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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張議長、顏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欣逢貴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運動局應邀進行「臺中市巨蛋體育

館興建工程規劃進度及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計畫遷移進度暨本市

足球運動政策未來推動願景專案報告」，深感榮幸；承蒙議座們關心本

市運動設施規劃進度及足球發展政策，本局已於第三屆第一次定期會提

報「巨蛋規劃專案報告」；並於第三屆第二次定期會提報「臺中市足球

運動休閒園區興建工程進度及規劃專案報告」，本次就最新推動進度報

告，請諸位議座多加指導。 

臺中市自 107 年 11 月起人口數已超過 280 萬，已成為全臺第二大

城市，為提供市民運動休閒空間，並積極扎根運動文化、結合在地企業

投入資源；近年來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廣運動活動，加速推動興建大型室

內多功能體育館，以滿足大型藝文展演、集會及民眾運動休憩所需；另

為扎根本市足球運動文化，新建場地支援國內與國際賽會，培育優秀運

動人才；故本次專案報告以巨蛋體育館整體規劃及本市足球休閒園區遷

移進度暨足球發展政策進行說明；這段期間承蒙各位議員先進，諸多指

導與支持，謹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敬意及謝意。 

    以下專案報告內容針對興建巨蛋體育館、足球園區遷移進度暨本市

足球政策之目的、相關規劃、推動期程及預期效益，向各位議員先進報

告說明，敬請惠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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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巨蛋體育館興建工程規劃進度 

一、 興建目的 

(一)打造優質化運動環境  行銷臺中市 

臺中市的競技運動蓬勃發展，不管是籃球、排球、足

球等運動，本市學生團隊及代表隊伍表現非常亮眼，

惟目前無大型室內賽事舉辦場地，現有可供辦理運動

賽事之體育館，多為 5,000 席以下之學校場地，僅適

合供學校教學使用為主，而公有場館部分則較為老

舊。因此，興建巨蛋體育館將優質化臺中市運動環

境，成為未來爭辦大型國際賽會或國內錦標賽之基

礎，以期透過運動賽事之舉辦累積經驗，並達推展臺

中運動風氣及培育臺中運動人才之效。 

 (二)提升臺中市民運動休閒環境品質 

臺中市巨蛋體育館為一大型室內綜合體育館，約可容

納 15,500 席觀眾之多用途場館，未來可提供舉辦國內

外大型運動賽會使用，以提升各室內活動之觀賞品

質，並同時做為展覽、藝文或集會等室內活動辦理場

地，以多元化營運管理之多功能使用，藉以提供民眾

優質休閒活動與環境，不但滿足臺中都會區民眾可就

近欣賞大型藝文娛樂表演，亦可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

位置優勢，以及豐富的人文資產及創意的城市風格，

提升臺中市民運動休閒生活品質。 

 (三)帶動各產業發展  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巨蛋體育館於興辦、營運管理期間，皆可帶動相關產

業發展、提升產值，此外，本案雖屬運動設施，但因

其場館多功能之特性，並透過民間參與的管理模式，

可供藝文展演使用，將可結合觀光、文化產業、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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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展產業，同時帶動臺中市商業經濟發展。 

二、 興建規劃 

(一) 經費預估 

本案預定興建總經費規模為新臺幣 65億元，由政府出

資開發興建，並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

稱促參法）精神，採用 OT（營運-移轉）及 BOT(興建

-營運-轉移)方式，有效發掘民間產業商機的同時，透

過民間興建附屬事業之盈餘挹注公共建設，藉由民間

之經營專業與創意，提升場館之競爭力；以及場館營

運專業管理機制之建構，提供活動主辦單位、進場觀

眾及周邊居民優質服務及保持良性互動，俾確保場館

營運之服務品質。 

(二) 興建地點 

本基地位於臺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與榮德路口西南

側，屬臺中市第 14 期市地重劃區。基地北側以環中

路一段及臺 74 線快速道路（路寬 80m）、東側以榮

德路（路寬 30m，含園道退縮 10m）、南側以崇德十

九路（路寬 25m）、西側以同榮東路（路寬 15m）為

界，使用分區為文中小 6 用地。 

本基地位址鄰近潭子區、西屯區及大雅區，距國道一

號中清交流道約 3分鐘車程，臨臺 74線快速道路，聯

外道路交通便利，且位於大臺中中心點，20 分鐘車

程服務範圍達周邊各區，屬樞紐之地。聯外交通便

利，並可藉由臺 74 線快速道路結合臺中洲際棒球文

創園區發展為運動休閒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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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基地位置與第 14 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三) 空間量體 

