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美国塞班岛“卓越少年”北马俱乐部
国际足球体验夏令营



成长，需要更深刻的培养！这个暑期，安信世纪将携手美国北马里亚纳群
岛足球协会，将为您的孩子倾力打造壹次独特而有趣的海岛&足球1+1 国际
体育夏令营美国塞班岛体验之旅。

乐Fun假期,精彩一夏！我们将邀请来自经亚洲足球联合会认证的美国北马
群岛专业足球教练,在塞班北马足球协会营地为8-17岁的青少年量身打造此次
国际化的足球素质扩展夏令营。

乐Fun假期-美国塞班国际足球训练夏令营
Saipan International Soccer Summer 

Camp

夏令营介绍

不止是精彩，更是一次收获。
“The longest Journey is journey inward”-最长的旅程是内心的旅程



足球Football

浸入式专业足球体验训练,邀请北马足协
亚洲认证教练团队执教，拥有职业联赛履
历及先进的执教理念，中英双语教学无语
言障碍.

足球

海岛

美式

行程亮点：足球&美属海岛1+1收获比你想象更多
Saipan International Soccer training Camp

特色
专业Professional

训练

采取美式精英训练模式，专注质量，
FIFA等级专业足球训练场地安全无忧
国际专业足球教练
乐国际足球友谊赛

美式American DNA

美属海岛美式文化特色体验
踏出国门，拓宽视野，
提升小小球员综合素养，
打造国际化视野
培养从小开始

海岛Islands

环岛观光：塞班风光旖旎
军舰岛：绝美户外拓展基地
学+游双重体验.寓教于乐
精彩无限,尽在美属海岛



塞班国际足球体验夏令营往期精彩回顾

足球学习

足球训练国际足球友谊赛

专业足球指导

户外拓展活动基地



活动特色一
走进北马足球训练营地NMIFA

北马里亚纳群岛足球俱乐部(简称NMIFA)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Football Association 

是北马群岛足球协会认可的官方足球俱乐部，于2006年12月以临
时身份加入东亚足球协会，并于2008年9月被确认为正式会员。

旗下共有9个注册足球俱乐部并以运营超过12年之久，到目前为
止有接近各年龄段1200名会员注册其中。并且每年都会定期与国外
青少年俱乐部组织交流友谊赛。走进营地与俱乐部专业教练亲密接
触,学习，给自己留下一段精彩的回忆。

FIFA代码：NMI



FIFA等级专业营地设施：

北马里亚纳足球青训营设施先进，由FIFA等级
天然草坪球场组成，并为青少年足球训练专门准
更为符合青少年素质的设备。

在保证国际水平的训练同时为孩子们提供更为安
全和专业的训练体验环境。



活动特色二：
与亚洲足球联合会认证专业教练面对面
AFC Pro-Coaching Team

亚洲足球联合会（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是负责管理亚洲区足球事务的体育组织，举办各项国家级
及俱乐部级赛事，包括协助国际足联举行世界杯预选赛及4
年一度的亚洲杯。

AFC-One World One Asia



特色教学：专业教练阵容，AFC亚洲足球联合会认证教练

姓名 性別 级别 Title/Designation at NMIFA

1 Michiteru Mita M 亚足联专业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足球协会技术总监，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2 Luam Khen Koo M 亚足联A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足球协会副技术总监，女足国家队主教练

