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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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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府8大核心價值與12大施政發展策略項目，編定111年度施政計畫，

共計有29項重要推動計畫。 

為積極推動「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之市長政見，打造本市成為「酷運動、

酷城市」，除持續推動興建各國民運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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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市民

運動環境，促進市民參與運動的意願與頻率，逐步提升規律運動人口，期望將

本市發展為優質運動城市。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一)5-4-2臺中市豐原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豐富專案之體育場用地，建築物規模為地上 4 層及地下 3 層，
針對原規劃內容地下停車場向下擴建。初步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
能中心、韻律教室、綜合球場、桌球場、親子體適能教室及兒童遊戲區
等。 

(二)5-4-3臺中市太平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太平坪林森林公園內，本案已於 109 年 2 月完成用地變更等相
關事宜，建築物規模初步評估地上 4 層。初步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綜
合球場、羽球場、韻律教室、飛輪教室、瑜珈教室及體適能中心等運動
項目，目前辦理預算編列及規劃設計事宜，以符合使用需求。 

(三)5-4-4大里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大里運動公園內，建築物規模地下 1 層、地上 7 層，已於 107
年 3 月開工，109 年 11 月竣工，刻正進行驗收階段，110 年底前啟用。
內部空間規劃有 6 大設施，包含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韻律教
室、綜合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桌球場及兒童運動空間等特
色項目。 

(四)5-4-5長春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南區長春公園上，業於 109 年 1 月 15 日竣工，109 年 7 月 24
日完成驗收，109 年 10 月正式營運。A 棟包含室內溫水游泳池、戶外游
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場、壁球室及體適能中心等。B 棟包含
綜合教室及韻律教室等。 

(五)5-4-6北屯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北屯區文教 7 用地，建物規模為地上 4 層及地下 1 層。目前由
PCM 廠商辦理規劃事宜，初步規劃滑冰場、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綜
合球場、羽球場、多功能休閒空間、兒童運動空間等。 

(六)5-4-7清水國民運動中心 

     位於清水區體 2 用地，建築物規模為地上 3 層，110 年 9 月已完成
統包工程採購作業程序，初步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韻律
教室、籃球場、羽球場、壁球場、兒童運動空間、競技運動中心及多功
能運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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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4-8推動兒童國民運動中心 

1、 大里兒童運動中心 
融入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後續委外營運將納入兒童設施元素，包含設

有專屬兒童游泳池、兒童遊戲室，配合專屬課程培養兒童生活必要之基本
體力與運動技能，俾獲得身心健全的發展。 

2、沙鹿兒童運動中心 
位於勞工育樂中心 4 及 5 樓，占地約 950 平方公尺，於 110 年 1 月開

工，110年 6月竣工，110年 7月完成驗收。目前辦理委託經營管理採購程
序作業中，俟 OT廠商進駐辦理營運前置作業及試營運等事宜。 

3、北屯區、豐原區國民運動中心內納入兒童專屬運動區域 
未來配合國民運動中心之興建，並於館內納入兒童運動元素規劃供兒

童專用之區域。 
4、西區兒童運動中心 

位於社會局聯勤 NPO 大樓，已向社會局提出使用需求，配合社會局後
續規劃辦理，留設兒運所需空間由運動局賡續作業。 

5、西屯兒童運動中心 
結合西大墩公園內環保節能減碳館，占地約 1,831 平方公尺，目前為

細部設計階段，待建設局完成主體工程驗收及部分空間點交後，進場裝
修。 

(八)5-4-9足球運動休閒園區 

     位於南屯區龍富九路與益豐路三段路口用地執行推動，擬規劃足球
競技主球場、練習場、球員休息室、商業設施等，教育部體育署於 110
年 3 月同意核定，目前辦理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作業程序
中。 

(九)5-4-10大甲運動公園 

      位於大甲區甲東路上，初步擬規劃適合大甲區具有特色之兒童或青
少年運動場域，同時考量甲安埔三區生活圈之民眾需求，未來擬規劃
建置室內自由車場、綜合體育館、壘球場、籃球場、槌球場、兒童運
動場及環繞跑道等運動空間，並設有廣場、停車場等附屬空間。目前
辦理委託興建可行性評估及整體規劃技術服務採購招標作業中，未來
將以規劃成果賡續辦理，提供市民優質運動及休閒場地。 

(十)5-4-12大雅體育園區 

     位於大雅區上楓段等多筆地號，大雅體育園區分 2 期開發，目前第
1 期棒壘球場及其附屬設施，已於 107 年 5 月開放供民眾使用。第 2 期
規劃設置籃球場、網球場、公園綠地及停車場等設施，已完成並開放使
用。 

