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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2018 樂活手足球暑期圓夢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為使現今的孩童能夠增加運動休閒的時間，以減少電視、電腦、網路與手機的

沈迷，本會長期致力於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小手足球運動之推廣，今為協助培育

各國中小學生，並提供本會所培訓手足球種子教練及入選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

之選手，有個一個前往服務的機會，故本會擬於暑假期間舉辦各類型手足球教

學營隊，擬透過各項技能教學、經驗分享及實戰體驗等活動，帶領各地青少年

選手一同體驗手足球運動所帶來的愉快與感動。 

另外為提供全國各地青少年選手一個獲得自信、爭取榮耀的舞台，故於今年暑

假，將舉辦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讓小選手們有個挑戰自我、驗收所學，

並與國內各地青少年選手彼此切磋交流的機會，藉此以提升國內青少年手足球

運動的整體實力與發展。 

二、 活動目標： 

1. 培訓選手：前往各地舉辦手足球培訓營，藉此以協助提升青少年在手足球方

面各項技巧。 

2. 競賽交流：藉由大型賽事的舉辦，提供青少年選手一個努力練球的目標，並

提供孩子們一個爭取個人與團隊榮譽的機會，藉此希望能協助提升育幼院及

偏鄉孩子們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3. 服務回饋：帶領本會所培訓手足球種子教練（育幼院及偏鄉國中學生）及入

選今年度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能一同前往手足球教學營隊擔任助教，協助

指導偏鄉學童手足球相關技巧，並藉由服務的過程，協助小教練們從服務與

協助教學的過程中獲得自信與成就。 

三、 活動時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天數 活動計畫 

7/3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屏東南州國中 1 天 附件一 

7/4~7/5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屏東唐榮國小 1 天 
附件二 

7/4~7/5 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小集訓營 屏東唐榮國小 1 天 

7/8~7/12 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 打鐵準提寺 5 天 附件三 

8/9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基隆市深澳國小 半天 
附件二 

8/9~8/10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基隆市深澳國小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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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對象： 

1. 基隆、高屏地區偏鄉國中小學 

2. 北中南地區育幼院 

3. 全國各地青少年選手 

五、 經費概算：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預估服務人數 預估募集金額 

7/3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120 44,712 

7/4~7/5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小培訓營 16 7,700 

7/4~7/5 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小集訓營 12 2,380 

7/8~7/12 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 24 39,530 

8/9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12 6,760 

8/9~8/10 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8 7,820 

8/10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育樂營 16 2,960 

合計 208 111,862 

六、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七、 協辦單位：高雄市手足球協會、屏東縣南州國中、屏東縣唐榮國小、屏東縣新

埤國小、屏東縣溪北國小、基隆市深澳國小、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八、 贊助單位：接洽中 

九、 聯繫窗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秘書長-黃俊揚先生 

電話：0910-367315  E-mail：macross369@gmail.com 

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柳川西路二段 140 巷 8 號 5 樓之一 

十、 捐款方式： 

戶頭 帳號 戶名 備註 

郵政劃撥 5032300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合作金庫 

006 
56437-172-0687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新竹科學園區分行 

※採銀行轉帳匯款時，請來電告知捐款資訊，以利本會寄送捐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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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8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錦標賽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藉由本次賽事的舉行，邀請全國各地青少年選手齊聚交流，透過選手

間切磋觀摩的機會，以提昇國內青少年整體實力，並帶動手足球運動的發展，讓

手足球運動能持續向下紮根。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高雄市手足球協會 

三、 協辦單位：屏東縣南州國中、屏東縣溪北國小、屏東縣新埤國小、高樂集運動用

品有限公司 

四、 活動日期：107 年 7 月 3 日（二）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五、 活動地點：屏東縣南州國中-活動中心（屏東縣南州鄉人和路 231 號） 

六、 活動對象： 

1. 18 歲(含)以下青少年選手 

2. 家長及學校教職員 

七、 賽事項目： 

賽程 對象 

青少年單雙打 
小學組 國小 

中學組 國中、高中職 

親子/師生雙打 親子或同校師生搭檔 

※本次賽事分為預賽及複賽兩階段進行。 

八、 活動時程： 

時間 7/2（一） 時間 7/3（二） 

  

