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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體育交流活動係緣起於 FC 歧阜職業足球隊自 2009 年在臺灣透過幼童的足球

活動進行國際交流，並在 2011 年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締結交流發展協定。況且，

2012 年 FC 歧阜 TOP TEAM 因舉辦露營活動進而拉近與臺中市足球體育之密切關係。

因此，臺中市繼棒球、籃球達到五級發展後，今年的目標是要建立足球從國小到社會

組五級球隊，並成立臺中職業足球隊。所以由蔡副市長炳坤於 7 月 14 日率團至日本岐

阜縣互訪交流，希望能吸取日本經營職業球隊的經驗。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廖主任委員松柏指出，為提升臺中市足球運動必須借

鏡參考國外成功經驗，而在胡市長宣示打造臺中市體育運動多元發展風氣，希望發展

全國首支職業足球隊，讓臺中市的足球球員有生涯發展的前景，也帶動國內較為冷門

足球運動風氣。而日本岐阜縣 FC 足球職業隊邀請臺中市府團隊及足球委員會共 8 名，

進行為期 4 天(7 月 14 至 17 日)的體育交流訪問，受到該職業球隊俱樂部隆重熱烈的歡

迎和接待。回國後，7 月 18 日由日本岐阜縣 FC 足球職業隊今西社長特別率團來臺，

於全國大飯店舉行發表「推動臺中足球職業化」的演說，希望在臺日商共同支持臺中

市足球運動發展。 

此行除受邀參訪進行體育交流活動中，蔡副市長炳坤代表接受日本岐阜足球副總

裁歡迎茶會中特別提到「2012 年把臺中歧阜足球訂為元年，元年的意思是我們全面發

展的一年，好好把歧阜的經驗能夠帶回臺中讓我們臺中繼棒球、籃球之後第三個能夠

成為五級球隊的一個項目就是足球」。藉由此次參訪交流以彰顯臺中市對於足球體育活

動的重視，並促進未來日本與臺中足球體育國際交流的新契機。 

    經日本岐阜縣 FC 足球職業隊俱樂部雙方聯繫確認參訪行程，包含了參訪日本岐

阜足球隊經營足球場館及足球職業隊比賽、西北運動公園，及各級訓練比賽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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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營球隊及教練、選手有計畫性培養目標有更深入的瞭解，對本市推動足球運動

有莫大的助益。 

 

貳、參訪行程 

2012 年拜會日本岐阜縣政府及參訪觀摩職業足球俱樂部活動行程表 

日期時間 行程 備註 

第一天 

7 月 14 日(星期六) 

08：30~12：10 

13：00~17：00 

06：30~09：00 

❍ 由桃園國際機場起飛 

搭乘長榮航空 BR2132 班機 

下午 12 點 10 分抵達關西機場 

❍ 搭乘岐阜 FC 專車前往下榻飯店(岐

阜都飯店) 

❍ 歡迎餐會 

 

第二天 

7 月 15 日(星期日) 

09：30~13：00 
❍ 參觀西北運動公園(足球練習及比 

   賽場地設施)  

 16：00~09：30 ❍ 參觀岐阜 FC 與富山隊比賽  

第三天 

7 月 16 日(星期一) 

10：00~12：00 ❍ 岐阜市歷史博物館  

13：00~18：45 

❍ 參觀織田信長公居館發掘地 

❍ 參訪金華山及岐阜城 

❍ 搭乘鵜飼觀覽船  

 

第四天 

7 月 17 日(星期二) 

   07：30~15：10 

❍ 下午 1 點 10 分在關西機場出境 

搭乘長榮航空 BR2131 班機返抵桃 

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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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成員名單 

2012 年拜會日本岐阜縣政府及參訪觀摩職業足球俱樂部活動團員名單(計 10 名) 