(十一)5-5-3巨蛋招商計畫 

       於 110 年度辦理巨蛋體育館興建工程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並同
步推動招商作業，並動員市府相關機關共同推動，預計 111 年 7 月動
工，期盼滿足民眾體育運動、休閒遊憩等需求。 

二、規劃興辦風雨球場  

(一)烏日區南里里風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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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同意核定補助，已於 110 年 7 月
竣工，目前由烏日區公所辦理驗收作業。 

(二)大雅區三和公園籃球場 

     109 年 3 月開工，以標租方式由廠商搭設光電棚架，並配合既有球
場改善，已於 110 年 7 月竣工，將儘速開放使用。 

(三)大甲區大甲體育場風雨跑道 

     本案爭取教育部體育署前瞻計畫經費，經體育署 110 年 1 月核定補
助 1,350 萬元。目前辦理規劃設計中，預計 110 年底前開工，111 年 5
月竣工。 

(四)北屯區極限運動場增設風雨球場興建計畫 

     本案爭取教育部體育署前瞻計畫經費，經體育署 110 年 1 月核定補助
960 萬元。目前辦理細部設計中，預計 110 年底前開工，111 年 4 月竣
工。 

三、完善本市各運動場館修繕計畫 

  為完善本市各運動場館各項設備設施，本局除編列經費以開口契約派工作

立即性的修繕、維護外，同時積極提報場館改善計畫，向中央積極爭取相關

經費，透過各運動場館設備設施修繕，提供便利、優質、安全及友善的運動

環境，以實現「酷城市，酷運動」之願景。 

四、2022年電競嘉年華 

(一)提升本市市民對正式運動項目「電子競技」之認知，推廣電競運動。 

(二)規劃線上論壇、座談會等教育活動及結合大專院校、高中相關科系合作、提

升本市選手競技實力外，規劃主題亦將融入臺中特色，將臺中推向電競國際

舞臺，達到行銷城市目標。 

(三)結合企業、民間團體辦理電競嘉年華活動，規劃包括本市校園盃賽及邀請知

名選手或網紅交流賽等系列賽事，另規劃新興創意遊戲形式，以吸引年輕群

族及市民共同參與。 

(四)推動全民電競運動、親子互動活動，透過設置互動區域拉近一般民眾與電競

遊戲間的距離，且規劃「不老電競」交流賽邀請長輩族群參與，增加市民對

電競賽事的認同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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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取得佳績，讓政

府做為選手最強之後盾，針對賽事前三名選手，均發放績優選手培訓獎助金，

協助績優運動選手日常所需之營養品、器材設備等消耗品，使選手專心從事

專項訓練，延續選手運動生涯，提升本市競技成績並厚植實力。 

       同時，為培育臺中優秀運動人才根留臺中，修正「臺中市體育獎金發給要

點」之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破紀錄與破世界紀錄獎金暨「績優運動選手

培訓獎助金發給辦法」，以提高全國運動會選手獎助金，藉由優化獎勵措施，

營造優質運動選手培訓環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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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基層優秀運動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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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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職棒兄弟象棒球隊

