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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U17男子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今年度最終目標為預計參加 11月亞洲青年運動會，借助此賽事增

加國際賽經驗，備戰 2023 亞足聯 U17亞洲錦標賽資格賽。以集中集訓方式

配合國外移地訓練，並於 2022年參加 U17亞洲錦標賽資格賽，以晉級 2023

年決賽圈為目標。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5月至 2021年 11月，亞洲青年運動會。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0月，U17亞洲錦標賽資格賽。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利用本階段遴選優秀 U15、U16潛

力選手，經由長期的培訓，統一

選手的競賽觀念，提升技、戰術

執行習慣，規劃國內外移地訓練

或比賽，增加選手實戰經驗與高

度的抗壓性，培養臨場應對能力。 

 國內 U17男子足球選手素質參差

不齊，且參與正式賽事經驗明顯

不足，選手每周參與足球訓練的

時數差距甚大，玩票性質高，要

長期投入者少，故難以挑選所謂

真正優質的潛力選手。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藉由國內企業聯賽與 2018世界盃

的風潮，旅外優秀球員追求極限

與卓越的帶領，逐漸凝聚而形成

每一位 U15代表隊球員追求成

功，達成目標的堅定信念。當這

些有遠大抱負的選手與教練團，

具備了理想、熱情與毅力時，成

功不在遙不可及，希冀能讓球員

及教練團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專

心衝刺，努力爭取成績。 

 為登上亞洲足球強國之列，將台

灣男子足球推向國際舞台，國家

男足未能普及發展與職業化是

為最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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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數理解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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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場球員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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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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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年全國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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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月 1日(含)之後出生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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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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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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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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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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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述辦

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 

(一)球隊模型 

1.防守方面：強調團隊防守，朝向區域防守的方是為主，邊後衛伺機參與攻

擊製造人數優勢。 

2.攻擊方面：整體攻擊以持控球推進，主要以快速反擊方式，利用中前場球

員的速度、個人突破以及小組配合的能力做為本次比賽主要攻擊模式。 

(二)教練團針對本次比賽擬定球隊之攻守模式，依據位置條件需求來選擇本次入

選之球員： 

前鋒：速度、個人突破能力、持球及射門意識。 

中場：體能、速度、組織能力、防守意識。 

後衛：高空球、1VS1防守、指揮、四位平行防守保持平衡、壓上及助功能力。 

守門：個人基本技術、出擊時機、組織能力、長傳球能力、指揮能力。 

七、訓練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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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路進攻吊中攻擊及防守)。 

7.加強整體隊形配合，固定本隊作戰方法訓練(4-4-2及 4-2-3-1配合訓練)。 

(二)攻防演練 

1.以半場 5VS7、6VS8防守位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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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5.加強各種攻、防訓練，如中央突破、左右後衛突擊(疊瓦式、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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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層面 

1.加強球員的心理建設，並建立球員信心。 

2.加強團隊合作與精神教育。 

3.加強球員對國家代表隊榮譽心與使命感。 

4.加強球員平時訓練及比賽意致力、鬥志，培養比賽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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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 集訓 
5月 21日-5月 27日止，

共 7天。 
屏東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2 集訓 
6月 18日-6月 27日止，

共 10天。 
桃園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3 集訓 
7月 2日-7月 8日止，

共 7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4 移地訓練 
7月 22日-7月 31日止，

共 10天。 
東亞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5 集訓 
8月 20日-8月 26日止，

共 7天。 
新竹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6 集訓 
10月 1日-10月 8日止，

共 7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7 賽前集訓 
11月 13日-11月 19日

止，共 7天。 
桃園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8 

第 3屆汕頭

亞洲青年運

動會 

11月 20日-11月 28日

止，共 9天。 
中國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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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亞足聯 U17亞洲錦標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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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固定的短期

