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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臺中市於103年10月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以下簡稱EAOC)第32屆理

事會中，成為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以下簡稱2019東亞青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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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東亞青奧的各項準備工作，考量四大要素為原則

：綠色（低碳綠色韌性城市）、青年（提倡室外運動）、臺中（強調臺中市

特色）、運動會（與亞奧運項目接軌）。 

    為吸取辦理國際賽事之寶貴經驗，作為本市籌辦2019年亞太青年運動

會、申辦2030亞洲運動會策略之參考，特由林副市長依瑩親自率團赴印尼

雅加達實地觀摩亞洲運動會，觀摩開幕表演、賽事場館佈置、了解選手住

宿、用餐等各面向，除了為我國選手加油打氣外，也學習籌辦大型賽會的

膳宿服務、場館設施等相關內容。並且透過與日本奧委會的交流，深化友

誼，支持本市所籌辦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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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 

臺中市政府 林副市長依瑩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洪科長義筌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張科員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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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的 

    亞洲運動會是由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亞奧理事會）主辦，每四年

一屆，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水準最高的綜合性運動會，代表整個亞洲

的體育運動水準。亦為國際奧委會(IOC)承認的地區性大型綜合運動會

。實為亞洲地區應參考舉辦、觀摩之賽事。 

    為吸取辦理國際賽事之寶貴經驗，作為本市籌辦2019年亞太青年運

動會、申辦2030亞洲運動會策略之參考，特由林副市長依瑩親自率團赴

印尼雅加達實地觀摩2018年亞洲運動會，並考察賽會軟硬體建設與城市

整體發展。 

    亞洲各國奧會皆派員出席賽會，本府亦透過此一機會，向其他國家

體育界人士說明東亞青年運動會被取消以及本市將另籌辦青年運動會之

訊息，希冀能爭取認同，以增加選手交流機會為目的，邀請到臺中參加

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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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 

日期 時間 
團別 

行程 地點 備註 

8/17 

（五） 

07:00- 

桃園國際機場

→雅加達國際

機場 

搭機赴雅加達 

(班機 09:00 出發，13:20 抵達)航程 5 小時 20

分。 

※集合時間：8/17 07:00 

※集合地點：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 

※午餐於機上用餐 

 

 

13:20- 

13:50 
出境 

※抵達地點：雅加達國際機場／第二航站  

13:50- 

14:50 

先前往飯店

check-in 

※機場-飯店車程：約 1 小時 
※副市長住宿：Mulia Hotel 
※隨行人員住宿：LE MERIDIEN JAKARTA 
※房間安排： 

 

18:00 
大使晚宴亞運

貴賓團 

※用餐地點： Senayan City Mall明園餐廳 
Jl. Asia Afrika No.19, RT.1/RW.3, Gelora, 
Tanah Abang, Kota Jakarta Pusat 

 

8/18 

（六） 

07:30 飯店享用早餐 ※08:30 前於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08:50 
搭車前往下一

行程 

※車程：約 5 分鐘 

※步行：約 17 分鐘 

 

09:00 參訪蘇丹公寓 

※本次賽會，體育署、中華奧會及國訓中心特

別為選手租下鄰近主要比賽場館 GBK(步行約 

10 分鐘)之五星級公寓 

 

12:00 午餐 ※用餐地點：蘇丹公寓  

14:00 
開幕典禮前歡

迎宴 

※地點：Fairmont Hotel  

17:00 
步行前往下一

行程 

※車程：約 3 分鐘 

※步行：約 10 分鐘 

 

17:30 
觀摩項目：開

幕典禮 

※地點：格羅拉蓬卡諾體育場 

Gelora Bung Karno - Main Stadium, Jakarta 

Pusat 

※內容：17：00 

19：00正式開幕 

22:00結束 

 

8/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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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步行：約 11 分鐘 
 

09:00 觀摩項目：羽 ※地點：GELORA BUNG KARNO (G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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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團別 