結合，除了將觀賽人潮轉化為臺中的觀光人潮外，也提升臺中周邊觀光、旅

遊、住宿、育樂等各項經濟效益。 

七、多元發展籃球運動 

(一)長期推動籃球在地深耕，除輔導基層球隊，培養基層籃球選手，還有續辦本

市口碑賽事含「臺中市市長盃暨沙轆盃全國籃球錦標賽」、「中區大學籃球

聯賽」、「臺中市躍馬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等賽事，以賽代訓，培育籃球運

動選手。 

(二)臺中市夢想家青年隊，持續於 111 年舉辦選拔賽並參與全國各籃球賽事，挖

掘優秀球員，透過球員加入球隊，參與籃球校園公益活動，培育基層籃球選

手，發揮社會影響力，且募集社會贊助投入球隊經營，使球員參與企業實習

課程，累積工作經驗，提升未來步入職場之競爭力，提升本市籃球運動產業

推展，回饋社會，行銷臺中。 

(三)受國際籃球總會 FIBA 認證的臺灣推廣者「Absolute3X3」與全世界最大 3X3

籃球聯盟「3X3.EXE PREMIER」合作，111年本市將為「3X3.EXE PREMIER 聯

盟賽」城市巡迴站之一，預計臺中市夢想家青年隊、臺中中一數位隊等臺中

在地隊伍皆參賽，藉由此賽事，市民可直接在臺中觀賞 FIBA 認證的激烈賽

事，國人可到臺中觀賽順道暢遊臺中，為臺中帶來運動商機。 

(四)與 P. LEAGUE+福爾摩沙台新夢想家、T1 League臺中太陽男子職業籃球團合

作，辦理「2021-2022年 PLG福爾摩沙台新夢想家主場賽事」、「2021-2022

年 T1 League臺中太陽主場賽事」，市民可觀賞職業籃球專業賽事，帶動本

市籃球風氣。 

八、大型國際賽事在臺中 

(一)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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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臺中國際女子壘球邀請賽」邁入第 9年，參賽隊伍計我國、美國、日

本、韓國，分為高中及大學隊，預計 10隊參賽，350人參加。 

(三)規劃辦理「2022 FIBA 3X3臺中挑戰賽」，國際籃球總會 FIBA將派出多支三

對三籃球世界名列前茅的職業隊伍前來臺中參賽，完整呈現世界職業三對三

的對抗水準於臺中市民面前。 

(四)規劃辦理「2022 亞洲 U15 角力錦標賽」，參賽國家預計有日本、韓國、泰

國、新加坡、蒙古、伊朗、印度、菲律賓、印尼、哈薩克、塔吉克、土庫曼、

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16 國，參加人

數約 350人。 

(五)「2021 U-12男女混和壘球世界盃（2021 U12 Mixed Softball World Cup）」

因應疫情延期至111年於臺中萬壽棒球場辦理，預計8隊參賽，28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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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規劃舉辦全市運動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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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由本市 29 個行政區組隊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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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持續推動全民運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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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輔導本市各原住民族體育團體舉辦多元活動，包含原住民傳統射箭、原住民

族綜合運動會、阿美族祈雨祭典活動等，以鼓勵本市原住民族運動團體參與

原住民族傳統活動、培育原住民體育運動優秀人才、促進原住身心健康及區

域間情感交流，進而擴大本市原住民參與運動之比率。 

(四)推動馬拉松路跑運動，提昇慢跑風氣，透過辦理多元馬拉松活動，如舒跑杯

路跑賽、岱宇臺中國際馬拉松等以提倡全民體育、增進全國民眾健康、促進

社會和諧鼓勵國人持續運動強身。 

(五)規劃舉辦時代騎輪節等自行車活動，透過各類自行車活動串聯臺中市周邊景

點，一覽臺中文化風情，追求運動場域與生活連結，達到「酷運動、酷城市」

之目標。 

十一、打造身心障礙友善運動城市 

為鼓勵身心障礙民眾走向戶外維護健康，除每年舉辦本市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外，本市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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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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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持續規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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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落實本市為身心障礙友善運動城市。 

十二、籌備 111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本府將承辦「111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是項賽會 2 年舉辦 1

次，為國內身心障礙運動的最高層級賽事，更是與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達福

林匹克運動會及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賽事接軌的管道，其重要性相當

受到各界關注。此次賽會預計於 111 年 4 月 9 至 12 日，舉辦田徑、游泳、

羽球、桌球、輪椅網球、健力、射擊、籃球、保齡球、射箭、地板滾球等

11 項之競技項目，以及特奧羽球、特奧保齡球、特奧滾球、特奧輪鞋競速、

特奧籃球等 5項特奧項目，將匯集各縣市運動健將齊聚臺中大顯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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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5-4-2臺中市豐