本案預計新建一座大型室內綜合體育館，規劃可容納

約 15,500 人之多功能室內體育館，包括主館及副

館，啟用後除可提供多種球類、體操、跆拳道、柔道

等多項運動項目之國際比賽與練習使用之外，場地亦

可滿足包括展覽、集會、各式表演活動（如演唱會）

之需求，空間規劃包含多功能室內空間、後場空間、

商業空間（含附屬事業及附屬商業設施）、戶外設施

等四大部分，成為臺中市最重要的體育、展演與休閒

地標景點，其相關說明如下： 

1. 運動席位：舉辦國際交流活動，成為國際體育賽事

交流平台，規劃室內運動空間，整體需求為提供

15,500 人以上之觀眾席位。 

2. 表演席位：本設計須容納至少 13,000 人以上之可售

座票席位，須考量若設計為遠端舞臺型式(三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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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側座位因搭設舞台，於演唱會時將無法售票，故

設計團隊須綜合考量巨蛋整體席位以因應不同活動

之變化，並達成本案之席位要求。 

3. 展覽：整體需求為可舉辦相關展覽集會的大型會

場，提升在非賽事及非演唱會期間之場館使用率與

投資回報率。 

4. 多功能室內館(主館) 

主場地應至少符合籃球、排球、羽球、網球及五人

制足球場等國際比賽之標準場地，並得辦理國際賽

事使用 (含熱身區及球員休息區 )，亦可作為擊劍、

角力、武術、空手道、柔道、拳擊及跆拳道等多項

運動項目之國際競賽與練習使用。 

5. 副館 

副球場（供五種球類的練習熱身或比賽場地使用，

或中小型表演、商展、發表會及小中型簽唱活動等

多功能使用）、觀眾席及球員熱身休息區等。 

6. 戶外設施 

進行主題化、地標性及景觀性設計，以運動休閒產

業為主軸，包含戶外廣場等戶外相關休閒空間；整

體規劃朝主題化、地標化及精緻化之方向，並規劃

多功能廣場及戶外運動休閒設施，提供多元化活

動。 

7. 教學空間之用地預留(約 0.5 公頃) 

基地為文中小用地，考量未來與周邊居民的關係，

設計單位須預留約 0.5 公頃之土地，供未來設立學

校規劃設計，並與巨蛋體育館之意象充分融合。 

8. 推動規劃附屬商業空間(約 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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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商業空間部分，本案將來預留約 2 公頃之基地

供商業空間使用，商業空間總樓地板面積約在 3 萬

坪以上，設計單位須考量整體配置與周遭環境之關

係，配合本案巨蛋進行初步構想，尤其整體館區進

出動線應重點考量，將來並與 BOT 團隊做最好的介

面整合。 

9. 兒童遊樂場用地之整合(約 0.23 公頃) 

基地西南側緊鄰長條帶狀土地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考量本園區開發之整體性，設計單位須將兒童遊樂

場用地進行規劃設計並與巨蛋體育館之意象充分融

合，以利園區開放空間之整體串聯。 

 

表 1 巨蛋體育館空間項目規劃表 

 

 

 

 

 

 

 

 

 

 



8 
 

 

(四) 席次容納量說明 

有關臺中市巨蛋體育館席次容納量與同級別體育館之比

較說明: 

1. 有關本市設計之巨蛋體育場，建築物集中於基地中

央，四周留設足夠綠地廣場，型塑城市綠化意象，臺

中巨蛋體育館提供副場館約 3,000 席，且提供至少 65

噸以上載重能力功演唱會或表演使用，而目前係規劃

體育賽事 15,500 席次。 

2. 經查 2019 年臺北小巨蛋舉辦第 30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

星光大道暨頒獎典禮，當日總人數約 1 萬人次；YONEX

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平日約 3,000 人觀賽、總決賽約

5,000 人觀賽；以臺北小巨蛋活動案例，本市巨蛋體育

場之規劃席次可符合國內外相關賽事或演唱會需求。 

表 2 臺中巨蛋體育館席次比較 

3.  

4.  

5.  

6.  

