事宜。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 

 後場防守 451 

 中場進攻 4231、持控球 2323 

 前場進攻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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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逼搶、快速反擊 

七、訓練方式： 

期別 整合期 訓練期 I 訓練期 II 比賽期 

體能 無氧耐力及肌力訓練 

有氧耐力、 

無氧耐力 

間歇訓練 

金字塔重量訓練

-加強爆發力 

短距離衝刺 

技術 

能力 

基本傳、控球能力 

小組配合 

基本傳、控球能力 

小組配合 

採比賽模式之訓

練方法 

採比賽模式之訓

練方法 

心理 

建設 

設定訓練的階段目標

並確實執行 

設定對手的實力並確

實執行技戰術訓練 

加強足球比賽觀

念 

增加榮譽感及自

信心培養 

健康 

管理 

詳細了解現階段身體

狀況再行調整訓練進

度 

調整飲食及生活習慣

藉以適合訓練 

加強訓練前的伸

展和訓練後的緩

和都需完整落實 

加強訓練前的伸

展和訓練後的緩

和都需完整落實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選拔 
5月 27日-28日止，共 2

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

護員×1 

2 集訓 
6月 14日-18日止，共 5

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

護員×1、培訓選手×40 

3 集訓 
6月 23日-29日止，共 7

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

護員×1、培訓選手×26 

4 海外移訓 7月 9日-16日止，共 8天。 
中國

瀋陽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

護員×1、培訓選手×23 

5 參賽 
7月 17日-24日止，共 8

天。 
北韓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

護員×1、培訓選手×23 

九、預期效益： 

為備戰 2017亞洲盃資格賽，利用密集訓練加強體能與技術，提升足球水準，以期獲得

佳績為本國爭取最高榮譽 

十一、追蹤考核機制：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二、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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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U18培訓隊備戰「2018年亞洲 U19錦標賽」

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 年 11 月 9 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17 年舉辦之 2018 年 U19 亞洲錦標賽資格賽進行備戰培訓，整

合現有國內符合年齡層並具備潛力足球選手，提高足球專項技戰水平為目的，並爭取進

入 2018 年 U19 亞洲錦標賽決賽圈出賽代表權資格。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6月 30日。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7月 1日~2017年 8月 31日。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9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四、球隊 SWOT分析：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以能夠執行球隊戰術為考量，目前球隊戰術，設定為持球前進，並積極地持有球權，所

以後衛與守門員必須有基本的技術層面，能夠參與進攻，中場球員必須有整體的戰術理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中華台北 U18足球隊，可以透過長期培訓計

畫，觀察優秀球員，進行整合提升戰力。 

 根據以往的潛力計畫實行後，都可以看到長期

訓練後的球隊，戰力有著明顯提升。 

 參加高水準訓練與環境，可以快速提升年輕球

員生理與心理的強度。 

 潛力選手藉由完整的培育計劃，提升他們的能

力，多次的比賽交流，奠定未來的基礎。 

 國內尚未建立青年聯賽制度，面對亞洲各國

完善的培育制度，我們只能後頭追趕。 

 年輕球員技術層面尚未成熟，身體對抗性不

足較為薄弱。 

 足球知識與戰術理解力不如亞洲球員，比賽

經驗也是個問題。 

 參加國際賽事費用龐大，足協經費來源不足。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球隊預計於三月份參加兩岸四地足球邀請

賽，預計透過整體訓練，進行比賽，有助於提

昇球員實戰經驗及比賽強度。 

 積極規劃潛力球員於暑假赴日本參與日本高

校球隊訓練，提升個別球員實力。 

 在完整的比賽歷練下，提升球隊實力，創造贏

球契機。 

 在國內多次的培訓計畫下，快速整合球隊整體

實力，複製國外成功經驗，全力以赴。 

 對於亞洲實力的認知，導致球員心態退縮。 

 長期處於訓練狀況下，球員身體對抗的劣

勢，可能造成身體受傷機會增加。 

 球員實力上的差距導致訓練品質下降。 

 與亞洲各強對戰，需要球員對於球賽有更高

水平的認知，強大的心理層面支持，國內球

員普遍缺乏這些經驗。 

 外界對於球員參加訓練的看法（浪費經費與

無法看到短期效果的偏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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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力，能夠在中場組織攻擊與防守，靈活的移動，並將球權保持在腳下，前場球員要