8:00 選手報到 

8:40 開幕典禮 

9:00 青少年雙打預賽 

10:30 青少年雙打複賽 

11:30 親子/師生雙打 

12:30 青少年單打預賽 

14:00 

~ 

17:00 

場地布置 

15:00 青少年單打複賽 

16:30 頒獎典禮 

17:00 賦歸+場地復原 

九、 種子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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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賽事將按「2018 全國青少年手足球年度排名賽」中公開單雙打競賽成績，

由報名參加本次賽事之選手中，分別選出單打 8 位種子及雙打 4 組種子選手。 

 單打：直接按單雙打總和積分排名後，依序列為第 1 至第 8 種子。 

 雙打：將兩人搭檔積分總和後，再行排序出前 4 組種子選手。 

2. 列為種子選手者，將不用參加分級預賽，得直接進入青少年公開複賽。（如自

願放棄種子選手身分者，則須參加分級預賽，並按預賽成績進行分組） 

3. 種子選手排序名單電子檔：https://goo.gl/EtLYQp 

※積分總和排序名次相同時，則由 2017 年青少年年度排名之名次進行評斷。 

十、 比賽規則： 

1. 比賽現場將有 ITSF 國際裁判執法，如比賽當中有任何規則上的問題，可以申

請官方暫停並請裁判前往執法。 

2. 所有選手應仔細詳讀手足球比賽規則，確保比賽皆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完整賽事規則請參考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官網 http://www.foosball.tw/ 

十一、 報名方式： 

1. 機關學校請於本會官網下載團體報名表後，於填妥後以 E-mail 傳送至

macross369@gmail.com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黃秘書長彙辦。報名後請再

以電話確認，電話：0910-367315。 

2. 各項賽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22 日止。（親子/師生雙打現場報

名） 

3. 報名費統一於比賽當天現場繳交，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賽，所繳款項於扣除行

政相關費用後將退還餘款。 

4. 另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

關用途使用。 

十二、 報 名 費： 

賽事 報名費 備註 

青少年單打 每人 150 元 同時報名 

每人 250 元 青少年雙打 每人 150 元 

親子/師生雙打 免費  

※報名費中不含餐費，用餐部分將另行統計代為訂購。 

十三、 比賽賽制： 

賽事 說明 

青少年分級雙打 1. 預賽：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5 場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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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局 5 分），先得 5 分者獲勝，但若比數為 4

比 4 時則算雙方平手。５分獲勝者將得２分積分；

４比４平手時則雙方各得１分積分；輸方則無積

分。（每輪比完將按積分進行重新排序，由積分相近

之選手進行對戰，使預賽排序結果能更加精確） 

2. 複賽： 

(1) 公開組：小學預賽成績前 4 名及中學預賽成績

前 8 名之選手，將與 4 組種子選手一同進入到

青少年公開雙打。（實際進入公開之名額將按各

組報名人數進行調整） 

(2) 中級組及新手組：扣除進入到公開組之選手

後，剩餘的選手將按各組預賽成績分別進入到

一般組(前 1/2)及新手組(後 1/2)的賽程。 

(3) 複賽將依實際參賽人數，採以下兩種方式中擇

一進行： 

 單敗淘汰，三戰兩勝制 

 雙敗淘汰，勝部三戰兩勝；敗部一局 7 分。 

表一：青少年雙打預賽分組一覽表 

類別 公開 中級 新手 

種子選手 4   

小學組 4 前 1/2 後 1/2 

中學組 8 前 1/2 後 1/2 
 

青少年分級單打 

1. 預賽：採瑞士制預賽方式進行，每人將進行 5~6 場

賽事（一局 4 分），先得 4 分者獲勝，但若比數為 3

比 3 時則算雙方平手。4 分獲勝者將得２分積分；3

比 3 平手時則雙方各得１分積分；輸方則無積分。 

2. 複賽： 

(1) 公開組：小學預賽成績前 8 名及中學預賽成績

前 16 名之選手，將與 8 位種子選手一同進入到

青少年公開單打。（實際進入公開之名額將按各

組報名人數進行調整） 

(2) 中級組：扣除進入到公開組之選手後，剩餘的

選手將按各組預賽成績，小學組前 1/3 及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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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前 1/2 分別進入到中級組賽程。 