7.  

 

  

 

(五) 推動期程 

本案興建營運規劃案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規劃構想

期、規劃設計期、工程興建期及營運維護期。本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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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經積極著手進行規劃設計，並動員市府有關機關

共同支持推動，規劃預定於 111 年舉行動土儀式；預定

於 115 年完工，以下分述四個階段工作內容： 

1. 規劃構想期 

本案巨蛋體育館的興建營運，將成為臺中新地標，臺

中市政府已於 108 年 3 月 11 日成立專案推動小組，請

秘書長擔任召集人，召集本府運動局、都發局、建設

局等相關局處共同合作，執行本案規劃興建及營運事

宜；另由運動局主政辦理工作小組會議，定期持續追

蹤各階段執行內容。目前已就 109年先期規劃所需部分

經費，依循預算編列程序辦理當中。 

2. 規劃設計期 

至 110年底前為本案規劃設計期。因本案為大型建築，

具有規模龐大、內容複雜和期程緊迫等特性，為有效

控制工程流程，圓滿達成工程目標，將委託專業公司

採用「專業營建管理(PCM)」制度，就推動進度進行專

案管理，以確保建造品質。 

3. 工程興建期 

111 年至 115 年 2 月為本案工程興建期間，預計興建工

程 4 年 2 個月。工程興建期將請本府建設局委託大型營

建廠商，以土木、營建專業背景，確保施工期程與品

質，期使營建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4. 營運維護期 

預計 115年完工後推動正式營運，目前專業團隊評估規

劃採 OT（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及 BOT(Build

民間興建- 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模式，委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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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營運權歸還政府，俾順利經

營管理。 

 

三、 預期效益 

(一) 期望藉由新建及營運室內多功能場館暨停車場，以提

升臺中運動環境之質與量，串聯臺 74 線成為臺中運動

廊帶，結合洲際棒球文創園區，打造臺中市運動休閒

新核心，達到行銷臺中國際化之目標。 

(二) 未來巨蛋體育場同時做為展覽、藝文或集會等室內活

動辦理使用，以多元化營運管理之多功能使用，提升

臺中市民休閒生活品質，增添城市魅力。 

(三) 興建臺中市巨蛋體育場，除能達到帶動市民運動風

氣、豐富市民休閒生活外，更重要的是能促進經濟發

展、創造觀光效益、結合觀光、文化產業，帶動周邊

商業發展，為城市加值。 

 

 

 

 

 

 

 

 

 

 

 



11 
 

 

 

 

 

 

 

 

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 

計畫遷移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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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計畫遷移進度 

一、 興建目的 

為了積極扎根足球文化，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

設營造優質休閒運動環境計畫，本府亦積極投入相關資

源，建構本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興建競賽場地，並結

合本市在地企業，發展足球運動及相關產業推動，以吸

引國內、外優秀人才投入，大幅提升選手的水準，建立

培育機制，以提升競技能力，深耕我國足球文化： 

(一) 提升臺中市民運動休閒環境品質 

臺中市的競技運動蓬勃發展，本市足球代表隊伍表現

非常亮眼，目前可供辦理足球運動賽事之場地，有位

於西屯區朝馬足球場以及太原足球場。因此，興建足

球運動休閒園區將優質化臺中市運動環境，成為未來

爭辦大型國際賽會或國內錦標賽之基礎，以期透過運

動賽事之舉辦累積經驗，並達推展臺中運動風氣及培

育臺中運動人才之效益。 

(二) 發展足球運動，深耕地方 

臺中市為致力發展足球運動，從各級學校開始，建置

適合各年齡層身心發展的足球遊戲，經由普及的過

程，讓國人從小就能接觸足球運動，並藉此獲得健康

的身體和健全的心靈，也認識到公平競爭和團結的本

質，讓足球運動發展能日益普及，透過團隊運動發

展，凝聚向心力。 

(三) 帶動足球運動發展，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足球運動休閒園區於興辦、營運管理期間，皆可帶動

相關建築與運動產業發展進而提升產值，此外，本案

雖屬運動場館設施，但因其場館足球多樣化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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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供 5人至 11人制等不同足球賽事級別使用，帶