具備衝擊防線的能力，速度與身體素質是考量之一。 

(二)遴選方式： 

在青年盃和高中聯賽的賽事中,由教練團親赴現場,就各隊教練推薦之名單進行遴選 

(三)選手年齡限制：1999 年 1月 1日-2001年 12月 31日。 

(四)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

拔、組訓相關事宜。 

2.遴選方式：總教練統籌負責，依上述辦法先徵詢人選意願、再與足協教練發展部門會

商後,建立配置與名單。 

六、球隊隊行與系統： 

球隊隊形-目前球隊以 U18年齡為球隊組成，在考量球員的成長性，目前球隊還是以提

升技術層面著手，讓球員對球賽判斷理解能力提升，並以獲取勝利為基本信念，在參考

FIFAU17世界盃與 U20 世界盃的技術報告中，以現代足球趨勢為追求的方向，設定了幾

個基本隊形，1.有效的保有持球權、2.快速的攻守轉換、3.防守的高位壓迫判斷、4.

後場的密集協防、5.防守反擊的發動 

七、訓練方式： 

模擬比賽環境，安排有主題的課題、提升球員戰術能力，建立球隊的戰術執行能力。 

採取 M-T-M模式和 G-A-G模式相互交互使用。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集訓 3月 10-15日止，共 6

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0 

2 香港賽馬會

國際邀請賽 

3月 16-20日止，共 5

天。 

香港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

員×1、培訓選手×20 

3 集訓 4月 5-8日止，共 4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6 

4 越南 U19 國

際邀請賽 

4月 9日-20日，共 12

日 

越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

員×1、培訓選手×20 

5 集訓 6月 1日-5日止，共 5

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40 

6 暑期集訓 8月 21日-27日止，

共 7天。 

台中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6 

7 賽前集訓 10月 22日-28日止，

共 7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6 

8 U19 亞洲錦

標賽資格賽 

10月 29日-11月 9日

止，共 12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3 

 

九、預期效益：銜續未來代表隊培訓，提昇選手水準，爭取國際賽佳績。 

十、追蹤考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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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一、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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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 U15 培訓隊備戰「2018年亞洲 U16錦標

賽」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書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於 2017九月舉辦的 2018 U16亞洲錦標賽資格賽進行培訓備戰，

為了整合國內現有青少年選手積極備戰，以集訓方式提升整體實力，爭取進入 2018 U16亞洲

錦標賽決賽，並銜接 2019 世界盃 U17錦標賽的席位。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1月選拔至 2017年 9月 U16亞洲錦標賽資格賽。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U16 資格賽結束後至 2018年 U16亞洲錦標賽決賽。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U16 錦標賽結束後至 2019世界盃錦標賽。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技術與觀念有確實提升。 

 態度正面積極。 

 球員攻擊能力不錯。 

 經驗不足。 

 狀態較不穩定。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有許多具有潛力的選手。 

 

 國內選手數量有限。 

 與國外選手的比賽機會不多。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擁有良好個人技戰術，且能在球場上獨自進行判斷與行動，確實執行教

練指示，具有潛力並且主動積極的球員。 

(二)遴選方式：預計於 2017 年 1月 8日~12日進行五日的選拔測試與訓練，選測選手需具備

以下條件： 

1.2016年 TYL全國足球聯賽、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2.2016年 U14潛力選手培訓計畫之儲訓選手。 

3.104~105年全國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4.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三)選手年齡限制：2002.01.01-2004.12.31出生之選手。 

(四)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

拔、組訓相關事宜。 

2.遴選方式：由總教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五)培訓訓練計畫(含週、月)： 

2017年 1月 8日~12 日(國內) 

進行選手的選拔搭配訓練以發掘能力成長上來的球員。 

2017年 4月 2日~8日(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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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球狀態下觀察對手的防守後決定建立進攻的方法，以及發現對方的攻擊模式後如何建

立防守，搭配練習比賽來確認選手是否理解。 

2017年 4月 23日~29 日(國內)。 

射門把握與能力的強化，定位球的攻防，與攻守轉換時優先順序的判斷，搭配練習比賽

來做實際的成果評估。 

2017年 6月 11日~13日(國內)、6月 14日~18日(海外)。 

逐漸接近比賽期，透過海外邀請賽增加選手經驗，並檢驗訓練成效，針對賽事中的弱點

於之後的訓練持續強化。 

2017年 7月 1日~7日(國內)、7月 19日~25日(海外)。 

再次確認隊形的位置，如何進行補位，並且複習與檢討前面兩次集訓的內容後，針對不

熟悉或是較弱的環節進行加強。讓選手在不同的環境下試著做出同樣品質的訓練，與國

外的選手進行比賽，以熟悉國際  

 足球的節奏。 

 2017年 9月 7日~13 日(國內)。 

 做最後的戰術確認與模擬比賽，讓選手進入比賽期的狀態。 

 2017年 9月 14日~25 日(海外)：U16亞洲盃足球錦標賽資格賽。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採用 3-6-1的系統，全員攻擊、全員防守，以求攻守一體。 