集訓外，也希望能夠有固定參賽或移地訓練(比賽)的機會，來藉由實戰經驗

的累積，來增加球員的穩定性與經驗，也可讓教練團實際看出那些球員較能

夠在高壓力之下，呈現出較佳的心理狀態與表現，以供日後目標賽事之參考

與判斷。 

利用六個階段之短期集訓，透過體能檢測、訓練及比賽的方式，來提升選手

能力藉此達到球隊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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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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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U20男子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22年 U20亞洲錦標賽培訓選手進行早期足球人才培

育，健全潛力選手培育體系，提升訓練效率，將遴選優秀 U16~U18潛力選手

進行長期訓練，使選手能進行技術、戰術、觀念銜接，俾利發揮最大效益。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5月-12月，配合長期培訓及國外移地訓練。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2年 1月-8月，備戰 2023亞足聯 U20亞洲資格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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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國際性比賽實力，成績提升。 

 年度比賽場次過少，導致青少年

球員技術層面較其他國家較不

足。 

 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尚顯不

足，導致身體對抗性不足教為薄

弱。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提升選手技術比賽經驗。 

 近期年輕選手接收國外資訊多，

技術上有所進步，未來對於國內

足球發展，定能提升。 

 球員出席率、時間難以配合。 

 學校課業壓力，無法配合。 

 許多國家透過運動科學介入訓練

比賽分析、情蒐等支援的突破與

致勝優勢。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1.109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2.109年城市對抗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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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隊教練推薦表現優異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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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月 1日(含)之後出生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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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國家 A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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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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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述辦

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目前球隊以 U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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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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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隊系統:採取 4-1-4-1、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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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 集訓 
5月 14日-5月 21日止，

共 8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2 集訓 
6月 21日-6月 29日止，

共 9天。 
花蓮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3 集訓 
7月 15日-7月 19日止，

共 5天。 
桃園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4 移地訓練 
7月 20日-7月 30日止，

共 11天。 
東亞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5 集訓 
8月 11日-8月 20日止，

共 10天。 
花蓮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6 集訓 
10月 29日-11月 5日

止，共 8天。 
新竹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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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期效益：為備戰 2023亞足聯 U20亞洲錦標賽資格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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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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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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7女子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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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U17女子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培訓計畫預計能針對 2022亞足聯 U17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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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5月-9月，備戰 2022亞足聯 U17女子亞洲

錦標賽資格賽第一輪。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12月，備戰 2022亞足聯 U17女子亞洲錦標

賽資格賽第二輪。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該年齡層隊伍及選手數不多，且

選手平日練習上較為及終於母隊

訓練，人數及技術上能力得挑選

較為容易。 

 缺乏五人制選手轉型成11人制的

銜接計畫。 

 球員母隊的訓練狀況與訓練方向

與代表隊缺乏一致性。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育成年代選手是國家隊實力的基

石，必須要長期不間斷的予以培

訓，提升實力進而拉升國家隊的

水平。 

 無法從育成年代開始就必須經常

保持對抗強度，將影響國家隊在

國際舞台表現。 

 女足 U層級代表隊實力與國際賽

成績已慢慢被亞洲其他球隊超

越，因此基層球員培育的問題必

須重視。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1.109年全國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2.109年本會舉辦之各級賽事表現優異之選手。 

3.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4.各隊教練推薦表現優異之選手。 

5.各地區訓練中心選手。 

(二)遴選方式：開放自由報名，於上述遴選條件中採取國內訓練從寬國際比賽從

嚴原則，由教練團遴選大名單選手 40名以上，送交選訓小組審核。 

(三)選手年齡限制：2005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出生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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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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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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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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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

述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攻擊時建立從後場開始組織之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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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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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21年 

1 集訓 
5月 5日-5月 9日止，共

5天。 
台中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2 集訓 
6月 2日-6月 7日止，共

6天。 
台中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3 集訓 
7月 12日-7月 21日止，

共 10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4 集訓 
8月 19日-8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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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賽前集訓 
9月 11日-9月 15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6 

