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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 推展臺中強棒計畫(策略績效目標一) 

衡量指標為每年簡易棒壘球場增設數，透過提供足夠的棒壘球

場練習及比賽場地，讓市民能更加接近棒壘球運動，並從中感受運

動的樂趣。 

二、 逐步改善現有場館無障礙設施(策略績效目標二) 

衡量指標為現有運動場館無障礙設施改善數，每年逐步改善本

市現有運動場館無障礙設施 2 座，加強運動場所無障礙設施之普及

化，使身障者能夠充分享有運動權，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更便利的

運動環境。並積極爭取教育部體育署改善國民運動計畫經費補助。 

三、 興建符合都會市民健康愛運動的國民運動中心(策略績效目標三) 

衡量指標為國民運動中心數增設數，以每年至少 1 座國民運動

中心或運動公園竣工並開放營運的進度，創造優質友善的運動場館

與設施環境，打造臺中成為運動城市的目標。 

四、 每年爭取舉辦 2場國際賽事(策略績效目標四) 

以國際賽事在臺中的舉辦場次作為衡量標準，以每年至少辦理

2場國際賽事為目標。 

五、 辦理馬拉松路跑活動(策略績效目標五) 

由本市主(協)辦馬拉松路跑活動場次衡量，目標為每年至少辦

理 2場由本市主(協)辦之馬拉松路跑活動。 

六、 增設簡易運動設施(策略績效目標六) 

衡量標準為簡易運動設施增設數，以每年至少增加 2 座簡易運

動設施數量為目標，優化運動場地，打造普及式全民運動休閒空間，

以落實市民運動權。 

七、 辦理或參與身心障礙體育活動(策略績效目標七) 

衡量標準為辦理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場次數，期望由市府主(協)

辦之本市身心障礙體育活動場次數能達到每年 2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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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年 

年度目標值 

一 臺中強棒計畫(10%) 一 
簡易棒壘球場增

設數(10%) 
1 

統計

數據 

每年增設簡易棒壘球場

(座) 
1 

二 
逐步改善現有場館

無障礙設施(10%) 
一 

現有運動場館無

障礙設施改善數

(10%) 
1 

統計

數據 

每年改善本市現有運動

場館無障礙設施(座) 
2 

三 

興建符合都會市民

健康愛運動的國民

運動中心(10%) 
一 

國民運動中心數

增設數(10%) 
1 

統計

數據 

每年至少 1 座國民運動

中心完工並開放營運 
1 

四 
每年爭取舉辦 2 場

國際賽事(10%) 
一 

國際賽事在臺中

舉辦數(10%) 
1 

統計

數據 
每年至少辦理 2場 2 

五 
辦理馬拉松路跑活

動(10%) 
一 

本市主/協辦馬拉

松 路 跑 活 動 數

(10%) 
1 

統計

數據 

由市政府主/協馬拉松

路跑活動(場) 
2 

六 
增設簡易運動設施

(10%) 
一 

簡易運動設施增

設數(10%) 
1 

統計

數據 

每年至少增加 2 座簡易

運動設施數量 
2 

七 
辦理或參與身心障

礙體育活動(10%) 
一 

身心障礙者體育

活動場次(10%) 
1 

統計

數據 

由市政府主/協辦本市

身心障礙體育活動場次

數 2場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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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臺中強棒計畫 為推廣社區棒球運動，扎

