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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市府王岳彬參議及體育總會副理事長謝震穎、秘書長楊永昌議

員率領的考察團一行 66 人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赴內蒙古自治區，

進行為期 8 天的體育交流參訪，觀摩大陸內蒙古自治區體育場等場館、

國民運動中心體育設施，作為群眾健身和休閒娛樂場所，培訓優秀運

動人才，以及深入了解企業團體與社區民眾共同推動全民體育，提昇

運動人口情形。 

臺中市已爭取到 2019 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這是臺灣第一

次爭取到主辦奧運會正式項目的賽會，希望利用此次考察，與內蒙古

自治區體育局與體育總會進行相關經驗分享與傳承，再透過發揮雙方

合作溝通橋樑的作用，繼續致力於促進臺灣與內蒙古體育界的交流合

作，為促進兩地體育工作往來、造福兩地人民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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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所屬單位 職稱 姓名 

1 臺中市政府 參議 王岳彬 

2 臺中市議會 祕書長 張世禎 

3 臺中市體育總會 副理事長 謝震穎 

4 臺中市體育總會 秘書長 楊永昌 

5 臺中市體育總會 副祕書長 張世傑 

6 臺中市體育總會 理事 蔡淑貞 

7 臺中市體育總會 理事 王鎮圳 

等 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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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本府與體育總會因近幾年兩地商貿往來日益頻繁，人文交流不斷

加強，雙方希望以多溝通、多交流、多合作的方式，共同創造兩地體

育事業合作、創新、發展的良好局面。臺中市體育總會將以充分發揮

合作、溝通橋樑的方式，繼續致力於促進臺灣與內蒙古體育界的交流

合作，為促進兩地體育工作往來、造福兩地人民做出更大貢獻。此外，

以如何照顧優秀選手未來的出路、兩地運動員未來職業如何發展、運

動員簽約制度等問題展開討論，並就推動內蒙古和臺灣地區體育工作

發展與合作進行交流。 

位於中國北部邊疆，首都為呼和浩特的內蒙古自治區發展至今，

在體育方面有很良好的發展，因風土民情的關係，內蒙古自治區亦有

許多體育強項，例如馬術、射箭、射擊、摔角和柔道等等，在世界上

皆是舉世聞名，而內蒙古的體育發展，該自治區的體育局與體育總會

功不可沒，此次考察主要可由兩市之交流，於體育發展方面可相互學

習、借鏡，也可促進兩市之友好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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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此次考察活動一行 66 人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共 8 天於首府呼

和浩特市拜會內蒙古自治區體育局與體育總會，受到局長兼總會主席

譚景峰等多人熱情歡迎，雙方就進一步加強體育交流合作事宜，深入

交換了意見。並參觀包括了內蒙古體育館、內蒙古體育場、內蒙古賽

馬場、內蒙古射擊射箭馬術運動管理中心射擊場、內蒙古多功能體育

園區(包括體育學校、體育館、國際標準游泳池、展演館)、呼和浩特

市體育場等場館設施。 

 

(一)王岳彬參議(左

四)、臺中市體育總

會副理事長謝震穎

(左三)、秘書長楊永

昌議員(左五)率領

的內蒙古考察團，

拜會內蒙古自治區

體育局與體育總會，

受到局長兼總會主席譚景峰(右七)熱情歡迎，雙方就體育交流合作，

深入交換意見後合影留念。 

 

(二) 考察團一行，在自

治區體育總會副主席王

文中(第一排右六)等相

關部門負責人陪同下，

參觀考察內蒙古體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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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團前往內蒙古射擊射箭馬術運動管理中心射擊場參訪，觀看

馬術隊選手的日常訓練情形。 

 

 

 

 

 
 

(四) 考察團參觀可容納 6 萬人的內蒙古體育場及足球場設施，場長韓

玉林(右七)表示，體育場有 48 個出口，6 萬人可在 1 個鐘頭內完全疏

散。 

 

 

 

 

 

 