(3) 初級組：扣除進入到公開組之選手後，小學組

剩餘的選手將按預賽成績中間 1/3 的部分進入

到初級組賽程。 

(4) 新手組：扣除進入到公開組之選手後，剩餘的

選手將按各組預賽成績，小學組後 1/3 及中學

組後 1/2 分別進入到新手組賽程。 

(5) 複賽將依實際參賽人數，採以下兩種方式中擇

一進行： 

 單敗淘汰，三戰兩勝制 

 雙敗淘汰，勝部三戰兩勝；敗部一局 7 分。 

表二：青少年單打預賽分組一覽表 

類別 公開 中級 初級 新手 

種子選手 8    

小學組 8 前 1/3 中 1/3 後 1/3 

中學組 16 前 1/2  後 1/2 
 

親子/師生雙打 採單敗淘汰制，實際比分按現場報名人數再行決定 

※各項預賽部分將於比賽現場依電腦亂數進行抽籤。 

※實際賽制、各場比分、進入公開賽及各級賽事之名額，將依各賽事實際報名

人數進行調整，並由大會於比賽當天現場進行最後確認。 

十四、 保    險： 

1. 本賽事依規定投保 200 萬公共意外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2. 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十五、 獎    勵： 

1. 優勝獎：各賽事前四名，將頒發獎牌及獎狀。 

雙打獎項 單打獎項 

青少年公開雙打 青少年公開單打 

中學雙打-中級組 中學單打-中級組 

中學雙打-新手組 中學單打-新手組 

小學雙打-中級組 小學單打-中級組 

小學雙打-新手組 小學單打-初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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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師生雙打（僅獎牌） 小學單打-新手組 

2. 青少年年度積分及青少年代表隊入選資格：本次賽事青少年公開單雙打成

績，除將列入 107 年全國青少年年度積分，並做為選拔 108 年度青少年代

表隊選手之成績依據。 

十六、 獎  項： 

賽事 級別 單打獎牌 雙打獎牌 獎牌合計 

青少年公開單/雙打 4 8 12 

中學單/雙打 
中級 4 8 12 

新手 4 8 12 

小學單/雙打 

中級 4 8 12 

初級 4  4 

新手 4 8 12 

親子/師生雙打  8 8 

總計 72 

十七、 注意事項： 

1. 所有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須統一穿著學校運動服裝、襪子、球鞋（或布鞋），

不得穿著拖鞋（或涼鞋）、化妝及攜帶耳環，服裝不合格者，將不得出賽。 

2. 所有參賽選手於比賽過程禁止攜帶耳機及嚼食口香糖，同時於比賽現場禁止

玩電動及進行其他遊戲之行為，經提醒再犯者，將不得出賽。 

3. 參賽選手須自備在學證明文件（學生證或由學校造冊）以供備查，如選手參

賽資格有所疑慮而無法於現場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時，將不得出賽。 

4. 各項賽事獎狀將於比賽結束後另行寄發至得獎選手在學學校，故請務必詳填

選手報名資訊，以利獎狀之送達。 

十八、 宣傳方式： 

1. 函送各縣市政府，代為轉發活動資訊至各機關學校。 

2. 於本會各地推廣機構、學校、手足球教室進行活動宣傳。 

十九、 預期效益： 

1. 藉由手足球活動的推廣，提供學童們在面對霧霾嚴重的情況下，另一個室內

運動的選擇，並幫助青少年藉由手足球運動建立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

動習慣，減少電視、電腦、網路及手機遊戲的沉迷。 

2. 本次賽事為國內 107 年度青少年大賽之一，將成為選拔 108 年度青少年代

表隊評選成績之依據。 

二十、 邀請參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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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 

縣市 學校名稱 

基隆市 
暖暖國中 深澳國小 仙洞國小 

中和國小 八堵國小  

新北市 徐匯中學 聖心國小  

桃園市 
永平工商 至善高中 南崁國中 

南崁國小   

台中市 
大甲高工 致用高中 光明國中 

順天國中   

高雄市 
六龜國中 旗山國中 二苓國小 

正興國小 新發國小  

屏東縣 

屏東女中 南州國中 南榮國中 

光春國中 潮州國中 唐榮國小 

新埤國小 溪北國小 新圍國小 

竹田國小 大明國小 玉田國小 

羌園國小 仁和國小 水泉國小 

 