2022 AFC 

WU17資格賽

QR1 

9月 16日-9月 27日止，

共 11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3 

7 集訓 
11月 22日-11月 30日

止，共 9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8 賽前集訓 12月 1日-12月 5日止，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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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天。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6 

9 

2022 AFC 

WU17資格賽

QR2 

12月 6日-12月 13日

止，共 8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員×1、

培訓選手×23 

 

八、預期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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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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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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U20女子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21年 U20女子亞洲盃足球錦標賽選手培育，提早整

合選手在團隊技戰術觀念上的一致性，俾利發揮最大效益，爭取進入前八強

為首要目標。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5月-8月，備戰 2022亞足聯 U20女子亞洲

錦標賽資格賽第一輪。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8月-11月，備戰 2022亞足聯 U20女子亞洲

錦標賽資格賽第二輪。 

四、球隊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部分選手有踢木蘭甲組聯賽較有

抗壓性與身體對抗強度 

 部分具潛力選手選擇朝五人制足

球發展導致可用選手更少。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目前政府已擬訂大足球計畫有較

多補助經費來支持足球的推展。

另外國內甲組木蘭聯賽的刺激讓

這些年輕球員想爭取上場機會，

也想藉此機會嶄露頭角被延攬至

國外職業對發展足球生涯。 

 亞洲女足各國發展快速，反觀國

內女足各層級培育學校只有以

個位數在緩慢推展，日後對女足

整體發展相當不利。 

 

五、球隊組成： 

(一)選手遴選條件： 

1.選拔符合 U16~U19的高中選手。 

2.本會舉辦之全國各級賽事表現優異之選手。 

3.全國中學聯賽及大專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4.各隊教練推薦表現優異之選手。 

(二)遴選方式：於上述遴選條件中採取國內訓練從寬國際比賽從嚴原則，由教練

團遴選大名單選手 40名以上，送交選訓小組審核。 

(三)選手年齡限制：2002年 1月 1日至 2006年 12月 31日出生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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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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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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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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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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述辦

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培訓隊以選手場上自由表現的風格為基礎，以可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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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從選手個人的創意中，打造屬於中華台北的足球。 

主要隊形為 1-4-4-2，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進攻兩邊上前轉換

1-2-4-4使全體球員能夠製造出突破性的攻擊機會，並掌握防守轉進攻的最

佳時機。以攻勢足球方式，增加攻擊時的人數優勢，製造多方的攻擊面向，

提升球隊的獲勝機率。 

七、訓練方式： 

1.經 2020年第一階段培訓挑選優秀選手，於 6月份開始集訓後，除了觀察選

手的個人能力與團隊合作觀念外，透過與鄰近球隊及球隊內部自己進行

對抗賽，教練團挑選出較有潛力的選手於下階段參與訓練。 

2.第二階段整合球員建立團隊默契及觀念，同時針對團隊攻擊及防守隊型戰

略、戰術加強，並安排球隊進行國內訓練和對抗賽，以賽代訓找出問題

並持續的修正，賽後再針對缺失及須改進項目進行調整訓練內容。 

3.第三階段著重於對團隊戰略戰術的演練，透過訓練、比賽、分析的模式來

進行最後階段整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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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 集訓 
5月 23日-5月 27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2 集訓 
6月 20日-6月 24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3 集訓 
7月 7日-7月 11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4 集訓 
7月 21日-7月 25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5 賽前集訓 
8月 2日-8月 11日止，

共 10天。 
新竹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6 
AFC WU20資

格賽 QR1 

8月 12日-8月 23日止，

共 12天。 
新竹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3 



 17 

7 集訓 
9月 16日-9月 20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8 集訓 
10月 3日-10月 7日止，

共 5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9 賽前集訓 
10月 24日-10月 31日

止，共 8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培訓選手×26 

10 
AFC WU20資

格賽 QR2 

11月 1日-11月 8日止，

共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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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訓計畫目標希望能夠在小組出線，以進入 2021年女子 U20