(五) 考察團參觀內蒙古體育館設施，團員體驗館內健身器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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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為了更加瞭解內蒙古自治區 透過風土民情與體育之結合，帶動

當地體育發展的方法，我們須深入瞭解 內蒙古自治區的基本資料，

及該市著名的體育設施、景點，整理的資料與心得感想如下： 

內蒙古自治區基礎建設 

(一) 人口：24,050,600 人 

(二) 區位： 

內蒙古自治區位於中國北部邊疆，範圍橫跨東北、華北、西北，

接鄰八個省區：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和寧

夏，與陝西省同是中國鄰省最多的省級行政區。內蒙古亦有 18 個邊

境口岸，期中滿洲里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陸路口岸，二連浩特是對蒙古

國最大邊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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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質： 

內蒙古高原開闊坦蕩，海拔 600～1400 米，地勢西高東低，南高

北低，坦蕩緩穹的崗阜與寬廣的塔拉（蒙古語平地、盆地）相間，構

成大波幅的遼闊草原。 

內蒙古東部是火山集中分

布地區。分為：大興安嶺中段火

山群，分布在綽爾河、哈拉哈河

之間的熔岩台地上。阿巴嘎火山

群，分布在錫林郭勒盟中部熔岩

台地上。達來諾爾火山群，在達來諾爾以北的熔岩台地上。烏蘭哈達

火山群，分布在集二鐵路兩側。岱海火山群。 

(四) 經濟發展： 

1. 資源優勢：資源儲量豐富、開發條件好 

2. 地理優勢：邊境口岸眾多、與京津、東北、西北經濟技術合作關

係密切 

3. 地廣人稀：有利於收縮生產力，以及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恢復和

保護生態環境 

(五) 氣候： 

內蒙古地處 中溫帶 大陸，水熱條件較差，西部熱量雖多，但降

水稀少。氣溫自大興安嶺向東南、西南遞增。低溫區分布於大興安嶺

中山地帶，年均溫低於-5～-3℃，是中國最冷地區之一，其它地區冬

季也在半年以上。夏季溫涼短促，部分地區無夏季。7 月均溫全區變

化在 16～26℃，自東北向西南遞增。 

(六) 各城市之介紹與體育場所： 

內蒙古自治區其轄域面積 1,183,000 平方公里，共劃分為 12 個一

級行政區即 9 個 地級市 分別為呼和浩特、包頭、赤峰、通遼、烏海、

呼倫貝爾、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及巴彥淖爾，以及 3 個 盟 分別為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B8%A9%E5%B8%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BA%A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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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郭勒、阿拉善及興安，下轄 22 個 市轄區 、11 個 縣級市 、17 個