社福團體 

縣市 育幼院、課後照顧據點 

桃園市 北區兒童之家 藍迪兒童之家  

台中市 中區兒童之家 鎮瀾兒童家園  

嘉義 修緣育幼院   

高雄市 淨覺育幼院 慈德育幼院  

屏東縣 精忠育幼院 青山育幼院 少女城 

二十一、 參加人員估算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老師 合計 

人數 50 50 20 20 140 

二十二、 工作人員估算表： 

 裁判 工作人員 小計 

北部  1 1 

中部 1 1 2 

南部 7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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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8 8 16 

二十三、 參賽補助： 

1. 補助對象：參加中北部各地區選拔賽入選之選手 

2. 補助名額： 

地區 選手 

北部 8 

中部 6 

合計 14 

3. 補助項目：往返交通（限台鐵或客運）及住宿 

二十四、 比賽球桌： 

1. 球桌總類：FIREBALL SPORT （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指定青少年比賽用桌） 

2. 球桌數量：預計 12 張 

3. 球桌來源： 

 數量 搬運方式 備註 

南州國中 4 人力搬運  

溪北國小 4 由廠商協助運送  

新埤國小 2   

高樂集運動用品

有限公司 
2 由廠商負責運送 租借 

二十五、 預估費用：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器材運費 1 4,000 4,000 球桌、螢幕、攝影器材運送 

北部 9 人*2 925 16,650 
北部地區工作人員及選手台

鐵往返車資 

中部 8 人*2 567 9,072 
中部地區裁判、工作人員及

選手台鐵往返車資 

南部 13 人*2 100 2,600 
南部地區裁判、工作人員往

返交通補助 

裁判鐘點費 8 人 500 4,000  

場地及器

材費 

球桌租金 2 張 2,000 4,000  

場地水電費 9 小時 600 5,400 每小時 600 元 

餐費 
場地布置 12 人 70 840 活動前一晚餐費 

工作人員 16 人 180 2,880 早餐：40；午、晚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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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 
獎狀 64 10 640  

獎牌 72 90 6,480  

保險費 
公共意外險   5,000 200 萬 

個人保險 16 60 960  

住宿費 17 人 200 3,400 
中北部地區裁判、工作人

員、選手 

印刷費 
海報簡章   1,200  

秩序冊 60 35 2,100  

雜支 

紅布條   290  

選手名牌 120 10 1,200  

郵資   2,000 郵寄簡章、獎狀 

其他雜支   2,000 聯繫、文具用品等 

總計 74,712  

二十六、 報名費收入估算： 

 人數 費用 合計 

青少年單雙打 120 250 30,000 

二十七、 預估募款金額： 

預估收支概算表 

預估支出 74,712 

預估收入 30,000 

所需募款金額 4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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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8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暑期營隊 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 

為使現今的孩童能夠增加運動休閒的時間，以減少電視、電腦、網路與手機的

沈迷，並協助各偏鄉國中小培訓各地青少年選手，故本會擬於暑假期間前往各

地舉辦手足球培訓活動，透過各項技能教學及實戰體驗等活動，帶領青少年選

手一同體驗手足球運動所帶來的愉快與感動。 

二、 活動梯次： 

日期 活動地點 天數 類別 

7/4~7/5 上午 屏東唐榮國小 1 天 培訓營 

7/4~7/5 下午 屏東唐榮國小 1 天 集訓營 

8/9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半天 培訓營 

8/9~8/10 下午 基隆深澳國小 1 天 集訓營 

8/10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半天 育樂營 

三、 活動地點：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屏東縣唐榮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41 號 

基隆市深澳國小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 55-1 號 

四、 活動對象： 

1. 育樂營：想要認識手足球運動者 

2. 培訓營：有意學習手足球運動各項技巧者 

3. 集訓營：有意成為校內代表隊選手或經學校老師、教練推薦者 

4. 所有參加學員皆須經家長同意 

日期 活動地點 學員人數 工作人員 

7/4~7/5 上午 屏東唐榮國小 16 7 

7/4~7/5 下午 屏東唐榮國小 12 7 

8/9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12 6 

8/9~8/10 下午 基隆深澳國小 8 6 

8/10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16 6 

合計 64 32 

五、 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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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報名費 

