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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儿童”、“青年”、
“爸爸妈妈”及“老人”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聚在一起
大家不论是

乐趣、喜悦、克服痛苦
都能互相支持
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
这样的话语可以自然地说出

每个人的个性与多样性
包容的社会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嬰兒”、“兒童”、“青年”、
“爸爸媽媽”及“老人”

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地聚在一起
大家不論是

樂趣、喜悅、克服痛苦
都能互相支持
在這樣的地方

“謝謝”
這樣的話語可以自然地說出

每個人的個性與多樣性
包容的社會

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



有残疾的人也好，没有的人也好，任何人想要享受运动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从社会的荒谬和缺陷所导致的贫穷、歧视、偏见和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

透过运动来了解、思考及解决这些问题。

透过创造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运动的环境

理解能跳脱国界、人种及宗教来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共创「Football +1」

是Funroots存在的意义及使命。

有殘疾的人也好，沒有的人也好，任何人想要享受運動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從社會的荒謬和缺陷所導致的貧窮、歧視、偏見和環境問題...等社會問題

透過運動來了解、思考及解決這些問題。

透過創造每個人都可以享受運動的環境

理解能跳脫國界、人種及宗教來互相幫助的重要性。

共創「Football +1」

是Funroots存在的意義及使命。



在我们的地球有许多FUN（好玩的事）。

任何事都一样，不好玩的话就无法持续很久。

让我们去冒险并找乐子吧。

散播让人生快乐的种子。

这个标志包含了这样的理念。

在我們的地球有許多FUN（好玩的事）。

任何事都一樣，不好玩的話就無法持續很久。

讓我們去冒險並找樂子吧。

散播讓人生快樂的種子。

這個標誌包含了這樣的理念。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ファンルーツ（Funroots有限公司）

●地址.

总 公 司 〒103-0028 東京都中央区八重洲1-7-4 矢満登ビル6階 電話：03-3272-5761 傳真：03-3272-0812

世田谷分店 〒157-0063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ファンルーツパーク芦花公園 電話：03-6379-8905 傳真：03-6379-8906

西班牙办公室 Av. Barón de Carcer número 24 pta 1 C.P. 46001 Valencia , Spain

●信箱. info@funroots.net ●官方网站. www.funroots.net

●执行长. 平野 淳 ●创立于. 2003年1月1日 ●旅游营业登记序号. 東京都知事登録旅行業第3-7130号

●客戶.

Puma Japan有限公司、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足球协会、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盟、财团法人东京都生涯学习文化财团、公益财团法人东京都足球协会

东京Football Club有限公司、横滨水手有限公司、浦和红钻有限公司、川崎前锋有限公司、湘南比马有限公司

横滨FC有限公司、鹿岛鹿角FC有限公司、Kanzen有限公司、Baseball Manazine社有限公司、学研教育出版有限公司、主妇的友社有限公司

三井不动产Realty、Coca-Cola East Japan有限公司、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学校法人日本体育大学、学校法人关东学院、学校法人城西大学、学校法人立正大学学园

社会福祉法人清香会、学校法人滋庆学园、世界贸易Center Building有限公司、Quaras有限公司、毎日Comnet有限公司、The Royal Netherlands Football Association、其它

●公司名稱. 株式会社ファンルーツ（Funroots有限公司）

●地址.

總 公 司 〒103-0028 東京都中央区八重洲1-7-4 矢満登ビル6階 電話：03-3272-5761 傳真：03-3272-0812

世田谷分店 〒157-0063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電話：03-6379-8905 傳真：03-6379-8906

西班牙辦公室 Av. Barón de Carcer número 24 pta 1 C.P. 46001 Valencia , Spain

●信箱. info@funroots.net ●官方網站. www.funroots.net

●執行長. 平野 淳 ●創立於. 2003年1月1日 ●旅遊營業登記序號. 東京都知事登録旅行業第3-7130号

●客戶.

