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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09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本局依據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社經情勢變化與未來發展

需要，編定 109年度施政計畫，共計有 20項重要推動計畫。 

為完成「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之市長政見，打造本市成為運動活力城

市，除持續推動興建中之各國民運動中心、運動公園等大型場館外，另特別針

對兒少族群規劃兒童國民運動中心，以及打造巨蛋黃金新地標等，滿足市民對

運動場地之需求，期望將本市打造為全國數一數二優質運動城市。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興建臺中巨蛋體育場館，打造臺中新亮點 

(一)臺中市正積極往國際化之目標邁進，巨蛋體育場館規劃為多功能室內綜合

場館，興建位址目前定於北屯區第 14 期重劃區，規劃可容納約 15,000 人

之多功能室內場館，包括主場館及副場館，啟用後除可提供多項運動項目

之國際比賽與練習使用外，場地亦可滿足包括展覽、集會、各式藝文表演

活動（如演唱會）之需求。 

(二)興建計畫經檢討地點及興建方式後，將採本府自建，OT 方式辦理促參委外

經營，以提供市民更優質的運動設施，將與本府相關專業局處，如都發

局、建設局等合作，預計 109 年辦理本案 PCM 專案管理、遴選建築師及委

託設計監造委託專業技術服務、委外營運招商等興建前置作業，期盼滿足

民眾體育運動、休閒遊憩等需求。 

二、規劃兒童國民運動中心，讓體育從小紮根 

目前規劃於北屯區、豐原區興建國民運動中心，並於館內規劃供兒童專

用之區域；另於大里區、烏日區、大甲區、西屯區、大雅區、沙鹿區、西區

興建兒童運動中心，以孩子體健運動為主要設施，涵蓋原有親子館功能，讓

體育從小紮根，鍛鍊兒童健康體魄。 

三、興設國民運動中心，完善運動場館 

(一)健康市民是本市最大資產，而運動是維持市民健康及體能最好的方式，目

前本市各區運動與休閒空間之質與量待提升，難以滿足市民運動之需求，

爰此，培養市民良好運動習慣並提升健康體能狀況是本局亟待改善課題，

為達成此目標，並保障市民運動權益、改善運動環境、提高生活品質、推

展全民休閒運動、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促進社區交流及振興發展運動休閒

產業，透過國民運動中心之興建，將提供高品質及平價運動環境，積極推

展全民運動。 

(二)落實平等運動權一直以來是本府推動體育運動事務的核心觀念，不分性

別、年齡、人種、階層、居住環境、身心是否障礙等都應享有參與運動的

權利。為達成此目標，需瞭解並設法滿足國民多元化的運動需求，如兒童

健體、女性運動風潮、中高齡者休閒運動生活及青少年休閒運動等現況，

積極興整建各類優質的運動設施，以滿足社會大眾運動之需求與權利。 

(三)為符合上開目標，無分年齡、性別、居住環境及身心是否障礙等，確切落

實運動平權，發展全民運動；其中長春國民運動中心將於今(108)年 12 月



23-2 
 

底前竣工，另潭子及大里等 2 座國民運動中心刻正興建中，預計 109 年竣

工；清水、北屯及豐原區規劃國民運動中心，並於館內規劃兒童專用區

域；沙鹿兒童運動中心目前刻正辦理民間參與之初步可行性評估案等相關

作業；餘大雅、大里、烏日、大甲、西屯及西區等地，刻正盤點適當空間

如閒置校舍、現有親子館，規劃興設兒童運動中心，並已於 109 年度經費編

列相關經費以利執行，預期完成後，除提供兒童適當活動空間外，透過專

屬兒童運動設施，拉近親子互動距離，並促進現階段兒童之發展。 

四、設置簡易運動設施，活絡地方運動環境 

為使本市之各項體育設施繼續發揮作用，提升全民體育發展，防止因場

地老舊帶來的運動傷害、培育優秀選手及提供市民完整安全運動場地，將透

過增設、修繕、興建各區運動場館，並結合現有社區住宅及周邊環境、民眾

運動習慣及各年齡層愛好運動種類，以提供市民更安全運動環境。 

五、完善本市各運動場館修繕計畫 

(一)辦理本市各運動場館機電設備改善工程，其中以建物硬體設施改善、增設

夜間照明等工程為主，提升本市運動場地使用頻率及環境品質，109 年預定

臺中市文中 2 棒球場第 3 期增設工程、沙鹿區運 18 增設監視系統及照明設

備補強工程、太平區體育場機電設備檢修及改善工程等機電設備改善作