職稱 姓名 服 務 現 職 出 國 任 務 備註 

團長 蔡炳坤 臺中市政府副市長 
帶領團隊赴日、接受岐阜 FC 接

待及媒體專訪、督導參訪活動 
 

領隊 賴清標 臺中市教育局局長 
協助各項行政作業、觀摩岐阜

FC 體育場館建設 
 

秘書 張金釵 
臺中市政府副市長室 

參事 
協助各項行政作業、行程確認  

副團長 廖松柏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 

委員會理事長 
協助參訪各項活動進行  

顧問 林洪銘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 

委員會總幹事 
協助參訪各項活動進行  

顧問 陳三奇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 

委員會委員 
協助參訪各項活動進行  

顧問 趙榮瑞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 

委員會副主委 
協助參訪各項活動進行  

執行祕書 林琩祐 臺中市體育處處長 
負責行程聯繫、活動安排及紀

錄等各項事宜 
 

隨行記者 古欣怡 TBC 群健 TV 記者 
負責參訪活動採訪作業、發佈

新聞稿 
 

隨行記者 張文耀 TBC 群健 TV 攝影師 負責參訪活動採訪攝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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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任務與目的 

此次參訪岐阜 FC 足球職業隊主要任務及目的如下： 

一、瞭解 FC 足球發展過程 

   (一)歷史淵源 

      FC 岐阜（FC 岐阜，FC Gifu） 是位於岐阜縣岐阜市的足球會。在奪得日本足球 

      聯賽季軍後，球會得到升級資格並會在 2008 年的日本職業足球乙級聯賽中作 

      賽。球隊的主色為綠色。 

          球隊於 2001 年創立並於 2007 年升級至日本足球聯賽作賽。在 2007 年賽季， 

      FC 岐阜以第三名的成績獲得升級資格。2007 年 12 月 3 日，日本職業足球聯賽 

      終於承認其升級資格。 

          隊徽的設計是代表岐阜縣。上方的山脈是代表北方的山脈。花是岐阜縣花。  

      綠、藍、紅的三道條紋，代表縣內的木曾三川。至於貌似頭盔的圖像是代表德 

      川家在關原之戰取得勝利。 

 

                                   

 

 

 

 

 

 

                 隊徽                                 隊衣  

 

   (二)場地設施 

          岐阜紀念中心長良川競技場位於日本岐阜縣岐阜市長良福光大野，1991 年 

      啟用，2009 年重修，業主岐阜縣政府，營運單位為岐阜縣體育事務振興事業團， 

      容納人數 31,000 人， 總面積約 20,867 平方公尺，鋪設了全天候行樹脂，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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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然草皮上。另跑道長 - 400m、 直線跑道 - 150m、 障礙賽 - 3000m、 足 

      球場地 - 105m×68m、 橄欖球場地 - 100m×68m、 陸上曲棍球場地 - 91.4m× 

      54.9m、 附設體育場（JAAF 公認第五級體育場）- 總面積 13,925 平方公尺，夜 

      間比賽設備完備。 

                                  

 

 

 

 

                                     

 

 

 

 

 

 

 

 

 

 

 

    以上設施是屬多功能競技球場，提供各種不同賽事需求，並能充分運用資源，促

進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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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FC 人才培育計畫 

      日本岐阜足球職業隊俱樂部，非常重視基層足球人才的培育，因此在歧阜市西 

   北部運動公園，設有比賽及訓練場地，歧阜 FC 藉由這些場地舉辦歧阜市少年足球 

   團、中學足球團之比賽，從中選拔優秀選手，做為未來培育種子。同時也辦理交流 

   活動，邀請各級球隊、家長及眷屬共同參加，活動過程有歧阜 FC 職業明星現場指 

   導足球技巧、教練講習、簽名會、抽獎券、歧阜大學舞蹈表演等精彩活動項目。因 

   此，歧阜 FC 是與社區、社會是融為一體，而人才的培育是從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一直培養至職業球員，所以在心理素質及技能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三)球團經營模式 

      支持一支球隊的發展是長期尋找資源及政策長期扶持才行，在日本一支球隊發 

   展一年約需一億臺幣經費，而歧阜 FC 是採政府補助百分之三十、主力企業贊助贊 

   助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由其他企業一起贊助，剩下百分之十開放民眾認養股份 

   。因此，造成全民關心足球的發展，全民參與足球營運，避免單一企業的財務風險， 

   也強化全民對足球運動的熱情。 

 