七、訓練方式：為了達成目標需要進行團隊集訓，第一階段初期先在國內訓練，並且於賽後

與賽前，利用影片來提升選手腦中的畫面印象。後期搭配海外移地訓練，讓選手適應不

同的環境，在短時間內熟悉不同天氣、場地、飲食等等；和不同國家的對手比賽，利用

實戰來強化選手比賽的經驗，做為賽前的檢測。在預賽進行前，再一次的國內訓練確認

戰術與隊形以及球員狀態後，前往主辦國並做最後的調整。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第一次集

訓 
1月 8日~12日。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40 

2 集訓 4月 2日~8日止。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3 集訓 4月 23日~29日止。共 7天 台北 

4 集訓 6月 11日~13日止。共 3天 
嘉義 

5 

越南 U15

國際邀請

賽 

6月 14日~18日止。共 5天 

越南 
總教練×1、助理教練×2、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0 

6 集訓 7月 1日~7日止。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7 
U15兩岸四

地邀請賽 
7月 19日~25日止。共 7天 澳門 

總教練×1、助理教練×2、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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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賽前集訓 9月 7日~13日止。共 7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9 

U16亞洲盃

足球錦標

賽資格賽 

9月 14日~25日止。共 12

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3 

2018年 

1 集訓 1月 10日~16日。共 7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5、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40 

2 集訓 2月 17日~23日止。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3 集訓 3月 13日~19日止。共 7天 台北 

4 
國際邀請

賽 
3月 20日~26日止。共 7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3 

5 集訓 5月 6日~13日止，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6 集訓 7月 9日~16日止。共 7天 台中 

7 海外移訓 8月 10日~17日止。共 8天 未定 

8 集訓 9月 8日~17日止。共 10天 台北 

9 

U16亞洲盃

足球錦標

賽決賽 

9月 18日~10月 8日止。共

21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翻譯×

1、防護員×1、培訓選手×23 

九、預期效益：藉由這些訓練能讓全體選手明白攻擊的發起與防守建立的方式，在減少失分

的情況下還能積極的向前進攻，靠著訓練和比賽讓全體擁有在何處搶球，加快搶到球後

的攻守轉換意識與行動，在面對高壓防守時，保持著球權狀態下建立進攻，並且不輕易

失球等細節的共識，以提升球員在球場上亦能用正確的技術發揮其所長，爭取於 2017

年資格賽中取得晉級 U16決賽資格。 

 

十、追蹤考核機制：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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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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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 WU17 培訓隊備戰「2019年亞洲 WU19錦標賽」

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書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 

本培訓目標以中華足協提出之亞洲四強為方向，目標 2024進入奧運決賽圈。為達成目

標，短期培訓以進入 2020年 FIFA WU20世界盃為目標，並於 2017、2018年參加「2019

亞洲 WU19錦標賽資格賽、決賽」賽事，藉此長期培育國內潛力選手，並刺激我國女子

足球之發展，建立良好培訓體系，提供代表隊未來選手來源，提高我國於國際賽場之國

際能見度與成績。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01-2018.10，備戰 2018年 WU19亞洲錦標賽資格賽。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9.01-2019.12，備戰 2019年 WU19亞洲錦標賽決賽。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20.01-2020.10，備戰 2020年 WU20世界盃。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亞洲女子足球強權國家皆集中於東

亞地區，易取得對手資訊進行分

析。 

 同時我國近年來持續強化與日本之

交流，透國外及教練及講師持續引

入日本教學理念與方法，預期將持

續提昇我國選手實力。 

 國內無聯賽，全年場次不足，選手賽事

經驗過少，且無法透過長期聯賽制度

學習調整身體狀態知方式。 

 國內缺乏良好之足球場地，無法提昇選

手訓練品質，並容易增加選手於比

賽、練習中受傷機率。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亞洲女子足球除東亞地區外仍不盛

行，我國與西亞國家相比仍具有優

勢。 

 如可取得更多資源前往東亞鄰國進

行強化訓練，對於選手刺激與成長

皆有較大幫助。 

 國內女子選手數逐年減少，目前全台灣

高中年齡女子球隊大約 5隊計 100位

選手，可挑選之優秀選手不足，嚴重

影響青年代表隊至未來成人代表隊賽

事成績。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1、2016 年 WU14 亞足聯東亞區錦標賽培訓選手。 

