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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球”帷幄

规划美好未来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The Pitch）
是一项面向在校大中学生的趣味挑战赛。它由英

国考文垂大学开发设计、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主办并推广，并得到了英格兰超级联赛球队的鼎

立支持。

今年的挑战赛首次邀请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的选

手参与挑战。来自中学与大学的参赛队伍将分别

在中学组和大学组展开竞逐。中学组与大学组的

比赛过程与任务均为相同。

挑战赛中，学生将为一家虚拟的英国职业足球俱

乐部做出多项商业管理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将学习和使用多种知识和技巧。

参赛队伍将面临足球俱乐部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

挑战。参赛队伍将制定俱乐部季前海外热身赛计

划，为球队寻找赛季商业伙伴或赞助商提出方

案，并规划赛季门票价格策略。

在整个挑战赛期间，英国考文垂大学的体育管理

专家将为参赛队伍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帮助他

们开阔思路。

中学组与大学组各有六支参赛队伍进入举赛，在

11月23日（星期六）举行的决赛中面对面交锋，

向评审团汇报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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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职业发展技能

日后决胜职场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是一项模拟体

育经营管理类的挑战赛，为参赛学生提供舞台以

展现日后雇主所亲睐的各种技能。飞速发展的经

济强国愈发需要身怀各种可以转换技能的创新型

人才。这项挑战赛的目标正是帮助学生培养这类

实用技能。

本挑战赛要求参赛者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并给

学生提供机会提高团队合作、独立调研、解决问

题和项目管理的能力。

本挑战赛对那些有志于进入商业、商业管理、

市场营销、酒店餐饮业、体育及休闲管理等行

业的同学，是理想的“热身”选择。

该挑战赛还要求学生在比赛中运用他们的英语

技能，并积累撰写发言稿、在专家团队面前进

行正式发言的经验。

每支队伍的参赛人员都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沟

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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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参赛？

免费参加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让参

赛学生受益匪浅、让学校获益良多。

■	 你将拥有一次体验国际教育的独特经历，与英国

高等教育中体育管理课程的首创者英国考文垂大

学以及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展开互动。参赛学

生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英国顶尖足球俱乐部，并

且体验如何真正地运行和管理一支球队。

■	 比赛内容和设置可帮助你提高技能、建立自信，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

■	 参赛还有助于你所代表的院校在当地以及全

国获得广泛的宣传机会。英国教育官方网站 
(www.educationuk.org/china) 将会对获胜

团队及学校进行专题报道。该网站每年有超过

250万人浏览。

■	 参赛过程中，学生将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与

英国考文垂大学的指导团队联系，并获得建议

和指导，也将通过该平台获取各种参赛信息，

在此展开讨论、上传任务。学生将体验到获取

知识、分享创意的新方式。

■	 获胜队伍不仅将享受胜利带来的自豪感，同时

还将获得各种不同的奖励，包括一次英国行！

■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颁发的限量版参赛证书，为你的简历加分。

■	 比赛不仅能让学生学到知识，而且紧张激烈、

妙趣横生！

你还在等什么？马上行动吧！



其它的奖项还包括：

■	 最佳演示奖

■	 最佳创意项目奖

除此之外，所有参赛学生均可获得英国大使

馆文化教育处颁发的参赛证书。

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总冠军团队

在托特纳姆热刺白鹿巷球场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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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我们为参赛团队以及队员准备了多项大奖。

■	 总冠军团队奖

 
冠军团队将获得前往英国的机会，进行一次精

彩纷呈的教育和文化访问。

访问活动将包括：

• 现场观看英超足球比赛

• 参观英国顶尖足球俱乐部

• 参观英国考文垂大学，亲身体验在英国高等

学府学习气氛

英国之旅的相关费用将由挑战赛主办方承担。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曾在2011
年成功举行。亲身参与了这场挑战赛的参赛队伍、

评委以及带队老师有如下评价。

参与者眼中的2011年
运“球”帷幄——
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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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挑战赛的确是非常令人兴奋、极富有收

获的一次经历。比赛的策划、组织和实施都堪称一

流。参赛队伍全都全力以赴，而且非常具有竞争

力，他们的作品和表现质量也非常高，决赛的比赛

场地和布置一流。我个人觉得这次挑战赛让人获益

良多，我相信这也为考文垂大学带来了重要的收

获。我对所有参与者表示祝贺。”