縣、49 個 旗、3 個 自治旗。 

內蒙古各個行政區人從烏海市的 53 萬人至赤峰市的 430 萬人，

目前內蒙古各地皆興起運動風潮，藉由各地不同風土民情與環境的影

響，催生出許多不同體育領域的專業人才，近幾年，內蒙古亦推行路

程 5-30 分鐘內就有體育場所供民眾使用。 

而位於中國大陸北端的內蒙古自治區，目前最為著名之體育館為

呼和浩特體育場，於 2007 年完工，可讓 6 萬人次進場，內蒙古具有

許多體育學院，如鄂爾多斯體育學院、內蒙古體育職業學院等，烏海

市運動公園、鐵路老年活動中心等，皆可讓民眾可於空閒時間休閒運

動，拓展身心。 

(七) 各城市風景名勝： 

內蒙古各城市皆有豐富地方文化的名勝景點，如需舉辦各項體育

活動賽事時，可於參加時順便欣賞內蒙古之人文風情，整理資料如下 

1. 赤峰市 

克什克騰國家地質公園、

烏蘭布統古戰場、壩上草原，

大青溝、第四紀冰川遺蹟、

寧城縣打虎石水庫、黑里河

自然保護區、遼中京遺址 、

赤峰市博物館 、阿魯科爾沁

旗博物館 喀喇沁旗清王府、美林谷滑雪場、馬鞍山森林公園。 

2. 通遼市 

莫力廟沙漠水庫 、珠日河牧場 、大青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奈

曼王府。 

3. 呼倫貝爾市 

、額爾古納西山濕地、室韋俄羅斯民族鄉、白樺林、中俄邊境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8%BE%96%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7%BA%A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B2%BB%E6%9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4%BB%80%E5%85%8B%E8%85%BE%E5%9B%BD%E5%AE%B6%E5%9C%B0%E8%B4%A8%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4%B8%AD%E4%BA%AC%E9%81%97%E5%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B3%B0%E5%B8%8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B3%B0%E5%B8%8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5%B3%B0%E5%B8%8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B2%81%E7%A7%91%E5%B0%94%E6%B2%81%E6%97%97%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B2%81%E7%A7%91%E5%B0%94%E6%B2%81%E6%97%97%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E%AB%E5%8A%9B%E5%BA%99%E6%B2%99%E6%BC%A0%E6%B0%B4%E5%BA%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A0%E6%97%A5%E6%B2%B3%E7%89%A7%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9%9D%92%E6%B2%9F%E5%9B%BD%E5%AE%B6%E7%BA%A7%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88%E6%9B%BC%E7%8E%8B%E5%BA%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88%E6%9B%BC%E7%8E%8B%E5%BA%9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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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溫克草原旅遊區、大興安嶺森林區、嘎

仙洞鮮卑遺址、滿洲里國門、扎蘭屯秀水

山莊、扎蘭屯柴河天池景區、扎蘭屯泓森

漂流度假村、海拉爾西山國家森林公園。 

4. 烏海市 

金沙灣、胡楊島、桌子山岩畫。 

5. 烏蘭察布市 

葛根塔拉草原 、希拉木倫廟 、腦木更胡楊林 、輝騰錫勒草原 、

神舟飛船著陸場、老虎山公園、黃花溝、蘇木山、岱海、阿貴廟、

察哈爾火山群、陰山岩文岩畫。 

6. 鄂爾多斯市 

伊金霍洛草原 、成吉思汗 衣冠冢 所在處、響沙灣、秦直道、十

二連城、統萬城。 

7. 巴彥淖爾市 

烏梁素海景區、龍成奇石展覽館、金川大道 商業步行街。 

8. 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博物館 、呼和浩特體

育館。 

9. 包頭市 

成吉思汗陵 、五當召 、九曲

黃河。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88%E5%B7%B4%E5%B0%94%E8%99%8E%E8%8D%89%E5%8E%9F%E6%97%85%E6%B8%B8%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91%E6%B2%99%E6%B9%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3%A1%E6%9D%A8%E5%B2%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C%E5%AD%90%E5%B1%B1%E5%B2%A9%E7%94%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1%9B%E6%A0%B9%E5%A1%94%E6%8B%89%E8%8D%89%E5%8E%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C%E6%8B%89%E6%9C%A8%E4%BC%A6%E5%BA%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4%91%E6%9C%A8%E6%9B%B4%E8%83%A1%E6%9D%A8%E6%9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89%E8%85%BE%E9%94%A1%E5%8B%92%E8%8D%89%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8%99%8E%E5%B1%B1%E5%85%AC%E5%9B%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4%E8%8A%B1%E6%B2%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8F%E6%9C%A8%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1%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8%B4%B5%E5%BA%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9F%E5%93%88%E5%B0%94%E7%81%AB%E5%B1%B1%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9F%E5%93%88%E5%B0%94%E7%81%AB%E5%B1%B1%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9F%E5%93%88%E5%B0%94%E7%81%AB%E5%B1%B1%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4%E5%B1%B1%E5%B2%A9%E6%96%87%E5%B2%A9%E7%94%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7%91%E9%9C%8D%E6%B4%9B%E8%8D%89%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5%86%A0%E5%86%A2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152357-d2221073-Reviews-Wuliang_Suhai_Scenic_Spot-Bayan_Nur_Inner_Mongolia.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152357-d5119103-Reviews-JinChuan_DaDao_ShangYe_BuXingJie-Bayan_Nur_Inner_Mongolia.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8%92%99%E5%8F%A4%E5%8D%9A%E7%89%A9%E9%A6%86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580103-d505451-Reviews-Genghis_Khan_s_Mausoleum-Baotou_Inner_Mongolia.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580103-d505452-Reviews-Wudang_Zhao_Monastery-Baotou_Inner_Mongolia.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580103-d1859203-Reviews-Jiuqu_Yellow_River-Baotou_Inner_Mongolia.html
http://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580103-d1859203-Reviews-Jiuqu_Yellow_River-Baotou_Inner_Mongolia.html