2、2016 年 WU15 亞洲錦標賽資格賽培訓選手。 

3、2016 年青少年盃、青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4、104~105 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5、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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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選方式： 

依上述遴選條件，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實際觀察選手，並依代表隊組隊需

要遴選優秀選手後，送選訓委員會確認名單。 

(三)選手年齡限制：2000 年 1月 1日起至 2002年 12月 31日止出生之選手。 

(四)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 

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

關事宜。 

亞足聯各級賽事教練最低資格規範，WU19層級賽事總教練需具有亞足聯 B級教練資

格。助理教練則需具備亞足聯 C級教練資格，守門教練需具備亞足聯 GK 1級教練資格。 

2.遴選方式： 

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若該名教練放棄時，得由選訓委員會

重新遴選。 

擔任總教練期間，需接受本會選訓委員會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

訓委員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其組隊，帶隊規劃、計畫(訓練計畫)、近況、帶隊

進度、賽後、賽中、集訓等做報告。總教練不得找其他人代理出席選訓委員會議，二

次無故不出席(帶隊出國比賽不在此限)，得開除總教練職務。 

總教練得接受本會安排到各級學校擔任種子教練講師，舉辦相關經驗分享與傳承，或

協助本會定期舉辦基層足球教練培訓訓練工作坊之講師等相關工作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 

此次培訓隊以選手場上自由表現(Free play)的風格為基礎，以可以充分發揮選手特性的

前提下，建立團隊規律性的戰術與打法，設定球隊共同追求的目標。 

主要隊形為 1-3-6-1。 

攻擊時建立從後場開始組織攻擊之風格，並透過第三人的跑位與接應，在場上各區域建

立多打少之優勢，進行小範圍的小組配合突破，並積極向球門發起有侵略性的攻擊。 

防守時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使全體達成一致的防守共識，於訓練中建立積極壓

迫與掩護的風格，同時做到防守區域的平衡，並從防守中尋找機會，隨時做好進攻的準

備，以掌握防守轉進攻的最佳時機。 

七、訓練方式： 

（一）體能訓練： 

     （1）基礎體能：編組統一教材，實施自我約束訓練。 

     （2）專項性體能： 

1.訂定連續性訓練課程。 

2.重量訓練。 

3.有氧及無氧運動訓練。 

4.各階段賽前及比賽期間體能調整之訓練。 

（二）技術訓練： 

1.展現基本動作的連續性、實用性、合作性。 

2.強化個人實戰突破能力。 

3.加強觀察閱讀比賽能力，提升基本技術展現空間。 

（三）戰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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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s1、2vs1、2vs2 小組配合。 

2.進攻戰術之配合。 

3.防守戰術之配合。 

4.防守反擊戰術之配合。 

5.定位球進攻戰術之配合。 

6.整體攻防戰術之配合。 

（四）攻防演練： 

1.以半場 5vs7、6vs8 防守移位為主。 

2.針對對手進攻，增加各項防守條件。 

3.針對對手防守，增加各項進攻套路。 

4.強化攻防轉換的速度與平衡。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暑期集訓 
7月 16-7月 20日止。共 5

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40 

2 集訓 8月 15-24日止。共 10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6 

2018年 

1 集訓 2月 15-21日止。共 7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40 

2 集訓 4月 15-21日止。共 7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6 

3 集訓 6月 20-26日止。共 7天   

4 暑期集訓 7月 7-13日止。共 7天   

5 海外移訓 8月 13-22日止。共 10天   

6 集訓 9月 5-11日止。共 7天   

7 賽前集訓 10月 7-17日止。共 11天   

8 參賽 10月 18-29日止。共 12天   
總教練×1、助理教練×4、防護

員×1、培訓選手×23 

九、預期效益： 

本培訓計畫預計能針對 2018年舉辦之 2019年 WU19亞洲錦標賽資格賽進行備戰，透過長

期培訓掌握國內選手狀況與整合球隊，提昇我代表隊國際賽成績，同時也是為未來代表

隊儲備選手進行培訓，藉此銜接代表隊。 

透過本計畫執行，本會希望自成人代表隊制青年代表隊可以逐步建立一貫化指導，透過

年度的代表隊教練研習，了解成人代表隊選手技術方面之瓶頸，進而回到青年代表隊訓

練中進行修正，最終達到強化代表隊實力以爭取國際賽事成績之培訓效果。 

十、追蹤考核機制：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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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一、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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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 WU15參加東亞 WU15 錦標賽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書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 

