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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考量第35屆EAOC理事會議業於106年7月26日至29日於本市召開，會議

中針對東亞青奧賽事形象識別系統、賽事聖火傳遞規劃情形等皆未定案，

故擬定由本局局長親自率團赴EAOC（位於北京）進行雙方交流、討論，部

分討論亦尚未定案。 

拜會體育專業學校(北京體育大學以及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

希冀透過此拜會，拓展臺中市與中國體育相關業務的友誼。 

東亞青運籌備以「Young & Green」為主軸，環保簡約為核心價值，而

本賽會也將採取此一核心理念來辦理賽事。另透過此次參訪，可知競技運

動須有完善的後勤支援，包含訓練場地、科學化訓練方式等，才能夠做為

選手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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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王局長慶堂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洪科長義筌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蔡專員宗昌 

 

參、 目的 

    臺中市於2014年10月第32屆理事會中，成為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

(以下簡稱2019東亞青運)主辦城市，將以「East Asia：Young & Green

」為主軸，打造一個強調青年人為主體的環保綠能運動會。 

    考量第35屆EAOC(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理事會議業於106年7月

26日至29日於本市召開，會議中針對東亞青奧賽事形象識別系統、賽事

聖火傳遞規劃情形等皆未定案，故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親自率團赴

EAOC進行雙方交流、討論。 

    這趟出訪北京，主要任務就是與EAOC洽談有關東亞青年運動會籌辦

過程中，區域合作計畫、籌委會聖火傳遞規劃情形、EAOC會旗授旗之規

劃、識別形象系統之確認等相關主題。此外，參訪北京體育相關大型設

施，並且拜會體育專業學校(北京體育大學以及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

學校)，希冀透過此拜會，拓展臺中市與中國體育相關業務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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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行程地點 

10/15 

（日） 

13:00

- 

桃園國際機場→北京首都

國際機場 

搭機赴北京 

(長榮 BR2762班機 13:00出發，

16:40抵達)航程 3小時 40分。 

※集合時間：10/15 11:00 

※集合地點：桃園國際機場／第

二航站長榮櫃台前 

※午餐於機上用餐 
16:40

-

17:10 
出境 

※抵達地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第三航站 

17:10

-

18:10 
前往飯店 

※機場-飯店車程：約 1小時 
※住宿：新世界酒店 

東城區崇文門祈年大街 8號 

18:10

-

19:30 
晚餐  

10/16 

（一） 

07:30 飯店享用早餐 ※08:30前於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08:30 搭車前往下一行程 ※車程：約 15分鐘 

09:00 

拜會 

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

（EAOC） 

主題：區域合作計畫、籌

委會聖火傳遞規劃情形、

第一屆東亞青授旗之規

劃、識別形象系統之確認 

時間：3小時 

※地點：北京市崇文區左安門内

大街 8號 

12:30 
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

宴請臺中組委會代表團 

 

14:00 
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

理中心 

※地點：東城區崇文門體育館路

2號（總局機關大樓 103會議

室） 

17:00 搭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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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 行程地點 

17:30 晚餐  

10/17 

（二） 

07:30 飯店享用早餐 ※08:30前於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08:30 搭車前往下一行程 ※車程：約 1小時 

09:30 

拜會 

北京體育大學 

時間：2小時 

※地點：海淀區信息路 48號 

12:00 午餐 ※用餐地點：北京體育大學 

13:20 搭車前往下一行程 ※車程：約 40分鐘 

14:00 

拜會 

1.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 

2.鳥巢體育場(國家體育

場) 

時間：1小時 30分鐘 

※水立方地點：朝陽區天辰東路

11號 

※鳥巢地點：朝陽區國家體育場

南路 1號 

※兩場館步行：約 15分鐘 

15:30 搭車前往下一行程 ※車程：約 15分鐘 

16:00 

拜會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時間：1小時 

※地點：朝陽區安定路 1號 

19:00 晚餐  

10/18 

（三） 

07:30 飯店享用早餐 ※08:30前於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08:30 搭車前往下一行程 ※車程：約 30分鐘 