3 Tang Chi Ming M 亚足联A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国家队教练，守门员教练

4 Lee Wai Wo M 亚足联B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国家队教练

5 Jershwin Angeles M 亚足联B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国家队教练，青训教练

6 Ruselle Zapanta M 亚足联B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足球协会执行总监，技术顾问，助理教练

7 Lalaine Pagarao F 亚足联B级教练 北马里亚纳群岛国家队教练，球队经理

8
Raymond 
Zapanta

M 亚足联C级教练 助理教练球队经理北马里亚纳群岛群岛足球协会青训委员会委员

9 Mae Ito F 亚足联C级教练 助理教练，球队经理，女足项目专员

10 Mikky Vargas F 亚足联C级教练 助理教练，球队经理，管理专员

11 Elizabeth Phan F 亚足联C级教练 助理教练，球队经理，管理专员



活动特色三：

2日足球集中体验营,浸入式足球教学训练
• 热身

无球热身/带球热身 追击游戏/趣味训练

• 技术动作训练

运球练习 传球练习 停球训练 控球训练 射门训练

趣味游戏 罗宾汉与蝙蝠侠（射门） 火警冲锋（传球）

• 比赛日 - 小型抗赛

分组对抗 以赛代练（如塞班迷联赛）

PART 1：基础训练

目标收获：通过趣味练习，激发小小球员兴趣，调动球员的主
观能动性，促进机体发展和大脑发育。



活动特色三：

2日足球集中体验营,浸入式足球教学训练
• 赛前准备

破冰训练/自我介绍 教练考核/趣味联赛

攻防转换练习 区域攻防练习 定位球练习

• 赛前训练

技术与技巧练习 传控练习 综合训练

• 比赛日

赛前会议 / 热身运动 开赛仪式/赛后总结

PART 2：进阶训练

目标收获：针对有足球基础的球员，强化综合能力，战术执行
，进攻防守两端的区域配合及大局观。



活动特色四：
北马里亚纳群岛足球俱乐部-青少年足球对抗赛

足球是世界的语言,足球可以成为小球员们和外籍同学交流的工具、友谊的纽带。小球员们将接受当

地原汁原味的足球训练，并和当地同龄球员进行友谊交流比赛。

活动目标：培养团队协助精神，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快乐

培养体育精神，养成终生运动习惯。

年龄范围： 营地按照学员的年龄共分为4个组别，分别是：6-8岁9-11岁12-15岁16-18岁



定制球衣：参加此项目的小小球员，每人
均可得到一件官方印制Logo,个人署名的
定制球衣一件。

结业证书： 行程结束后，可以得到官方俱
乐部印章认证的结业证书。

活动特色五：
定制球队球衣&官方印章结业证书



活动特色六：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塞班岛军舰岛/环岛观光

塞班岛位于西太平洋,隶属于美国管理,有着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碧海、蓝天、椰子树……岛上风光旖旎、民风淳朴,
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除了美丽的景观,作为二战战场,塞班岛还留有当时美日双方交战的遗址。而
位于塞班西南部的军舰岛则被称为塞班岛的明珠，这里水清沙幼，常年风平浪静，海水透明度极高，而此次的户外拓
展训练基地则选择在这里。同时还会组织环岛观光，让学员了解二战与塞班的故事。



参考行程：MU北京飞塞班(6天&7天) / UO香港直飞塞班(5天/6天)

周二

周六

周六

航班

UO&MU
6D5N

UO
5D4N

MU
7D6N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天

启程
到达

返程
环岛观光

足球比赛
户外拓展

军舰岛
足球训练

自由行

足球比赛

启程
到达

足球训练 足球比賽

足球训练

返程
环岛观光

启程
到达

环岛观光
返程

户外拓展
军舰岛

备注：足球活动不可安排在周末，其他活动日期需临时调整



DAY1

出发地出发直飞塞班

直航直达，飞行时间约
4-5小时即刻到达西太
平洋美属海岛-塞班，开
始壹段精彩的夏令营体
验之旅。

DAY 2 DAY 3

参考日程方案：
UO：5天4晚/6天5晚MU:6天5晚/7天6晚

上午:上午稍作休息，调整
时差。

下午：环岛观光，一睹塞
班美景，打卡塞班必去的
景点。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
晚上：悦泰海鲜餐

全天(每天3小时)：

由专业教练带领，根据学院
年龄分组，进行足球水平测
评，测评后由简练决定训练
内容，包括基础课程及进阶
课程。

[上午:9:00am – 10:30am]
[下午:1:30pm – 3:00pm]

早晨：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1次能量点心
晚上：团餐



DAY4 DAY5 DAY 6&7

全天(每天3小时)：
上午:赛前准备训练。
[上午:9:00am – 10:30am]

下午：国际友谊足球对抗赛。
[下午:1:30pm – 3:00pm]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1次能量点心
晚上：结束晚宴（悦泰第一晚餐秀）

全天:去军舰岛进行户外体能
拓展训练，游泳，沙滩训练
。（含岛上午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军舰岛午餐
晚餐：团餐

备注：
选择5天行程,今日结束返程。

备注：

选择6天行程，今日结束返程
选择7天行程，有一日自由行
活动

返程回国

*MU 航班均延住为晚上22:30
退房



交通：出发地往返塞班机票
住宿：全程住宿及热带风情早餐
接送：全程安排接送服务
餐食：行程所含餐食,结束晚宴
足球：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费用,训练营及友谊赛

费用,FIFA级别场地使用费
活动：北部环岛观光、军舰岛（含岛上午餐）
赠送：结业证书,比赛T-Shirt

1.推动和普及青少年足球运动，让孩子爱上运动。
2.初步形成良好的技战术素养和实战对抗能力
3.培养青少年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4.美属海岛：浸入式深度文化交流互动。
5.特色学习：以海岛为独特学习背景。

一次“微”游学，一次大成长.

行程包含： 体验收获：



招募对象

年龄范围：6-18岁青少年（可家长陪同）
营地按照学员的年龄共分为4个组别，分别是：6-8岁/ 9-11岁/ 12-15岁/ 16-18岁

营地周期：北京直飞塞班 周二出发 6天5晚行程 周六出发7天6晚

香港直飞塞班 周六出发5天4晚行程 周二出发6天5晚

招募人数：10-30人



酒店
2019.4.1-7.8 & 8.25-9.27 2019.7.9-8.24

[6天5晚] 

每周二出发
[7天6晚] 

每周六出发
[6天5晚] 

每周二出发
[7天6晚] 

每周六出发

舒适酒店
含税10199元/人
单房差1500/人

含税10499元/人
单房差1800/人

含税12199元/人
单房差2200/人

含税12599元/人
单房差2500/人

卡诺亚主楼海景
含税11099元/人
单房差2300/人

含税11699元/人
单房差2800/人

含税13499元/人
单房差3600/人

含税14199元/人
单房差4300/人

悦泰酒店山景
含税11599元/人
单房差3400/人

含税12199元/人
单房差4100/人

含税13899元/人
单房差4400/人

含税14699元/人
单房差5200/人

悦泰酒店海景
含税11899元/人
单房差3800/人

含税12499元/人
单房差4600/人

含税14199元/人
单房差4700/人

含税15099元/人
单房差5500/人

MU763 北京-塞班 15：55北京时间 -00：30+1塞班时间 MU764 塞班-北京 01：30塞班时间 -06：00北京时间

行程标准

*行程中包含塞班酒店每晚住宿 6天团5晚；7天团6晚 *北京机场往返塞班岛中文领队及塞班当地中文导游服务
*北京至塞班国际往返机票及塞班机场接送机服务 *足球场地使用费用
*酒店每日早餐6天团4早；7天团5早 *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费用
*安排塞班北部环岛观光游 *赠送足体验营结业证书及团队T-Shirt
*军舰岛（含餐）
*悦泰海鲜自助晚餐1顿
*悦泰酒店第一晚餐秀1顿
*5顿精美特色餐
*2次能量点心

MU 北京直飞塞班 足球体验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