Puma Japan有限公司、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足球協會、社團法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財團法人東京都生涯學習文化財團、公益財團法人 東京都足球協會

東京Football Club有限公司、橫濱水手有限公司、浦和紅鑽有限公司、川崎前鋒有限公司、湘南比馬有限公司

橫濱FC有限公司、鹿島鹿角FC有限公司、Kanzen有限公司、Baseball Manazine社有限公司、學研教育出版有限公司、主婦的友社有限公司

三井不動產Realty、Coca-Cola East Japan有限公司、大塚製藥有限公司、學校法人日本體育大學、學校法人關東學院、學校法人城西大學、學校法人立正大學學園

社會福祉法人清香會、學校法人滋慶學園、世界貿易Center Building有限公司、Quaras有限公司、毎日Comnet有限公司、The Royal Netherlands Football Association、其它



ACADEMY

●学院范畴

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营队

活动、巡回活动、俱乐部支援

●国际计划范畴

海外球队交流、国际足球大赛

海外教练课程、海外短期留学支援

海外足球俱乐部・足球管理课程（日本）

AAF（All About Football）企划

●商业沟通范畴

俱乐部经营管理、运动设施经营管理

各种运动用品贩售

选手・俱乐部经营管理（肖像权范畴）

●FCC（足球社区的承诺）范畴

社会贡献活动、国际贡献活动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FCC

●學院範疇

足球學校、足球俱樂部、營隊

活動、巡迴活動、俱樂部支援

●國際計劃範疇

海外球隊交流、國際足球大賽

海外教練課程、海外短期留學支援

海外足球俱樂部・足球管理課程（日本）

AAF（All About Football）企劃

●商業溝通範疇

俱樂部經營管理、運動設施經營管理

各種運動用品販售

選手・俱樂部經營管理（肖像權範疇）

●FCC（足球社區的承諾）範疇

社會貢獻活動、國際貢獻活動





2003年6月，在东京世田谷区集结6位儿童所成立的Funroots Academy。如今以足球学校为中心，与俱

乐部・学校・综合型运动俱乐部…等，共同为了儿童创造能快乐地享受运动的环境。在这所学院，以「

Football + 1」 的口号为基础，打着〝EARTH〟的培训概念。这包含着希望在成为足球选手之前，能够

做到身为一个人的大幅度成长的想法。任何事都全力投入的积极性、准确判断情况并行动的自主性，与

伙伴慎重地沟通并互相帮助合作的协调性。透过切身体会这些生活的基本部分，将能透过足球来学习真

正的体育精神，不单只是成为职业足球选手，同时也建构能活跃于各领域的人才的基础。

2003年6月，在東京世田谷區集結6位兒童所成立的Funroots Academy。如今以足球學校為中心，與俱

樂部・學校・綜合型運動俱樂部…等，共同為了兒童創造能快樂地享受運動的環境。在這所學院，以

「Football + 1」 的口號為基礎，打著〝EARTH〟的培訓概念。這包含著希望在成為足球選手之前，能

夠做到身為一個人的大幅度成長的想法。任何事都全力投入的積極性、準確判斷情況並行動的自主性，

與夥伴慎重地溝通並互相幫助合作的協調性。透過切身體會這些生活的基本部分，將能透過足球來學習

真正的體育精神，不單只是成為職業足球選手，同時也建構能活躍於各領域的人才的基礎。



社交计画
各式各样的计画，可以拓展创造力及价值观

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是成长中重要的种子，如果不有趣就无法持续。迷上足球并采取认真态度的同时

，透过各种活动来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态度。除了足球学校和球队，也提供营队，活动…等社交方案