本培訓目標以中華足協提出之亞洲四強為方向，目標 2024進入奧運決賽圈。為達成目

標，短期培訓以進入 2020年 FIFA 女子 U17世界盃為目標，並於 2017 參加東亞 WU15

錦標賽事，並為 2018 年參加 2019亞洲 U16女子錦標賽資格賽、決賽賽事進行備戰，藉

此長期培育國內潛力選手，並刺激我國女子足球之發展，建立良好培訓體系，提供代表

隊未來選手來源，提高我國於國際賽場之國際能見度與成績。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01-2017.05，備戰 2017年東亞 WU15錦標賽。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8.01-2019.12，備戰 2019年女子 U16亞洲錦標賽資格賽、決賽。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20.01-2020.12，備戰 2020年女子 U17世界盃。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亞洲女子足球強權國家皆集中於東

亞地區，易取得對手資訊進行分

析。 

 同時我國近年來持續強化與日本之

交流，透國外及教練及講師持續引

入日本教學理念與方法，預期將持

續提昇我國選手實力。 

 國內無聯賽，全年場次不足，選手賽事

經驗過少，且無法透過長期聯賽制度

學習調整身體狀態知方式。 

 國內缺乏良好之足球場地，無法提昇選

手訓練品質，並容易增加選手於比

賽、練習中受傷機率。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亞洲女子足球除東亞地區外仍不盛

行，我國與西亞國家相比仍具有優

勢。 

 如可取得更多資源前往東亞鄰國進

行強化訓練，對於選手刺激與成長

皆有較大幫助。 

 國內女子選手數逐年減少，目前全台灣

國中年齡女子球隊大約 5隊計 100位

選手，可挑選之優秀選手不足，嚴重

影響我國各級青年代表隊至成人代表

隊賽事成績。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1、2016 年 WU14 亞足聯東亞區錦標賽培訓選手。 

2、2016 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3、2016 年本會舉辦所舉辦菁英培訓計畫之儲訓選手。 

4、104~105 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5、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二)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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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遴選條件，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實際觀察選手，並依代表隊組隊需

要遴選優秀選手後，送選訓委員會確認名單。 

(三)選手年齡限制：2002年 1月 1日起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出生之選手。 

(四)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 

依據本會教練、選手遴選辦法，須具有國家 A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

練資格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亞足聯各級賽事教練最低資格規範，WU16層級賽事總教練需具有亞足聯 B級教練資

格。助理教練則需具備亞足聯 C級教練資格，守門教練需具備亞足聯 GK 1級教練資

格。 

2.遴選方式： 

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若該名教練放棄時，得由選訓委員會

重新遴選。 

擔任總教練期間，需接受本會選訓委員會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

訓委員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其組隊，帶隊規劃、計畫(訓練計畫)、近況、帶隊

進度、賽後、賽中、集訓等做報告。總教練不得找其他人代理出席選訓委員會議，二

次無故不出席(帶隊出國比賽不在此限)，得開除總教練職務。 

總教練得接受本會安排到各級學校擔任種子教練講師，舉辦相關經驗分享與傳承，或

協助本會定期舉辦基層足球教練培訓訓練工作坊之講師等相關工作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 

此次培訓隊以選手場上自由表現(Free play)的風格為基礎，以可以充分發揮選手特性的

前提下，建立團隊規律性的戰術與打法，設定球隊共同追求的目標，期望從選手個人的

突發創意，打造屬於中華台北的新勢足球。 

實力堅強的競賽對手:主要隊形為 1-4-4-2或 1-4-5-1。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使

全體達成一致的防守共識，並製造突破攻擊的機會，以掌握防守轉進攻的最佳時機。  

實力相當的競賽對手: 主要隊形為 1-4-4-2、1-4-3-3、1-4-2-3-1或 1-4-1-4-1。運用

四條組織線的連結，建立各位置之間的密切關係，使所有位置皆能參與防守組織與建立

攻擊。同時掌握攻守轉換的時機，使球隊效率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實力劣勢的競賽對手: 主要隊形為 1-4-1-4-1、1-2-4-4或 1-3-4-3。以攻勢足球的方式，