二、推動歧阜 FC 與臺中市交流合作關係 

      臺中市積極發展成臺灣第一個五級足球之城市，希望能與歧阜 FC 簽訂臺灣、 

    歧阜 FC 足球元年相互交流協定，提供未來彼此交流比賽或異地訓練的平臺，而 

    歧阜 FC 足球隊也於 8 月 7、8、9 日率隊拜訪本市，並共同舉辦中日青、少年足球 

    邀請賽，希望藉由體育交流促進本市足球成為臺灣足球發展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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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過程 

一、第一天  7 月 14 日 (星期六) 

    當天由桃園機場起飛搭乘長榮航空 BR2132 班機，於下午 12 時 10 分抵達日本關西

機場並搭岐阜縣 FC 專車前往下榻飯店（岐阜都飯店），在經由日本職業足球代表的介

紹及安排下，於 18 時 30 分參加『歡迎晚會』。晚會中參加的人員包含華僑與日本體育

界等重要人士，包括日本企業界、市議員、臺商及 FC 總裁與董事等約有 25 位的代表

參與本次晚會。 

會中足球 FC 總裁相當歡迎蔡副市長的蒞臨並提到希望能藉由日本 FC 職業足球的

經驗來幫助臺中市職業足球的發展，發言中亦提到非常感謝日本各界人士對足球運動

的支持及協助並期望藉由此次與日本 FC 職業足球的交流與發展來幫助臺中市讓臺中

市足球逐步邁向職業化與國際化。 

另外，日本足球副總裁服部順一於致詞中表示，臺中市與日本岐阜縣在民間文化

體育等之交流下，能促進雙方之發展及交流並拉近中日關係，日本亦相當樂意協助臺

中市發展職業足球的發展並樂意提供所有資料及訊息以提升臺中市職業足球之實力。 

    而本市蔡副市長於晚會中表示，相信經本次交流得以幫助臺中市五級成長，藉由

參觀日本長川競技場及現場了解其經營方式後，截取長川競技場經營、管理及相關經

驗模式一定能提供臺中市作為參考及依據，作為爾後中日的合作，讓臺中市與日本岐

阜縣的足球交流更為密切進而提升彼此技術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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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岐阜足球元年歡迎晚會 

 

 

第二天   7 月 15 日(星期日) 

早上 9 時 30 分參觀日本北西部運動公園，恰巧碰到日本岐阜縣 FC 足球和少年足

球隊正在練習，該場地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寬廣的草皮，且場地及周邊設施

（含晚間照明等設備）的維護是相當完善，均讓人感到很乾淨很舒服。另外，設置簡

易的盥洗浴室設備、水源回收再利用及排水設施亦相當完善，也許是因為如此，吸引

了許多日本民眾攜家帶眷前往參觀或為小孩加油，現場氣氛高亢。 

停留片刻後，比賽剛好開始，比賽中，我們發現除了比賽現況外，場邊觀眾及家

長均以熱烈的掌聲及呼喊來支持選手，感覺上很溫馨。在休息區，我們亦發現在旁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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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孩子家長幾乎是全程陪同並為選手加油打氣，讓足球比賽不只是一場比賽而已，而

是家庭與家庭間的交流，也是親子同樂時間，充滿溫馨快樂，也看到家長非常願意花

費時間參與小孩在少年及青少年階段各種運動競賽，這個畫面讓人感動與臺灣現況是

有明顯不同。 

                                  

 

 

 

 

 

  

 

 

 

 

  

 

 

 

 

                       日本北西部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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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莫下午四點，徒步到長川競技場時看見場外正有「臺灣之夜」戶外展覽活動，