原國民運動中

心 

位於豐富專案之體育場用地，建築物規模為地上 4 層及地下

3 層，針對原規劃內容地下停車場向下擴建。初步規劃室內

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綜合球場、桌球場、

親子體適能教室及兒童遊戲區等。 

5-4-3 臺中市

太平國民運動

中心 

位位於太平坪林森林公園內，本案已於 109 年 2 月完成用地

變更等相關事宜，建築物規模初步評估地上 4 層。初步規劃

室內溫水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韻律教室、飛輪教

室、瑜珈教室及體適能中心等運動項目，目前辦理預算編列

及規劃設計事宜，以符合使用需求。 

5-4-4 大里國

民運動中心 

位於大里運動公園內，建築物規模地下 1 層、地上 7 層，已

於 107 年 3 月開工，109 年 11 月竣工，刻正進行驗收階段，

110 年底前啟用。內部空間規劃有 6 大設施，包含室內溫水

游泳池、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綜合球場(籃球場/排球

場)、羽球場、桌球場及兒童運動空間等特色項目。 

5-4-5 長春國

民運動中心 

位於南區長春公園上，業於 109 年 1 月 15 日竣工，109 年 7

月 24 日完成驗收，109 年 10 月正式營運。A 棟包含室內溫水

游泳池、戶外游泳池、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場、壁球室

及體適能中心等。B 棟包含綜合教室及韻律教室等。 

5-4-6北屯國民

運動中心 

位於北屯區文教 7 用地，建物規模為地上 4 層及地下 1 層。

目前由 PCM 廠商辦理規劃事宜，初步規劃滑冰場、體適能中

心、韻律教室、綜合球場、羽球場、多功能休閒空間、兒童

運動空間等。 

5-4-7清水國民

運動中心 

位於清水區體 2 用地，建築物規模為地上 3 層，110 年 9 月

已完成統包工程採購作業程序，初步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

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籃球場、羽球場、壁球場、兒童運

動空間、競技運動中心及多功能運動空間。 

5-4-8推動兒童

國民運動中心 

一、  大里兒童運動中心： 
融入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後續委外營運將納入兒童

設施元素，包含設有專屬兒童游泳池、兒童遊戲室，社
區教室可兼供兒童運動教學課程使用，綜合球場亦可彈
性作為如直排輪、滑步車及迷你足球等兒童運動使用，
其兒童韻律教室作為音樂律動、幼兒體操等，配合專屬
課程培養兒童生活必要之基本體力與運動技能，俾獲得
身心健全的發展。 

二、  沙鹿兒童運動中心： 
位於勞工育樂中心 4 及 5 樓，占地約 950 平方公

尺，於 110 年 1 月開工，110 年 6 月竣工，110 年 7 月
完成驗收。目前辦理委託經營管理採購程序作業中，俟
OT 廠商進駐辦理營運前置作業及試營運等事宜。 

三、  北屯區、豐原區國民運動中心未來配合國民運動中心之
興建，並於館內納入兒童運動元素規劃供兒童專用之區
域。 

四、  西區兒童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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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位於社會局聯勤 NPO 大樓，已向社會局提出使用需
求，配合社會局後續規劃辦理，留設兒運所需空間由運
動局賡續作業。 

五、  西屯兒童運動中心： 
結合西大墩公園內環保節能減碳館，占地約 1,831

平方公尺，目前為細部設計階段，待建設局完成主體工
程驗收及部分空間點交後，進場裝修。 

5-4-9足球運動

休閒園區 

位於南屯區龍富九路與益豐路三段路口用地執行推動，擬規

劃足球競技主球場、練習場、球員休息室、商業設施等，教

育部體育署於 110 年 3 月同意核定，目前辦理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採購作業程序中。 

5-4-10 大甲運

動公園 

位於大甲區甲東路上，初步擬規劃適合大甲區具有特色之兒

童或青少年運動場域，同時考量甲安埔三區生活圈之民眾需

求，未來擬規劃建置室內自由車場、綜合體育館、壘球場、

籃球場、槌球場、兒童運動場及環繞跑道等運動空間，並設

有廣場、停車場等附屬空間。目前辦理委託興建可行性評估

及整體規劃技術服務採購招標作業中，未來將以規劃成果賡

續辦理，提供市民優質運動及休閒場地。 

5-4-12 大雅體

育園區 

位於大雅區上楓段等多筆地號，大雅體育園區分 2 期開發，

目前第 1 期棒壘球場及其附屬設施，已於 107 年 5 月開放供

民眾使用。第 2 期規劃設置籃球場、網球場、公園綠地及停

車場等設施，已完成並開放使用。 

5-5-3巨蛋招商

計畫 

於 110 年度辦理巨蛋體育館興建工程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

並同步推動招商作業，並動員市府相關機關共同推動，預計

111年 7月動工，期盼滿足民眾體育運動、休閒遊憩等需求。 

規劃興辦風雨

球場 

烏日區南里里

風雨球場 

教育部體育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同意核定補助，已於 110 年

7 月竣工，目前由烏日區公所辦理驗收作業。 

大雅區三和公

園籃球場 

109 年 3 月開工，以標租方式由廠商搭設光電棚架，並配合

既有球場改善，已於 110 年 7 月竣工，將儘速開放使用。 

大甲區大甲體

育場風雨跑道 

本案爭取教育部體育署前瞻計畫經費，經體育署 110 年 1 月

核定補助 1,350 萬元。目前辦理規劃設計中，預計 110 年底

前開工，111 年 5 月竣工。 

北屯區極限運

動場增設風雨

球場興建計畫 

本案爭取教育部體育署前瞻計畫經費，經體育署 110 年 1 月

核定補助 960 萬元。目前辦理細部設計中，預計 110 年底前

開工，111 年 4 月竣工。 

完善本市各運

動場館修繕計

畫 

爭取中央政府

各項基礎建設

計畫 

為完善本市各運動場館各項設備設施，本局除編列經費以開口契

約派工作立即性的修繕、維護外，同時積極提報場館改善計畫，

向中央積極爭取相關經費，透過各運動場館設備設施修繕，提供

便利、優質、安全及友善的運動環境，以實現「酷城市，酷運

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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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打 造 品 牌 賽

