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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lympic Council of Asia，OCA)，以下簡稱

亞奧會，宗旨是促進亞洲體育運動的發展，該會主辦最大的活動是

每四年舉辦一次的亞洲運動會(亞運會)，由有意願且提出申辦之會

員國輪流爭取主辦權，除澳門之外，其餘 44 個會員國均為國際奧

會之會員國。亞奧會為了提高亞洲人的體育水平及提供更多互相切

磋的機會，還設立了亞洲室內運動會、亞洲冬季運動會、亞洲沙灘

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及亞洲各區運動會，使亞洲地區有更豐

富的體育交流活動。 

本市正式升格直轄市已屆滿二年，在市府團隊努力耕耘之下，

建構優質便利交通路網、發展國際觀光文化，並積極推動全民運動

及競技運動，以及規劃興建 8 座國民運動中心、3 座運動公園、3

座大型場館(國際網球中心、籃球館、小巨蛋)等，也在 101 年 12 月

底順利完成朝馬、中正國民運動中心 OT 委外營運議約，未來將帶

動本市朝向全民性及國際級的運動場館，而這些優勢皆是主辦國際

賽事的有利條件。 

本次觀摩考察機會須感謝中華奧會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01

年度委辦業務計畫，執行協助本市申辦 2017 年東亞運動會相關工

作。中華奧會爰安排本市府與新北市代表共組觀摩團觀摩亞奧會

(Olympic Council of Asia，OCA)會議之進行，以吸取經驗。然鑒於本

次組團，係依亞洲奧會之規定，以中華奧會額外會議代表身分報名參

加，本次與會以觀摩會議為限，並無申辦賽會設攤宣傳之安排。 

經中華奧會函請體委會遴薦隨團指導及臺中市遴派會議代

表，名單如下： 

 

 

 



 所屬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行政院體委會 
國際處 

科長 
賴靜婷 

會場： 

East Asian 

Games Dome 

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局長 葉俊傑 

3 臺中市體育處 處長 林琩祐 

4 中華奧會 國際組組員 羅雪梅 

 

 

貳、目的 

本屆亞奧會會員大會於 11 月 3 日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

行，原訂於 2011 年會員大會中投票選出 2019 年及 2023 年亞洲運動

會主辦城市，因大會進行亞奧會改選並為讓各申辦城市有充分準備

時間，故決議將 2019 年及 2023 年亞洲運動會主辦城市延後至 2012

年會員大會決定，但卻又於 2012 公告當年度之會員大會僅票選 2019

年亞洲運動會主辦城市，故本次觀摩考察目的在於觀摩 2019 年亞

洲運動會申辦城市簡報，獲取未來亞奧會相關資訊，也得到申辦城

市宣傳效益，以作為本市籌劃 2017 年東亞運動會申辦城市簡報之參

考。 

 

 

 

 

 

 



叁、觀摩考察會議行程摘要 

一、 時間：2012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00~下午 5:00 

二、 地點：澳門東亞運動會館(Macau East Asian Games Dome，

該館係澳門政府於 2003 年興建，在 2005 至 2007 期間曾舉

辦過東亞運動會、葡語系國家運動會、亞洲室內運動會及

亞奧會會員大會)。 

三、 參加國家：OCA 會員國共計 45 個 NOCs 

四、 會議摘要：會議進行如下： 

（一） OCA 主席法赫德親王致開幕詞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首長崔世安致歡迎詞 

