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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陸浙江省杭州市將承辦 2022 年第 19 屆亞洲運動會，臺中市

體育總會特別安排『107 年度臺中市體育總會業務考察活動』，並邀本

府派員參加，王顧問岳彬奉派一同前往。 

    林理事長士昌率副理事長謝震頴、秘書長楊永昌、副秘書長張世

傑、北屯區體育會理事長沈佑蓮議員及市府代表王岳彬顧問、常務理

事李成顯、理事賴錦郎、元極舞委員會主委謝素真、柔道委員會主委

魏耀亮、水上救生委員會主委薛烱東、總會理監事、各單項主委、副

主委、各區體育會理事長、總幹事或幹部等共 55 人，前往大陸浙江

省亞運會主場館，杭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以及杭州黃龍體育中心、拜

會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校等相關體育場館設施，作為本市未來舉辦國

際型賽事參考、提供群眾健身和休閒娛樂場所、培訓優秀運動人才、

深入了解政府與民間企業團體和社區民眾共同推動競技運動，提昇運

動人口情形，啟發本市未來發展體育事務有不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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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訪行程 

    奉派參加臺中市體育總會辦理「107 年度臺中市體育總會體育業

務考察暨兩岸體育文化交流活動」 

【行程表】 

地點 行程內容 

3 月 21 日 

杭州蕭山機場 臺北桃園→浙江杭州市 

 

3 月 22 日 

杭州市  拜會浙江省體育局、體育總會，參觀體育館

與設施，晚餐與浙江省體育局、體育總會餐

敘進行交流 

 

3 月 23 日 

杭州市 →湖州市 參觀浙江國家游泳訓練中心及體育設施、拜

訪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 

 

3 月 24 日 

湖州市→蘇州市 沿途參訪體育設施、參觀太湖風景區 

 

3 月 25 日 

蘇州市 參訪蘇州市體育設施及人文景觀 

 

3 月 26 日 

杭州蕭山機場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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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出國人員名單與出國日期 

    奉派參加臺中市體育總會辦理「107 年度臺中市體育總會體育業

務考察暨兩岸體育文化交流活動」 

職稱 姓名 現職 出國起迄日 

顧問 王岳彬 

臺中市政府顧問兼任 

府會聯絡小組執行長 

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執行長 

臺中市單車運動委員會榮譽

主任委員 

107 年 03 月 21 日 

至    03 月 26 日 

肆、 考察目的 

    臺中市已躍居全台第 2 大城市，也是眾所公認的宜居城市，運動

設施是宜居城市重要的一環，再加上市府舉辦 2019 東亞青運，正積

極打造運動優質環境，推動市民運動風氣，轉型成為健康城市。 

    浙江省杭州市運動風氣盛行，積極建設成為世界賽事之城，並已

取得 2022 年 19 屆亞洲運動會主辦權。把亞運場館及設施當“精品”

和“藝術品”來打造，為浙江留下一座亞運遺產。黃龍體育中心，是

浙江省內規模和功能都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體育設施，與奥林匹克體

育中心構成的杭州市城市公共體育設施雙核心。浙江體育術學院是以

競技體育專業為特色，培養一流競技體育人才為根本任務。不僅擁有

一流場館，更有滿足運動科技服務需求的實驗室和醫療康復中心、體

育醫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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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出訪過程 

    臺中市體育總會林理事長士昌率領之體育參訪團一行55人，

其中包括沈佑蓮議員等與臺中市政府顧問王岳彬，於 3 月 21 日至

26 日進行為期 6 天的體育交流參訪，分別拜會浙江省體育局、浙

江省體育總會，參觀杭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杭州黃龍體育中心、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校，分別受到浙江省體育局局長孫光明、浙

江省體育總會副主席胡國平、李院長建設等人熱情迎接，雙方就

加強體育交流合作事宜，深入交換意見，以及參觀相關體育場館

設施。 

 奧林匹克體育發展中心主要建築設施考察 

     一早參訪團首先參觀杭州奧體中心將做為 2022 年亞運會主場

館 ，包括可容納 8 萬人主體育場、一座 1 萬 8 千人主體育館，游泳

館、網球中心、棒壘球中心、曲棍球場、小球中心、室內田徑中心和

重競技中心等，可舉辦世界性、洲際性、全國性綜合運動會及國際田

徑、足球比賽，擁有 80000 個觀眾固定坐席，是全國最大的體育中心

之一。杭州奧體中心由主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小球中心（綜

合訓練館）、網球中心組成。 

         主體育場可容納 8 萬人，為了充分發揮比鄰地鐵網站的優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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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場與地鐵奧體站之間有 24 萬平方米的地下商業區和車庫。體育場