来培养丰富的情感。

全球计画
可以拓展孩子们未来的国际交流、国际经验

社会的全球化正在急遽加速、孩子们将来要面对的是国际社会的广大舞台。透过足球奠定「对异文化

感兴趣」及「国际意义」的基础，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可能性。

社交計畫
各式各樣的計畫，可以拓展創造力及價值觀

孩子們感興趣的事物是成長中重要的種子，如果不有趣就無法持續。迷上足球並採取認真態度的同

時，透過各種活動來養成獨立解決問題的態度。除了足球學校和球隊，也提供營隊，活動…等社交方

案來培養豐富的情感。

全球計畫
可以拓展孩子們未來的國際交流、國際經驗

社會的全球化正在急遽加速、孩子們將來要面對的是國際社會的廣大舞台。透過足球奠定「對異文化

感興趣」及「國際意義」的基礎，以便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可能性。



●足球学校

F-PLUS足球学校

驹泽 , 芦花公园 , 森下

PUMA足球学校

大崎

●足球俱乐部

FC TOREROS

以杉并区为据点的俱乐部队（6-15岁）

●巡回活动

提供幼稚园及国小的参观足球俱乐部...等足球行程

●营队・活动

营队（体验自然的活动）＝长假期营队、一日营队

活动＝ 各种足球活动的规划及运作（包含足球大赛）

●俱乐部顾问

与足球俱乐部及学校俱乐部...等缔结业务关系

●足球學校

F-PLUS足球學校

駒澤 ,  蘆花公園 ,  森下

PUMA足球學校

大崎

●足球俱樂部

FC TOREROS

以杉並區為據點的俱樂部隊（6-15歲）

●巡迴活動

提供幼稚園及國小的參觀足球俱樂部...等足球行程

●營隊・活動

營隊（體驗自然的活動）＝長假期營隊、一日營隊

活動 ＝ 各種足球活動的規劃及運作（包含足球大賽）

●俱樂部顧問

與足球俱樂部及學校俱樂部...等締結業務關係



在Funroots Academy

培养孩子们的「自信」、「思考力」、「沟通力」

「学习足球」不只是「技巧的学习、精进」。真正的足球力量只有在享受足球、沉迷于其中、从各方面接触足球

时才能被培养。在Funroots Academy、我们支持透过「F-PLUS足球学校」、「Puma足球学校」来创造一个让

孩子们沉迷于足球的环境。

在Funroots Academy

培養孩子們的「自信」、「思考力」、「溝通力」

「學習足球」不只是「技巧的學習、精進」。真正的足球力量只有在享受足球、沈迷於其中、從各方面接觸足球
時才能被培養。在Funroots Academy、我們支持透過「F-PLUS足球學校」、「Puma足球學校」來創造一個讓
孩子們沈迷於足球的環境。

会場

Funroots芦花公园（世田谷区）・ Thinkpark Arena（品川区）

驹泽奥林匹克公园综合运动场（世田谷区）・ Foot Square江东森下（江东区）



以Football＋１为口号来行动的足球俱乐部

2009年创立的FC Toreros开始实现Funroots的理念。以东京杉并区为据点，拥有国小一年级

生到国中三年级生。本俱乐部以参加各种协会及联盟主办的大赛为中心，也举办足球活动、社

会贡献活动及国际交流活动…等各式各样的活动。俱乐部的名称Toreros、是西班牙语「斗牛

士」的意思。希望能成为像斗牛士一样勇于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成人。

【名称】 Football Club Toreros（简称： FC Toreros）

【创立】 2009年4月1日

【所属】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足球协会、公益财团法人东京都足球协会

东京都俱乐部青年连盟、杉并区少年足球连盟…等

【首页】www.fctoreros.net

【官方部落格】http://ameblo.jp/fctoreros

以Football＋１為口號來行動的足球俱樂部

2009年創立的FC Toreros開始實現Funroots的理念。以東京杉並區為據點，擁有國小一年級

生到國中三年級生。本俱樂部以參加各種協會及聯盟主辦的大賽為中心，也舉辦足球活動、社

會貢獻活動及國際交流活動…等各式各樣的活動。俱樂部的名稱Toreros、是西班牙語「鬥牛

士」的意思。希望能成為像鬥牛士一樣勇於面對挑戰和困難的成人。

【名稱】 Football Club Toreros（簡稱： FC Toreros）

【創立】 2009年4月1日

【所屬】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足球協會、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足球協會

東京都俱樂部青年連盟、杉並區少年足球連盟…等

【首頁】www.fctoreros.net

【官方部落格】http://ameblo.jp/fctoreros



享受是一切的基石。享受运动是最重要的。透过活动，传达运动的美好、以扩大

通往运动世界的窗口为目的。

从婴儿到成人，无关等级、年龄、性别、国籍…等，在任何时候及任何地点创造

任何人都可以享受足球的机会。透过活动，传播足球的乐趣及魅力。

享受是一切的基石。享受運動是最重要的。透過活動，傳達運動的美好、以擴大

通往運動世界的窗口為目的。

從嬰兒到成人，無關等級、年齡、性別、國籍…等，在任何時候及任何地點創造

任何人都可以享受足球的機會。透過活動，傳播足球的樂趣及魅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JQ943SROI