 

10 
 

在分析完內蒙古的地理位置、城市發展已級各項發展後，我們亦

利用此次考察團之機會，與拜會交流及參觀體育相關場館過程中，在

場陪同的內蒙古體育官員進行

了深刻的交流，包括有：自治

區台辦主任楊利民，自治區體

育局副局長、體育總會副主席

施李明，自治區體育總會副主

席王文中，自治區體育總會祕

書長賈金貴、體育局辦公室主

任、體育總會副秘書長張志、

體育局外事秘書谷素芬、內蒙

古體育館長王利鋒、內蒙古賽馬場長賈濟民、體育場長韓玉林等相關

部門負責人。 

 

  內蒙古體育總會主席譚景峰首先對王岳彬參議、楊永昌和他率領

的臺中市體育總會一行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並簡要介紹了內蒙古體

育工作發展情況。他說，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國家體育總局和自治區

黨委、政府歷來十分重視體育工作，內蒙古體育發展勢頭很好、空間

很大、前景廣闊，主要以三個項目為發展方向。 

(一) 群眾體育 

(二) 競技體育 

(三) 體育產業 

 

  譚景峰指出，當前，內蒙古全區體育系統正在深入貫徹自治區體

育工作，團結奮鬥，努力打造大陸北疆體育事業亮麗風景線。尤其是

體育文化發展，更是重中之重。今後，要繼續深入挖掘具有內蒙古特

色的體育文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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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別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 

(二) 建設體育文化載體 

(三) 加強體育文化宣傳 

(四) 開展系列體育文化活動 

(五) 豐富內蒙體育發展的文化底蘊 

 

  譚景峰表示，

內蒙古與臺灣地區

在體育文化等方面

的交流聯繫日益密

切，此次來訪不僅

進一步促進了兩地

體育總會的交流，

還為兩地今後在體

育事業發展合作等

方面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希望此次來訪的各位代表在內蒙古多走

走、多看看，切身感受內蒙古體育新一輪發展的大好形勢，為內蒙古

體育工作提出中肯的建議。 

 

  臺中市體育總會秘書長楊永昌對自治區體育局的精心安排和周

到服務表示感謝。臺中市能夠爭取到 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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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臺灣第一次爭取到主辦奧運會正式項目的賽會，他特別感謝大陸

的鼎力支持。 

 

  楊永昌也說，臺中市和內蒙古兩地商貿往來日益頻繁，人文交流

不斷加強。他當場邀請譚景峰組團到風光明媚、氣候溫暖的臺中市訪

問，希望雙方今後能以多溝通、多交流以及多合作的方式來共同創造

兩地體育事業合作、創新、發展的良好局面。臺中體育總會將充分發

揮合作溝通橋樑的作用，繼續致力於促進臺灣與內蒙古體育界的交流

合作，為促進兩地體育工作往來、造福兩地人民做出更大貢獻。 

 

  王岳彬代表臺中市政府

官方說明，市府除了緊鑼密

鼓籌備體育局成為市府一級

單位，全力發展競技體育及

全民體育外，也正積極向中

央將成功嶺納為國家體育訓

練中心，成為中臺灣體育訓

練基地。至於內蒙古為了推展社區全民體育，依城市地區層級別、因

地置宜，以及地區特色需求，分別以民眾走路 5、10、30 分鐘的距離，

由政府興建一座健身運動中心，付費很低廉，提供社區居民健身運動，

他稱此項措施值得臺中取經學習。 

 

