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組團參加「2018年參加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年會
」出國報告提要
含附件：□ 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聯絡人： 林宜萱
電話：04-22289111*5133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王慶堂/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室/局長
洪義筌/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科長
林宜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股長
郭品希/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約用人員
楊雅貴/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約用人員
林筱雯/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約用人員
林彥禎/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競技運動科/約用人員
出國類別：其他 ■國 際 會 議 □業務接洽
□海 外 檢 測 □

□洽 展 □表 演 □比 賽 □擔 任 裁 判

出國期間： 107年4月16日 至 107 年4 月20日
報告日期：107年7月13日 (填 寫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日 )

出國地區：
泰國曼谷

內容：（500字以上）
摘要：
本市將於2018年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及2019年舉辦東亞青年運動會，透過參與國際運
動總會聯合會年會（SportAccord Convention）年會，共同宣傳前述賽事，並和與會城市
、體育團體、相關媒體及體育從業人員交流，以及聆聽城市交流、創新、媒體及法律等主
題論壇，瞭解國際體壇發展趨勢，參展擺攤宣傳本市運動推展，提升本市於國際體育從業
人員知名度。
本屆為第14屆SportAccord Convention，為期6天，年會主題為行銷及贊助(Marketing
and Sponsorship)，討論如何透過贊助將運動迷的熱情及忠誠轉移到品牌，並同時符合國
際運動組織的期望，探討如何營造及衡量贊助的效益。本屆大會，舉辦超過20個社交活動
、3天的展覽以及豐富的論壇：峰會、城市論壇、法律論壇、媒體論壇和健康論壇。
目的：
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年會為國際體壇盛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各國際單項運
動總會會長等重要人士皆與會，該年會已成為拓展國際交流、提升國際能見度之重要平臺
。本市積極推展為運動城市及賽會城市(maga-event city)，故於各項國際年會中爭取曝
光機會，宣傳本市即將辦理的世界花博及東亞青年運動會，並與接洽中的GAISF代表會面
，爭取辦理世界武博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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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日期

時間

4/16

08:40-11:35

搭乘長榮航空 BR67 航班前往曼谷

(一)

15:00-18:00

會場佈置/場勘/確認行程

4/17

08:30-18:30

大會展覽/宣傳主題說明/貴賓現場互動

(二)

19:00-22:00

SportAccord 年會開幕典禮

08:30-18:30

大會展覽/宣傳主題說明/貴賓現場互動

13:00-13:30

新加坡體育城座談會

13:30-14:30

拜會泰國體育局

15:00-15:30

拜會駐泰國代表處教育組

18:30-20:30

Sports Festival Bangkok 運動嘉年華開幕式

10:30-11:30

世界城市運動會申辦說明會

4/19

12:00-12:10

與 GAISF 副主席 Stephan Fox 會面

(四)

14:00-19:00

2018 年 IAEH 年度會員大會

19:00-22:00

SportAccord 年會閉幕

15:10-20:00

搭乘長榮航空 BR76 航班返國

4/18
(三)

4/20
(五)