2010年时举办第一届大赛。从2011年第二届大赛开始、把「足球将世界联系起来」作为锦标赛的口号。

这包含了这样的想法：想要好好珍惜着，透过东日本大震灾发觉到的「人与人的情谊」。

我们每天都在以「Football＋１」为主轴来进行活动。

所谓的+１就是「人与人的情谊」。此后、本赛事不论走得多远，「人与人的情谊」是绝对不可欠缺的主旨。

我们由衷地希望以情谊为第一步，让本赛事成为「从杉并迈向世界！」、 「从东京迈向世界！」、「从日本迈向世界！」的桥梁。

因此我们期待，本赛事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足球大家庭的一员，团结一心，尽全力比赛，留下美好的回忆。

2010年時舉辦第一屆大賽。從2011年第二屆大賽開始、把「足球將世界聯繫起來」作為錦標賽的口號。

這包含了這樣的想法：想要好好珍惜著，透過東日本大震災發覺到的「人與人的情誼」。

我們每天都在以「Football＋１」為主軸來進行活動。

所謂的+１就是「人與人的情誼」。此後、本賽事不論走得多遠，「人與人的情誼」是絕對不可欠缺的主旨。

我們由衷地希望以情誼為第一步，讓本賽事成為「從杉並邁向世界！」、 「從東京邁向世界！」、「從日本邁向世界！」的橋樑。

因此我們期待，本賽事的每一位參與者都能成為足球大家庭的一員，團結一心，盡全力比賽，留下美好的回憶。



帕梅拉斯
川崎前锋
鹿岛鹿角

帕梅拉斯
川崎前锋
大泉学园

马德里竞技
川崎前锋
浦和紅钻
大泉学园

横浜水手
浦和紅钻

横浜水手
川崎前锋
横浜水手

冠軍隊伍 |

柏太阳神
川崎前锋
浦和紅钻

大泉学园

东京绿茵

横浜水手
横浜水手

鹿岛鹿角
横浜水手
府

足柄

湘南比马

柏太陽神
府



Funroots的营队是“玩中学”的地方，创造让孩子们独立自主的契机。对孩子们而言「经由

体验来学习」是重要的事。营队对于在大自然中「边玩边学」、「玩中学」是最适合的。

与伙伴同心协力、使用头脑及身体来突破困难。从这边可以发现孩子们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也能将在这学到的经验运用在足球上。

我们认为，透过营队能够培养孩子的自信与爱，有助于启发他们爱地球的心。

Funroots的營隊是“玩中學”的地方，創造讓孩子們獨立自主的契機。對孩子們而言「經由

體驗來學習」是重要的事。營隊對於在大自然中「邊玩邊學」、「玩中學」是最適合的。

與夥伴同心協力、使用頭腦及身體來突破困難。從這邊可以發現孩子們不同於以往的一

面，也能將在這學到的經驗運用在足球上。

我們認為，透過營隊能夠培養孩子的自信與愛，有助於啟發他們愛地球的心。



湘南比马

日本体育大学足球部

关东学院大学足球部

城西大学足球部

佼成学园中学校高等学校足球部

CARPESOL湘南

西町国际学校

东京YWCA国领中心

田园调布GREEN COMMUNITY

调布大冢足球俱乐部

三鹰MIZUHO幼稚园

荻洼LITTLE PUMPKINS

中野LITTLE PUMPKINS

大冢LITTLE PUMPKINS

TFA KIDS PROJECT

NPO法人 PIVOT FOOT

东京都体育文化事业团

东京SPORTS RECREATION専门学校

东京RESORT & SPORTS専门学校

滨田山少年足球俱乐部

MIP FC

其它

湘南比馬

日本體育大學足球部

關東學院大學足球部

城西大學足球部

佼成學園中學校高等學校足球部

CARPESOL湘南

西町國際學校

東京YWCA國領中心

田園調布GREEN COMMUNITY

調布大塚足球俱樂部

三鷹MIZUHO幼稚園

荻窪LITTLE PUMPKINS

中野LITTLE PUMPKINS

大塚LITTLE PUMPKINS

TFA KIDS PROJECT

NPO法人 PIVOT FOOT

東京都體育文化事業團

東京SPORTS RECREATION専門學校

東京RESORT & SPORTS専門學校

濱田山少年足球俱樂部

MIP FC

其它



用「想要提供幼童及少年亲近运动的机会」、「想要活络地区」及「想要传达人与人之间情谊的重要性」

的想法启动了Funroots Caravan（巡回活动），协助幼稚园、托儿所、小学…等机构的教学及课外活动。

在企划中实施宣传活动，传达运动的可能性及透过运动来活动身体的乐趣。

用「想要提供幼童及少年親近運動的機會」、「想要活絡地區」及「想要傳達人與人之間情誼的重要性」

的想法啟動了Funroots Caravan（巡迴活動），協助幼稚園、托兒所、小學…等機構的教學及課外活動。

在企劃中實施宣傳活動，傳達運動的可能性及透過運動來活動身體的樂趣。





Funroots高举着“Football＋１”的旗帜。接触多样化的足球风格、文化、风俗习惯，置身在

不同的环境及饮食习惯当中、孩子们的「思考」与「感觉」将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或许大家

