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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ssay discusses whether Taiwan is capable of holding Olympic
Games along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ditions applying for
Olympic Games. It requires 18 conditions to apply for Olympic Games,
which includes characters of the applying countries、areas and
cities，the immigrating procedures at Custom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onditions of climates and environments，security
facility，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the formal sorts of sport
fields(or sport facilities)、sport，the popularization of Olympic
custom， Olympic Village，inhabitation arrangement，traffic service，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service，medias，financial marketing，and
the legislated position of the applying unit…etc.

Great profits could be brought as well as promotion of national
prestige after holding Olympics，cities could be greatly developed，
it could even spirit up people＇s believes and sense. But Olympics
didn＇t succeed every time while all the experiences it have brought
about have still been worthy.
However, Taiwan has not been capable of holding Olympic Games so
far，if Taiwan rashly applies for Olympic qualification，it would
result in bad ones instead of satisfied outcomes under these
disadvantages. But one or two decades later, will Taiwan be capable
of holding Olympics after the re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long with the flourished economy.

一、

前言

日本與韓國曾經充分利用奧林匹克運動會，提高了國家聲望，振奮了民族精神，
並且刺激了經濟發展。而北京也舉辦了大多數人都認為是最好的一屆奧運，而同
樣是亞洲國家的台灣，可以舉辦奧運嗎?

爭取主辦奧運有兩個步驟，首先要說服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才有機會成為「候
選城市」，因此條件不成熟而有意申辦奧運的城市，第一關就會被打回票。
爭取主辦奧運是每個國際奧會會員國的權利，國際奧會定下各種評量標準，衡量
提出申請的國家、城市主辦奧運的能力，有很多量化的標準，諸如旅館的床位數
量、運輸系統負載、選手村和比賽場地的車程、距離等，而曾經舉辦國際比賽的
經驗，更是重要的參考依據。
台灣最近在舉辦了世運與聽障奧運後，也獲得了許多好評，在這兩場賽事的加持
之下，台灣能舉辦奧運嗎?這是我想要探討的問題。

二、

申奧條件

一項研究計畫指出申辦奧運的條件有十八項，包括申辦國家、地區與城市的
特性、海關的移民手續、環境保護、氣候與環境的狀況、安全措施、醫療與
健康服務、奧林匹克的正式比賽種類、運動場地 (或運動組織) 、運動種類、
奧運文化的推廣、奧運村、住宿籌備工作、交通、資訊科技應用
、媒體、財務行銷、申辦單位的法定地位等。

而結果又顯示醫療與健康服務項目中，特別註明主辦城須有國際奧會認可的
藥檢實驗室，同時奧林匹克正式比賽種類在比賽期間要考量氣候、交通等外
在因素，並避免在附近前後舉辦其他大型活動，而運動場地項目方面，任一
主辦城都要有 30 個以上的場地才能順利舉辦奧運，雪梨與亞特蘭大奧運平
均至少要 4 億美元以上，巴塞隆納每年固定舉行的運動賽會將近有 40 個，
而國際性會議則超過 80 個，這樣才累積了國際運動賽會的經驗。

學者程紹同表示，台灣申辦大型綜合賽會，財源不是最大的問題，較令人擔
心的是台灣缺乏國際運動賽會管理人員，過去沒有申辦的經驗，場館是否興
建妥當，政府的支持程度、申辦人員的經驗傳承等都是令人擔心的問題。

我國奧會主席吳經國也提到，這十八項基本條件是一個城市申辦奧運的必備
客觀條件，其他還有許多主觀因素，每位委員在投下城市的選票時會有個人
不同的考量，例如北京拿下 2008 年奧運主辦權，是因為整個國際奧會的主
流看法都贊成北京獲主辦權，反觀國內如果要爭辦大型賽會，全民是否達共
識，場館條件夠嗎？政府支持舉辦嗎？如果這些基本條件都成熟了，整個舉
辦才會水到渠成，台灣才能和國際上接軌，使用相同語言下，才能成功爭辦。

而吳經國也肯定這份研究，因為這些資料和研究都是做為台灣未來爭辦的背
景，這十八個項目是每一個爭辦城市都要面臨的門檻，未來不論舉辦那一個
國際大型賽會，都可以做為事先的準備。