7/4~7/5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300 

7/4~7/5 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400 

8/9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培訓營 200 

8/9~8/10 下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集訓營 400 

8/10 上午 樂活手足球國中小育樂營 100 

六、 育樂營活動內容： 

1. 手足球基本教學：規則、進攻、運球 

2. 趣味闖關遊戲 

3. 手足球趣味競賽 

七、 培訓營活動內容： 

1. 手足球基本教學：進攻、運球、傳球、防守 

2. 手足球單/雙打競賽 

八、 集訓營活動內容： 

1. 手足球進階教學：進攻、運球、傳球、防守 

2. 各類技巧對抗賽 

九、 預定課程： 

唐榮國小培訓營-預定課程 

7/4(三) 7/5(四)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08:50~09:00 報到 08:50~09:00 報到 

09:00~09:25 檢定分組 09:00~10:00 傳球訓練 

09:25~09:30 開訓典禮 10:00~10:30 防守訓練 

09:30~10:30 運球訓練 10:30~11:50 競賽活動 

10:30~12:00 射門訓練 11:50~12:00 結訓典禮 

12:00~ 返家 12:00~ 返家 

 

唐榮國小集訓營-預定課程 

7/4(三) 7/5(四)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12:50~13:00 報到 12:50~13:00 報到 

13:00~13:15 技術檢定 13:00~14:00 推拉桿集訓 

13:15~13:20 開訓典禮 14:00~15:00 後衛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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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20 射門綜合技巧 15:00~16:15 單打競賽 

14:20~15:20 前鋒槍戰 16:15~16:20 結訓典禮 

15:20~16:20 怪物雙打 16:20~ 賦歸 

16:20~ 賦歸   

 

深澳國小培訓營-預定課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09:00~09:10 報到 10:20~11:10 運球訓練 

09:10~09:25 檢定分組 11:10~11:55 手足球 PK 賽 

09:25~09:30 開訓典禮 11:55~12:00 頒獎典禮 

09:30~10:20 射門訓練 12:00~ 返家 

 

深澳國小集訓營-預定課程 

8/9(四) 8/10(五)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12:50~13:00 報到 12:50~13:00 報到 

13:00~13:15 技術檢定 13:00~14:00 推拉桿集訓 

13:15~13:20 開訓典禮 14:00~15:00 後衛對抗 

13:20~14:20 射門綜合技巧 15:00~16:15 單打競賽 

14:20~15:20 前鋒槍戰 16:15~16:20 結訓典禮 

15:20~16:20 怪物雙打 16:20~ 賦歸 

16:20~ 賦歸   

 

深澳國小育樂營-預定課程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09:00~09:10 報到 10:50~11:50 手足球 PK 賽 

09:10~09:15 相見歡 11:50~12:00 頒獎典禮 

09:15~09:20 開訓典禮 12:00 賦歸 

09:20~10:50 手足球傳奇   

十、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一、 協辦單位： 

活動地點 協辦單位 

唐榮國小 屏東唐榮國小、高雄市手足球協會、精忠育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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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澳國小 基隆深澳國小、北區兒童之家、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二、 活動預算：  

7/4~7/5-屏東唐榮國小培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教練 1 人 2,000 2,000 台中往返南州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2 200 800 2 天往返 

教練鐘點費 6 堂 500 3,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7 人*2 天 180 2,520 早餐：40；午、晚餐：70 

保險費 23 人 60 1,380 含教練、工作人員 

印刷費 16 人 20 320 手冊 

手足球纏帶 16 60 960  

比賽獎牌 12 面 50 6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名牌 16 人 10 160  

證書 16 張 10 16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2,500  

 

7/4~7/5-屏東唐榮國小集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教練鐘點費 7 堂 500 3,500  