会觉得海外远征、海外留学所花的费用及时间很多，是不符合效益的投资。但若从孩子的一

生来看，从远征中习得的事物、必定会深刻地留在心中，成为一生的财产。日本是亚洲的一

小部分，一座很小的岛国。我们希望透过足球来建立一个能让孩子们培养自信、能够积极挑

战的环境。

Funroots高舉著“Football＋１”的旗幟。接觸多樣化的足球風格、文化、風俗習慣，置身在

不同的環境及飲食習慣當中、孩子們的「思考」與「感覺」將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或許大家

會覺得海外遠征、海外留學所花的費用及時間很多，是不符合效益的投資。但若從孩子的一

生來看，從遠征中習得的事物、必定會深刻地留在心中，成為一生的財產。日本是亞洲的一

小部分，一座很小的島國。我們希望透過足球來建立一個能讓孩子們培養自信、能夠積極挑

戰的環境。



● 海外球队远征

● 国际足球大赛

● 海外教练课程

● 海外短期留学

● 海外足球俱乐部・教练讲习

海外球隊遠征 ●

國際足球大賽 ●

海外教練課程 ●

海外短期留學 ●

海外足球俱樂部・教練講習 ●



过去的实绩（日本俱乐部前往海外交流） 過去的實績（日本俱樂部前往海外交流）

过去的实绩（国外俱乐部前往亚洲交流） 過去的實績（國外俱樂部前往亞洲交流）

毎年支援超过50支球队的海外交流 毎年支援超過50支球隊的海外交流







从日本到世界。从世界到日本。我们帮助追求梦想的年轻人。

提供个人需求如海外足球留学、测试…等机会。

做你自己，挑战海外吧！

做你自己，挑戰海外吧！

從日本到世界。從世界到日本。我們幫助追求夢想的年輕人。

提供個人需求如海外足球留學、測試…等機會。



2003年创立以来，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了许多活动，如聘请海外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及专业教练，针对小学国

中高中生足球选手的足球教室及营队，针对足球教练的证照课程、教练讲习…等。

2003年創立以來，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辦了許多活動，如聘請海外足球協會、足球俱樂部及專業教練，針對小學國

中高中生足球選手的足球教室及營隊，針對足球教練的證照課程、教練講習…等。







● 运动设施

FUNROOTS PARK芦花公园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Think Park Arena （東京都品川区大崎2-1-1）

●经营管理

海外足球选手、海外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业务

● ALL ABOUT FOOTBALL 项目

电子学习系统

● 体育用品促销

向足球俱乐部、学校...等贩卖体育用品

● 出版

足球相关书籍及DVD...等的制作计划的合作

● 運動設施

FUNROOTS PARK蘆花公園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Think Park Arena （東京都品川区大崎2-1-1）

● 經營管理

海外足球選手、海外足球俱樂部的管理業務

● ALL ABOUT FOOTBALL 項目

電子學習系統

● 體育用品促銷

向足球俱樂部、學校...等販賣體育用品

● 出版

足球相關書籍及DVD...等的製作計劃的合作



芦花公园

具有社区功能的「TOTAL LIFE SUPPORT设施」作为地区交流场所

地址. 〒157-0063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交通. 京王线 千歳乌山站、芦花公园站、八幡山站步行15分钟

蘆花公園

具有社區功能的「TOTAL LIFE SUPPORT設施」作為地區交流場所

地址. 〒157-0063 東京都世田谷区粕谷1-7-26 交通. 京王線 千歳烏山站、芦花公園站、八幡山站步行15分鐘



我们的目标是营造一个让选手及俱乐部能专注于比赛的环境、

提出方案，使选手、俱乐部及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提供广泛的支持，包含契约合同的交涉。