活動

針對本府進行相關活動分述如下：
一、4 月 16-4 月 19 日進行擺攤宣傳
SportAccord 年會內容涵蓋國際組織正式會議、主題式論壇，攤位展覽，社交活動等。
是現今國際體壇最重要的知識交流平台。本次大會有近 2,000 人與會，計有 72 個國際單
項運動總會，政府單位及賽事主辦單位參展。而今年參展攤位最盛大的要屬主辦國泰國以
及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佩斯同時也是今年 SAC 年會的黃金夥伴。因現場所觸及的國
際體育人士非常廣泛，攤位的設立主要是為了拓展能見度及宣傳本市即將舉辦之國際盛會
為主。本市參展攤位佈置主題為 2019 臺中東亞青年運動會，並加入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
文宣及佈置，藉由同仁現場講解及廣發具臺中特色文宣紀念品，吸引各國人士觀展。而藉
由參展向來自各國的貴賓介紹本市即將舉辦的國際盛會，並提升本市觀光及運動之各項建
設的曝光度，希冀臺中市能更進一步與國際體育賽事接軌，擴大城市行銷。許多亞洲及西
方國家都運用政府資源，在 SAC 設展推廣運動及觀光，例如新加坡設攤宣傳新加坡體育城
計畫、澳門設攤宣傳年度經典標竿國際賽事，如澳門國際龍舟賽、澳門國際馬松等。其他
如瑞士 Teqball 國際聯合會(FITEQ)，爲推廣此項體育項目，於現場醒目的位置佈置
Teqball 器材，邀請在場貴賓一同體驗，攤位設計極具特色。
二、4 月 17 日 SportAccord Convention 開幕儀式
本次開幕典禮大會於泰國 Royal Navy Hall 舉行，於大廳外簡單佈置泰國傳統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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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國總理 Prayut Chan-o-cha、國際奧會主席 Thomas Bach 及泰國觀光與體育部部長
Weerasak Kowsurat 及 國 際 奧 會 委 員 暨 泰 國 羽 球 協 會 主 席 Khunying Patama
Leeswadtrakul 女士等貴賓，在 GAISF 主席 Patrick Bauman、副主席 Stephan Fox 及年會
執行長 Nis Hatt 的陪同下，共同出席開幕典禮。開幕典禮由泰國總理 Prayut Chan-o-cha
及國際奧會主席 Thomas Bach 及 GASIF 主席 Patrick Baumann 三人進行簡單致詞，致詞中
除歡迎各位到泰國參加年會外，皆提及青年世代對於體育發展的重要性，在致詞結束後，
泰國傳統元素的表演活動正式揭開了本次年會的序幕。
三、拜會泰國體育總局(Sports Authority of Thailand)：
4 月 18 日 SAC 年會之際，本局王慶堂局長、洪義筌科長及體育署許秀玲組長於展場
與泰國體育體育總局局長 Sakon Wannapong、體育總局國際組組長 Nittaya Kerdjuntuk 及
競技發展組組長 Nitikorn Rochanavibhata 會面。王局長當面邀請泰國體育總局到臺中參
加 2018 年的花博及 2019 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並致贈臺中特色伴手禮予該局人員，雙方
並就如何行塑賽會城市等議題進行交流。
四、拜會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4 月 18 日下午，由本局王慶堂局長、洪義筌科長及體育署許秀玲組長共同拜會駐泰
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因本次年會適逢泰國新年結束，駐泰代表及公使皆因另有要公無
法接待，該處由僑務組組長高家富及教育組組長賴碧姬共同會面，感謝該處提供的協助，
也期待未來能夠與曼谷有更多的交流與來往。王局長當面邀請該處到臺中參加 2018 年的
花博及 2019 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並提供相關文宣請駐處協助在適當活動中向當地僑民
宣導。
五、世界城市運動會（World Urban Games）申辦說明會（4 月 19 日）：
與 GAISF 行政主任 Philippe Gueisbuhler 會面時，獲告世界武搏運動會（World
Combat Games）仍將維持於 2020 東京奧運後舉行，最快將為 2021 年，惟開放申辦時間與
相關細節仍需由 GAISF 於 6 月召開執委會時討論，而 GASIF 目前最快辦理的賽會將係 2019
首屆世界城市運動會，本次年會期間 GAISF 亦舉辦首兩場世界城市運動會（World Urban
Games）申辦說明會，本局科長與體育署代表亦共同參與了解，現場有多位來自各國包括
祕魯、法國、丹麥、美國、澳洲及英國等城市代表與會。
世界城市運動會原預計在 2016 里約奧運後舉行，展現「職業運動與城市文化以及新
與舊的項目獨特的融合」
，於 2014 年時對此運動會感興趣的運動種類包括自由車、滑輪溜
冰、運動舞蹈、福樂球（floorball）
、棒/壘球、籃球、袋棍球（lacrosse）
、曲棍球及籃
網球(netball)，而浮士德球（fistball）
、現代五項（pentathlon）
、跑酷（parkour）
、定
向越野（orienteering）
、攀登、田徑、飛行運動（air sports）及賽車（automobile）也
列入臨時方案。
經多年討論後，GAISF 決定於 2019 年夏季舉辦首屆城市運動會，賽事約 5 日，將結合
14 種 (含 4 種示範運動)如滑板、極限運動、攀岩等廣受青少年歡迎的運動競賽及活動嘉
年華（文化、音樂、數位、娛樂及藝術等元素）形式辦理，強調與市民的連結與青年世代
的互動。
本項賽事籌辦經費為 6 百萬美金，含賽事與活動嘉年華的費用，並包含支付 GAISF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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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其場地需求為約 5,000 平方公尺大小之單一露天廣場，避免使用公共道路空間，