住宿費 1 人 500 500 教練 

保險費 12 人 60 720  

印刷費 12 人 25 300 手冊 

手足球纏帶 12 60 720  

比賽獎牌 12 面 50 600 手足球競賽獎牌 

名牌 12 人 10 120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7,180  

※教練及工作人員交通、餐費及保險編列至 7/4~7/5 上午培訓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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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基隆深澳國小培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 400 800  

教練鐘點費 3 堂 500 1,500  

球桌租金 2 2,000 4,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6 人 40 240 早餐 

保險費 12 人 35 420   

印刷費 12 人 20 240 手冊 

手足球纏帶 12 60 720  

比賽獎牌 8 面 50 4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名牌 12 人 10 120  

證書 12 張 10 12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9,160  

 

8/9~8/10-基隆深澳國小集訓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球桌運費 2 1,000 2,000 往返 

住宿費-工作人員 3 人 600 1,800  

教練鐘點費 7 堂 500 3,5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6 人 140 840 午餐、晚餐：70 

保險費 14 人 60 840 含教練、工作人員 

印刷費 8 人 25 200 手冊 

手足球纏帶 8 條 60 480  

比賽獎牌 12 面 50 6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名牌 8 人 10 80  

證書 8 張 10 80 結訓證書 

雜支   6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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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基隆深澳國小育樂營 經費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交通費-工作人員 2 車 400 800  

教練鐘點費 2 堂 500 1,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6 人 40 240 早餐 

保險費 16 人 35 560   

印刷費 16 人 15 240 手冊 

比賽獎牌 8 面 50 400 手足球 PK 賽獎牌 

名牌 16 人 10 160  

證書 16 張 10 160 結訓證書 

禮物   500  

雜支   500 郵資、文具、聯繫、雜支 

總計 4,560  

十三、 收入概算： 

日期 服務地點 人數 報名費 預計收入 

7/4~7/5 上午 屏東唐榮國小 16 300 4,800 

7/4~7/5 下午 屏東唐榮國小 12 400 4,800 

8/9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12 200 2,400 

8/9~8/10 下午 基隆深澳國小 8 400 3,200 

8/10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16 100 1,600 

合計 16,800 

十四、 預計募款金額： 

日期 預訂服務學校 預計收入 預計支出 預計募款金額 

7/4~7/5 上午 屏東唐榮國小 4,800 12,500 7,700 

7/4~7/5 下午 屏東唐榮國小 4,800 7,180 2,380 

8/9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2,400 9,160 6,760 

8/9~8/10 下午 基隆深澳國小 3,200 11,020 7,820 

8/10 上午 基隆深澳國小 1,600 4,560 2,960 

總計 16,800 44,420 2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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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8 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 活動計畫 

一、活動緣起： 

為協助國內青少年建立正向的休閒娛樂與良好的運動習慣，減少電視、電腦、

網路及手機的沉迷，本會近年來持續推動手足球各類競賽與推廣活動，除提供青

少年選手另一種室內運動的新選擇，同時也藉由參與手足球運動的過程中獲得自

信與成就。 

而為了進一步提升青少年選手於手足球方面的技巧，本會特別比照近年青少

年手足球代表隊選訓的方式，於去年首度舉辦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期盼透過

高強度的團體訓練方式，能培育出更多對手足球有高度興趣的青少年選手，能在

心體技等方面皆有顯著的提升，進而在未來國內各項青少年大賽中能夠獲得佳

績，爭取未來入選代表隊的資格（於去年曾參加未來之星夏令營的學員中，共有

８位選手於今年首次入選參加青少年手足球代表隊的選拔），並期望能藉由本次的

活動，帶動起國內青少年選手整體實力的發展。 

二、活動目的： 

1. 講解國際比賽規則與各類型競賽方式 

2. 教授各項進階手足球技巧，並按程度進行分級，指導高階技巧 

3. 透過訓練過程，培養學員專注力、耐心與手眼協調等能力。 

4. 進行實戰比賽、抗壓訓練及靜心打坐課程，以提升選手心靈強度 

5. 透過生活常規、團體合作及各項訓練課程，達到心體技等方面的提升 

6. 藉由學佛行儀、早晚課及打坐等課程，幫助學員獲得心靈上的平靜  

三、活動時間： 

【夏令營】7 月 10 日（二）至 7 月 12 日（四） 

【幹  訓】7 月 8 日（日）至 7 月 9 日（一） 

四、活動地點：打鐵準提寺（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東興路 142 號） 

五、招生對象： 

1. 國小四年級以上至高中一年級在學學生，同時須能生活自理者 

2. 具手足球基本技巧，並對手足球運動有高度學習意願者 

六、招生人數：提供一般學生 12 名名額；育幼院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12 名名額 

