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111年度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 

實施計畫（沙灘排球） 

一、依據：(一)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10月 18日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37817號函辦理。 

二、目的：為提昇我國青年、青少年沙灘排球實力及水準，實施沙灘排球優秀選手培訓，積極奪取國 

          際賽事佳績並以奪牌為目標。 

三、遴選依據及經過 

    (一)選手遴選條件 

       1、原有之 110年優秀及具潛力選手。 

       2、111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沙灘排球錦標賽選拔之優秀儲訓選手。 

    (二)選手遴選方式(男女生各遴選 16名選手培訓；計 32名) 

       1、於上列條件中由本會選訓小組依選手之基本條件（身高、體重）、體能狀況（敏捷度、速 

          度、彈跳能力「單手指高、雙手指高」等）、個人位置技術全面性（舉球、中間手、主攻 

          手）及選手之將來性考量之。 

       2、女子隊選手身高條件以 172公分；男子隊選手身高條件以 185公分為原則，但技術體能及 

          精神面優異者不受此限。 

       3、於上述條件選手中給予培訓，於 2至 12月展開集中與隔周(每周六、日)訓練，期培訓期程 

          將依國際賽事辦理日期調整。 

    (三)教練團(男、女隊各設教練 2人、體能教練 1人、防護員 1人；計 6名) 

        1、教練遴選條件 

           (1)總教練需具備國家 A級教練資格五年以上。 

           (2)教練需具備國家 B級教練資格二年以上，年齡 35歲（含）以內。 

           (3)教練需指導球隊參加本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沙灘），且獲得前四名者，或由本會於集 

             訓展開前經遴選出之教練。 

           (4)現仍從事排球訓練工作者（專任、兼任）。 

        2、教練遴選方式 

         由本會沙灘排球推動委員會遴選具國家級教練資格之執行教練、助理教練或訓練員並經選 

         訓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提送教育部體育署聘任之。 



四、訓練計畫 

    (一)總目標：(1)第 4屆亞洲 U19沙灘排球錦標賽：111年 6-7月(暫定)，泰國 (取得前 4名) 

               (2)第六屆三亞亞洲沙灘運動會：中國．三亞 (取得佳績) 

                  取得上述名次將可代表亞洲區隊伍參加世界(青年)沙灘排球錦標賽。 

        2022年如仍因新冠肺炎疫情情影響國際賽會辦理迫使延後或停止，則培訓重點放於培育新生 

        代運動選手，訓練重點著重於團隊精神、球員基本動作及場上判斷力應變處理等，並以循序 

        漸進接班國家代表隊。 

        編派一名體能教練，現階段選手對於自身體能與傷後復建等資訊皆仰賴教練教導，其選手對 

        於自身體能與身心調整並未有專業人員協助教導，望透過專業體能教練指導進而提升運動表       

        現。(心→體能→力量→技術→運動成績) 

    (二)階段目標 

        1、2022年 2月針對選手之ㄧ般體能、專項體能、專項個別技術等調整，待 111學年度全國 

           中等學校沙灘排球錦標賽擇優汰劣，訓練著重於體能耐力並加強腿部移動靈敏速度。 

     (三)培訓日期：  

        第一、三階段實施(集中訓練每周星期六、日，共計 72天) 

        第一階段自 2022年 2月 7日起至 2022年 6月 30日，共計 38天。 

        第三階段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共計 34天。 

        分區訓練(各母隊)：晨間 06:00至 07:00；下午 14:30至 17:30。 

        集中訓練(每周星期六、日)：晨間 06:00至 07:00；上午 09:00至 11:00；下午 15:30至 18:00 

        第二階段實施(集中訓練)： 

        自 2022年 7月 1日至 8月 29日，共計 59天。 

        集中訓練：晨間 06:00至 07:00；上午 09:00至 11:00；下午 14:30至 17:30，每週實施 2 

                  至 3次夜間課業輔導。 

        訓練內容：體能耐力及腿部移動靈敏數度。 

        培訓階段將視國際賽事辦理調整集中訓練期程，其期程以開賽日期往前推算2個月為集中訓練 

        期程。 

        2022年 1月 30日至 2月 6日春節連假，2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上課開始日。 

        2022年 7月 1日 暑假開始，2022年 8月 30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上課開始日。 

 