根基層棒球，興設簡易棒

壘球場，以提升全民運動

環境品質。 

選定適當公有用地及適切運動設施類型，編列

先期作業經費，並於 107 年增設 1 座簡易棒壘

球場。 

二、逐步改善現有場

館無障礙設施 

1.改善本市運動場館無障

礙設施，提升身心障礙

者運動權。  

2.106年預計完整地改善2

座運動場館無障礙設

施。 

107年賡續改善本市運動場館無障礙設施，預計

完成數為 2座。 

三、興建符合都會市

民健康愛運動

的國民運動中

心 

1.配合教育部體育署改善

國民運動環境計畫興建

國民運動中心。 

2.考量民眾運動空間需求

及平衡區域發展，於都

會區規劃 9 座國民運動

中心及非都會區規劃 3

座運動公園。 

1.國民運動中心：107年長春為工程施工階段；

大里、潭子、太平國民運動中心為規劃設計

階段；餘北屯、豐原國民運動中心將於 107

年積極辦理規劃設計等相關作業。  

2.運動公園：本市港區運動公園預計於 107 年

開放營運；清水運動公園預計於 107 年完成

辦理規劃設計作業；大甲運動公園將於 107

年積極辦理規劃設計等相關作業。 

四、每年爭取舉辦 2

場國際賽事 

以每年至少辦理於臺中舉

辦 2場國際賽事為目標。 

1.預計辦理「2018年亞洲棒球聯盟」 

2.預計辦理「2018亞洲大學女子壘球邀請」 

五、辦理馬拉松路跑

活動 

呼應市府政策「運動城市」

為主題，透過每年的路跑

活動推廣運動健康的理

念，宣導市民要規律運

動，增進市民健康體能，

提升本市健康形象，落實

全民運動 

1.預計 107年 4月共同主辦葫蘆墩全國馬拉松。 

2.預計 107 年 11 月本局與岱宇公司共同主辦

2018岱宇臺中國際馬拉松。 

3.預計 107 年指(輔)導或主辦休閒路跑活動 3

場以上。 

六、增設簡易運動設

施 

於本市各區興設簡易運動

設施，以提升全民運動環

境品質。 

選定適當公有用地及適切運動設施類型，編列

先期作業經費，於本市各區逐年設置基礎運動

設施，如籃球場、網球場、足球場、溜冰場(滑

板)、法式滾球場、棒壘球場、射擊場、登山自

行車步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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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七、辦理或參與身心

障礙體育活動 

2017 年第四屆臺中國際身

障桌球公開賽由中華民國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及臺中

市政府共同主辦，由社團

法人臺中市身心障礙者體

育會承辦，為二年一度國

際性桌球賽事，自 2011年

首次舉辦以來，迄今已為

第四屆，且該賽事為國際

桌球總會(ITTF)認證之國

際公開賽可作為參加帕拉

林匹克運動會及世界盃積

分。由運動局補助新臺幣

450萬辦理賽事。 

1.組隊參加 107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2.預計辦理 2018中韓身心障礙團體交流。 

3.107年臺中市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4.賡續以比賽、體驗、研習、社團交流等方式

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參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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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上(106)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106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臺中強棒計畫(10%) 簡易棒壘球場增設

數(10%) 

2座 1.梧棲運 9業已進入工程施工階段，

於 106年底前竣工。 

2.大雅體育園區棒球場業於 106 年 5

月 10 日完成工程招標作業，並賡

續辦理建造執照申請相關作業，已

於 106年 8月 15日開工。 

二 逐步改善現有場館

無障礙設施(10%) 

現有運動場館無障

礙 設 施 改 善 數

(10%) 

2座 已於 106 年 3 月 17 日會同建築師至

西屯區三信游泳池進行無障礙設施

改善規劃，經現場會勘初步規劃為改

善身心障礙出入空間及增加廁所空

間。 

三 興建符合都會市民

健康愛運動的國民

運動中心(10%) 

國民運動中心數增

設數(10%) 

1座 北區國民運動中心將於 106年 10月 1

日開放營運。符合每年增設一座國民

運動中心之目標。 

四 每年爭取舉辦 2 場

國際賽事(10%) 

國際賽事在臺中舉

辦數(10%) 

2場 1.「2017亞洲青年角力錦標賽」業於

106 年 6 月 15 日至 18 日於國立台

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舉辦完畢。 

2.「第 11 屆亞洲女子壘球錦標賽」

擬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於本市金龍棒球場及太原壘球

場舉辦。 

3.上半年已辦理 1件活動，下半年擬

辦理 1件活動，符合每年舉辦 2場

之目標。 

五 辦理馬拉松路跑活

動(10%) 

本市主/協辦馬拉

松 路 跑 活 動 數

(10%) 

2場 1.106年 4月 16日本局共同主辦葫蘆

墩全國馬拉松。 

2.106年 4月 23日本局共同主辦財政

部 106 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臺

中場。 

3.106年 5月 14日本局共同主辦臺中

幸福開跑-為花博暖身。 

3.上半年已辦理 3件活動，符合每年

舉辦 2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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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六 增設簡易運動設施

(10%) 

簡易運動設施增設

數(10%) 

2座 西屯區文中 43 設置 2 座籃球場，業

於 106年 7月 5日竣工，已於 106年

7月 14日啟用。符合每年增加 2座簡

易運動設施之目標。 

七 辦理或參與身心障

礙體育活動(10%) 

身心障礙者體育活

動場次(10%) 

2場 1.106年 3月 8日至 106年 3月 13日

辦理 2017 年臺韓身障體育國際交

流活動。 

2.106 年 7 月 16 日辦理 2017 年第四

屆臺中國際身障桌球公開賽活動。 

3.上半年已辦理 2件活動，符合每年

舉辦 2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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