9:00 

拜會 

中國賽艇協會 

時間：3小時 

※地點：東城區左安門內大街 6號

綜合辦公大樓 826房 

12:00 午餐  

13:30 

拜會 

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

（E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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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 行程地點 

主題：確認 10/16研商會

議決議 

15:00 

拜會 

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

校 

時間：2小時 30分 

※車程：約 40分鐘 

※地點：西城區什刹海前海西街 

16:30 搭車前往機場 

※車程：約 1小時 

※集合時間：10/18 17:45前 

※集合地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第三航站長榮櫃台前 

19:45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桃園

國際機場 

搭機回台 

(長榮 BR715班機 19:45出發，

22:55抵達)航程 3小時 10分。 

※晚餐於機上用餐 

DAY 1  出發 

    下午由桃園機場第二航站搭乘長榮BR716班機，出發至北京國際機場，

由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EAOC段英華小姐接機，約下午6點30分左右抵達

飯店。 

 

DAY 2  拜會中國奧會、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EAOC） 

    這趟出訪北京，主要任務就是與EAOC洽談有關東亞青年運動會籌辦過

程中，區域合作計畫、籌委會聖火傳遞規劃情形、識別形象系統之確認等

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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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0月16日（星期一）中午12時至下午1時30分於新世界酒店2樓

餐廳，會見EAOC，雙方就上開議題進行交流，說明如下： 

（一）有關區域合作計畫： 

  王局長慶堂表示，預規劃由2019東亞青執行委員會執行長、副執行長赴

各會員國奧會進行拜會，針對雙方體育活動、進行相互討論與交流，並邀

請各國奧會主席至臺中參加東亞青年運動會，增強本市與會員國間的情感

交流，以利本市籌委會順利籌辦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 

    而EAOC則表示東亞運動會轉型為東亞青年運動會之初衷，即為節省經

費及簡化程序，建議籌備處在籌備過程中應將重心全力投入競賽層面，區

域合作計畫可運用賽會期間教育文化等多元交流活動進行，以達綜效。 

（二）有關籌委會聖火傳遞規劃： 

    經籌備處規劃，將以賽會「Young & Green」環保簡約核心價值，採取

「以環保火炬、自行車方式環島，境外以電子聖火方式行銷」之策略，擴

大行銷第一屆臺中東亞青年運動會。 

     東亞奧協章程無針對東亞青年運動會聖火傳遞作出規範，為避免增加

籌辦經費，EAOC對於聖火傳遞之規劃還是要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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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因輕艇為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本市爭取選辦的種類，亦為本市積

極發展之種類，故本次行程中拜會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以

及亞洲賽艇聯合會，針對各項划船及輕艇(中國稱為皮艇)訓練、設施等議

題進行意見交流。 

 

DAY 3  參訪各體育大學及體育相關著名建築 

    本日行程為參觀北京體育大學、水立方及鳥巢體育場，皆為中國北京

著名體育設施設備，對於中國競技運動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北京體育大學為中國北京市公立體育大學，主管部門為國家體育總局

。目前的北京體育大學為中國重點大學，位於海淀區信息路，毗鄰圓明園

遺址公園，占地面積1340餘畝，建築面積約55萬平方米。北京體育大學專

精於競技體育，於2015年，北京體大創辦殘奧冠軍班，招收優秀殘障運動

員。此外，國家體育總局幹部培訓中心、國家體育總局教練員學院也設在

該校。本次與於北京體大的臺灣交換生交流，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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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及鳥巢體育場(國家體育場)： 