我們的目標是營造一個讓選手及俱樂部能專注於比賽的環境、

提出方案，使選手、俱樂部及企業的價值最大化。

提供廣泛的支持，包含契約合同的交涉。



ALL ABOUT FOOTBALL是将「任何人都不会被抛下的社会」作为理想，提供给与足球相

关的所有人的学习系统。目标是建立一个让世界各国的有益资讯在“自家”、“职场”、“球场

”…等，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的环境。

主要業務内容

●舉辦網路研討會 ●線上語言課程 ●影片發布

ALL ABOUT FOOTBALL是將「任何人都不會被拋下的社會」作為理想，提供給與足球相

關的所有人的學習系統。目標是建立一個讓世界各國的有益資訊在“自家”、“職場”、“球場

”…等，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學習的環境。

主要业务内容

●举办网路研讨会 ●线上语言课程 ●影片发布



Funroots Academy于2003年创立。至今已有一万人以上在这里接受过指导。将基于丰富的经验

及知识的足球指导诀窍出版成入门书籍、DVD…等，也协助国内外的专家出版书籍及翻译

…等。

Funroots Academy於2003年創立。至今已有一萬人以上在這裡接受過指導。將基於豐富的經驗

及知識的足球指導訣竅出版成入門書籍、DVD…等，也協助國內外的專家出版書籍及翻

譯…等。

http://www.amazon.co.jp/%E3%82%AD%E3%83%83%E3%82%BA%E3%82%B5%E3%83%83%E3%82%AB%E3%83%BC%E3%83%88%E3%83%AC%E3%83%BC%E3%83%8B%E3%83%B3%E3%82%B0%E3%83%8F%E3%83%B3%E3%83%89%E3%83%96%E3%83%83%E3%82%AF%E2%80%95%E8%A6%AA%E5%AD%90%E3%81%A7%E6%A5%BD%E3%81%97%E3%82%80U%E2%80%906-%E5%B9%B3%E9%87%8E-%E6%B7%B3/dp/4583103654/ref=pd_sim_b_26
http://www.amazon.co.jp/%E3%82%B8%E3%83%A5%E3%83%8B%E3%82%A2%E3%82%B5%E3%83%83%E3%82%AB%E3%83%BC%E3%82%B3%E3%83%BC%E3%83%81%E3%83%B3%E3%82%B0%E3%83%A1%E3%82%BD%E3%83%83%E3%83%89%E2%80%95%E6%B1%BA%E5%AE%9A%E7%89%88-75%E3%81%AE%E6%9C%80%E6%96%B0%E3%83%88%E3%83%AC%E3%83%BC%E3%83%8B%E3%83%B3%E3%82%B0%E3%83%A1%E3%83%8B%E3%83%A5%E3%83%BC%E3%81%A7%E3%81%BF%E3%82%8B-%E5%B9%B3%E9%87%8E-%E6%B7%B3/dp/4583101570




Funroots为了实现「任何人都不会被抛下（leave no one behind）的社会」的目标，会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的

SDGs计画。

Funroots為了實現「任何人都不會被拋下（leave no one behind）的社會」的目標，會以實際行動支持聯合國的

SDGs計畫。



“儿童贫穷在世界各国持续存在” 

足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用足球将「任何人都不会被抛下的社会」重新设计。

在世界各国，每天以1日1.9美金以下生活的贫民有7亿3600万人以上(世界人口的1/10)。

受贫穷之苦的国家有146个(世界列国的74%)。

被称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有1/7的孩子受贫穷之苦。

不只是开发中国家才会有贫穷问题、在已开发国家当中也有很大的问题。

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

为了减少受贫穷之苦的儿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一起思考，然后一起行动吧。

“兒童貧窮在世界各國持續存在”

足球可以做到的是什麼？

用足球將「任何人都不會被拋下的社會」重新設計。

在世界各國，每天以1日1.9美金以下生活的貧民有7億3600萬人以上(世界人口的1/10)。

受貧窮之苦的國家有146個(世界列國的74%)。

被稱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也有1/7的孩子受貧窮之苦。

不只是開發中國家才會有貧窮問題、在已開發國家當中也有很大的問題。

在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來幫助他們。

為了減少受貧窮之苦的兒童，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

一起思考，然後一起行動吧。



Right
To

Dream

教育
EDUCATION

足球
FOOTBALL

治疗
TREATMENT

粮食
FOODS

家园
PLACE

足球

拥有实现孩子们梦想的力量

我们以Right to Dream为口号

支援为贫所苦的儿童

教育、运动、治疗、粮食、家园

然后

“生存权”