——西蒙 · 查德威克教授 
（考文垂大学）



“过去的五个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非

常特别、难忘和乐在其中的经历。2011年挑战

赛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透视英国足

球和英国文化，这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让

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成为好朋友，还可以

和英国足球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交流！当然，

能笑到最后夺冠也很酷！

总之，2011年挑战赛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对

那些为挑战赛的成功举办付出努力的人表示感

谢，也对所有参与挑战赛的人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参赛队“Seeker”
（总决赛冠军）

“我们很高兴参加了本次挑战赛。我们从中学

习良多，特别是关于职业体育市场推广的知识

和英国足球的文化。我们在挑战赛过程中也体

验了许多乐趣，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比赛的过

程非常有挑战性，令人激动。我们祝愿未来的

挑战赛会越办越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赛队“Innovators”
（“最具创意项目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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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决赛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决赛



8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为活动成功所作出的

努力值得肯定。挑战赛富有见地、增进知识，

充满对体育商业管理的热情和热忱。对于我这

样一个为英超顶级球队工作的人来说，能亲眼

所见所闻大家对足球的兴趣是非常鼓舞人心

的。很多人为培育和支持这种兴趣和热情付出

了努力、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他们的工作值得

称赞。

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很高兴可以参与其中。

我们热切期待获胜队伍光临白鹿巷球场。”

——埃顿· 穆拉利

（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国际商业拓展高级经理）

“非常感谢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了这一

挑战赛。这对我和我的学生都是一个非常难得

的经历。赴英访问的行程组织得很好，充满了

各种文化和教育的元素。对此表示祝贺！”

——Peter He 

（复旦大学参赛队带队老师）

9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总冠军团队参观考文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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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考文垂大学的创意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的创意是由考

文垂大学提出，应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之邀开

发设计完成。

考文垂大学是一所充满活力、勇于进取、富有创

造力的高等学府，这里的学生来自不同年龄层、

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17000名在校生中有4000
多人是海外留学生，来自近13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

考文垂大学因其高水平的教育质量、长期积极开

展国际交流而日益获得赞誉。这里毕业生的可以

用三个词形容其特色——就业能力强、有事业心

和创业精神。

在2011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授予的奖项中，

考文垂大学荣获“年度企业家摇篮大学”、“杰

出学生支持奖”。在2008年同一评选中，考文垂

大学在“年度企业家摇篮”类别中获得“高度赞

赏”。

考文垂大学致力于不断进步，为未来10年的能力

提升投入了1.6亿英镑巨资，创造了最先进的设备

条件。

考文垂大学将继续加强职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教育，

加强与行业组织的联系。为学生做好准备、面对成

功的未来，一直是学校的工作重心。

由世界首位“体育商业战略与市场营销教授”西

蒙·查德威克（Simon Chadwick）领导的体育管理

学位课程已经培养出了多位成功的毕业生，活跃于

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赞助咨询顾问等不同的行业。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正是由查德威克

教授亲自设计。他在竞赛期间将为参赛学生提供不

可多得的建议和指导。



	

西蒙 · 查德威克教授

在决赛中，查德威克教授将与包括托特纳姆热

刺足球俱乐部、八方环球体育管理公司在内的

足球界专家一起担任评审。

西蒙 · 查德威克教授

考文垂大学体育商业战略与市场营销教授，国

际知名的体育营销和商业战略专家。他还是国

际体育商业中心（Cent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Sport）的创办者和现任主管。

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

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是世界顶级的足球俱

乐部之一。热刺俱乐部历史悠久，向来以赏心

悦目的攻势足球而闻名。

热刺俱乐部拥有一批星光熠熠的球星，如格瑞

斯 · 贝尔、扬 · 费尔通亨、桑德罗和穆萨 · 德姆

贝勒等。在过去六年的英超比赛中，热刺有四次

晋身前六，在最近三年更是两次晋级前四。热

刺的球迷人数日益增长，而中国球迷可以通过

热刺俱乐部的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
tottenhamhotspur）及其腾迅微博（http://
e.t.qq.com/tottenhamhotspur）与热刺进行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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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评审



12

赛事流程

每支参赛队将完成一系列任务，这些都是职业

足球俱乐部在日常运营中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比赛约为期五个月，分为三个阶段。

在比赛期间，参赛团队都可与英国考文垂大学

的专家取得联系，就自己的想法提问并获得专

业意见和建议。依照比赛规划与流程，参赛学

校老师仅需提供极少的指导，但每支参赛队伍

都需要一名指定的校方工作人员，负责督促参

赛队员按时完成各阶段的比赛任务，在需要时

提供建议，并陪同参赛选手参加决赛。

至于参赛设备，参赛队员只要有一台能够上网的

电脑就可以了！

参赛队伍注册截止日期： 2013年6月7日

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edu.qq.com/zt2013/2013pitch/
index.htm
www.educationuk.org/china  