增加攻擊時的人數優勢，製造多方的攻擊面向，以增加球隊的獲勝機率。 

七、訓練方式： 

（一）體能訓練： 

（1）基礎體能：編組統一教材，實施自我約束訓練。 

（2）專項性體能： 

1.訂定連續性訓練課程。 

2.重量訓練。 

3.有氧及無氧運動訓練。 

4.各階段賽前及比賽期間體能調整之訓練。 

（二）技術訓練： 

           1.展現基本動作的連續性、實用性、合作性。 

           2.強化個人實戰突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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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強觀察閱讀比賽能力，提升基本技術展現空間。 

    (三)戰術訓練： 

1.1vs1、2vs1、2vs2 小組配合。 

2、 進攻戰術之配合。 

3、 防守戰術之配合。 

4、 防守反擊戰術之配合。 

5、 定位球進攻戰術之配合。 

6、 整體攻防戰術之配合。 

（四）攻防演練： 

1.以半場 5vs7、6vs8 防守移位為主。 

2.針對對手進攻，增加各項防守條件。 

3.針對對手防守，增加各項進攻套路。 

4.強化攻防轉換的速度與平衡。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集訓 3月 24-26日止。共 3天 臺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

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2 賽前集訓 4月 8-13日止。共 6天 臺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

防護員×1、培訓選手×26 

3 海外參賽 4月 14-22日止，共 9天 
中國上

海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

防護員×1、培訓選手×20 

九、預期效益： 

本培訓計畫預計能針對 2018年亞足聯女子 U16錦標賽資格賽進行選手長期培訓，並建立

自成人代表隊制青年代表隊的一貫化指導，透過年度的代表隊教練研習，了解成人代表

隊選手技術方面之瓶頸，進而回到青年代表隊訓練中進行修正，最終達到強化代表隊實

力以爭取國際賽事成績之培訓效果，以此達到培訓資源有效運用。 

十、追蹤考核機制：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一、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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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五人制國家隊備戰「2018年亞洲五人制錦標

賽」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18 亞洲五人制足球錦標賽進行備戰，以整合現有國內五人制足

球選手來源，提高五人制足球專項技戰水平為目的，並爭取 2019 FIFA 五人制足球世界

盃亞洲代表權資格。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以國內集訓方式進行。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10 月 21 起至 10 月 29 日止，前往海外移訓進行賽前備戰。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11 月 12 日止，參加 2018 亞洲五人制錦標

賽資格賽。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目前我國有許多選手於中國參加職業

五人制賽事，於賽事中累積經驗並提

昇競爭力，同時多數選手也曾參與

2016年決賽圈賽事，具備國際大賽經

驗，將有助於經驗傳承帶動年輕選手。 

 國內選手人數不足，同時目前台灣所培

育的選手於技術及戰術理解上皆有不

足，面對實力較強之對手時，較難突

破。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部份年輕選手將參加 U20五人制亞洲

錦標賽，將增加選手國際賽事經驗，

成為未來代表隊核心選手。 

 台灣選手缺乏與國外選手的比賽機

會，因此在國際賽事中難以迅速發揮

最佳狀態。 

 日本於 2016年亞洲錦標賽決賽圈小組

賽意外出局，2017年將參加資格賽賽

事，對於我國爭取出線機會增加困難。 

五、球隊組成： 

1.選手遴選條件：依據亞洲足球聯盟亞洲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資格規定進行徵

選，由國內五人制比賽與聯賽、體育署盃、五人制大專盃及海外選手選拔 25名參與

培訓。 

2.培訓隊教練團組成：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

手遴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遴選方式：由總教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助理教

練 3名，防護員一名共同組成教練團。 

六、訓練方式： 

第一階段自 4月 15日起，每月進行五天的訓練。第一階段期間預定安排與國內甲組球

隊進行 8-10場友誼賽，教練團依據友誼賽中分析球隊的優勢與弱勢，重新檢視球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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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戰術與策略，同時強化高強度比賽時的體能。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結束後開始，前

往日本與當地 F league 一軍球隊進行友誼賽，使球員提早適應高節奏的賽事，同時能

球員之間的組合方式再熟練。第三階段於 10月 29日出發前往賽事舉辦地點，於正式比

賽前的進行最後一次全面性整合訓練。 

七、訓練主題： 

(一) 守門員訓練： 

 以五人制守門員專項技能力為方針，強化手與腳傳球上攻擊組織建立。 

 強化五人制守門員向前與橫向移動能力，訓練移動中阻斷射門能力。 

 加強五人制守門員定位球防守概念。 

(二) 個人技戰術訓練： 

 熟悉五人制足球傳控球、帶球、射門技術。 

 加強個人防守與攻擊戰術意識。 

 強化攻防轉換的判斷速度與速耐力。 

(三) 團體戰術訓練： 

 團隊輪轉方式與一致性的移位。 

 2vs1、3 vs 1、3vs 2 防守反擊的攻擊模式。 

 區域防守戰術運用。 

 守門員持球與球門球時攻擊組織建立。 

 角球定位球進攻與防守戰術。 

 自由球定位球進攻與防守戰術。 

 邊線球進攻與防守戰術。 

 Power play 策略。 

 模擬各項比賽情境。 

(四) 友誼賽： 

 與國內國訓隊、銘傳大學或民雄農工友誼賽。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集訓 
7月 12日~16日止，