事，展現本市

競技運動實力 

2022 年電競嘉

年華 

 

一、提升本市市民對正式運動項目「電子競技」認知，推廣具經

濟多元發展潛力之電競產業。 

二、規劃線上論壇、座談會等教育活動及結合大專院校、高中相

關科系合作、提升本市選手競技實力外，規劃主題亦將融入

臺中特色，將臺中推向電競國際舞臺，達到行銷城市目標。 

三、結合企業、民間團體辦理電競嘉年華活動，規劃包括本市校

園盃賽及邀請知名選手或網紅交流賽等系列賽事，另規劃新

興創意遊戲形式，以吸引年輕群族及市民共同參與。 

四、推動全民電競運動、親子互動活動，透過設置互動區域拉近

一般民眾與電競遊戲間的距離，且規劃「不老電競」交流賽

邀請長輩族群參與，增加市民對電競賽事的認同感感。 

規劃舉辦全市

運動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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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由本市29個行政區組隊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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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優選手培訓

獎助金計畫 

績優選手根留

臺中，競技實

力再創高峰 

一、本辦法獎助之選手，應於申請日前連續設籍本市滿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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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三、在審核通過後，發放至下一屆賽會前，提供選手必要之獎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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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基層優秀運動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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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發展籃球

運動 

 

多元發展籃球

運動 

 

一、籃球運動在地深耕化，輔導基層球隊，續辦本市口碑賽事，

以賽代訓，培育籃球運動選手。 

二、籃球熱潮延燒臺中，擴展臺中市夢想家青年隊，提升本市籃

球運動產業推展，回饋社會，行銷臺中。 

三、3對 3籃球賽已成為奧運正式項目，辦理受國際籃球總會 FIBA

認證賽事及本市 3對 3籃球賽。 

四、臺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 P. League+、 T1 League 相繼成立，

職業籃球賽在本市舉行，市民可直接觀賞職籃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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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臺中國際女子壘球邀請

賽」、「2022 FIBA 3X3臺中挑戰賽」、「2022 FIBA 3X3臺中挑戰

賽」、「2022亞洲U15角力錦標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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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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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推動馬拉松路

跑運動 

透過辦理多元馬拉松活動，如舒跑杯路跑賽、岱宇臺中國際馬拉

松等以提倡全民體育、增進全國民眾健康、促進社會和諧鼓勵國

人持續運動強身。 

推動自行車活

動 

透過各類自行車活動，如時代騎輪節，串聯臺中市周邊景點，一

覽臺中文化風情，追求運動場域與生活連結，達到「酷運動、酷

城市」之目標。 

推展原住民運

動 

輔導本市各原住民族體育團體舉辦多元活動，包含原住民傳統射

箭、原住民族綜合運動會、阿美族祈雨祭典活動等，以鼓勵本市

原住民族運動團體參與原住民族傳統活動、培育原住民體育運動

優秀人才、促進原住身心健康及區域間情感交流，進而擴大本市

原住民參與運動之比率。 

打造身心障礙

友善運動城市 

推展身心障礙

運動據點 

一、每年舉辦本市身心障礙運動會。 

二、競技性質的基層訓練站。 

三、於身心障礙社區據點開設相關課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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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 111 年全

國身心障礙運

動會 

籌備 111 年全

國身心障礙運

動會 

本府將承辦「111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是項賽會 2 年舉

辦 1 次，為國內身心障礙運動的最高層級賽事，更是與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及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賽事

接軌的管道，其重要性相當受到各界關注。此次賽會預計於111年

4月 9至 12日，舉辦田徑、游泳、羽球、桌球、輪椅網球、健力、

射擊、籃球、保齡球、射箭、地板滾球等 11 項之競技項目，以及

特奧羽球、特奧保齡球、特奧滾球、特奧輪鞋競速、特奧籃球等 5

項特奧項目，將匯集各縣市運動健將齊聚臺中大顯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