第一阶段 预赛 6月 — 8月

参赛队伍将上传一段时长两分钟的视频至腾讯

网，内容包括自我介绍，以及收集来自同学、朋

友和老师对该队伍夺冠的支持理由。录像内容需

全部为英文。

这些视频将接受网友的投票，来自考文垂大学的专

家评审也将对这些视频进行评分。评选结果的50%
取决于网友投票、50%来自专家评委的评分。

经过评选，40支队伍将会晋级下一轮比赛。

第二阶段 复赛  9月9日 — 10月21日

第一个任务： 9月9日 － 9月19日

参赛队伍将得到第一个任务：为球队制定季前海外

热身巡回赛的计划，同时需要考虑为热身巡回赛寻

找赞助合作伙伴、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和媒体宣

传以及选择热身赛目的地及其理由等。

第二个任务： 9月23日 － 10月9日

参赛队伍将得到第二个任务：为俱乐部提出赛季商

业伙伴或赞助商的方案，同时需要考虑与球队合作

可以为潜在合作伙伴/赞助商带来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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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任务：10月10日 － 10月21日

最后一个任务是参赛队伍将制定赛季门票价

格，同时需要考虑根据俱乐部面临的市场竞争

或不同的比赛对手而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参

赛队伍将获得一个案例分析，协助他们更好地

完成该任务。 

以上比赛期间，参赛队将可以在一个在线论坛

上就比赛任务展开讨论，并向考文垂大学的专

家提问。

根据以上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6支参赛队伍将

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接受专家面对面的挑战。 

第三阶段 决赛 11月23日

在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要向评审团以及现场

观众介绍他们各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决赛中还

会安排“即兴”任务需要参赛队伍现场完成。

现场决赛能够培养学生在压力下合作和进行演

示的能力，这都是国际雇主要求雇员具备的技

能。决赛的最后，我们将宣布冠军的归属，并

为所有的决赛参赛队举行颁奖仪式。

赛事时间表 

■	 6月7日：报名截止日期

■	 6月17日 － 7月15日：初赛

• 7月15日
 两分钟视频提交截止日期

• 7月17日 － 8月16日
 公众在线投票 专家评委评分

• 8月23日
 公布40支入围复赛的团队名单

■	 9月2日，在线学习平台向参赛团队开放

■	 9月9日 － 10月21日：复赛

• 9月19日
 任务一提交截止日期

• 10月9日 
 任务二提交截止日期 

• 10月21日
 任务三提交截止日期

■	 10月25日：公布6支入围决赛的团队名单

■	 11月23日：决赛



											

谁可以参赛？

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面向所有高中、

大学开放。每家院校/学校最少要有两支参赛队

伍，每家院校/学校的参赛队伍数量不设上限。

每支队伍应由4名大学生（大学组）或者高中学生

（中学组）组成。同时每支队伍都应有一名指定的

校方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提供建议。

参赛团队成员的资质？

参赛团队均需具备较全面知识和技能，但不一定需

要对足球感兴趣，虽然这将有所帮助。

建议每队参赛成员应具备或希望发展以下技能： 

■	 	团队合作

■	 创造性思维

■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	 以商业管理和商业运营的方式思考和工作

■	 市场营销

■	 撰写报告和发言稿

■	 演讲与口才

同时，参赛队员必须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能

力，指导老师的英语水平也以良好为佳，以便读懂

任务描述、分析任务要求、向专家提问、回应建

议、提交方案、以及用英文进行设计提案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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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赛总冠军团队

在托特纳姆热刺白鹿巷球场观看比赛

2011年运“球”帷幄足球管理团队挑战

赛总冠军团队参观八方环球体育管理公司



											

运“球”帷幄 一起来！

如果你对本挑战赛感兴趣，欢迎加入到比赛各

个环节的网上互动中。凡参与知识问答、在线

投票、网上讨论等的网友均将有机会获得丰富

奖品。

更多信息，请浏览活动官网

http://edu.qq.com/zt2013/2013pitch/
index.htm

联系我们:

如果你对本次挑战赛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

方式联系我们：

Ewan Evans

教育推广官员

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

地址: 广州市天河路208号粤海天河城大厦7楼 

电话: +86 (0)20 8510 3012

电邮: ewan.evans@britishcounci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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