五、訓練內容： 

      一、精神訓練及心理輔導：邀請專家學者作精神講話，以鼓舞激發教練、選手之學習態度與  

          精神增進責任心與榮譽感。 

      二、體能訓練：以間歇訓練及循環訓練實施技術性體能及重量訓練。 

      三、技術訓練： 

       (一) 個人基本技術訓練。 

       (二) 小組的連結技術訓練。 

       (三) 二人整隊的綜合技術訓練(隊型與戰術之訓練)。 

       (四) 個人及團隊的特殊性技術及戰術訓練。 

六、訓練實施要點：由教練擬訂之 

七、督導考核： 

    (一)本計畫選訓小組：由本會沙灘排球推動委員會組成選訓委員，協助並輔導其訓練工作。 

    (二)於集訓期間將遴派本會選訓委員及教育部體育署督訓委員等不定期督導，考核訓練狀況。 

    (三)定期實施各階段體能、技術測驗及生化檢驗並詳作各項紀錄，追蹤暸解選手之優缺點。 

    (四)培訓選手每培訓階段或過程中表現不良者(學習態度、服從性、紀律等)，經教練團或選訓委 

       員提報後，予以懲處或淘汰。 

    (五)培訓過程中教練團成員如有不適任者，經本計畫選訓委員或權責人員提報者予以解聘，另 

       由本計畫選訓委員於各項盃賽中（全國中等學校沙灘排球錦標賽及全國沙灘排球錦標賽）遴選

補強之。 

八、經費預算：詳如附件 

九、本辦法經本會沙灘排球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體育署核備，修正時亦同。 

 



比賽地點
實際執行經費分配計畫經費

體育署補助
次序 類別 序號 日期 比賽名稱

單項總計 合計 本會自籌 備註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1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經費總表   【金額新臺幣元】

國內集訓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

室內排球U20男子培訓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1,719,8001  8,206,200 1  1,719,800  -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

室內排球U20女子培訓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
中學

 1,719,8002  1,719,800  -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

室內排球U18男子培訓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
中學

 1,688,7003  1,688,700  -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

室內排球U18女子培訓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
中學

 1,688,7004  1,688,700  -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

沙灘排球U19男女培訓 高雄市鳳山區公五
沙灘排球場

 1,389,2005  1,389,200  -

國內移地訓練
111年7月11日
至111年7月17

室內排球U20男子培訓
移地訓練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67,4506  433,960 2  67,450  -

111年6月4日
至111年6月10

室內排球U20女子培訓
移地訓練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47,9507  47,950  -

111年7月12日
至111年7月18

室內排球U18男子培訓
移地訓練

台灣電力公司大寮
訓練所

 47,9508  47,950  -

111年5月10日
至111年5月16

室內排球U18女子培訓
移地訓練

台灣電力公司大寮
訓練所

 65,4509  65,450  -

111年8月16日
至111年8月22

沙灘排球U19男女生培
訓移地訓練

澎湖  205,16010  205,160  -

參加國際賽會
111年6月6日
至111年6月13

2022年第14屆亞
洲U18女子排球錦標賽

烏茲別克  1,925,50011  8,254,840 3  1,925,500  -

111年7月4日
至111年7月11

2022年第21屆亞
洲U20女子排球錦標賽

哈薩克  1,853,30012  1,853,300  -

111年8月15日
至111年8月22

2022年第14屆亞
洲U18男子排球錦標賽

伊朗  1,856,30013  1,856,300  -

111年8月22日
至111年8月29

2022年亞洲U20男子排
球錦標賽

巴林  1,856,30014  1,856,300  -

111年6月2日
至111年6月5

第4屆亞洲U19沙灘排
球錦標賽男女生代表
隊

泰國‧黎逸  763,44015  763,440  -

訓練器材採購 消耗性器材  605,00016  605,000 4  60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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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0總計

秘書長： 理事長：填表(經辦)人：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17,500,000  0

第 2 頁 / 共 13 頁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2022/05/02 15:31:41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1年度辦理『國內集訓』活動計畫分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經費預算 備註

【金額新台幣元】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運動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費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1
日

培訓室內排球U20男子培訓  73,500

選手零用金  470,400

教練費  294,000

營養費  48,000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00,000

保險費用  14,5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0

膳宿費  686,000

雜支費用  17,400

課業輔導  6,000

小計  1,719,800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
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運動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費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1
日

培訓室內排球U20女子培訓  73,500

選手零用金  470,400

教練費  294,000

營養費  48,000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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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用  14,5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0

膳宿費  686,000

雜支費用  17,400

課業輔導  6,000

小計  1,719,800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
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運動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費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1
日

培訓室內排球U18男子培訓  72,000

選手零用金  460,800

教練費  288,000

營養費  48,000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00,000

保險費用  14,5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0

膳宿費  672,000

雜支費用  17,400

課業輔導  6,000

小計  1,688,700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
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運動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費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1
日

培訓室內排球U18女子培訓  72,000

選手零用金  4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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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費  288,000

營養費  48,000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00,000

保險費用  14,5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0

膳宿費  672,000

雜支費用  17,400

課業輔導  6,000

小計  1,688,700
高雄市鳳山區公五沙
灘排球場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0人 運動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費