行程 地點 備註 

球 ISTORA 

※比賽時間：9：00-13：00 

※比賽類型：資格賽 

11:00 觀摩項目：游泳 

※地點：GBK Aquatic Arena 

※比賽時間：18：00-20：00 

※比賽類型：決賽 

 

13:00 午餐   

13:50 
步行前往下一

行程 

※車程：約 5 分鐘 

※步行：約 11 分鐘 

 

14:00 
觀摩項目：角

力 

※地點：JCC Plenary Hall 

※比賽類型：資格賽 

 

17:00 
觀摩項目：跆

拳道品勢項目 

※地點：JCC Plenary Hall 

※比賽類型：決賽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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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步行：約 11 分鐘 
 

09:00 
觀摩項目：羽

球團體賽 

※地點：GELORA BUNG KARNO (GBK) 

ISTORA 

※比賽時間：9：00-13：00 

※比賽類型：資格賽 

 

12:30 午餐   

14:00 
拜會 

駐印尼代表處 

※地點：Gedung Artha Graha, Lt. 17, Jl. 

Jend. Sudirman, Kav. 52-53, Jakarta, 

Indonesia 12190 

※駐處出席名單：藍夏禮公使 

 

19:00 日本奧會晚宴   

8/21 

（二） 

07:30 飯店享用早餐 ※08:30 前於飯店大廳集合  

08:30 會議 ※與陳全壽總顧問洽談賽會籌辦模式  

11:30 搭車前往機場 

※車程：約 1 小時 

※集合時間：8/21 12:30前 

※集合地點：雅加達國際機場／第二 

            航站○○號櫃台前 

 

14:20 

雅加達國際機

場→桃園國際

機場 

搭機回台 

(班機 14:20 出發，20:40 抵達)航程 5 小時 25

分。 

※晚餐於機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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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出發 

    上午由桃園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出發至印尼雅加達國際機場，由我駐

印尼代表處人員親自接機，晚間 6 時 30 分出席我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

安排之歡迎晚宴。 

 

DAY 2   

（一） 參訪蘇丹公寓，為臺中市選手加油 

    本次賽會，體育署、中華奧會及國訓中心特別為選手租下鄰近主要比

賽場館 GBK(步行約 10 分鐘)之五星級公寓－蘇丹公寓(步行約 5~10 分鐘

)10 間公寓，一間75 坪可住宿 10 人，且安排國訓中心廚師及營養師隨行

，讓備戰隔天比賽之選手、後勤及醫療團隊優先入住，提供選手前所未有

的最高規格後勤支援服務，藉由高品質之住宿與後援，讓中華健兒無後顧

之憂，全力為比賽衝刺。 

    本團人員隨同張政務委員景森及體育署高署長俊雄於 18 日當天上午 

10 時會同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及中華奧會林主席鴻道偕 40 名國內媒體

前往蘇丹公寓訪視，了解每日菜單、醫療站設置情形及住宿環境，並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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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共進午餐。因此次服務受到選手高度肯定，張政務委員當場責成體育署

，比照本次規格及早規劃 2020 奧運選手後前支援中心事宜。 

    本府林副市長依瑩昨日亦代表市長林佳龍前往蘇丹公寓為選手加油，

她在選手公寓的加油牆上寫下「台中給力，台灣加油！」期待在為期15天

的賽期選手皆能旗開得勝。 

（二） 出席 2018 年雅加達巨港亞運開幕典禮 

    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於 8 月 18 日晚間 5 時 30 分在雅加達格羅拉蓬

卡諾體育場(Gelora Bung Karno Main Stadium)舉行開幕式，開幕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亞運籌委會於假總部飯店(Fairmont Jakarta)舉行盛大之歡迎酒會，