整個會場 FC 職業足球集團善用媒體行銷並配合主題「臺灣之夜」，並配合音樂會、表

演(臺灣美食、特產)，讓日本民眾深深感覺到「臺灣之夜」氛圍，現場日本民眾亦告

訴我們這場非常具有「臺灣味」。另外，FC 於場館外所設置之美食區、FC 球隊商品琳

瑯滿目，且有舞龍舞獅，民眾進入場館時熱鬧媲美嘉年華會一般盛況。況且本次比賽

提供現場民眾優厚摸彩獎品，包括：(1)暢遊臺灣一週旅行數名。(2)長榮航空免費機票

數名。(3)中華航空免費機票數名。(4)Canon 數位相機/蘋果 i-pod/墊子熱水壺各 3 名。

因此，FC 歧阜隊在比賽前已充分宣傳行銷臺灣與日本兩國的觀光和文化、體育交流。 

    比賽前之活動流程，營運部長宮城亮先生不斷與我們確認各個階段步驟、需要多

少時間、人員進出管制，及如何讓活動節奏達到精簡順暢，一再沙盤演練，這是值得

效仿及參考。比賽開始時先舉行祥獅獻瑞、中國武術表演，再由本市蔡副市長致詞：「臺

灣與 FC 歧阜之間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關聯，但是因為足球而相識。臺灣想要成立職

業足球隊，臺灣足球協會亦期待成立職業足球聯盟之夢想與來自日本的地方城市，進

出世界為目標的 FC 歧阜結緣。FC 歧阜以「孩子的夢」為目標與臺灣透過體育的國際

交流和孩童們進行交流而感到高興。另外， J2 職業足球的 FC 歧阜隊比賽會第一次出

現在臺中市的電視臺，非常感謝日本 FC 職業足球隊協助及支持臺中市職業足球的發

展，並由此次交流經驗促進臺中市五級足球發展，而今年定名臺中岐阜足球元年，逐

步推動各項足球運動交流，也為這場定名為「臺灣之夜」職業足球比賽」，為比賽揭開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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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良川競技場之「臺灣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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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7 月 16 日(星期一) 

    「歧阜公園」位於歧阜市的市中心，被金華山大自然所圍繞著，這個公園裡有歷

史博物館、美術館、昆蟲館…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這裡有相關「織田信長」的一些相

關歷史資料。而進入參觀歧阜市歷史博物館，由黑田館長導覽介紹，說明歧阜城發展

淵源，這裡就是他的岳父「齊藤道三」的發源地（1549 年重修城），他把女兒濃姬嫁

給「織田信長」後，慧眼識英雄非常欣賞這位女婿，而決定把這座「稻葉山城」（即歧

阜城）給女婿，可是卻被「齊藤龍興」霸佔，織田信長只好從尾張出兵攻下此城。因

得天獨厚的天然地理位置，「織田信長」來到這裡後，就決定把歧阜城這裡作為統一全

日本的基地。 

    歧阜城位於「歧阜公園」的後山，從公園這裡搭金華山纜車上去，再步行約 10 分

就可到達歧阜城的天守閣，但短短的路程都是石階的陡坡小山徑。爬上天守閣往山下

一望非常壯觀，可見整個歧阜市據說遠眺可看到名古屋，向下望清晰可見那條清澈的

長良川（美濃溪）。據說日本戰國時代，在全日本的城很少能像這座歧阜城，高高聳立

在山上而坐擁市中心，但此城在 1910 年燒燬，後來在 1956 年重建就是現在看到的天

守閣。 

    另外野觀賞長良川水上傳統活動「鵜飼」，目前在每年的 5 月到 10 月間，有項一

保存了 1300 年的傳統活動，就是搭乘船去觀賞鵜匠捕捉『鵜』，據說是鵜會捕捉魚吃

進去後，鵜匠再擠壓鵜的喉頭把魚擠出來（聽起來好殘忍），而鵜匠是世襲制，當年織

田信長特別重視這項傳統，而賦予鵜匠年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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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歧阜市歷史博物館 

  

 

 

 

 

                      

 

 

 

 

                          參訪織田信長歧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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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覽傳統文化鵜飼船 

