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辦 2025 年世界壯年運動會各單項協會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會議地點：臺北田徑場 140 會議室
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蔡副局長培林
出席人員：各單項協會代表、新北市政府體育處、臺北市政府體育(詳如簽到
表)
紀錄：陳蔚昇
會議記錄：
一、有關研議事項：申辦 2025 年世界壯年運動會各選辦競賽種類(項目)及擇定
適宜場館(地)與身心障礙運動員參與之選辦運動種類(項目)各協會建議如
下：
(一)自由車協會1. 比賽場地若可行建議可採用臺中市自由車場，其場地通過國際自
由車總會認證，若使用新竹市自由車場，其場地老舊，賽道需重
新鋪設(經費約需 1000 萬以上)。
2. 公路賽部分，場地較易取得及規劃，計時賽部分也可使用環台賽
路線由市府至景福門。
3. 登山車分為下坡賽及越野，在臺灣多山的環境，場地不難尋找只
是需要花費經費(約 300 萬)去整修及規劃賽道，金山、九份、萬
里都應該有適合的地方，但是需要至現場確認。
4. 登山車場地，高度約 100~200 公尺即可，需要有動線可將選手由
終點送至起點，國外大多使用滑雪場地，雪地融化後改為登山車
場地。
5. 目前場地賽奧運競賽項目有競輪賽、爭先賽、個人追逐賽、團隊
競速賽、團隊追逐賽五項，建議除目前規劃之項目外，可加入 1KM
個人計時賽及領先計分賽。
(二)高爾夫協會-

1. 淡水球場主要辦理國內賽事居多，但已邁入第 34 屆之高爾夫名人
賽(亞巡賽等級)也在此球場辦理。
2. 建議另有美麗華、大溪、東華球場皆曾辦理國際賽事，場地狀況
也維護良好，不需大量經費整修。
(三)曲棍球協會1. 龍潭運動公園曲棍球場，取得國際曲棍球總會認證，但僅舉辦過
國內賽事，為 108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場地，但其附屬空間(廁所、
盥洗室等.....)皆為臨時設施。另南投縣竹山鎮也有一面國際標
準之棍球場。
2. 建議臺北市可興建一座曲棍球場，可提供北市大曲棍球隊訓練使
用，未來也可作為比賽場地。
(四)橄欖球協會1. 該賽會若為觀光導向，建議橄欖球除 7 人制外，也可增加 15 人制。
2. 以目前國內橄欖球發展現況，40 歲以上之運動人口，將會有不少
人投入此賽會。
3. 目前百齡河濱公園橄欖球場，球場狀況只需簡單整理即可辦理國
際賽事，但球場附屬空間及設施不足(更衣室、盥洗室、廁所等)，
建議可於球場與球場間及球場靠近河濱側之區域應足以建置相關
設施。
(五)射擊協會1. 飛靶競賽項目不定向飛靶除男子組及女子組外可增加男女混合
組。
2. 空氣槍應修正為手、步槍，另公西靶場競賽場域 50 公尺靶場應為
60 靶位。
3. 手、步槍另可於男子組、女子組及混合組新增 50M 步槍。
(六)慢速壘球協會1. 協會從 94 年開始至 108 年即辦理 40 歲以上及之全國賽事，賽事
規模約 190 隊。

2. 青年公園棒球場、新生公園棒球場、民權公園壘球場、青埔慢速
壘球場，該場地皆符合規範，唯百齡河濱公園壘球場作為訓練場
館，外野草地需整平。
(七)壁球協會1. 台灣大學體育館壁球場，目前維護狀況較佳，使用大安運動中心
壁球場，燈光照度稍嫌不足，且場地鋪面也較多坑洞。
2. 鄰近另有永和運動中心、內湖運動中心可考量使用。
3. 依據 2017 奧克蘭壁球參賽人數 457 及 2021 日本關西預估人數 540，
使用四面場地是否足夠，需與協會討論並計算。
(八)衝浪協會1. 立式划槳競賽科目可包含 200M 衝刺、6K、馬拉松(18K 或 24K)。
2. 衝浪競賽科目可包含長板、短版及立槳衝浪。
3. 衝浪賽事須考量風浪情況，臺灣五月風浪較小，另因風浪情況較
難掌握，建議應增設備用場地因應。
4. 建議決賽在農曆初一及十五大潮期間(5/27)風浪較大時辦理。
(九)游泳協會1. 若有游泳賽事增加身心障礙之選手，恐增加賽事規劃之複雜性。
2. 建議游泳增設男女混和接力。
3. 跳水項目 30 歲以上之選手，國內運動人口不多。
4. 另游泳馬拉松建議可於曾辦理 2 次國際賽事之日月潭辦理。
二、待協助事項
(一)未來若申辦成功，希望協會可與臺北市政府共同合作推動壯年層級之
運動賽事，以提倡全民運動之概念，厚植運動人口。
(二)撰擬申辦文件所需，請協助提供近 10 年曾辦理之壯年運動賽事清單，
填列表格如附件一。
(三)申辦世界壯年運動會，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與支持。請各協會理事長，
於申辦支持信函中簽署，支持臺北市與新北市共同申辦 2025 年世界
壯年運動會，簽署文件中英文內容如附件二。可採用協會固定使用之