參與選手數預計為約 700，200 位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人員、GAISF 及其貴賓 200 人以及 100
位媒體相關人員，所需住宿等級為 3 至 4 級之飯店，參賽資格由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決定，
運動種類則尚未確認。
本項賽事將開放第一屆及第二屆申辦作業，城市或國家皆可提出申辦意願，並須同時
申辦首兩屆賽事，申辦期限為本年六月中，GAISF 表示提出申辦意願後，城市將會收到相
關表單，須於填寫後併附相關證明文件後寄出，GAISF 原則上將不會進行城市訪察，唯於
必要時前往申辦城市實地勘查。
六、運動嘉年華（Sports Festival 2018 Bangkok）：
泰國辦理 2018 SAC 年會將主軸放在青年世代（Young Generation），期望由辦理年會
來幫助國內體育的永續發展及全民體育的推展，在年會中同時於大型百貨商場前，辦理「運
動嘉年華」活動，邀請學校及青年學子共同參與，泰國體育署也藉此機會與各國際單項運
動總會建立橋樑，並協助泰國國內部分運動種類成立國家單項運動總會。
運動嘉年華亦是首次由 GAISF 與年會主辦國合作辦理之周邊活動，邀請 40 種奧運及
非奧運項目運動選手及團隊於年會期間在周邊廣場進行示範表演，為期兩日，於 4 月 18
日舉行開幕式，並於 18、19 日進行各項表演與示範賽，包含泰拳、健力、柔道、藤球、
合球、競技啦啦隊、3ｘ3 籃球、桑搏、籃網球、相撲、法式踢腿術、合氣道、福樂球、足
球乒乓、地板滾球等運動，除了藉此展示這些在泰國競技實力較好的運動，並給予部分非
奧運運動項目一個推廣該項運動的機會，亦讓泰國民眾及各國遊客都能近距離觀賞更多運
動賽事，認識更多運動種類。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球隊於本次受
邀與泰國隊進行友誼賽，另中華民國競技啦啦隊協會亦受邀率團赴曼谷於本次嘉年華活動
表演。
七、IAEH 年度論壇：
IAEH 係由國家、城市及地區賽事主管機關及民間賽事團體共同創立之國際性組織，其
目的在於提供相關會員體共同合作激發主辦大型賽會的最大價值，並且提供非營利組織賽
會主辦單位發聲平臺。IAEH 以信託管理人(Trustee)方式，由 7 位主任常務小組(Steering
Group)共同管理，每年至少開會一次，任何重要決定由該小組採多數決以投票決定；每年
配合相關產業活動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以多數決方式就信託管理人之認定及財務報告予以
核備。
目前 IAEH 計有 33 個會員，共來自 16 個國家，亞洲目前僅有日本、馬來西亞、泰國
及我國等 4 國，我國已加入之單位為體育署、臺北市、新北市，本府亦於本年 6 月正式加
入該組織。該會會員權利包括配合產業活動辦理之定期內部會議、年度高峰會議、定期獨
立白皮書意見提供及分享、相關研究報告分享、會員間行銷活動之合作機會及參與未來相
關產業訓練資源及管道。
體育署業邀請 IAEH 成員於年會後順道訪臺，促進該組織會員與我六都之交流，與各
國籌辦大型賽會之政府或民間組織建立交流平臺，汲取及借鏡其相關賽事籌辦經驗。
當日會議包含新會員介紹、IAEH 年度活動、財務運作、新增 3 席理事之選舉及專題演
講（2020 東京奧運賽事遺產計畫、GSI 計畫介紹）等議程。2018 年 IAEH 年度行事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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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賽事會展(3/9 加拿大 Halifax)、2018 年年度論壇(IAEH Annual Forum 4/20 泰國曼
谷)、亞洲主辦城市會議(Host City Asia 5/30 中國大陸北京)、智慧城市及運動高峰會
(Smart Cities & Sports Summit 10/30 瑞士洛桑)。其中，智慧城市及運動高峰會今年
為第五屆，關注如何藉由智慧科技有效連結運動與城市，會議為兩天，活動包含研討會、
座談會、訪談及交流時間，將有超過 300 位來自世界各國、區域及不同城市的代表與會，
並有超過 40 個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及國際體育組織如 GAISF 等領導人出席，據悉多數 IAEH
會員亦將出席本次會議。
七、閉幕典禮：
本次閉幕典禮依照往常由謝詞、閉幕表演及酒會等活動組成，惟今年大會未於閉幕典
禮公布下屆主辦城市。本團一行特於場中親自向 GAISF 主席 Patrick Bauman 及年會執行
長 Nis Hatt 表達對於 SAC 年會的支持，希望未來仍有持續合作的機會，亦與泰國觀光與
體 育 部 部 長 Weerasak Kowsurat 、國際 奧 會委員暨 泰國羽 協主 席 Khunying Patama
Leeswadtrakul 女士寒暄合影。
八、其他國際體壇資訊
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聯合會（GAISF）與國家奧會聯合會（ANOC）於本次年會中簽定歷史
性的合約，由 GAISF 主席 Patrick Baumann 及 ANOC 主席 Sheikh Ahmad Al-Fahad AlSabah 在 IOC 主席 Thomas Bach 見證下簽署，承認兩個組織將共同合作辦理世界沙灘運動
會（World Beach Games）的夥伴關係，世界沙灘運動會每兩年舉辦一次，2019 年將於聖
地牙哥舉行。
GAISF 宣布國際殘障奧運委員會（IPC）、國際高爾夫總會（IGF）及國際田徑總會
（IAAF）重新加入 GAISF 成為其組織會員，同時，世界腕力總會（WAF）去年成為 GAISF
觀察員，於今年成功獲得 GAISF 承認成為會員。大會並宣布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聯盟
（World Union of Olympic Cities）和世界體育用品協會（World Federation of