    國家游泳中心位於北京是懷柔區的奧運匹克公園內，俗稱「水立方」，

是2008年北京奧運主要的水上項目比賽場館，例如游泳、水上芭蕾、跳水

與水球等比賽皆位於國家游泳中心舉辦，是北京目前多座奧運比賽場館中

唯一由海內外華人集資建造的場地，國家游泳中心於西元2003年12月24日

開始動工，已於2008年1月29日落成。 

    國家體育場位於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奧林匹克公園，是2008年北京奧運

會的主場館，由於獨特造型又俗稱「鳥巢」。承辦該屆奧運會的開、閉幕式

，以及田徑同足球等比賽項目。 

  參觀當日體育場正進行整修，草皮及跑道皆於工程進行中，然於觀眾席

觀看，還是發現該場地的壯觀，且雖於工程中，大螢幕投影還是開啟，且

內容頗有政治意含。 

 

DAY 4  會晤EAOC洽談東亞青運相關事宜及回國 

    本日拜會中國賽艇協會，並且再次就本次來訪之相關議題，會晤EAOC

宋秘書長洽談，10月18日（星期三）下午1時至2時30分於新世界酒店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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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與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進行意見交流。有關區域合作計畫，雙方

共識在節省經費及簡化程序之原則下，以城市交流之方式，向東亞地區蒙

古、北韓等國推廣「輕艇」與「自由車」項目，藉由區域合作計畫赴當地

進行雙邊經驗交流、訓練，期許上揭兩「綠色運動」項目能永續發展。 

    另宋秘書長建議本賽事可規劃接軌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混合（跨代

表隊）組隊，提供東亞9國青年選手更多交流機會，並於下次協調委員會提

出討論。 

    拜會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設有武術、體操、排球、桌球、網

球、舉重、散打、跆拳道、拳擊十個訓練項目，其中武術、羽毛球和跆拳

道建有專業運動隊，可說是以武術專業見長的專業體育學校。 

16:30出發至北京機場，搭乘長榮BR715班機19:45出發，22:55抵達至桃園

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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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2019東亞青運是本市首次舉辦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也是首屆的東

亞青年運動會，對於賽事籌辦，本府非常重視，也希望透過賽事之外的

交流，與東亞各國建立更深厚的情誼。本次出訪北京，因適逢中國舉辦

19大，故中國體育部門對此次拜會之安排未盡人意。 

一、 東亞青奧之特色：EAOC秘書長等人於各項議題中皆透露，東亞運

動會轉型為東亞青年運動會之初衷，為的就是節省經費及簡化程

序，故希冀籌備過程中，於賽事本身及文化交流活動外，其餘各

項活動則能省則省，例如聖火活動、區域合作計畫、授旗儀式等

等。惟本次賽會為本市首次舉辦之大型賽會，希望能夠在賽會中

打造屬於臺中的特色，為臺中留下重要的legacy。 

二、 精英訓練須完善的後勤支援：北京體育大學及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水上運動管理中心的各項設施規劃非常完整，體育大學有完善的

室內訓練場地，可避免訓練受到天氣之影響，由此可見，中國是

如何重視體育教育，在精英運動員的身上投資相當多資源，才能

夠有豐碩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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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東亞青運籌備以「Young & Green」為主軸，環保簡約為核心價值

，且賽事規模不若剛舉完畢的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因此

，於賽事籌備過程中，更應該找出本次賽會的特色，例如透過成

立綠色委員會主導環保議題於籌辦過程中的應用，以及強調青年

人透過賽事所能達到的友誼與團結。 

二、 競技運動須有完善的後勤支援，包含訓練場地、科學化訓練方式

等，才能夠做為選手的後盾。我國剛舉辦宜蘭106年全國運動會，

本市獲得49金、48銀、51銅的成績，與上屆一樣獲得全國第四名

，另綜觀前六名皆六都，可見投入資源與成績之正相關，未來建

議針對基層優秀選手有系統的提供完善之後勤支援，以期提高本

市獲獎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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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照片 

 

拜會中國國加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 

 

北京體育大學室內田徑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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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體育大學柔道訓練場地 

 

鳥巢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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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奧體中心 

 

「水立方」游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