格式或使用會議當日發放之文件格式。
(四)請提供協會近 10 年辦理之國際賽事清單如附件三，包含中英文名稱
及賽事等級。
(五)支持信函、近十年壯年層級賽事舉辦清單、近 10 年辦理之國際賽事，
請於 109 年 3 月 23 日前 E-MAIL 至 tpeisebt@gmail.com，如有相關疑
問請洽：國際賽會申辦小組 支援教師陳蔚昇 02-25702330#5435

附件一

近 10 年單項協會辦理之壯年運動賽事調查表
協會名稱：

填表日期：

填表人：

年度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賽事名稱

賽事等級
(國內或國際)

賽事類型
(專為壯年舉辦
或於賽事分組中含
壯年組別)

備註



請於 109 年 2 月 27 日前協助填列完成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tpeisebt@gmail.com。



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國際賽會申辦小組 支援教師陳蔚昇 02-25702330#5435

附件二
To IMGA,
Mr. President Kai Holm,
Mr. Vice President Surgey Bubka,
All committee members
As a member of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we actively promote our
sport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affairs. We believe that Taipei City Gov.
and New Taipei Gov. have strong abilities in planning, preparing and executing a
large-scale sporting event for biding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mega-events
World Masters Games (WMG).
Through hosting the 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ade successful experience, we have
established a well-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pei City Gov. and New Taipei City Gov.
Thus, if these two cities have this honor to become the host city in the 2025WMG,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devote to this event and put the effort into marketing the
2025WMG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Moreover, we will dedicate to recruit and train competition staff, officials and referees
based on a tight schedule, follow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disciplines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director smoothly, to host a passionate and
well-planned sports event.
Sincerely yours,
September 2020.
On behalf of

(協會英文名稱)

Signature

(簽名)

Title

(職稱)

致 IMGA
主席 Kai Holm 先生：
副主席 Sergey Bubka 先生
委員會委員們
我們身為各單項國際總會轄下之會員，積極推展我國各項運動，並參與國際體育事務。
我們相信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擁有規劃、準備及執行國際大型綜合型賽會的能力，來申
辦具國際聲望且參賽選手人數最多的世界壯年運動會。
透過一同締造了史上最佳的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我們於籌辦期間，與臺北市政
府和新北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溝通基礎與執行默契。
因此，若臺北市及新北市擁有這個榮幸與機會成為 2025 World Master Games 的主辦城
市，我們承諾，將會盡最大的努力投入賽會，並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協助行銷 2025 世界壯年
運動會。
再者，我們會根據作業時程，將會仔細地招募及訓練賽務工作人員、官員及裁判，我們
也會遵循國際單項運動協會及聯盟所訂定的規則，並與國際單項協會指派之技術代表共同合
作，打造一場充滿熱情且規劃完善的體育盛會。
謝謝您,
2020 年 9 月
On behalf of

(協會英文名稱)

Signature

(簽名)

Title

(職稱)

o IMGA,
Mr. President Kai Holm,
Mr. Vice President Surgey Bubka,
All committee members,
As a member of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we actively promote our sport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affairs. We believe that Taipei City Gov. and New Taipei Gov.
have strong abilities in planning, preparing and executing a large-scale sporting event for biding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mega-events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WMG).
Through hosting the 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ade successful experience, we have established
a well-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pei City Gov.
and New Taipei City Gov.
Thus, if these two cities have this honor to become the host city in the 2025WMG,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devote to this event and put the effort into marketing the 2025WMG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Moreover, we will dedicate to recruit and train competition staff, officials and referees based on a
tight schedule, follow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disciplines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director smoothly, to host a passionate and well-planned sports event.
Sincerely yours,
September 2020.

On behalf of

Signature

Title

附件三

單項協會近 10 年辦理之國際體育賽事調查表
協會名稱填報人賽事名稱
(中文)

連絡電話賽事名稱
(英文)

舉辦年度
(西元)

賽事層級

備註：
 賽事層級分別為，世界錦標賽、洲際錦標賽和其他世界級賽事三類。
 完成後免備文，於 109 年 3 月 20 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tpeisebt@gmail.com
 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國際賽會申辦小組)，支援教師陳蔚昇，連絡電
話：02-25702330 分機 5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