 

 

第四天   7 月 17 日(星期二) 

    今天行程除了略為參觀當地的特產購物中心外，隨即搭乘巴士前往機場。抵達機

場時，每位團員都離情依依，揮手道別後搭乘下午 1 點 10 分關西機場出境，搭乘長榮

航空 BR2131 班機抵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下午 5 時 10 分復興航空 GE705G 班機返臺，

結束這些天收獲滿滿的日本岐阜縣參訪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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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日本足球職業隊蓬勃發展 

 1.企業界投入方面 

(1)企業贊助 

        企業要能嗅出世界的主流運動並適時投入資金方能得到報酬，而日本企業 

    界是團體合作，全民運動方式參與。相較臺灣足球運動項目發展方面可說是如同 

    「一片黃土」，但是，相信只要經過適當的開發和經營，其所帶來的產值則是無可 

    限量的。開發的眼光不能太短視，企業贊助應是長遠的、有目的的、有計畫的， 

    藉由民間的協會或委員會和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致力於各階層甚至是國家代表

隊的長期的培訓。因此，必須要做長期的規劃，從培育五級制(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職業隊)球員方式，才能訓練出一支真正的職業球隊，臺灣的足球方能站上 

    國際舞臺。 

  (2)球隊經營方式改變 

        FC 歧阜隊由民眾認股方式經營，因此該隊發展都受到全民的關心，惟有透 

過民眾的關心才能拉近與球隊的情感、向心力。若由單一企業獨資經營，也會因 

球隊戰績及政策等大環境影響，導致民眾熱情消退而無法經營下去。 

2.政府支持方面 

 (1)政府需催生成立臺灣足球聯盟 

並從小學開始培養，國中、高中、大學等有計畫性政策支持，並結合企業界

資源，逐漸發展足球職業化。 

  (2)球員、球迷與裁判素質要全面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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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比賽，一定是觀眾、球員本身，然後就是裁判，這三方面都齊備的 

話，這個運動一定會蓬勃發展，如果希望球隊的實力好，一定要培養出好的優秀 

教練，有優秀的教練就可以訓練出優秀的選手，再加上好的比賽，自然就可以提 

昇球隊的實力，因此，這也是政府必須投入足球教育及傳達足球理念訓練課程。 

故要有一套完整的養成計畫，並且投入大量的金錢、人力，作長期的訓練，才有 

可能圓夢。 

3.家庭的支持方面 

 目前日本高中幾乎都有組足球隊，其每年舉辦的全國高中足球總決賽，聲勢幾 

 乎凌駕甲子園棒球賽。在 7 月 15 日參觀北西部運動公園時，看到許多家長在這週 

末假期都犧牲自己和家庭來陪伴孩子來這裡運動，並且還看到國中、高中生正在進 

 行比賽，比賽現場看到幾乎每個家長、家庭都是攜家帶眷參與，正反映出日本足球 

 的年輕文化和重視程度。一名全程陪小孩參賽的日籍媽媽就表示，在日本，不少上 

 班族的父母例假日都會帶小孩到戶外踢足球，增加親子關係，許多足球訓練營或私 

 人俱樂部紛紛成立，繳費學踢球的情形相當普遍，尤其職足聯盟成立後，日本踢足 

 球的小孩遠超過打棒球。  

4.偶像化包裝 吸引年輕族群方面 

發展策略採「鄉村包圍」城市，過去我國職棒大本營都在主要都會區，但日本 

 足球除了幾個大都會外，許多都在地區型的城市，足球球場座位容量不會太大，很 

 多都不到一萬人，但密切結合小城市人民的感情，並博取地區廠商的贊助。 

大都會的球隊聚集較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明星，並且積極和棒球競爭市場，由於 

 足球的動感和快節奏，受到年輕人喜愛，加上球員造型「偶像化」和特殊風格，比 

 棒球員戴球帽、手套、拿棒子，更能直接面對球迷，貼近年輕球迷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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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C 執行策略有下列特色： 