  臺中市體育總會副理事長謝震穎、副秘書長張世傑也針對幾個問

題展開討論，包括： 

(一) 健身運動中心 

(二) 大陸如何照顧優秀選手未來的出路 

(三) 兩地運動員未來職業如何發展 



 

13 
 

(四) 運動員簽約制度 

並就推動內蒙古和臺灣地區體育工作發展與合作進行了友好交流。 

 

  接著，雙方互贈紀念品，謝震穎、楊永昌分別代表致贈「友誼永

固」的紀念牌、臺中地方特產鳳梨酥、阿里山茗茶，譚景峰則回贈具

內蒙古民族特色的駿馬雕塑紀念品。 

 

  內蒙古的體育強項主要為馬術、射箭、射擊、摔角、柔道、跆拳

道、馬拉松及競走、。拜會結束後，臺中市體育總會考察團一行 66

人在自治區體育總會副主席王文中、自治區體育局相關部門負責人陪

同下分別參觀考察了內蒙古體育館、可容納 6 萬人的體育場及足球場、

內蒙古賽馬場、內蒙古體育場射箭射擊場等場館設施。 

 

  考察團並前往內蒙古射擊

射箭馬術運動管理中心射擊場

參訪，觀看射擊隊與馬術隊選

手的日常訓練情形。內蒙古全

力興建大型體育場館及推展體

育運動，目前正興建中的多功

能體育園區，有體育學校、國

際標準游泳池、體育館，斥資 10 億人民幣，預計 2016 年底完工。考

察團對內蒙古體育場館的完善功能和優美環境表示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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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團在參觀過程中，有許多男女老少民眾、年輕學子們分別在

打太極拳、健走、桌球、練騎馬術或射箭等健身運動，有些單項運動

教練則在旁督導選手加強訓練，還有家長們陪同小朋友練武，小將專

注精神，架式十足，虎虎生風，團員見狀紛紛拍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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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本次觀摩考察期間，前往內蒙古自治區且拜訪了內蒙古自治區體

育局與體育總會，與局長兼總會主席譚景峰等人會談之後，受益良多。

臺中市目前正積極進行十幾座國民運動中心及運動公園的規劃建造，

以及籌辦 2019 年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考察團此次前往內蒙古參

訪後，綜合提出下列五項建議，提供體育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整理相關資料建議如下： 

(一) 內蒙古全力推展全民體育，由政府興建健身運動中心，付費很低

廉，作為群眾健身和休閒娛樂場所，也可舉行趣味運動會、展

演與晚會場所，和商貿展覽活動，既可用於大眾健身也可承接

各類賽事活動，多功能的使用，充分發揮中心的邊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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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體育發展，政府強力主導，投資興建專業場館不餘遺力，例

如，2007 年啟用的內蒙古體育場，可容納 6 萬人，花費 6 億元人

民幣興建。場長韓玉林表示。場內的田徑場也兼做足球比賽場地，

草坪青綠如茵，他說光草皮的維護一年就需要 100 萬人民幣，整

個體育場一年的維護費

則要 1500 萬人民幣。這

麼龐雜的場館經營維護

運作，實在不容易，但卻

為喜好運動的選手與人

民創造出一個全民運動

場，在維護良好的管理下

讓足球競技運動有一處

得以發揮得空間，藉此推廣全民運動風潮 

  此規模之場館已獲世界各國運動人士愛好及贊許。 

  臺中市刻正畫籌建小巨蛋，除了因應東亞青年運動會的到來，將

來也將作為多功能場館運用 使臺中市民擁有一座專屬臺中市

的多功能小巨蛋 。 

 

(二) 內蒙古有計劃的培訓菁英選手外，全民也熱愛休閒體育，企業團

體熱心贊助，發展體育有由上而下、也有由下而上，風潮雲湧，

官民自發性的全力推廣、支持體育運動，種種措施與實際作為，

值得臺中市作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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