動周邊商業發展，增添城市魅力。 

二、 興建規劃 

(一) 經費預估 

本案預定興建總經費約計新臺幣 12 億餘元，將爭取中央

機關支持共同推動，成為國家足球選手訓練中心及國際大

型賽事競賽場地，進而有效培養國內選手參與國際級正式

錦標競賽之實力，以促進區域經濟效益，提升國家足球發

展。 

(二) 興建地點 

為持續加速推動本案政策計畫，考量各區域運動設施均衡

性等因素，選擇基地位址為本市南屯區文中小用地(益豐路

三段與龍富九路口)，基地面積約 4.7 公頃，且鄰近本市三

鐵共構交通發達，適合國內外足球運動賽事舉辦及相關產

業發展。基地位於南屯區龍富九路與益豐路三段路口，屬

高鐵新市鎮重劃區內，臨環中路、74 號道路及高速公路南

屯交流道，聯外道路交通便利 

 

 

 

 

 

 

  

  

 

         圖 1 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五)細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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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量體 

(1) 國際賽足球場基本需求標準 

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優質休閒運動環

境計畫，本府參考教育部體育署足球發展中心基本需求

來規劃（如下表）： 

 

表 1 教育部體育署足球運動發展中心參考表 

 

 

 

 

 

 

 

 

 

 

 

 

 

 

(2) 籌組專家委員會及成員 

結合業界足球專家及學界學者共同合作，以完善本市不

同運動種類的運動空間，逐步推動本市足球運動風氣及

相關運動產業，委員會成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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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家學者委員會成員表 

姓名代號 經歷 

彭 OO 亞洲足球聯盟監事委員、中華奧會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 

呂 OO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副理事長、藍鯨女子足球

隊總教練 

焦 OO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副秘書長 

石 OO 足球專家球評 

廖 OO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 OO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授 

周 OO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副教授 

褚 OO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 

王 OO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校長 

 

(3) 達成規劃共識及目標 

經 108 年 8 月 28 日、108 年 9 月 16 日及 108 年 10 月 7

日召開 3 次專家委員會，本計畫將參考亞洲足球聯盟標

準，並規劃設置地下停車場及多功能運動草皮，未來可

供 5~11 人制等不同足球賽式級別使用，預計規劃內容

設置興建設施如下： 

(1) 主賽事足球場 11人制 1座(105m*68m)(口字封閉型場

館，設置 10,000 席以上觀眾席，賽事專用空間及附

屬商業等空間)。 

(2) 多功能草皮運動場地(可作為 5 人制足球場 4 座

(25m*16m)及 11 人制足球場 1 座彈性使用)。 

(3) 地下停車場及其他景觀植栽(小型車 406 台、無障礙

車位 20 台及大巴士 1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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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足球場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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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期程 

本案興建營運規劃案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規劃構想

期、規劃設計期、工程興建期及營運維護期。本案目

前除持續積極著手進行規劃設計，並邀及足球發展推

動專家學者審查，據以調整計畫書方向，全案業於 108

年完成計畫構想並完成報送教育部體育署；109 年配合

教育部體育署審查作業程序申請計畫核定；110 年完成

場館規劃設計；預定於 112年完工後，規劃後續整體場

館使用及營運，以促進區域經濟效益，提升國家足球

發展，以下分述四個階段工作內容： 

1.規劃構想期 

           本案足球運動休閒園區之興建營運，將成為臺中足球場館

新地標，於 108 年 8 月啟動規劃及邀集足球發展推動專

家學者審視，結合業界足球專家及學界學者共同合作，

推動本案規劃興建及營運事宜，並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

提報至教育部體育署申請計畫核定及經費補助。109 年為

申請計畫補助期，計畫規劃構想依據教育部體育署現場

勘查及開會審查之意見逐步修正，以爭取中央核定計畫

共同挹注資源支持推動。 

    2.規劃設計期 

109 年下半年至 110 年為本案規劃設計期。因本案為大型

建築，具有規模龐大、內容複雜和期程緊迫等特性，需

有效規劃控制工程流程，以圓滿達成工程目標，確保建

造品質。 

          3.工程興建期 

        110 年至 112 年為本案工程興建期間，預計興建工程為 2

年。工程興建期將委託具有土木、營建專業背景之優良

營建廠商，以確保施工期程與品質，期使營建工程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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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質完成。 