（三） 國際仲裁法庭(CAS)Mr. John Coates 報告 

（四） 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WADA)報告 

（五） 2012 倫敦奧運籌備會報告 

     --播放 Highlights of London Olympic Games 

（六） 2014 索契冬季奧運籌備會報告 

（七） OCA 頒贈勳章 

（八） 簽約儀式 

     --與 2014 年仁川亞運會贊助商 Samsung 公司簽約 

（九） 國家奧會聯合會(ANOC)秘書長 Ms. Gunilla Lindberg 報告 

（十） 奧林匹克團結基金(OS)委員會主任 Mr. Pere Miro 報告 

（十一） 2016 里約奧運籌備會報告 

（十二） OCA 副主席報告及各項亞洲運動賽會籌備進度報告 

1. OCA 副主席 Mr. Yong Sun Park 報告 2014 仁川亞運會大  

致籌備情況 

2. OCA 協調委員會主席 Mr. Tsunekazu Takeda 作 2014 年仁 

川亞運會協調委員會視察報告 

3. 2014 年仁川亞運會籌備會進度報告 



4. 2013 年仁川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籌備會進度報告 

5. 2013 年南京亞洲青年運動會籌備會進度報告 

6. 2012 年海陽亞洲沙灘運動會成果報告 

7. 泰國奧會主席 Mr. Kanokphand Chulakesam 報告 

8. 2014 年普吉島亞洲沙灘運動會籌備會進度報告 

9. 日本奧會主席 Mr. Tsunekazu Takeda 報告 

10. 2017 年札幌亞洲冬季運動會籌備會報告 

11. 東南亞區副主席 Maj. Genl. Charouck Arirachakran 報告 

12. 中亞區副主席 Mr. Temirkhan Dosmukhambetov 報告 

13. 2013 年菲律賓長灘島亞洲運動會百週年紀念會籌備會 

進度報告—OCA 執委 Mr. Jose Cojuangco 報告 

（十三） OCA 各常設委員會報告 

1. 顧問委員會主席黃思綿先生報告 

2. 運動員委員會主席 Mrs. Yuko Arakida 報告 

3. 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國儀先生報告 

--報告並通過 2011 年財務稽核報告 

4.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 Mrs. Rita Subowo 報告 

5. 運動與環境委員會主席 Mr. Kyung Sun Yu 報告 

6. 全民運動委員會主席 Genl. Mouwaffak Jouma 報告 

7. 婦女委員會主席 Mrs. Natalya Sipovich 報告 

（十四） 2017 年斯里蘭卡漢邦托塔亞洲青年運動會報告 

--法赫德親王代表 OCA與 2017 年亞洲青年運動會主辦城

市斯里蘭卡漢邦托塔簽約 

（十五） 2019 年亞洲運動會申辦城市簡報 

      在臺北市退出後，2019 年亞運申辦城市只剩越南河內

(Hanoi)、印尼泗水 (Surabaja)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

(Dubai)，而杜拜也在本次會議前宣佈棄權，因此，僅剩越南



河內和印尼泗水兩個城市申辦。 

    簡報進行由越南河內打頭陣，由越南文化、體育和旅遊部部 

長暨越南奧會主席黃俊英作開場白，接下來由越南奧會副主 

席兼秘書長黃永江擔任簡報人員；印尼泗水接下來進行簡 

報，由印尼奧會主席暨 OCA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 Mrs. Rita  

Subowo 進行簡報。 

（十六） 進行 2019 年亞洲運動會主辦城市投票 

1. 訪視評估委員會報告 

2. OCA 主席任命選票發送暨監票小組 

3. 唱名各國家奧會由 A~Z 順序遴派乙名代表領票及投 

票，投入透明票箱。 

4. 開票作業 

5. OCA 主席宣布：2019 年亞洲運動會主辦權由越南河內獲 

得，印尼泗水則獲得 2021 年亞洲青年運動會主辦權。 

6. 選舉結果公佈後，隨即由 OCA 主席與越南奧會主席簽約  

及印尼奧會主席簽約。 

（十七） 宣佈下次OCA會員大會在 2013年 11月菲律賓舉行。 

五、 申辦城市攤位： 

     會議現場旁，大會設有現場攤位，包括 2019 亞洲運動會 

申辦城市(印尼泗水及越南河內)，已獲亞洲綜合性賽會主 

辦城市(中國南京主辦 2013 年亞洲青年運動會、俄羅斯亞 

庫次克主辦 2013 年亞洲少年運動會、日本札幌主辦 2017 

年亞洲冬季運動會、塔吉克阿什哈巴德 2017 年亞洲青年 

運動會)，及本次主辦會員大會的澳門體育局等 7 個攤位， 

現場空間很大，設攤主辦城市陳列宣傳商品琳琅滿目，吸

引所有與會人員目光，足以證明設攤是行銷城市的必要

過程。 

http://sites.sina.com.tw/%E8%B6%8A%E5%8D%97


 

OCA 主席 Cheik Ahmad Al-Fahad AL-SABAH 致開幕詞 

 

 

國家奧會聯合會(ANOC)秘書長 Ms. Gunilla 

Lindberg 報告 

奧林匹克團結基金(OS Commission)委員會

主任 Mr. Pere Miro 報告 



 

OCA 執委 Mr. Jose Cojuangco 報告 2013 年菲律賓長灘島亞洲運動會百週年紀念會籌備進度 

  

中華奧會秘書長暨 OCA 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國儀先生報告 

 

 



越南文化、體育和旅遊部部長暨越南奧會主席

黃俊英作開場白 
越南奧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永江簡報 

  