以印尼特色美食及飲品歡迎來自各國家奧會數千名貴賓，酒會後全體貴賓

以步行方式前往鄰近總部飯店之開幕會場參加開幕典禮。該體育場可容納

約 8 萬名觀眾，大會封閉四分之一觀眾席並於場中央布置大型舞臺，雖籌

委會對外表示開幕門票已售罄，但目視現場觀眾席仍有約四分之一空位。   

本次開幕典禮場館相當大，出入口多，且貴賓係以步行方式往返會場，在

加上選手專車均有警車開道，在人潮疏散及交通方面十分順暢。此次亞運

開幕貴賓席門票高達 1,000 萬印尼盾(約新臺幣 25,000 元)，表演節目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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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歌手及音樂家之演出，以國際觀眾角度而言，倘對印尼流行音樂及當

代藝術文化不夠了解，類此表演節目氣勢稍嫌不足且相形單調。由於明

(108)年適逢印尼總統大選，印尼籌委會特別安排現任總統騎乘重機之英雄

式出場，現場數萬名印尼觀眾情緒高昂，再度顯示大型賽會快速凝聚民心

及提升領導人形象及支持度之無形效益。 

    我中華代表團由舉重好手郭婞淳掌旗，共有 11 種運動種類的選手及

隊職員、計 147 人出席開幕儀式，並手持「We Love Jakarta」的標語，在 

45 國參賽國中，以「T」排序，在東帝汶(Timor-Leste)之後，以第 39 個序

位進場。開幕典禮僅安排亞洲奧林匹克理事會主席致詞，並邀請印尼總統

佐科·維多多宣布開幕。 

 

DAY 3、4  前往比賽場館為我國選手加油打氣  

    2018年雅加達巨港亞運於107年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尼雅加達及巨港

兩地舉行，共舉辦40個運動競賽種類，包括水上運動、射箭、田徑、羽球

、棒壘球、籃球、保齡球、拳擊、橋藝、輕艇、自由車、馬術、擊劍、足

球、高爾夫、體操、手球、曲棍球、水上摩托車、柔道、卡巴迪、空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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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運動、滑翔傘、現代五項運動、滑輪運動、划船、七人制橄欖球、

帆船、藤球、射擊、運動攀登、壁球、桌球、跆拳道、網球、鐵人三項、

排球、舉重及角力，其中32種為奧林匹克運動競賽種類，8種為非奧林匹克

運動競賽種類。我國總計派出588名選手、150名教練與職員參加36種正式

及2種示範種類的運動競賽，設籍於本市之選手亦有51名入選2018印尼亞運

我國國家代表隊。 

    由於本團參訪行程僅 5 天，考量前往巨港需搭乘飛機，耗時過久，不

敷效益，且雅加達交通壅塞情形嚴重，不利車程掌控，爰本團人員每日均

就近步行前往鄰近住宿飯店之 GBK 運動園區觀賞中華隊出戰賽事。依據我

代表團團本部每日提供之賽程，8 月 19 日及 20 日，本團人員分別前往

觀看中華隊羽球、游泳、跆拳道(含品勢)、角力等賽事。 

    在觀摩賽事中，游泳項目部份有來自臺中的林姵彣出賽，她在女子100

公尺蛙式預賽被安排在第3組出賽，最終游出1分09秒63的成績，總成績排

名第9，取得決賽後補1的席次。比賽結束後，林依瑩副市長也親自向林姵

彣加油打氣，並從臺中帶來家鄉味食物，希望代表團在異地比賽時，能感

受到臺中對運動員的用心，也希望能在場上拿出最佳表現，為臺灣奪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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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我代表團最終以 17 金 19 銀 31 銅、國家總排名第 7 名，繼2017 

臺北世界大學運動會後，再次創下參加亞運史上最佳成績。 

 

DAY 4   

（一） 拜會駐印尼代表處 

    當日是由駐印尼代表處藍夏禮公使代表接見，雙方就臺灣與印尼在運

動、文化、外籍移工等各領域的交流進行討論，臺中花博今年於11月3日將

在豐原、后里、外埔三區同步登場，林副市長歡迎印尼各城市共同響應、

簽署「臺中宣言」，並邀請印尼朋友參加花博，期盼深化雙方觀光、文化等

各方面的交流，更要讓世界看到臺中的美。 

    另外，本府為爭取更多國際賽事在臺中舉辦，提供選手更多的出賽機

會，刻正籌劃辦理「亞太青年運動會」，亞太青運定位為亞太地區，包括亞

洲跟太平洋地區，參加的選手跟隊數將透過邀請方式參賽，因此，透過本

次拜會，將更了解印尼各城市參與意願及印尼當地較流行的體育種類，皆

可做為本府籌辦國際賽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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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席日本奧會酒會 