的首層，西側將設置體育競賽用房，北側、東側和南側將設置 4 萬平

方米的群眾文化活動中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體育館（游泳

館）能滿足所有規格的國際國內賽事。體育館有 18000 個坐席數，游

泳館有 6000 個坐席數。小球中心（綜合訓練館）內有體育訓練、醫

療、科研和配套的後勤服務與新聞會議中心。在滿足運動員訓練和承

擔部分體育賽事的前提下，小球中心將對外開放。網球中心，有 1 萬

座的決賽場 1 片，2000 座的半決賽場 2 片，18 片預賽場和練習場，

一座室內網球館內有 2 片場地。網球中心建成後，可以承辦國際頂級

網球賽事。 

 黃龍體育中心主要建築設施 

    參訪團在阮副秘書長建國的陪同下，前往黃龍體育中心參訪，其

中也進行了兩會體育文化交座談。杭州黃龍體育中心的主體育場為浙

江省和杭州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體育館則以獨特的建築形態，充分

表現其意境，網球中心可開啟屋蓋為浙江體育建築之首例。 

    體育場可容納觀眾近 6 萬人。觀眾席上部建有雙塔斜拉索懸吊式

挑蓬。場內是按照國際標準建造的 400 米標準塑膠環形跑道、標準草

坪足球場和比賽訓練用房，適合國內外重大體育比賽與文娛演出的要

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BE%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8%82%B2%E5%BB%BA%E7%A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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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館位於主體育場東北側，其東側為黃龍路，南側為體育場的

主入口廣場，西側為體育中心 30 米寬的一環道和 30 米寬的北大道。

總建築面積近 25 萬平方米。體育館由主館和訓練館兩部分組成，形

成一個橢圓體型。館內設座位 8000 個，其中活動座位 1800 座，可承

辦國際體操、冰上、短道競速、籃球、冰球等室內體育比賽和娛樂演

出活動。田徑場位於主體育場北側，有地下通道與之相連通，以滿足

賽前場外熱身訓練。訓練場設 400 米 8 道標準塑膠跑道；內設一片標

準草坪足球場，配有四座高杆燈以滿足夜間的訓練比賽之用。 

游泳館內設 1500 座觀眾席、一座可供國際比賽的 50 米標準游泳池，

以及一座 25 米×16 米高臺跳水池。另有放鬆池、熱身池等配套設施。 

 拜會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校 

    由盧剛副院長建設親自介紹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總占地面積

約 1184 畝，總建築面積約 28.9 萬平方米，有多個教學訓練點，擁有

國內一流的場館，滿足優秀運動隊科技服務需求的實驗室和醫療康復

中心，以服務競技體育為宗旨兼顧社會服務功能的體育醫院，省內體

育文獻收藏最為豐富、系統和藏書富有體育學科特色的圖書館，同時

還擁有國家體育總局共建的國家級訓練基地（國家千島湖水上運動訓

練基地）1 個、與國家單項體育協會共建的訓練基地（游泳、田徑）

2 個、具有獨立產權的省外訓練基地（黑龍江海林水上運動訓 練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3%E6%93%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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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 個和國家體育總局重點實驗室（水上運動科學重點實驗室）1

個，以及黃龍體育中心共建的涵蓋各專業的校外實習基地 14 個。其

中，蕭山校區占地 465 畝、總建築面積 22.18 萬平方米；千島湖校區

占地 57 畝、總建築面積 3.4 萬平方米，新建教學綜合樓建築面積 1.29

萬平方米；長興校區（國際射擊射箭中心）總占地 487 畝，一期建設

已完成運動員公寓、25 米和 50 米射擊訓練館及決賽館、教學樓等設

施，總建築面積為 1.74 萬平方米。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下設8個黨政管理部門、8個競技體育系、