播放印尼總統錄影演說尋求會員支持印尼 

泗水申辦 2019 亞運會 

印尼奧會主席暨 OCA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

Mrs. Rita Subowo 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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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摩心得、效益及感想 

本次參與澳門亞奧會會員大會主要目的是考察 2019 年亞洲

運動會申辦城市簡報情形，及獲取未來亞奧會相關資訊，也得

到申辦城市宣傳效益之流程，以作為本市爭取 2017 年東亞運動

會或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申辦城市簡報與投票流程之參考，

經過本次考察獲得豐富的經驗，歸納如下： 

一、 觀摩學習，厚植本市申辦能力 

大會開會期間，除進行舉辦倫敦奧運經驗分享，頒發贊助

廠商感謝獎及申辦城市簽約儀式等，並安排 2019 年亞洲運動會

申辦城市越南河內及印尼泗水簡報，雙方均派出各國政要出

席，尤其越南指派該國女明星參與更為突顯。至於兩國申辦書

內容均涵括該國政策支持、介紹場館設施、選手村、交通運輸

及基礎建設、觀光旅遊文化及曾舉辦過國際賽事經驗等，這些

架構均可作為本市申辦 2017 東亞運動會申辦書及簡報之參考。 

二、 參與會議，獲取最新資訊 

各國主辦賽事不同，其簡報內容亦不同，但從中可瞭解未

來最新賽事概況，例如 2013 年仁川亞洲室內運動會及南京亞洲

青年運動會、2014 年仁川亞洲運動會及普吉島亞洲沙灘運動

會、2016 年里約奧運、2017 日本札幌亞洲冬季運動會等，因

此未來各運動會籌備會簡報流程、資料都可獲得第一手資訊。 

三、加強與會員國互動、遊說交流 

         本次在聽取各申辦城市簡報後比照投票結果，難免覺得非

常詫異。然而，若考量亞奧會一共有 45 個會員國，各國家對亞

運申辦城市之選擇自有其政治、經濟之考量與評比，只能二選

一的情況下，其結果應該也不至於太意外；因此，未來本市申

辦東亞運的過程裡，除了在申辦簡報上力求創新以增加說服力

外，恐怕前置作業的遊說工作，才是決定申辦成敗的關鍵因素。 



伍、結語 

由本屆大會期間，爭取 2019 亞洲運動會之主辦城市如越

南河內、印尼泗水兩者相較之下有不同策略運用：如越南河內

部分，係由越南奧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永江簡報，並邀請知名

女星 Ly Nha Ky 擔任串場，並介紹越南文化體育旅遊部長(兼

奧會主席)等貴賓，成功吸引各國代表注意。另印尼泗水則由

印尼奧會主席 Rita Subowo 進行簡報，現場播放印尼總統 Susilo 

B.Yudhoyono 的懇請支持影片，而青年體育部長 Andi 

Mallarangeng 及東爪哇省 Dr. H. Soekarwo 輪番上台說明尋求支

持，特別的是安排了 1992 年奧運金牌選手也在會場疾呼各會

員國給予支持。從前述可知下列啟示： 

一 、建議未來爭取 2017 東亞運候選城市簡報時，製作國家元

首及本市市長的支持影片，並邀請中央及地方官方代表親

臨現場支持，甚至邀請著名運動選手及國際名人共同前

往，俾利增加本市能見度及爭取主辦權機會。 

 

二 、加強國際體育交流合作及遊說宣傳活動，倘若未來本市要

申辦或舉辦國際賽會，有些議題不是體育領域就能解決

的，還是需要與會員國多溝通、多協商，爭取認同與支持。

而越南及印尼申辦團均超過 50 人以上，以妥善分配簡

報、遊說、宣傳、攤展等任務分工，惟事前遊說宣傳及友

誼互動是最重要的工作，方能克竟其功。 

 



    
 

日本 2020 申奧團向 OCA 主席致意 2017 年日本札幌亞洲冬季運動會攤展 

 
 

2013 年南京亞洲青年運動會攤展 
2017 年土庫曼阿什哈巴得亞洲室內暨 

武藝運動會攤展 



 

 

2019 年河內亞洲運動會申辦攤展 

 

OCA 主席頒贈獎狀與紀念品予亞洲各參加 2012 倫敦奧運獲牌國家奧會，我國由中華奧會蔡

主席親自領獎 

 



 

 

觀摩團團員合影 

 

 

        亞奧會對倫敦奧運得牌國家奧會進行頒獎表彰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