※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須另外提供證明文件 

七、報名程序： 

1. 填寫報名表後，請以 E-mail 寄至：macross369@gmail.com 黃秘書長 收（活

動簡章電子檔：https://goo.gl/e7A6vS） 



18 

2. 繳交報名費 

3. 寄發行前通知 

※因本次活動名額有限，故於實際繳交報名表後，本會將以 E-mail 寄發繳費通

知，並請依繳費通知完成繳費後，方算完成報名程序，如逾期未完成繳費者，

本會將釋出名額辦理後續遞補作業。 

八、報名費用： 

身份別 早鳥價 原價 

一般學生 2,000 元 2,500 元 

育幼院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500 元 800 元 

※早鳥報名：即日起至 6 月 1 日止，6 月 2 日起改以原價收費 

九、參加人員： 

 對象 名額 備註 

學員 
對手足球活動有學習興

趣之中小學生 

育幼院及一般

學生共計 24 名 
須具基本技巧 

工作人員 
18 歲以上，並有興趣學

習手足球活動 
4 名  

手足球助教 
入選今年度青少年代表

隊排名前 12 名之選手 
8 名  

手足球教練 國內手足球選手 2 名  

十、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手足球協會 

十一、協辦單位：打鐵準提寺、高雄市手足球協會、高樂集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十二、邀請單位：高屏地區育幼院及國中小學 

十三、經費來源： 

1. 募款：民間、其他機構 

2. 企業贊助：寄發活動資訊募款 

3. 報名費：由參加學員所繳交之報名費 

十四、活動人員估算表 

類別 學員 工作人員 助教 教練 總計 

人數 24 4 8 2 36 

十五、活動課程 

2018 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 預訂課程表 

7/10(二) 7/11(三) 7/12(四) 

 6:00~6:20 起床整理 6:00~6:20 起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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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6:40 早操時間 6:20~6:40 早操時間 

6:40~7:10 佛祖早安 6:40~7:10 佛祖早安 

7:10~7:40 早餐時間 7:10~7:40 早餐時間 

9:00~9:30 學員報到 7:40~8:10 出坡打掃 7:40~8:10 出坡打掃 

9:30~10:00 技巧測驗 8:10~8:30 熱身時間 8:10~8:30 熱身時間 

10:00~10:30 認識環境 8:30~9:30 技巧教學 8:30~9:30 技巧教學 

10:30~11:00 開訓典禮 9:30~10:30 團體賽 9:30~10:30 團體賽 

11:00~11:30 學佛行儀 10:30~11:30 技術檢定 10:30~11:30 技術檢定 

11:30~12:10 午餐時間 11:30~12:10 午餐時間 11:30~12:10 午餐時間 

12:10~13:00 午休 12:10~13:30 午休 12:30~14:30 公開單打 

13:00~15:50 
準提寺傳

奇 

13:30~14:30 傳球教學 14:30~15:00 結訓典禮 

14:30~15:30 傳球 PK 15:00~ 圓滿賦歸 

16:00~17:00 技巧教學 15:30~16:30 技巧教學 

 

17:00~17:50 團體賽 16:30~17:50 怪物雙打 

17:50~18:30 晚餐時間 17:50~18:30 晚餐時間 

18:30~19:00 小隊時間 18:30~19:00 小隊時間 

19:00~20:00 與佛有約 19:00~20:00 與佛有約 

20:00~21:00 規則教學 20:00~21:00 影片欣賞 

21:00~22:00 盥洗時間 21:00~22:00 盥洗時間 

22:00~ 晚安曲 22:00~ 晚安曲 

十六、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交通須由個人自理。 

2. 報名費內含活動期間餐費、場地水電費、講義費、保險費、鐘點費、紀念 T

恤（1 件）、纏帶等，經費不足之處，由本會另行籌措。 

3. 本活動採統一作息，一律住宿營區，並全程吃素（禁止攜帶零食），同時活

動期間將全程於佛寺中舉行，如有宗教信仰上之疑慮或無法全程吃素者，請

勿報名參加。 

4. 參加學員須自備睡袋，並禁止攜帶 3C 產品及各類遊戲器材。 

5. 如於營隊期間有以下情事者，本會得直接取消學員參加之資格，並請家長接

回： 

 學員因故須提前離營者（含重感冒、傳染病或身體不適者）。 

 學習態度不佳，並屢勸不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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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教練、師長及其他學員有不禮貌之行為，並屢勸不聽者。 