111年2月7日
至111年12月31
日

培訓沙灘排球U19男女培訓  72,000

選手零用金  307,200

教練費  216,000

營養費  48,000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40,000

保險費用  12,0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0

膳宿費  672,000

雜支費用  12,000

小計  1,3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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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8,206,200

填表(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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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1年度辦理『國內移地訓練』活動計畫分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經費預算 備註

【金額新台幣元】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7月11日
至111年7月17
日

國內移
地訓練

室內排球U20男子培訓移地訓練  18,000

場地租借費用  3,000

膳宿費  45,000

雜支費用  1,450

小計  67,450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6月4日
至111年6月10
日

國內移
地訓練

室內排球U20女子培訓移地訓練  18,0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

膳宿費  27,500

雜支費用  1,450

小計  47,950
台灣電力公司大寮訓
練所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7月12日
至111年7月18
日

 國內移
地訓練

室內排球U18男子培訓移地訓練  18,0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

膳宿費  27,500

雜支費用  1,450

小計  47,950
台灣電力公司大寮訓
練所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5月10日
至111年5月16
日

 國內移
地訓練

室內排球U18女子培訓移地訓練  18,000

場地租借費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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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費  45,000

雜支費用  1,450

小計  65,450
澎湖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0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8月16日
至111年8月22
日

國內移
地訓練

沙灘排球U19男女生培訓移地訓練  28,000

交通費(機票款)  44,000

膳宿費  126,000

雜支費用  7,160

小計  205,160

合計  433,960

填表(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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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1年度辦理『參加國際賽會』活動計畫分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經費預算 備註

【金額新台幣元】

烏茲別克 亞洲排球聯合會 1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6月6日
至111年6月13
日

錦標賽2022年第14屆亞洲U18女子排球錦標
賽

 27,000

交通費(機票款)  855,000

證照費用  22,800

保險費用  15,200

服裝費用(裝備)  47,500

膳宿費  364,800 國外膳宿費

膳宿費  380,000 國內膳宿(返台隔離)

核酸檢驗費  167,200

防疫備品  19,000

其他與支援訓
練、參賽相關費
用

 27,000 報名費

小計  1,925,500
哈薩克 亞洲排球聯合會 1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7月4日
至111年7月11
日

錦標賽2022年第21屆亞洲U20女子排球錦標
賽

 27,000

交通費(機票款)  760,000

證照費用  45,600

保險費用  15,200

服裝費用(裝備)  47,500

膳宿費  380,000 國內膳宿(返台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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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費  364,800 國外膳宿費

核酸檢驗費  167,200

防疫備品  19,000

其他與支援訓
練、參賽相關費
用

 27,000 報名費

小計  1,853,300
伊朗  亞洲排球聯合會 1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8月15日
至111年8月22
日

錦標賽2022年第14屆亞洲U18男子排球錦標
賽

 27,000

交通費(機票款)  760,000

交通費(國外當
地)

 3,000

證照費用  45,600

保險費用  15,200

服裝費用(裝備)  47,500

膳宿費  364,800 國外膳宿費

膳宿費  380,000 國內膳宿(返台隔離)

核酸檢驗費  167,200

防疫備品  19,000

其他與支援訓
練、參賽相關費
用

 27,000 報名費

小計  1,856,300
巴林 亞洲排球聯合會 19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8月22日
至111年8月29
日

錦標賽2022年亞洲U20男子排球錦標賽  27,000

交通費(機票款)  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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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國外當
地)

 3,000

證照費用  45,600

保險費用  15,200

服裝費用(裝備)  47,500

膳宿費  364,800 國外膳宿費

膳宿費  380,000 國內膳宿(返台隔離)

核酸檢驗費  167,200

防疫備品  19,000

其他與支援訓
練、參賽相關費
用

 27,000 報名費

小計  1,856,300
泰國‧黎逸 亞洲排球聯合會 12人 交通費(國內交通

費用)
111年6月2日
至111年6月5日

錦標賽第4屆亞洲U19沙灘排球錦標賽男女
生代表隊

 27,000

交通費(機票款)  192,000

交通費(國外當
地)

 3,000

證照費用  14,400

保險費用  5,040

服裝費用(裝備)  30,000

膳宿費  240,000 國內膳宿(返台隔離)

膳宿費  134,400 國外膳宿費

核酸檢驗費  1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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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備品  12,000

小計  763,440

合計  8,254,840

填表(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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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1年度辦理『訓練器材採購』活動計畫分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承)辦單位 性質 預定參加人數 預算科目明細 經費預算 備註

【金額新台幣元】

器材費用(消耗
性)

消耗性器材  605,000 練習球、球車、球袋、運動
傷害防護用品

小計  605,000

合計  605,000

填表(經辦)人： 秘書長： 理事長：

此致

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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