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牌照 Licence: 353471) 自置物業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 2號鴻光商場 1樓 7室 

Address: Rm 7, 1/F, Hung Kwong Bldg, 2 Tung Choi St,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368 5068  ;  電郵 Fax: (852) 2368 5066 

     電郵 E-mail: info@piec.hk  ;  網頁Website: www.piec.hk 
 

香港足球遊學親子 7 天團 

特別說明： 課程期間家長陪同觀看訓練，下午一起遊玩 

第一天 內地-香港 

內地飛香港 

抵達接機，晚餐後送入酒店休息。 

餐食：中式晚餐 

Day 1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二天 港超聯導師訓練項目 

上午 

09:30–10:00 教練球員見面，訓練計畫介紹 

10:00 -12:00 基本足球術語介紹, 熟悉訓練場地設施 

中午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14:00– 15:30 訓練熱身 - 跑場，基本技能訓練顛球，傳球，盤帶等 

15:45 - 17:00 分組訓練，足球遊戲著重訓練傳球，控球，跑位，過人等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茶餐廳   中式晚餐 

Day 2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三天 港超聯導師訓練項目 

Day 3 上午： 

09:30–12:00 講座：香港足球歷史及發展, 中西文化的足球 

 

中午：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14:00–15:30 分組對抗訓練，著重訓練技戰術配合，對抗，跑位，攻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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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等 

15:45 - 17:00 組內小比賽，通過比賽檢驗訓練結果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茶餐廳  晚餐中餐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四天 港超聯導師訓練項目 

上午 

09:30–12:00 講座：職業聯賽和業餘聯賽體制 

中午：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14:00–15:30 分組訓練第二部分，著重演練陣型戰術，比賽準備 

15:45 - 17:00 分成兩隊，沒隊正 11 人正規場地比賽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茶餐廳  晚餐中餐 

Day 4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五天 港超聯導師訓練項目 

上午 

09:30 – 12:00 講座：香足球文化/球迷文化 

中午 

12:00 - 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14:00 - 14:30  比賽熱身 

15:00 - 17:30  與香港同齡球隊比賽（視檔期而定）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茶餐廳  晚餐中餐 

Day 5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六天 港超聯導師訓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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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09:00 - 10:00  訓練總結，評選最佳球員，頒發訓練證書 

10:00 - 12:30  香港旺角波鞋街購物 

中午 

12:00 - 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14:00 –15:30   觀看香港 7 人足球場業餘球隊現場訓練及比賽 

16:00 –18:0    尖沙咀: 天星碼頭, 鐘樓, 維多利亞港, 海港城 

 

晚上： 

18:30 與教練告別晚宴，合影留念（香港中式晚宴）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茶餐廳  晚餐中餐 

Day 6 

住宿：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或同級 (約 4 星) 

第七天 香港—內地 

(早上自由活動, 下午香港國際機場, 下午/晚上返回內地) 

餐食：酒店早餐   中午飛機上 

 

    
注意事項: 

 以上活動及安排僅作參考, 以主辦單位最後安排為準,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本中心網站: www.piec.hk 

 費用包括: 膳食, 住宿費用(2 人 1 雙人房為原則), 行程內的交通接蛓及乘坐港鐵, 行程內的遊覽節目, 參訪費、導師及輔

導員費用, 教室及設備使用費, 講師課酬, 教材費, 證書費用, 本中心行政費用, 團體旅遊意外平安保險, 香港持牌接待社

服務費 

 費用不包括: 證件及簽證費用, 行程以外遊覽費用, 個人消費, 個人保險, 住宿單人房附加費, 機票, 迫不得已所增費用 

 該項目是短期的遊學團, 受香港政府監管(旅行社代理條例第 218 條), 在香港須香港持牌旅行社安排接待, 本中心為香港

持牌旅行社, 香港旅行代理商牌照: 353471, 該遊學團在香港獲得合法合規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