4.營運維護期 

         預計 112 年完工及驗收後推動正式營運，將以 OT

（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模式，委由民間專業機

構營運，營運期滿，營運權歸還政府，使本案經營管理

符合現代化、人性化及專業化。 

三、 預期效益 

(一) 期望藉由新建及營運足球運動休閒園區，以提升臺中運動

環境之質與量，串連臺 74 線及三鐵共構，打造臺中市運動

休閒新核心，達到行銷臺中國際化之目標。 

 

(二) 未來足球運動休閒園區同時可做各級足球賽事使用，配合

各種練習及訓練調整使用範圍，以多元化營運管理之多功

能使用，提升臺中市民休閒生活品質，增添城市魅力。 

 

(三) 興建足球運動休閒園區，除能達到帶動市民運動風氣、豐

富市民休閒生活外，更重要的是能促進經濟發展、創造觀

光效益、結合觀光、文化產業，帶動周邊商業發展，為城

市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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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市足球運動政策 

未來推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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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中市市足球運動政策未來推動願景 

2020 臺中市足球發展包含三大發展願景，一為全民參與；二為競技人

才；三為國際交流。在全民足球方面促進民間投入參與，提升社會足

球風氣；在競技足球方面則扎根校園人才基礎，培育優秀菁英選手；

在國際交流方面活絡賽事學習交流，創造優質足球平臺。 

一、 願景及目標 

(一) 民間參與，帶動全民興趣 

營造市民支持與普及足球運動參與，健全未來全民足球

運動長期發展，厚植臺中基層足球文化。建構足球運動

熱區，鼓勵全民參與足球運動，陶冶全人身心健康，並

促進運動文化交流。 

(二) 校園扎根，競技選手培育 

培育基層足球教師，提升專業知能以廣佈基層教育種

子。增加本市足球隊伍，扎根基層足球水平，且暢通學

校升學管道，建立完善培育制度與組訓機制。 

(三) 活絡賽事，創造國際平臺 

促進足球交流，參加國際足球邀請盃賽；另一方面，舉

辦臺中市或全國特色賽事，透過友誼賽等形式邀請外國

球隊來臺受訓或參賽，進一步行銷臺中市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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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策略 

(一)足球場規劃 

   1.現有足球場分布 

目前本市現有足球場分別有朝馬專用足球場、太原足球場

及「文小 91」足球場，如下表列： 

表 1 現有足球場分布 

地點 規劃 

朝馬專用足球場 1.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145 號 

2.代管單位：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3.簡介：包括二面 11 人制正式足球場、一面 7 人制足球場、一

面 5 人制足球場。 

太原足球場 1.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建軍一街 6-8 號 

2.代管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簡介：臺中市第一面國際二星認證人工草皮足球場。 

「文小 91」足球場 

 

1.地址：於安和東路、朝馬路的「文小 91」預定地 

2.代管單位：臺中市足球協會 

3.簡介：八人制的簡易人工草皮足球場，優先配合學校校隊比賽

集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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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瞻計畫申請足球場案件 

本市申請前瞻計畫申請足球場計有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

區興建工程、臺中市西屯區福和段 244 地號足球場工程及

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 542 地號足球場興建工程，如下表列： 

表 2 本市申請前瞻計畫申請足球場案件 

地點 規劃 

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

區興建工程 

1.基地地址：臺中市南屯區益豐路三段與龍復九路口 

2.計畫費用：(申請中) 

3.規劃內容： 

(1) 足球專用主競賽場 1 座(11 人制足球場)：亞洲足球

聯盟規格，封閉型場館，設置約 10,000 席觀眾席、

遮陽遮雨看臺及相關附屬賽務室內空間。 

(2) 多功能草皮區(可含 11 人制 1 座、5 人制 4 座)。 

(3) 地下停車場及綠化空間等其他附屬空間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段

244 地號足球場工程 

 

1. 基地位址：臺中市西屯區虹揚橋與福元路口。 

2. 計畫費用：新臺幣 2,500 萬元(中央補助 1,500 萬元，

本府自籌 1,000 萬元)。 

3. 規劃內容：8 人制標準足球場 1 座及周邊附屬設施。 

4. 辦理進度：規劃設計作業中，預計 109 年底完竣。 

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

542 地號足球場興建工

程 

 

1. 基地位址：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六街。 

2. 計畫費用：新臺幣 1,100 萬元(中央補助 660 萬元，本

府自籌 440 萬元)。 

3. 規劃內容：8 人制標準足球場 1 座及周邊附屬設施。 

4. 辦理進度：已於 109 年 4 月 24 日開工，預計 109 年 8

月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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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臺中市足球人才培育 