 於營隊期間違反本會及道場各項規定，情節重大或屢勸不聽者。 

 所有違法及違反校規之不當行為。（如有違法之行為時，本會將報請相關

單位依法處理；如有違反校規之不當行為時，本會將報請學校依校規處理） 

6. 於完成報名費之繳交後，如於 7/2 活動 T 恤完成訂製前告知本會因故取消參

加者，所繳款項於扣除已支付相關費用後將退還餘款；如於 7/2 活動 T 恤完

成訂製後因故取消參加者，或於營隊期間因故須提前離營者，將不予退款（未

到營者，手冊、Ｔ恤及纏帶等物品將另行寄出）。 

7.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

關用途使用。 

十七、預期效益： 

1. 藉由本次三天的營隊，除協助提升參加學員手足球技巧外，並從中學習團體

合作、生活常規及學佛行儀，藉此幫助學員能在身心靈上都能有同步的成長。 

2. 提供今年度入選青少年代表隊之選手，有個擔任助教發揮所長的機會，除透

過教學相長以發掘自身所不足之處，進而使自身的技巧能更為提升，同時透

過服務回饋的過程，幫助部分學習成就低落的孩子，能從中獲得另一種自信

與成就。 

3. 期望透過本次營隊的舉辦，藉由國內頂尖選手的指導，以及今年度青少年代

表隊的經驗分享與協助，能帶動起國內手足球運動的發展，培育出更多頂尖

的青少年選手，並藉此提升國內青少年手足球整體的實力，為未來挑戰手足

球世界盃做好準備。 

十八、去年活動成果：（詳細成果照片網址：https://goo.gl/OieUfl） 

2017 手足球未來之星夏令營-活動照片 

   

小隊時間 教練操作示範 小教練協助進行個別技巧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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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帶動進行暖身操 小隊測驗過關後的歡呼 學員一同參與寺中晚課 

  
 

影片欣賞-佛學小故事 頒獎 結訓典禮後大合影 
十九、 

二十、預估費用： 

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器材運費 2 2,000 4,000 球桌、螢幕、錄影器材 

教練及講師交通費 4(人)*2 900 7,200 含工作人員（中北部） 

球桌租金 8 1,000 8,000 租借 8 張球桌 

講師鐘點費 2 800 1,600 邀請外聘講師 

教練鐘點費 12 500 6,000  

伙食費-工作人員 12(人)*5(天) 130 7,800 伙食費 

伙食費-學員+教練 

26(人) 100 2,600 第一天（中晚） 

26(人) 130 3,380 第二天（早中晚） 

26(人) 80 2,080 第三天（早中） 

點心 38(人)*3(天) 20 2,280  

水電費 5 1,000 5,000  

印刷-工作人員手冊 14 35 490  

印刷-學員手冊 24 30 720  

感謝狀、獎狀   600  

活動 T 恤 36 350 12,600 含設計費 

纏帶 24 60 1,440  

獎牌 24 50 1,200 手足球競賽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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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獎品   1,000  

保險費-工作人員 12 131 1,572  

保險費-學員+教練 24 82 1,968  

雜支   2,500 郵資、雜項支出 

總計 74,030  

二十一、報名費收入估算： 

身份 報名 人數 費用 小計 

一般學生 
早鳥 6 2,000 12,000 

非早鳥 6 2,500 15,000 

育幼院及中低收入戶 
早鳥 7 500 3,500 

非早鳥 5 800 4,000 

總計 34,500 

二十二、預估募款金額： 

預估收支概算表 

預估支出 74,030 

預估收入 34,500 

所需募款金額 39,530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