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教育部體育署足球學校實施計畫

一、依    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9年 5月 27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090017941A號辦
             理。
二、活動宗旨：為了臺灣足球未來的強化、發展，提供選手優質的指導，以及相互切磋的
              機會。凝聚推動足球運動指導者的共同意識、共同的理念與夢想，為台灣
              足球的未來而努力。
三、活動目的：
  <一>培育與強化：重視選手的潛能與未來發展，早期發現技術、身體能力優異且具潛力
                  之選手，給予優質的指導、適當的訓練，進行長期的人才培育，提升
                  足球水準。
  <二>教練  養成：創造一個全國教練、選手交流與相互提升素質的環境，擁有一致的「現
                  代足球」理念。
四、實施方式：本計畫共分為四梯次實施。第一、二梯次教練講習暨選手訓練，第三、四
              梯次遴選優秀選手訓練比賽。
  <一>依慣例原則委由中學聯賽球隊教練以及各區菁英計畫教練推薦國高中優秀選手進行
      一周的選手與教練訓練指導。
      第一梯次：教練講習與國高中女生選手訓練。
      第二梯次：教練講習與國高中男生選手訓練。
  <二>由第一、二梯次集訓所有選手中遴選表現優異國高中男女各20名，進行5天訓練比
      賽。
五、選拔基準：重視選手的潛能與未來發展，依慣例原則委由中學聯賽前8強球隊教練以
              或各區菁英計畫教練推薦，有特殊情形者，由承辦單位視狀況處理。
  表 1：各組參加人數
高女組 人數 國女組 人數 高男組 人數 國男組 人數
花蓮體中 3+GK1 新北醒吾中學 3+GK1 北門高中 3+GK1 臺東豐田國中 3+GK1
新北醒吾高中 3+GK1 臺中五權國中 3+GK1 花蓮高農 3+GK1 臺中黎明國中 3+GK1
臺中惠文高中 3+GK1 高市瑞祥中學 3+GK1 高市中山工商 3+GK1 高市右昌國中 3+GK1

高市中山工商 3 花蓮光復國中 3 臺中惠文高中 3 花縣美崙國中 3

嘉義永慶高中 3 花蓮秀林國中 3 宜蘭高中 3 臺中潭秀國中 3

屏東陸興高中 3 高市後勁國中 3 新北高中 3 南市後甲國中 3

南市陽明商工 3 嘉縣六嘉國中 3 花蓮高中 3 新竹建功國中 2

新竹仰德高中 3 宜縣國華國中 3 路竹高中 3 宜縣復興國中 2

其他推薦 3 其他推薦 3 其他推薦 3

合計 27+GK3 27+GK3 24+GK3 25+GK3

  註：如有名額得相互流用。
六、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日本足球協會、吳鳳科技大學。
  <四>贊助單位：台灣阿迪達斯股份有限公司。
七、辦理日期：
  <一>第一梯次：7月20日~24日女子組教練講習暨選手訓練。
  <二>第二梯次：7月 27日~31日男子組教練講習暨選手訓練。
  <三>第三梯次：8月 3~7日女子組訓練比賽。
  <四>第四梯次：8月 7~11日男子組訓練比賽。

八、訓練方式：依據主題堆疊訓練，先辦理教練講習，確認訓練內容與重點，學習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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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方法與知識，再由分組教練訓練選手。先統一訓練觀念與教案，再實
              際應用在選手訓練上。如下表。
      表 2：第1、2梯次教練講習、選手行程預定執行時間

準備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女生組 7月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男生組 7月27日 7 月 28日 7月 29日 7月 30日 7月 31日
工作人員
前置作業

準備環境

教練講習
主題
①

教練講習
主題
④⑤

選手訓練
②

選手訓練
④

對抗賽
⑥

選手報到 結訓

午  餐

教練報到
17-18時

教練講習
主題
②③

選手訓練
①

選手訓練
③

選手訓練
⑤

離營

晚  餐

教練會議 講 義 或 實 務 訓 練

表3：第3、4梯次優秀選手訓練比賽
準備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女子隊 8月3日 8月4日 8月5日 8月 6日 8月7日
男子隊 8月7日 8月8日 8月9日 8月10日 8月 11日

工作人員
工作準備

報到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午 餐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離營