1. 臺中市足球隊分布 

      本市足球隊分為社會球隊、大專院校、高中、國中、 

      國小及基層俱樂部隊伍，如下表列： 

表 3 臺中市足球隊分布 

各級 男女 球隊 

社會球隊 女足 臺中藍鯨女子足球隊等 

大專院校 男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臺中教育大學、中興大學、

東海大學、逢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勤益科大、亞洲大學等。 

女足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高中 男足 惠文高中、臺中高工、臺中一中、明道高中、青年高

中。 

女足 惠文高中 

國中 男足 潭秀國中、黎明國中、安和國中、崇倫國中、福科國

中、爽文國中、明道中學等。 

女足 爽文國中、雙十國中、福科國中、五權國中。 

國小 混合 協和國小、國安國小、永安國小、賴厝國小、永隆國

小、南屯國小、忠孝國小、華盛頓小學、清水國小、

惠來國小、鎮平國小、黎明國小、潭子國小、忠信國

小、仁美國小、惠來國小、惠文國小、新平國小、七

星國小、立人國小、九德國小、社口國小、西屯國小

等。 

基層俱樂部 混合 臺中市兒童足球協會等。 

 

2. 足球普及化 

(1) 開發足球運動樂趣，廣植基礎足球運動人口 

從各級學校開始，建置適合各年齡層身心發展的足球

遊戲規則，經由普及的過程，讓國人從小就能接觸足

球運動，並藉此獲得健康的身體和健全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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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足球運動習慣，培養團隊精神及促進人際關係， 

足球運動若由孩童時期開始培訓，藉由跑動增加下肢力

量，同時訓練平衡感，經由團體運動，提早了解與隊友

團結合作及公平競爭的運動精神。 

(3) 推動「運動熱區足球計畫」，提供從幼年到成年不同足

球活動，吸引更多熱愛足球運動的民眾，達到培育選

手、培養球迷的目標。 

3. 足球人才培育 

(1) 足球運動競技化 

從學校、社會聯賽到國家代表隊，從選、訓、賽、輔的各

階段中，讓臺中足球運動人口增加，並爭取全國賽或國際

賽事優異成績。 

(2) 建立優秀選手培訓制度 

① 培訓國中、小學足球選手，儲備優秀運動人才。 

② 補助足球運動團體辦理各項賽事，培育優秀或具潛

力選手。 

③ 補助各級學校改善運動訓練環境並充實運動設備，

營造優質安全訓練環境，提升訓練效能。 

④ 支持所需運動防護、培訓及參賽經費，培育足球優

秀運動人才。 

(3) 健全績優運動人才之獎勵 

依據臺中市體育獎金發給要點發給獎金，培養具有體育

潛能之優秀運動人才。 

 

4. 臺中市各級隊伍參賽優異表現 

      本市 107、108 及 109 年間，國小、國中、高中及代表 

      隊男足及女足部分皆有優異之表現，如下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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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市各級隊伍參賽優異表現 

年度 賽事 學校/單位 名次 

107 2018 年全國少年盃足球錦標賽 U13 組 協和國小 1 

106 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 爽文國中 1 

107 學年度全國青少年盃(女足) 五權國中 1 

2018 年全國青年盃(男子組) 惠文高中 1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足球聯賽(公開組/女) 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 

2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足球聯賽(公開組/男) 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 

3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足球聯賽(一般組/男) 逢甲大學 3 

2018 年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臺中藍鯨 1 

108 2019 年亞太盃青少年足球錦標賽頂級組 國安國小 1 

107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全國國中足球賽男足 黎明國中 1 

107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全國國中足球賽女足 五權國中 2 

107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全國高中足球賽男足 惠文高中 4 

2019 全國體育署盃 FUTSAL 足球錦標賽-全國青

年女子組 

惠文高中 3 

2019 全國城市對抗賽 U15 臺中市 4 

2019 全國城市對抗賽 U18 臺中市 1 

2019 臺灣木蘭足球聯賽 臺中藍鯨 1 

109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國中組/男足) 黎明國中 2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國中組/女足) 五權國中 2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高中組/女足) 惠文高中 3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高中組/男足) 惠文高中 4 

 