業。 

(二)辦理本市各運動場館地坪修繕作業；因本市運動場館設置年久，地坪多已

龜裂不堪使用，爰本局將逐步改善本市各運動場館地坪修繕作業，提供當

地民眾優質運動環境，109 年預定辦理霧峰綜合運動場籃球場連接處地坪改

善及水溝改善工程。 

六、打造品牌賽事，展現本市競技運動實力 

(一)全市運動大會由本市 29個行政區共襄盛舉 

           市運自縣市合併以來每年延續舉辦，乃本市規模最大、競賽層級最高

之綜合性賽會，賽會由各區組隊參賽，展現各區競技實力，角逐績優行政

區獎，並藉此提高市民運動水準，促進市民身心健康。從第一屆市運參賽

隊職員人為 7,213 人，至第九屆已達到 8,783 人，109 年第十屆全市運動大

會參賽人數預計突破 9,000人大關，期選手能突破自我、再創佳績。 

(二)2020年電競嘉年華 

1、扶植本市 ACG（即動畫、漫畫及遊戲）產業發展，提升本市市民對正式運

動項目「電子競技」之正確認知，推廣具經濟多元發展潛力之電競產

業。 

2、除將規劃論壇教育活動及結合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合作、提升本市選手競

技實力外，亦將以融入臺中特色為規劃主題，將臺中推向電競國際舞

臺，達到行銷城市目標。 

3、打造臺中電競品牌，透過設置互動區域拉近一般民眾與電競遊戲間的距

離，增加市民對電競賽事的認同感，並致力打造臺中成為口碑品牌的

「電競友善城市」。 

二、持續推動全民運動，普及參與，維護運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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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列國內體育團體補助款，鼓勵及輔導本市各體育運動團體辦理各項體育    

活動，打造全民運動的樂活園地、營造身障運動友善空間、落實原民運動    

平權、推廣長青樂齡與地方運動聯盟，以形塑由產官民聯手的健康運動城    

市。 

(二)搭配教育部體育署運動ｉ臺灣計畫，持續透過「運動文化扎根」、「運動

知識擴增」、「運動種子傳遞」、「運動城市推展」等四專案，促使運動

風氣扎根於基層，追求運動場域與生活連結，提升市民達到「愛運動、愛

健康、愛人生」之目標。 

七、全力備戰 109年全民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一)109 年全民運動會將在花蓮縣舉辦，舉辦種類 24 種，本市上屆(107 年)榮

獲全國總統獎，獎牌數計 58 金 37 銀 42 銅共 137 面獎牌；本屆奪牌重點有

飛盤、元極舞、水上救生、拔河、溜冰、健力、滾球等項目，透過積極組

隊訓練，為本市拿下總統獎三連霸。 

(二)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自 5 月 22 日至 25 日(計 4 天)，於臺東縣舉辦，

舉辦種類 28 種，本市上屆(107 年)榮獲全國第 3 名，獎牌數計 71 金 60 銀

30 銅；本市參賽選手及教練由身心障礙體育總會各單項委員會辦理選拔

賽，選拔最優秀選手代表本市參賽，本屆目標希望能突破全國第三名，創

歷史佳績。 

八、績優選手根留臺中，競技實力再創高峰 

為鼓勵本市績優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獎，讓政

府做為選手最強之後盾，透過每月發放獎助學金，補足績優運動選手日常所需

之營養品、器材設備等消耗品，使選手在無後顧之憂的狀態下，專心從事專項

訓練，延續選手運動生涯，提升本市競技實力。 

九、在地結合，棒球運動深耕發展 

(一)完整五級棒球發展藍圖 

1、推動棒球扎根計畫，培訓優秀運動選手。 

2、提升棒球運動人口，辦理棒球推廣活動。 

3、打造優質城市棒球隊，結合公益，爭取市民支持。 

(二)職棒在地經營，帶動城市行銷 

      強化中臺灣棒球運動，結合運動及觀光元素，將觀賽人潮轉化為臺中的觀光

人潮，提升周邊觀光、旅遊、住宿、育樂等各項經濟效益。 

十、 2020世界大學高爾夫錦標賽邀請 170會員國參賽 
(一)「2020 年第 18 屆世界大學高爾夫錦標賽」舉辦日期為 109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預計邀請 170 個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會員國參加，預計有