(1)媒體行銷部分 

  在 7 月 14 日抵達岐阜縣時，即看到街道插滿了「臺灣之夜」宣傳海報、旗 

幟等，這是對到訪賓客的尊重，也是吸引當地民眾及同胞注意，並在當地電視新聞 

全力放送，所以平均每次入場人數約 4,500 人，當天暴增約 6,356 人，票房打破幾 

個月來紀錄，可見包裝行銷重要性。 

(2)現場表演活動部分 

 FC 於場館外設置美食區、音樂會，FC 球隊商品及臺灣之夜佈景，其中有華 

僑學校舞龍舞獅團表演，最重要是臺中市政府訪問團造訪，以及美食區遇到華僑

閒話家常，讓當天活動更顯得有意義及臺灣味。 

  至於場館內於比賽前舉行祥獅獻瑞、中國武術表演，並由蔡副市長炳坤致詞 

並為這場定名為「臺灣之夜」職業足球比賽，因此符合原宣傳臺灣味。 

   (3)工作態度嚴謹 

  比賽前之活動流程，營運部長宮城亮先生不斷與我們確認各個階段步驟、需 

要多少時間、人員進出管制等，讓活動節奏非常精簡順暢，這是值得效仿及參考。 

 

(二)臺中市足球發展現況與困境 

       市長胡志強對大臺中的體育發展非常用心，臺中市是全國第一個達到棒球五級 

   的城市，五級意指國小、國中、高中、大學與職業球隊。而今年臺中籃球也達到五 

   級，臺中市璞園籃球隊甚至獲得超級籃球聯賽總冠軍，接下來的發展重點是足球。 

1. 足球人口及來源不足 

(1) 國小：計 9 隊，包含協和、黎明、國安、社口、豐田、東寶、烏日、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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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小等。其中協和、黎明、國安實力較好，均有專任教練。 

     (2)國中：計 4 隊，包括黎明、惠文、潭秀、烏日國中等。 

     (3)高中以上：計 2 隊，如惠文高中、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等。 

  2. 場地貧乏 

    本市現有足球場地經常舉辦比賽之場所如下: 

    (1)朝馬足球場：該場地常舉辦足球聯賽及足球夏令營、足球議長盃與市長盃、臺 

中市足球代表隊集訓場地。 

    (2)豐原體育場：日本岐阜縣來臺友誼賽場地、夏令營舉辦場地。 

    (3)豐村國小操場：本市足球比賽場地。 

    (4)臺灣體育大學田徑場：聯賽、臺中市足球代表隊集訓場地、臺體代表隊訓練場 

地。 

      以上僅以辦理足球比賽及聯賽使用，並無正式(標準)場地，因此亟需一座標準 

      足球場地。 

 

 

二、建議 

       大臺中繼棒球、籃球達到五級發展後，今年的目標是要建立足球五級，建立 

   職業足球隊，具體作法： 

1.目標：擴展足球基層運動人口及基地，扎根教育，廣植足球運動人口以提升足球

運動風氣。 

2.政策：配合教育部一校一團隊的想法，落實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練的政策，如此 

一來將可為各校提供優秀的教練、提升足球專業教練素質並讓專業人才永 

續教育下一代。多一位教練即多一支球隊、多一支球隊即增加 10~20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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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人口。 

  3.課程安排：規劃每年定期辦理教師足球研習課程，提升教師對足球運動的了解 

及教學能力，以利足球運動之推展，同時，每學期定期辦理足球活動，提 

供學生參與足球活動的機會。其中各級學校足球聯賽則須持續、規律的舉 

辦，讓選手們能持續的相互磨鍊。尤其是為了廣植足球運動人口，讓小孩 

們將足球視為遊戲的一種，自然而然接觸它、喜愛它，須以遊戲化方式於 

各縣市推動規則簡化、不需大型運動場、人數組成又簡單的五人制足球運 

動，並且辦理社區足球活動，激發社區參與意願，由社區推廣至全國，帶 

動足球運動的發展。  

4.委託臺體大學足球專長學生至各國中小學協助訓練。 

5.足球場地太少且未達標準，須就本市部分學校預定地開發為比賽或訓練場地。 

6.結合企業參與足球運動。 

7.多舉辦定期教練研習，以提升教練素質。 

8.舉辦中日足球邀請賽，以提昇球員的比賽經驗。 

9.鼓勵國小、國中、高中組織足球隊，以提高競技能力。 

10.本市缺乏標準足球場館(至少容納 3 萬名觀眾)，應就閒置學校預定地進行規劃， 

   以利未來職業足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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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2012 臺中歧阜足球元年系列活動 