   (三)臺中市舉辦重要足球賽事 

1. 城市幼兒園盃迷你足球 

(1) 2019 城市幼兒園盃迷你足球賽-臺中站 

① 日期：10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② 地點：臺中市政府前廣場 

③ 隊數：U6 幼兒組與親子組共 12 隊 

④ 參與人數：參賽人次 120 人，觀賽人次 3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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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城市幼兒園盃迷你足球賽-潭子站 

①  日期：10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②  地點：潭子運動公園 

③  隊數：U6 幼兒組與親子組共 12 隊 

④ 參與人數：參賽人次 120 人，觀賽人次 360 人 

(3) 未來舉辦賽事規劃：2020 臺中市迷你足球深耕計畫 

① 計畫目的：透過長期定時定點課程培養幼兒園園生

基礎足球技能與固定投入足球運動的習慣，以期末

交流賽為誘因提升學員學習動機。 

② 課程規劃： 

A. 每班 10 名學員由 1 位指導員授課，每週於固定

時段授課，課程時間為連續 2 小時，上、下學期

各 18 週，共計 36 週。 

B. 每位指導員每週 5 天分別指導 10 班，4 位指導員

共指導 40 班，400 位學員。 

2. 國民小學迷你足球賽 

(1) 108 年度國民小學迷你足球賽-臺中站 

① 日期：108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星期六及日） 

② 地點：臺中市政府前廣場 

③ 隊數：U6 幼兒組與 U8 國小組各 36 隊 

④ 參與人數：參賽人次 360 人，觀賽人次 900 人 

(2) 未來舉辦賽事規劃：108 年度國民小學迷你足球賽-臺中站 

① 計畫目的：導入國際足球交流系統，透過短期培訓

課程開啟基層幼兒足球教育知能技術，落實做中

學、學中做目標，建立初學幼童對足球運動正確認

識。 

② 活動內容：每縣市第 1 日為「迷你足球種子師資培

訓營」(50 人)，第 2、3 日為「迷你足球體驗賽」(各

200 人)。 

③ 預計辦理期程：109 年 8 月 28、29 及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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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2 屆校安盃足球錦標賽 

(1) 預計辦理日期：109 年下半年  

(2) 地點：朝馬足球場 

(3) 分為國中、國小及幼兒組，共近百支隊伍、約 500 人參加。 

4. 第 6 屆的安聯小小世界盃足球賽-臺中預賽 

(1) 預計辦理日期：109 年下半年 

(2) 地點：太原足球場 

(3) 分為 U6 幼兒組、U8、U10、U12 國小組及 U15 國中組，共超

過 200 隊參賽 

5. 第 11 屆 YAMAHA CUP 快樂踢球趣足球賽總決賽 

(1) 日期：109 年 12 月 21 日 

(2) 地點：朝馬足球場 

(3) 參賽組別自國小 3 年級至 6 年級，決賽總人數約 350 人，臺中

市晉級決賽的學校包括大興國小及國安國小 2 校。 

三、 預期效益 

(一) 提供從幼兒到成年人不同足球活動，擴大臺中足球運動

人口。 

(二) 健全五級培訓體制，培育優秀或具潛力之足球運動選

手。 

(三) 提升訓練績效，培育優秀足球人才及提升足球競技水

準。 

(四) 爭取國家代表隊以臺中做為訓練基地，活絡運動產業及

提升運動風氣。 

(五) 爭取主辦國際運動賽會，帶動普及運動風氣及促進國際

體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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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 興建巨蛋體育館將優質臺中市運動環境，成為未來爭取辦

理大型國際賽會或國內錦標賽之基礎，以期透過運動賽事之舉

辦累積經驗，達到推展臺中運動風氣及培育臺中運動人才之效，

並藉由辦理賽事及活動促進周邊經濟發展。 

二、 建構本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興建競賽場地，並結合本市

在地企業，發展足球運動及推動相關產業，以吸引國內、

外優秀人才投入，大幅提升選手的水準，建立培育機制，

以提升競技能力，深耕我國足球文化。 

三、 推展本市足球發展計畫期透過全民參與、培養競技人才並

促進國際交流。促進民間投入參與可提升社會足球風氣；

於競技足球方面以扎根校園培養人才為基礎，孕育優秀菁

英選手參加國內外競賽，增加國際賽事學習交流，創造優質

足球運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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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