亞洲盃前八強為目標，並提升國內女子足球選手實力與經驗外，進而為國家

爭取更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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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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五人制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五人制足球為綜合運動會新興運動，目前以列入青年奧運、亞洲

室內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本計畫針對 2022亞洲足球聯盟五人制足球錦標

賽，籌組國內現有五人制足球選手來源與五人制教練團，爭取此次前八強佳

績。 

三、培訓時間： 

(一)第一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3月-9月，以國內長期集訓方式進行，並以

參加本會辦理之 2021五人制足球聯賽，以賽代訓方式練習。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1年 10月，備戰 2022亞洲足球聯盟五人制足球

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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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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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年輕選手缺乏國際賽是經

驗。 

 少子化問題，選手來源不足。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提升選手技術比賽經驗。 

 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台灣足球。 

 海外俱樂部球員無法提早參與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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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亞洲足球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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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挑選 20名選手參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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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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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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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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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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

述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訓練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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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人技戰術訓練： 

熟悉五人制足球傳控球、帶球、射門技術。 

加強個人防守與攻擊戰術意識。 

強化攻防轉換的判斷速度與速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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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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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壓迫攻擊戰術。 

Power play策略。 

模擬各項比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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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2021年 

1 集訓 
3月 4日-3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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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集訓 
3月 30日-4月 3日止，

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3 集訓 
4月 29日-5月 3日止，

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4 集訓 
5月 27日-5月 31日止，

共 5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5 集訓 
6月 24日-6月 28日止，

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6 集訓 7月 20日-7月 23日止， 台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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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天。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7 移地訓練 
7月 24日-7月 30日止，

共 7天。 
越南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8 集訓 
8月 23日-8月 30日止，

共 8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9 集訓 
9月 16日-9月 20日止，

共 5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10 賽前集訓 
10月 6日-10月 10日

止，共 5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20 

11 
2022 AFC五

人制資格賽 

10月 11日-10月 25日

止，共 15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3、防護員×1、培訓

選手×14 

 

八、預期效益：在這兩年國內聯賽發展之下，並且辦理選拔賽培訓相關選手，水

平已經提升許多。目前我國實力評估介於第 10到第 12名之間，若透過這次

完整的組訓，有機會進入前八強。國家隊勝利將有助於足球運動的推廣與普

及，對我國足球人口的推升有實質上的效益。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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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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五人制培訓隊培訓計畫 

 

一、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6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32917

號函辦理。 

二、培訓目標：本計畫針對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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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12月，以國內階段集訓方式。 

(二)第二階段訓練時間：2022年 1月-8月，備戰 2022亞洲盃女子五人制錦

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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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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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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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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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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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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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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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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教練依上

述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相互配合之教練。 

六、球隊隊形與系統： 

1.強化 6公尺區域的密集防守與快速回防的能力。 

2.守門員移動中近柱的守備能力。 

3.簡化定位攻擊方式。 

4.Power play防方時搶球的時機。 

5.邊路個人防守能力。 

6.攻擊的優先順序。 

七、訓練方式：第一階段為配合多數選手為社會人士可參與訓練之時間，訓練地

點接選定吳鳳大學集中訓練。教練團依據選手優缺點等要點進行整合與改

進，同時強化高強度比賽時的體能。第二階段預計進行海外移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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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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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 集訓 
4月 9日-3月 6日止，

共 5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2 集訓 
5月 13日-5月 17日止，

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3 集訓 
7月 5日-7月 11日止，

共 7天。 
台東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4 集訓 
7月 23日-7月 30日止，

共 8天。 
台東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5 集訓 
8月 13日-8月 15日止，

共 3天。 
高雄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6 移地訓練 
8月 16日-8月 22日止，

共 7天。 
日本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7 集訓 
9月 16日-9月 20日止，

共 5天。 
臺東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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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訓 
11月 25日-11月 29日

止，共 5天。 
嘉義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培訓選手×20 

 

九、預期效益：本培訓計畫目標爭取 2022亞洲錦標賽前八強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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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