100至 150位選手參賽。 

(二)透過舉辦本賽事，可促進國際體育交流，提升臺灣及臺中的國際知名度與

形象，吸引各國旅客來臺觀賞國際運動賽事，帶動運動觀光旅宿產業發

展，及提升臺中的高爾夫競技實力。 

十一、大型國際賽事在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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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了爭取主辦國際運動賽會外，亦輔導體育運動團體爭取在臺中舉辦單項

運動賽會，不僅能累積本市國際賽會籌辦經驗，更能為本市帶來行銷、經

濟效益。 

(二)東京奧運棒球 6搶 1資格賽 

1、世界棒壘球總會（WBSC）宣布，2020 年東京奧運棒球最終資格賽，由臺

灣取得主辦權。預計於 3月份舉辦，參賽國家預計 6至 8國。 

2、本賽事為 2020 東京奧運前最後一場資格賽，具備國際媒體高度關注能

量，預期將可為本市帶來可觀的新聞曝光度及觀光旅遊之觀賽人潮。 

(三)其餘 109 年預計於本市舉辦之國際賽事包含：國際女子壘球邀請賽（2

月）、亞洲青（少）年角力錦標賽（6 月）、2020 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

（11月）。 

十二、打造身心障礙友善運動城市 

          本市推展身心障礙運動據點，將朝多方面辦理，分別為：屬於競技性質

的基層訓練站、全民推廣的社區據點，提升本市身心障礙選手實力。目前

已於北屯區陳平國小設立羽球基層訓練站；在身心障礙社區據點方面，已

於四張犁國中、臺中高工分別開設相關課程；為了幫助身心障礙學生能更

無礙、積極地從事體育活動課程。另持續規畫多元身障運動，包含馬術體

驗、滾球、羽球、聽障籃球、棒球、槌球、撞球、保齡球、定向越野、輪

椅舞蹈等，預期受益人次超過 7,000 名，期能落實本市為身心障礙友善運

動城市。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巨蛋(黃金新地

標) 

巨蛋興建案 一、辦理先期規劃專業服務。 

二、辦理 PCM專業管理(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代辦)。 

三、辦理委託設計監造專業服務(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代

辦)。 

四、委外營運專業服務。 

完善運動設施 兒童國民運動

中心 

一、沙鹿兒童運動中心:目前刻正辦理評估民間參與之初步可行性

案等相關作業。 

二、餘大雅、大里、烏日、大甲、西屯及西區等 6 場地:尚在盤點

適當空間如閒置校舍、現有親子館。 

推動國民運動

中心 

大里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目前施工中，內容包含: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室、韻

律教室及體適能教室等設施，預計將於 109年竣工。 

長春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目前施工中，內容包含: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室、壁

球室、韻律教室及體適能教室等設施，預計將於 108年底竣工。 

潭子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目前施工中，內容包含: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室、韻

律教室及體適能教室等設施，預計將於 109年竣工。 

清水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一、前置作業階段，內容包含: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

室、韻律教室、體適能教室、滑冰場、室內空氣槍訓練場及

保齡球館等設施。 

二、另本案刻正循預算程序，重新編列經費。 

北屯國民運動一、用地取得:刻正辦理土地移轉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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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中心興建計畫 二、考量運動中心基地完整性，後續將配合本府建設局(新建工程

處)辦理基地北側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及徵收作業完成後一併開

發。 

豐原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一、本案用地目前由地政局進場辦理整地作業，預計 109 年底前