體育系以及附屬體校、培訓中心、圖書資訊中心、體育醫院等教學附

屬機構。學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內部實施院、系兩級管

理體制，對 33 支省級優秀運動隊實行院校化管理，按專案群編為競

技體育一系至八系，建立訓練、教學和科研“三位一體”的競技體育

人才培養模式。同時，設置體育系、附屬體校和培訓中心，實行包括

小學、初中、中專、大專及繼續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等的多層次辦學，

並與浙江大學聯合培養本科生；外部以系為中心，實行競技體育系、

專案管理中心、省單項體育協會秘書處“三位一體”的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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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 

    杭州是大陸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歷史文化名城。2016 年 G20 峰

會選在在這裡舉辦，主辦 2018 年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2022 年亞洲

運動會也將在杭州舉辦。杭州之所以成功承辦多次國際賽事，是因為

政府對體育事業一直以來的重視和投入，更得益於杭州的城市競爭力，

杭州經濟社會發展位列前茅，市民對杭州體育事業的支持。 

    臺中體育總會有鑑於兩岸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兩岸產業交流活動

蓬勃發展，特安排此次浙江省考察，借鏡杭州推展體育經驗，與浙江

省體育局、體育總會、體育職業技術學校進行多方交流過程中，包括

臺中市體育總會林理事長、臺中市政府顧問王岳彬、、張秘書長世禎、

楊秘書長永昌、燮主委震頴等，分別對於選手培訓管理、政府對績優

選手未來出路之規劃與照顧、體育場館之規模與營運、舉辦國際賽事

之經驗等，提出請益與討論，在此過程中我方獲益良多，也深知體育

即是國力之展現，體育若要興盛，絕對要以政府單位為主；民間團體

為輔，真正關注於體育政策，投入應有之經費，若有如此作為，才能

真正落實體育的前瞻計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E5%B9%B4G20%E5%B3%B0%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E5%B9%B4G20%E5%B3%B0%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7%9F%AD%E6%B1%A0%E6%B8%B8%E6%B3%B3%E9%8C%A6%E6%A8%99%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4%BA%9A%E6%B4%B2%E8%BF%90%E5%8A%A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4%BA%9A%E6%B4%B2%E8%BF%90%E5%8A%A8%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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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建議 

    本次至大陸浙江省杭州市考察，除拜會浙江省體育局、浙江省體

育總會，參觀杭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杭州黃龍體育中心、浙江體育

職業技術學校。並與浙江省體育局局長孫光明等人，加強體育交流合

作事宜，深入交換意見，綜合以下以下幾點建議： 

 場館設計永續性 

    場館設計有特色定位，注重功能性與人文性的融合，將地方特色

融入場館及設施的設計細節，將場館及設施打造成建築的「精品」和

「藝術品」，成為當地地標性建築。 

 推動全民運動 

    8 月 8 日是大陸第 6 個“全民健身日”，杭城裡的體育場館照例

免費向市民開放，借助全民健身日這個平台，各體育局更精心籌畫，

推出了一系列“體育大餐”，鼓勵老百姓更多地參與體育運動，讓體

育改變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質量。 並精心為民眾籌畫各樣體育大賽。 

    市體育局、市衛計委聯合開展的體衛結合「兩報告、三處方」試

點工作將正式啟動，所謂「兩報告、三處方」就是在醫院結合市民體

檢開展國民體質測試服務，市民將獲得體檢報告和國民體質測試報告，

並開具醫院原有醫療處方和體檢健康處方的基礎上，增加開具結合自

身體質情況的科學健身運動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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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健身優惠更方便 

    為鼓勵市民積極參體育運動，杭州市體育局聯合杭州市民卡有限

公司推出『全民運動惠』活動，通過市民卡 App 以優惠的價格購買體

育健身電子消費券，並憑券到指定場館進行體育健身消費。 

    下了班刷個市民卡去附近的學校操場健身，對杭州人來說並不陌

生。杭州市民卡 APP 開通了校園健身功能全市 567 所學校體育場。目

前開放的中小學大多在居民區，附近居民步行十分鐘左右即可到學校

鍛鍊，這彌補了社會體育場地的不足，為許多社會組織和協會等提供

了鍛鍊的場地，也為全民健身提供了固定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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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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