晚 餐
講 義 課 或 讀 書 時 間

＃賽程表另行公布。

九、辦理地點：吳鳳科技大學(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十、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第 1梯次教練講習：
         足球專任教練以及對教練工作有熱情，想了解育成年代的最新訓練方法、訓練
     概念，不斷提升自我專業素養之教練。並有能力、興趣，願意擔任指導選手之教練
     30名。(教練可自由複數選擇參加梯次，報名人數過多時，原則以現役帶隊教練優
     先，由主辦單位決定)
   <二>選手訓練：參考表1。
   <三>第 2梯次教練講習：

足球專任教練以及對教練工作有熱情，想了解育成年代的最新訓練方法、訓練
     概念，不斷提升自我專業素養之教練。並有能力、興趣，願意擔任指導選手之教練
     30名。(教練可自由複數選擇參加梯次，報名人數過多時，原則以現役帶隊教練優
     先，由主辦單位決定)
   <四>選手訓練：參考表1。
   <五>第 3、4梯次：由參與所有選手中遴選出男女選手共2隊各20人，進行一週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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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註：人員如有不足時，名額得相互流用。
十一、報名：
 <一>請符合資格之參加學校以及有意願擔任志工助教或參加教練講習會之教練自即日
     起報名至6月23日止，填寫報名表單，最終報名確定名單將於 7月 3日以前公告
     於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網站。

   <二>本計劃提供選手、教練、工作人員等所有參加人員膳宿、保險(公教人員除外)等訓
       練相關費用。
 <三>本計畫參加教練、選手每人每次繳交參加費 300元(報到時繳交)。
十二、報到與訓練時間：
   <一>第 1梯次教練於 7月 19日 17~18點報到，20點會議(表 2)。
               女子選手於 7月 21日 12~13點報到，15點開始訓練(表2)。
   <二>第 2梯次教練於 7月 26日17~18點報到，20點會議(表 2)。
               男子選手於 7月 28日 12~13點報到，15點開始訓練(表2)。
   <三>第 3梯次女子隊於 8月 3日下午 1點以前報到，3點開始比賽(表3)。
   <四>第 4梯次男子隊於 8月 7日下午 1點以前報到，3點開始比賽(表3)。
十三、訓練內容：
   <一>選手部分：強化移動中觀察、準備、思考、判斷，做出行動的能力。
   <二>教練部分：中華隊技術分析，最新足球訓練方法、概念、戰術、實踐等課程。
十四、安全維護：本活動除辦理活動意外險外並設有運動傷害防護員協助訓練時傷害處理。
十五、其他：參加完成訓練之教練給予研習證明。
十六、預期成效
   <一>進行長期的人才發掘與培育工作並提升選手訓練動機。
   <二>掌握臺灣足球的未來在於育成年代的選手，進行持續性的培育與強化，以提升整
       體的水準。
   <三>瞭解世界足球的發展與進化，強化教練對足球的專業素養，讓訓練發揮最大的效
益，
     為明日的教練工作而努力。
十七、計畫聯絡人與聯絡方式：
   <一>計畫聯絡人：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副教授呂桂花，khlu@ntupes.edu.tw  ，  0919-660-126  。
                             教練賴麗琴， wert3628@ntupes.edu.tw，0982-114-
819。
   <二>計畫助理：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生張季蘭，0983-20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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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報名表
選手報名表

校名 報名組別   □女子組   □男子組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地址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年級 位  置 足球鞋 cm

      
戶籍地址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年級 位  置 足球鞋 cm  

戶籍地址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年級 位  置 足球鞋 cm  

戶籍地址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年級 位  置 足球鞋 cm

戶籍地址
1. 自即日起報名至 6 月 23 日止，下載報名表 e-mail 至 mulanfootball@yahoo.com.tw  報

名。預定於 7 月 3 日以前公告。
2. 上述相關資料僅做為活動保險等用途。

教練講習會報名表
服務單位
地址
公文 □要       □不要       □素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繫電話

報名組別
□女子組        □男子組   
(可以選擇參加複數)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郵件
報名對象   □願意指導選手       □教練

1.自即日起報名至 6 月 23 日止，下載報名表 e-mail 至 mulanfootball@yahoo.com.tw  報
 名。預定於 7 月 3 日以前公告。
2.上述相關資料僅做為活動保險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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