完成整地後再移交本府運動局續行規劃。 

二、將於本年度先行辦妥先期規劃及土地複丈事宜。 

太平國民運動

中心興建計畫 

一、本案將於本年度完成用地變更事宜。 

二、另工程招標前經 2次流標，將於本年度完成修正預算書，並

俟完成用地變更並取得建照後，預計 109年 4月底工程上網

招標。 

設置簡易運動

設施，活絡地

方運動環境 

臺中市所屬運

動場館修繕設

施設備經費計

畫 

一、執行各區運動設施場館增設、興建、修繕及維護。  

二、各老舊場館或新建運動場館設施需行變更設計，使其能發揮

作用，避免造成市民運動上之危險，降低不良輿情反應。 

三、各運動場館維持恆長運作，使市民維持規律運動的習慣，有

助於提升市民健康促進之概念。 

打 造 品 牌 賽

事，展現本市

競技運動實力 

辦理全市運動

大會 

市運自縣市合併以來每年延續舉辦，由各區組隊參賽，角逐績優

行政區獎，並藉此提高市民運動水準，促進市民身心健康。從第

一屆市運參賽隊職員人為 7,213 人，至第九屆已達到 8,783 人，

109年第十屆全市運動大會參賽人數預計突破 9,000人大關。 

2020 電競嘉年

華 

一、扶植本市ACG產業發展，提升本市市民對正式運動項目「電子

競技」之正確認知。  

二、將規劃論壇教育活動及結合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合作、提升本

市選手競技實力外，亦融入臺中特色為規劃主題。 

三、打造臺中電競品牌，透過設置互動區域拉近一般民眾與電競

遊戲間的距離，增加市民對電競賽事的認同感。 

推廣全民運動 執行教育部體

育署補助本市

辦理之「運動

ｉ臺灣計畫」 

持續透過「運動文化扎根「、「運動知識擴增」、「運動種子傳

遞」、「運動城市推展」等四專案，促使運動風氣扎根於基層，

追求運動場域與生活連結，提升市民達到「愛運動、愛健康、愛

人生」之目標。 

備戰全國賽事 備戰 109 年全

民運動會 

針對本屆奪牌重點：飛盤、元極舞、水上救生、拔河、溜冰、健

力、滾球等項目，積極組隊訓練，尋求三連霸。 

備戰全國身心

障礙運動會 

本市參賽選手及教練由身心障礙體育總會各單項委員會辦理選拔

賽，選拔最優秀選手代表本市參賽，本屆目標希望能突破全國第

三名，創歷史佳績。 

績優選手培訓

獎助金計畫 

臺中市績優運

動選手培訓獎

助金發給辦法 

一、 本辦法獎助之選手，應於申請日前連續設籍本市滿一年已

上，並代表本市於全國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

種類及項目獲得前三名。 

二、 申請選手須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 

三、 經審查通過，獎助金分2次發給，最長發給2年。 

在地結合，棒

球運動深耕發

展 

完整五級棒球

發展藍圖 

一、 推動棒球扎根計畫，培訓優秀運動選手。 

二、 提升棒球運動人口，辦理棒球推廣活動。 

三、 打造優質城市棒球隊，結合公益，爭取市民支持。 

職棒在地經營 強化中臺灣棒球運動，結合運動及觀光元素，將觀賽人潮轉化為

臺中的觀光人潮，提升周邊觀光、旅遊、住宿、育樂等各項經濟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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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國際賽事

在臺中 

爭辦各項大型

國際賽事 

爭取主辦國際運動賽會外，亦輔導體育運動團體爭取在臺中舉辦

單項運動賽會。主要賽事包含：「2020年第18屆世界大學高爾夫

錦標賽」、「東京奧運棒球6搶1資格賽」、「國際女子壘球邀請

賽」、「亞洲青（少）年角力錦標賽」及「2020全球華人籃球邀

請賽」等。 

打造身心障礙

友善運動城市 

推展身心障礙

運動據點 

一、 競技性質的基層訓練站：於北屯區陳平國小設立羽球基層訓

練站。 

二、 全民推廣的社區據點：於四張犁國中、臺中高工分別開設相

關課程。 

三、 多元身障運動：包含馬術體驗、滾球、羽球、聽障籃球、棒

球、槌球、撞球、保齡球、定向越野、輪椅舞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