Sporting Goods Industry）成為 GAISF 的關連成員（Associated Members）。
世界運動總會（IWGA）於本次年會進行主席改選，選舉結果由現任主席 Jose Perurena
連任。世界運動會 2021 年將於美國伯明翰舉行，預計包含 30 個運動種類，並計畫邀請鐵
人兩項、曲棍球、輪椅籃球及輪椅橄欖球等運動參與示範賽，2025 年賽事目前開放申辦
中。
心得
一、唯有參與擺攤宣傳，始有參與感覺
擺攤宣傳能夠吸引各界人士到攤位走走看看，此外若以宣傳品或其他較為動態活
動，更可吸引人潮到攤位走動，因此可以看到部分攤位人潮較少，部分攤位則非常熱
鬧。此外，本府本次以環保餐具及環保吸管組作為宣傳品，大受好評，並且宣傳本府以
環保辦賽之概念。若無擺攤宣傳，如高雄市體育處派員參加，只能參加部分演講，惟在
演講部分若無法敘述到細節，或無與其他單位人士洽談之安排，其效益就降低了。
二、運動相關產業在歐美國家及中國的高度發展
除政府單位及國際體育組織設攤外，亦有許多體育產業的商業組織進行擺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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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參加年會。大型國際體育活動在歐美及中國地區已是高度發展的產業，針對賽事舉
辦的各個面向，皆有商業公司可以協助運作，惟其經費報價頗高，於我國舉辦賽事時，
礙於採購法規定，似乎阻礙了與國際公司的合作機會。
三、體育產業發展與時代變遷習習相關，必須掌握時事脈動
因為網路時代來臨，影響者已經成為目前行銷的重要組成部份，也就是目前常說的
『網紅』，為國際組織、國際聯賽、品牌商等與目標對象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因此可充
分運用此一趨勢，採用一種場景化的粉絲行銷來運作體育產業的行銷。當然必須針對目
標對象，選擇影響者，才能達到行銷的目的。而運動員本身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珍貴的
『網紅』，因此可以借助運動員的正面特質，進行相關組織、產品的經營與銷售。台北世
大運後，許多我國大學運動員也成功形塑成『網紅』，為產品帶來相當的銷售成績。
建議
一、出席國際活動佈展擺攤需針對目標客群準備宣傳主題
本次為本市東亞青年運動會籌備委員會首次參與國際體育運動年會，且準備時間較
為緊迫，到會場後發現是只有與會人員(需繳交高額報名費用)才能進到展區，一般民眾
是無法接觸到展區，因此若還有佈展擺攤之機會，應先確認宣傳對象。攤位佈置可增添
主題性，並搭配整體宣傳主題形象設計，並加入完整文宣品及紀念品贈送，在展場中更
能突顯主題，聚集焦點。也因對象只有與會人員，宣傳贈送紀念品可採小而美，以精緻
性、主題性為主，並展現城市特色，讓帶回紀念品的貴賓增添對本市的印象，達到城市
行銷的目的。宣傳主題可帶入更多臺中市特色，例如現場擺放臺中市特色產品及文宣，
並加入現場體驗增添與各國賓客互動。
二、積極參與國際體育會議，了解現行發展趨勢
SportAccord Convention 相當於體育界的世界經濟論壇，已舉辦多年，這是一個為
所有體育組織、全球所有從事體育產業的人、各賽事主辦機構而設的年會，也是一個可
與各國際體育組織共同分享進展報告的平台，也是一個共同分享的機會。並且可以結識
許多利益關係人、推廣城市、了解並深如接觸潛在業務合作夥伴的地方。因此建議若有
機會，積極組團參加 SportAccord Convention 等會議，了解趨勢並透過直接地與其他組
織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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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本市參展攤位佈置

瑞士 Teqball 國際聯合會(FITEQ)攤位

澳門攤位佈置

SportAccord 會場

開幕典禮(一)

開幕典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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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泰國體育總局(一)

拜會泰國體育總局(二)

拜會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一)

拜會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二)

致贈泰國體育總局禮品

與泰國體育總局局長 Sakon Wannapong 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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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SF 舉辦首兩屆世界城市運動會

GAISF 舉辦首兩屆世界城市運動會

申辦說明會(一)

申辦說明會合影(二)

運動嘉年華開幕典禮

運動嘉年華現場場地佈置(一)

運動嘉年華現場場地佈置(二)

運動嘉年華現場場地佈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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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球隊受邀參與

與 GAISF 副主席 Stephan Fox 相見歡

運動嘉年會與泰國隊交流

IAEH 會員大會合影

閉幕典禮(一)

與泰國體育與旅遊部部長
Weerasak Kowsurat 合影

閉幕典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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