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

護員×1、培訓選手×25 

2 集訓 
9月 10日~16日止，

共 7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

護員×1、培訓選手×20 

3 
2017亞洲室內暨武

藝運動會 

9月 17日~27日止，

共 11天 
土庫曼 

總教練×1、助理教練 1、培

訓選手×14 

4 集訓 
10月 16日~20日止，

共 4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

護員×1、培訓選手×20 

5 
五人制亞洲盃足球

錦標賽資格賽 

10月 30日~11月 12

日止，共 14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

護員×1、培訓選手×14 

 



 22 

九、預期效益： 

中華男子五人制代表隊於 2015 年資格賽事成功晉級 2016 決賽圈，並於決賽圈中取得小

組第三名之成績，本次參賽延續前次訓練成效，目標為 2018 決賽圈，並且預期於決賽

圈中突破小組進入淘汰賽。 

十一、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二、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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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女子五人制代表隊備戰「2018 年亞洲錦標賽

資格賽」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17亞洲盃女子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以整合現有國內五人制足球

選手來源，提高五人制足球專項技戰水平為目的，以爭取前四強為目標。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1.14-2017.10.30，辦理多次國內集訓。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8.1.1-2018.8.30，辦理暑期集訓並前往海外移訓驗收訓練成效。 

(三)第三階段訓練時間：2018.9.1-2018.9.30，以海外移訓結果進行最後調整，並前往主辦

地參賽。 

四、球隊 SWOT分析：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

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二)遴選方式：依據上述辦法由國內五人制比賽、體育署盃、木蘭聯賽及大專盃進行選定 25

位球員參與培訓。並依照亞足聨女子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決賽球員人數為 14人。 

(三)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

拔、組訓相關事宜。 

2.遴選方式：總教練依上述規定遴選能力適當並具有經驗及潛力之助理教練 3名及運動

傷害防護員 1名。 

六、訓練方式： 

於第一次培訓了解 25 位大名單選手，全隊於吳鳳科大集中訓練，同時結合亞足聯五人

制 2級教練講習進行操演，並與民雄農工男、女球隊、來義高中女足及鄰近球隊進行友

誼賽。之後進行整合性訓練，於國訓中心、吳鳳科大及清江國小集中訓練，讓球員建立

默契及觀念，並加強個人基本技巧，同時針對攻擊及防守隊型加強訓練，並安排與民雄

農工男足、北投國中、來義高中女足及鄰近球隊進行友誼賽，並於每次賽後針對缺失及

須改進項目進行整合，同時強化比賽時的體能。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亞洲女子足球強權國家皆集中於東亞地

區，易取得對手資訊進行分析。 

 同時我國近年來持續強化與日本之交

流，透國外及教練及講師持續引入先進

教學理念與方法，預期將持續提昇我國

選手實力。 

 國內女子五人制賽事場次不足，選手經

驗過少，無法透過長期賽事制度學習調

整身體狀態及方式，同時因選手多為 11

人制、5人制皆有參與，無法全力投入

五人制訓練。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本次為亞洲第一次辦理正式女子五人制

國際賽事，考慮亞洲各國女子五人制發

展狀況，將有機會取得佳績。 

 國內女足選手數量較少，與 11人制代表

隊選手部份重疊，增加徵召上的難度。 

 國內選手極少與國外選手進行比賽，缺

乏外部刺激，選手對於比賽的經驗與應

變能力不足。 



 24 

同時於暑假安排日本移地訓練比賽，與日本第一級球隊進行友誼賽，以適應亞洲盃比賽

時節奏及強度賽事，同時能球員之間的組合方式再熟練，並加強進攻、防守組織，並檢

視先前之訓練效益，並於每次賽後針對缺失及須改進項目進行整合，最後再回至國訓中

心針對於日本移地訓練賽之整體缺失加強訓練及整合，最後前往比賽地點投入亞洲錦標

賽賽事。 

七、訓練主題： 

 強化 6公尺區域的密集防守與快速回防的能力。 

 守門員移動中近柱的守備能力。 

 守門員發球失誤率太高。 

 簡化定位攻擊方式。 

 Power play防方時搶球的時機。 

 邊路個人防守能力。 

 攻擊的優先順序。 

八、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集訓 1月 14日-24日止，共 11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