    該酒會由日本奧會邀請國際奧委會相關人員、各國奧會主席、各國城

市代表出席，並於酒會期間，一同向各代表團宣傳2020東京奧運、2026名

古屋/愛知亞運。 

 

DAY 5  回國 

    中午由印尼雅加達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由我駐印尼代表處人員親

自送機，約晚上9點左右抵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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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正所謂：「體育是最好的外交」，本市藉由舉辦賽會，可以強化與亞

洲國家的交流，這次觀摩前夕雖然逢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遭取消

，但仍希望藉由本次觀摩行程，汲取國際賽事辦理經驗，做為本府後續

辦理「亞太青年運動會」之參考，並且在賽會期間與個國家奧會代表見

面，希望達到宣傳本市舉辦2019亞太青年運動會之效益。 

一、 提供選手高品質後勤支援，讓選手無後顧之憂專心比賽 

    過去我國選手赴外地征戰時，常因為對當地食物不習慣、僅吃泡麵

果腹，而影響了比賽成績，此舉也常被社會大眾詬病：「政府不重視體

育發展」。 

    而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2018亞洲運動會，則一改過去習慣，為了方

便隔一日出賽之中華隊選手出入場館與休息，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會

特別在第1賽區旁邊租借「蘇丹公寓」的10戶套房，其中準備宿舍、餐

廳與防護治療室等設施，中華隊選手也因為有這樣高品質的後勤支援，

達到充分休息與備戰效果，在本次賽會中勇奪佳績，由此可見，提供令

選手安心的後勤服務，是未來不論是國內賽事、國際賽事之組訓單位需

要考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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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具備教育、文化、休閒等多功能之體育園區 

    本次雅加達亞洲運動會主要場館為：GBK園區（Gelora Bung Karno 

Area），在這個園區中，競賽項目包含了：游泳、跆拳道、角力、羽球

、壘球、籃球等，以運動園區之概念，將類型運動競技設施、設 

備、場地集中不僅可以將人潮統一集中，也可以結合休閒育樂、藝文展

演、社區開發、城市行銷、資源保育等多面向，這是目前本府在籌劃「

中部運動園區」時可以參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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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因觀摩前夕逢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遭取消，而新賽會「亞

太青年運動會」之籌辦於當時仍處諮詢專家學者階段，雖然在亞

運期間各國互動交流之場合，本府人員積極向各國傳遞本市將於

2019年辦理新賽會，但無法將新賽會資訊完整傳遞給各國家/城市

代表實屬可惜，建議未來在宣傳本市舉辦之國際賽會、活動時，

能製作成宣傳說帖，不僅能讓國外代表清楚理解賽會詳細資訊，

更能讓各國代表將說帖帶回自己的國家廣為宣傳，以達提升賽會

知名度之效果。 

二、 在雅加達亞洲運動會售票期間，售票系統皆全面大當機，導致各

園區外售票停大排長龍，另外在賽會期間，也發生好幾起的計時

計分系統當機，讓選手權益受損，可見本次賽會在資通訊系統方

面，其運作、執行方式是有待加強與檢討的。建議未來在本市辦

理比賽時，需要加強賽會資通訊系統之功能與穩定性，進而不影

響參賽選手、觀賽民眾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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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照片 

 

林副市長與亞運臺中游泳選手合照 

 

林副市長與亞運全體游泳代表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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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在蘇丹公寓位選手留言打氣 

 

蘇丹公寓選手補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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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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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駐印尼代表處藍公使合照 

 

蘇丹公寓外牆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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