三、

為何要舉辦奧運
奧林匹克運動會耗資巨大，使得許多國家裹足不前，但從一九八四年洛杉磯
奧運開始，地主國美國大膽引入商業模式，最後獲得兩億兩千五百萬美元的
營利，首開奧運會獲利的先河後，每屆奧運會舉辦城市的競爭日趨激烈。
除財政上的實質利益之外，舉辦奧運會還有許多潛在利益。首先，開幕式和
閉幕式國際奧會主席和地主國元首都會出席，並由世界各國媒體轉播，再加
上幾乎全世界都有國家代表團出賽，此對一國的國際宣傳效果無可計量。同
時，主辦國家與主辦城市亦能因此大幅成長。
舉辦奧運不是只有賺錢的目的而已，還會得到許多不同的方面
如:1988 年的奧運會在南韓的漢城（今首爾）舉行。當年的奧運會，南韓以
主辦奧運做為國家發展的總目標，在「一切建設為奧運」的口號之下，帶動
全民意志與國家經濟發展。
始料未及的是，南韓人民要求國家民主化的抗爭在 1987 年 6 月達到最高峰，
南韓社會動盪不安；國際奧委會因此對南韓政府下通牒；如果情況無法改
善，將取消南韓奧運的主辦權。這個最後通牒，迫使盧泰愚發表「六二九民
主化宣言」。一場全世界注目的奧運會，意外的促使南韓邁向民主化國家之
路。
1964 的東京奧運，對日本來說是個大好機會。日本藉此機會向全世界宣傳

，他們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敗戰中復原，重新站了起來。當年點燃奧運
火炬的火炬手，日本特別挑選了一名自廣島原爆下倖存的男孩子。

申辦奧運成功固然可喜，即使申辦失敗也並非是一無所獲。如一九九三年曼
徹斯特申辦 2000 年奧運會失敗（第二次失敗）
，但申辦的過程讓整個城市動

起來，許多曼徹斯特市市民主動參與申辦的相關活動。其後，工黨政權便利
用當時的申辦經驗，主導許多城市復興運動的推動，重新改造英國的社會與
國家。再如加拿大溫哥華兩次申請冬季奧運，雖然最後沒能達成目的，但過
程中大家所凝聚的信念與意識可能更彌足珍貴。
由上述可得知，申辦奧運的種種困難之處，但是都是可以去嘗試的，最後雖
然不一定會成功，但是他所得到許多寶貴經驗，都是很值得的。
而真的成功的話，就要盡全力去把它辦好，把自己的特色發展出來，而最終
能達到利益的話就更好了。

四、

結論
我認為到現在為止台灣是沒有條件可以舉辦奧運的，但為何不能舉辦呢?有
下列幾個因素:

1、 台灣腹地太狹小，奧運擁入人潮都是數百萬人次，台北根本沒有多的空
地可以加蓋選手村，而離開台北後，許多城市卻連基礎建設都極為差勁。
2、 在兩岸關係互動不良、敵意未消的情勢下，中國反對台灣舉辦奧運是必
然的反對，因此短期內我們要舉辦奧運或其他大型國際性活動當然是困
難重重。
3、 台灣很少有舉辦大型賽會的經驗，受到中國打壓，很難爭取到國際正式
錦標賽，尤其是國際主流運動項目的主辦權，更是難上加難，甚至連亞
洲田徑賽都沒辦過，近年來曾主辦的正式國際錦標賽，只有世界盃棒球
賽、世界盃撞球賽、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跆拳道賽、世界大學射箭賽、
聽障奧運會等，都是中國在國際體壇較不具競爭力的領域，其他運動多
以邀請賽為主，對於爭辦奧運確實尚有若干困境待突破和努力。
4、 台灣的體育風氣並不是很盛行，在各個運動項目上的表現不好，運動實
力不足。

5、 運動設施無論是質與量都與體育運動先進國家相去甚遠，甚至達不
到國際標準，就算蓋好之後，也養不起。

申辦奧運必須有萬全準備，如果主、客觀條件還不夠成熟就貿然提出申辦，
不僅不能成為候選城市，在國際媒體報導下，反而可能成為負面宣傳，例如
印度新德里、土耳其伊斯坦堡等，事實證明，申辦奧運沒有所謂「志在參加」
。
而以台灣的種種條件來看，想要申辦奧運，本身還有待加強。

現今國內分裂的嚴重，再爭取賽事在國內城市舉辦時，也會發生內鬥，互相
扯後腿，而台灣人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共同的期待申奧最重要的是全
民的團結向心，當年韓國傾全國之力、上下一心，寧可勒緊褲帶、加稅也要
爭辦奧運，全民的向心力及申奧的決心，也占申奧八大評比條件的第二位，
我們或許可以朝這個目標去努力，去團結全國的人民，透過體育來和解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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