員×1、培訓選手×25 

2 暑期集訓 7月 14日-16止，共 3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

員×1、培訓選手×20 
3 集訓 9月 22日-24日止，共 3天。 嘉義 

4 集訓 10月 27日-30日止，共 4天。 嘉義 

九、預期效益：本培訓計畫目標爭取 2017亞洲錦標賽前四強為目標，提升國內女子足選手水

平與增加參與國際賽。 

十、追蹤考核機制：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一、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

選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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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華民國球協會五人制 U20 培訓隊備戰「2017年亞洲五人制

U20錦標賽決賽圈」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5年 11月 9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053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亞洲足球聯盟五人制足球首屆 U-20 分齡賽，籌組國內現有五人

制足球選手來源與五人制專項教練團，為我國爭取佳績。同時為 FIFA 未來可能籌辦的

五人制足球分齡世界盃，擬定可行的組訓模式。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1月 4日起至 4月 30日止。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17 年 5月 6日起至 5月 27日止。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亞洲大部分國家五人制皆處於起步階

段，有利我國爭取佳績。 

 名單內部份球員參與過 2016年五人制代

表隊決賽，具備良好國際賽經驗。 

 培訓經費龐大，資源籌措不易。 

 少子化問題，選手來源不足。 

 部份年輕選手缺乏國際賽事經驗。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創造更多足球參與人口及觀眾。 

 創造專任教練機會。 

 提升選手技術比賽經驗。 

 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台灣足球。 

 培訓經費不足。 

 學校課業壓力，無法長期配合訓練。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

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二)遴選方式：依上述辦法自國內五人制聯賽、體委盃、大專體總五人制錦標賽、高中五人

制聯賽以及具我國身分的海外選手。選拔 25名進行年度培訓。 

(三)選手年齡限制：1997.01.01 以後出生之選手。 

(四)培訓隊教練團組成： 

1.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理選

拔、組訓相關事宜。 

2.遴選方式：由總教練依上述辦法遴選適當人選，後呈報本會辦理集訓。 

六、訓練方式： 

1. 守門員訓練： 

 以五人制守門員專項技能力。 

 強化手與腳傳球上攻擊組織建立。 

 強化守門員站位與位置選擇的判斷能力。 

 強化五人制守門員向前與橫向移動能力，訓練移動中阻斷射門能力。 

 加強五人制守門員定位球防守概念。 

2. 個人技戰術訓練： 

 熟悉五人制足球傳控球、帶球、射門技術。 

 加強個人防守戰術。 

 加強個人攻擊戰術。 

 強化攻防轉換的判斷速度與速耐力。 



 26 

 強化罰球能力。 

3. 團體戰術訓練： 

 團隊輪轉方式與一致性的移位。 

 防守反擊的攻擊模式。 

 區域防守戰術運用。 

 守門員持球與球門球時攻擊組織建立。 

 定位球進攻與防守戰術。 

 反壓迫攻擊戰術。 

 Power play 策略。 

 模擬各項比賽情境。 

4. 友誼賽： 

 與國內社會隊與大學隊友誼賽 

 與海外青年隊或聯業隊友誼賽 

 邀請相關國家 U-20五人制代表隊進行於國內友誼賽。 

七、階段培訓方式及訓練地點(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外參賽…等)：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17年 

1 集訓 1 月 4日~10日，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25人 

2 集訓 2 月 15日~21日，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20人 

3 集訓 3 月 15日~21日，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20人 

4 海外移訓 4 月 21日~30日，共 10天。 
中國

江門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20人 

5 賽前集訓 5 月 6日~5月 12日，共 7天。 嘉義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20人 

6 國外參賽 5月 13日~5月 27日，共 15天。 泰國 
總教練*1人、助理教練*3人、

防護員*1人、培訓選手*14人 

八、預期效益：透過培訓爭取賽事佳績，同時銜續五人制國家代表隊選手來源，建立一貫性

指導。 

九、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

指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

行成果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

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

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

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

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

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

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十、教練、選手名冊(如附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

辦法」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以上提出報告書時，懇請一律採用標楷體為主，行距、行間等，與上述排列相同較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