一、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與日本歧阜縣足球協會交流發展協議締結書簽約儀式  

    及歡迎晚會 

        本次簽約於 8 月 7 日舉行，主要洽訂兩會合作模式，並建立雙方足球運動(選 

    手培訓、教練培訓、行政、管理、行銷等)相互交流之關係。 

 

 

 

 

 

     

 

                        中日足球交流發展簽約儀式 

二、2012 年「臺中-岐阜足球元年」臺中與日本岐阜青年、少年足球邀請賽 

(一)2012 中日文化城盃 U18 青年足球邀請賽 

1.比賽日期：8 月 6 日〜9 日共三天。 

2.比賽地點：臺中市立體育場。 

3.參加球隊： 

(1)臺中巿青年代表隊(惠文高中) 

(2)FC 岐阜 A 隊 

(3)FC 岐阜 B 隊 

 (4)花蓮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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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2012 中日文化城盃 U18 少年足球邀請賽 

1.比賽日期：8 月 6 日至 9 日共三天。 

2.比賽地點：臺中市立體育場。 

3.參加球隊： 

 (1)臺中巿少年代表隊(藍)(黎明、國安、協和等聯隊) 

(2)岐阜縣 A 隊 

(3)岐阜縣 B 隊 

(4)臺中市少年代表隊(白)(黎明、國安、協和等聯隊) 

  

 

 

 

 

 

 

 

 

 

 

 

 

                  臺中與日本岐阜青年、少年足球邀請賽 



                                                                              

                                                                             24   

(三)臺中市 U-12 赴日本歧阜參加 U-12 足球比賽 

1.比賽日期： 8 月 23 日至 26 日共 4 天。 

2.比賽地點：日本岐阜縣。 

  

 

 

 

 

  

 

 

 

 

 

  

 

 

 

 

               赴日本歧阜參加 U-12 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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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臺中市為延續與日本岐阜縣締結姐妹市，促進國際體育交流，帶動蓬勃足球 

     運動風氣，更積極厚植足球基本技巧，俾將臺中市足球實力一步步提升與國際水 

 準接軌，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趙榮瑞副主委與日本 J 聯盟 FC 岐阜職業足 

 球隊副總裁，曾在就讀國立東京學藝教育大學時期的學長弟之間的關係，由於這 

 層關係，讓臺體大足球隊每年都會到名古屋.岐阜集訓。年初 FC 岐阜職業足球隊 

 突破萬難，決定到臺中春訓，也是首次有國內日本職業足球隊選擇在臺灣春訓， 

 在日本足壇及岐阜縣造成極大迴響，更進一步增進中日兩國彼此之間的關係。 

     經由本次 7 月 14 至 17 日造訪歧阜縣並選擇一場與富山之戰定為臺灣之夜， 

以足球為契機行銷臺灣，而岐阜更想幫助臺灣的足球發展，所以，在 7 月 18 日 

FC 岐阜社長金西和男更邀集 55 家所有在臺中的日資企業在全國大飯店開會演 

講，主題是談「推動臺中足球職業化，即如何出資幫助臺中成立一支職業隊」， 

而蔡副市長亦到場致意並贈送臺日國旗徽章。因此，臺中市與日本岐阜 FC 交流 

合作基礎下，更需要有政策、目標逐步實現成立臺灣第一支職業足球隊，是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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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日本台灣新聞報導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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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本 FC 歧阜臺灣之夜宣傳廣告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