“成长权”

“受保权”

“参加权”

尊重这些「儿童权利条约」

足球

擁有實現孩子們夢想的力量

我們以Right to Dream為口號

支援為貧所苦的兒童

教育、運動、治療、糧食、家園

然後

“生存權”

“成長權”

“受保權”

“參加權”

尊重這些「兒童權利條約」



资金 - 資金

从Funroots的活动得到的收益的一部分，透过FCC企划作为

「孩童支援金」来活用。

学校・活动・营队・海外事业・其它

從Funroots的活動得到的收益的一部分，透過FCC企劃作為

「孩童支援金」來活用。

學校・活動・營隊・海外事業・其它

捐款 - 捐款

透过各种管道及行动募集捐款

慈善活动・新闻通信

群众募资

透過各種管道及行動募集捐款

慈善活動・新聞通信

群眾募資

工作营 想法 项目决策 设计 执行

执行新项目的流程

工作營 想法 項目決策 設計 執行



●越南

与SSK公司（Hummel）及儿童地球基金会的合作下，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育幼院举办了足球教室，并捐

赠足球器材（足球门、足球、背心及标志盘）。

●柬埔寨

与SSK公司（Hummel）及儿童地球基金会的合作下，对柬埔寨金边的育幼院及垃圾山的儿童们举办了

足球教室。该活动被刊载在BørneLund公司的会报志当中。

●尼泊尔

2016年，在尼泊尔的博卡拉市（Pokhara）举办了儿童足球教室、教练讲习、足球用品（足球、球鞋、

球衣）的捐赠、支援育幼院…等活动。

2017年起，每年都会招待尼泊尔的U12全国精英选拔队来日本参加本公司主办的国际大赛（Copa 

Toreros）。

2019年，协助日本立正大学足球部到尼泊尔移地训练，并参访当地的育幼院及学校…等。

●越南

與SSK公司（ ）及兒童地球基金會的合作下，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育幼院舉辦了足球教室，並捐

贈足球器材（足球門、足球、背心及標誌盤）。

●柬埔寨

與SSK公司（ ）及兒童地球基金會的合作下，對柬埔寨金邊的育幼院及垃圾山的兒童們舉辦了

足球教室。該活動被刊載在BørneLund公司的會報誌當中。

●尼泊爾

2016年，在尼泊爾的博卡拉市（Pokhara）舉辦了兒童足球教室、教練講習、足球用品（足球、球鞋、

球衣）的捐贈、支援育幼院…等活動。

2017年起，每年都會招待尼泊爾的U12全國精英選拔隊來日本參加本公司主辦的國際大賽（Copa 

Toreros）。

2019年，協助日本立正大學足球部到尼泊爾移地訓練，並參訪當地的育幼院及學校…等。



●残障人士足球教室

我们与东京YWCA、财团法人东京都生涯学习文化财团、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盟…等各种组织

合作规划及实施活动。

●造访育幼院

Funroots Academy的成员与国内外嘉宾共同参访首都圈的育幼院，举办足球课程及捐赠运动器材。

●定居日本的外籍儿童的交流事业

举办在日外籍儿童及日籍儿童的国际交流活动，透过足球及文化讲座、餐会…等各种计划使其互相了解

。

●残障足球全国大赛规划・协助运作

与FC Toreros、日本体育大学足球社、东京体育休闲学院的学生以及Funroots Academy的成员共同规

划及实施日本残障足球全国大赛。

●殘障人士足球教室

我們與東京YWCA、財團法人東京都生涯學習文化財團、公益社團法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等各種組織

合作規劃及實施活動。

●造訪育幼院

Funroots Academy的成員與國內外嘉賓共同參訪首都圈的育幼院，舉辦足球課程及捐贈運動器材。

●定居日本的外籍兒童的交流事業

舉辦在日外籍兒童及日籍兒童的國際交流活動，透過足球及文化講座、餐會…等各種計劃使其互相了

解。

●殘障足球全國大賽規劃・協助運作

與FC Toreros、日本體育大學足球社、東京體育休閒學院的學生以及Funroots Academy的成員共同規

劃及實施日本殘障足球全國大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