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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由於科學技術的高度化、生活環境的便利化，

使得民眾運動的機會減少，因此體能和運動能力低下

等健康上的問題愈趨明顯。

鄭夙芬、鄭期緯、陳武宗、黃洽鑽 (2006) 研究

指出，要擁有健康的身體及健全心裡的國民，才會有

富強的國家，全民運動具有達到此目標與理想的效用，

並有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1 前言



1 前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要推展全民運

動，應活絡社區體育，在運動觀念逐漸受到重視之際，

若同步重視與提升社區體育活動，更能帶動社區居民

的運動風氣（ 林貴福、葉中雄，2004）

社區介入是低成本、長時效的健康促進策略

(King, 1994) ，許多學者指出衛生政策若從社區的層次

介入，對民眾的健康與體能將具有實質和潛在的貢獻

(鍾凱婷，2001) 。



為了達到推展全民運動的目的，從最地區性最小單

位的社區來推展體育，是最能貼近民眾的生活圈，在執行

推動層面則需要一個完善的組織去運作。本研究目的：探

討我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現況，本研究方法：透過文獻搜

集與分析來建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期能帶動社區體育蓬

勃發展與社區再造等功能。

2 前言



2
社區體育組織內涵與功能



以一定層次為範圍：按
行政區域可以把社區分
為縣市級社區，村、鎮
里、鄰等社區。

以社區組織為憑藉：
社區體育的普及與發
展必須充分依靠發揮
社區體育組織的作用。

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
求為目的：社區體育的基
本目的是提高社區成員的
健康水準和生活品質。

具有社會公益性質：
社區體育是社區文化服務的內容之
一，非以營利為目的具公益性特點。

1 社區體育的內涵

「社區體育」是指在一定層次的社區中，為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依藉社區體
育組織，整合社區各方面力量與資源，就地就近開展的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體育活
動。具體言之，社區體育內涵包括以下幾點( 王建臺，2002 )



2 社區體育要素

構成社區體育的內涵相互關係，是一個複雜的系

統，由社區組織、人員、物質條件、時間、經費和社區

體育活動等六個基本要素所共同組成，任何要素都要相

輔相成 (任海、王凱珍、王渡、林潔、陳國強，1998 )。

社區體育發展要素是由社區體育組織、社區成員、

場地設施、經費、體育管理者和指導者、社區體育活動

等六種要素構成的體系(樊炳有，2003)。



解決社區疏離
藉由社區運動的推展，使得社區居
民因運動而相互認識拉近彼此關係，
進而對社區產生歸屬感。
李建國(1997) 、(魏爭光、楊建設，2002) 、
羅明葵(2001) 、葉祥財(2008) 、王莉、蕭淑
紅(1998)；李相如(2001)；李堅(2008)

紓解生活壓力
有健全的組織來規劃完善的運動場
地或活動，來帶動運動氛圍來化解
社區居民生活中的壓力。
(魏爭光、楊建設，2002) 、王莉、蕭淑紅

(1998)；李相如(2001)；李堅(2008)

推動現代化社區新社區
藉由社區運動，使社區居民相互認識，
進而對社區有認同感，使居民願意為
社區進一份力，共同開發自己的社區，
使得社區走向現代化。
李建國(1997) 、羅明葵(2001) 、王莉、蕭淑紅(1998)；李
相如(2001)；李堅(2008)

增進健康
定期辦理社區體育活動，將會有相大的助益。
李建國(1997) 、魏爭光、楊建設，2002) 、王莉、蕭淑紅
(1998)；李相如(2001)；李堅(2008)

端正社會氣氛
透過社區運動之機會來輔導，
能降低敗壞社會風氣之事。
(魏爭光、楊建設，2002) 、王莉、蕭
淑紅(1998)；李相如(2001)；李堅(2008)

4 社區體育的功能



3
我國社區體育組織發展現況



21 3 486年體委會成立
全民體育、競技體育、
社會體育及國際體育

地方體育行政組織分層：
直轄市、教育局（處）體
育及保健科、社教科及體
育場及體育場管理所（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

64年推動初期
教育部體育司下設學校
體育、社會體育、研究
發展、國際體育

1

民間組織
體育會、單項委員會、
社區發展協會

我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現況

102年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配合組織改造，併入
教育部更名為「教育部
體育署」

區公所（民政課）



體育組織乃是以從事體育活動，為達到體育目的之組合團體，
可能是一個獨立機構或團體，也可能是附屬於某一機構下的部門，
從不同觀點加以分類，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組織；政府與民間組織；
公益與營利組織（徐元民，2003）。

社區體育組織所需要的要件有生活於同一個區域並且為了滿
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所組成的社區體育組織，而此組織形成的要
件有明確目標、組織結構、組織層級、組織權力、組織文化及共同
分工，且又劃分為正式與非正式、政府與民間及公益與營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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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社區體育的推廣大都是由中央委託地方
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活動辦理單位及人員往往因
活動經費由政府補助，而忽略了社區及民眾的需求，
以至於各單位辦理活動重疊，造成資源浪費或活動
乏人問津，而導致成效不彰。

3 我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現況



張廣林(2009)指出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的特徵即是區域性的民間社

團組織，是橫向型中介組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區體育管理組

織作為中介組織，其中介性有組織角色的中間性、管理角色的間接

性和社會角色的半官半民興特點，以中國社區管理體育組織為例，

中國將社區層次結構分為三個層次，即街道辦、居委會、居民小組

三個層次，因而社區體育也往往有其相應的層次，並擔負相應的職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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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陸城市社區體育主要有兩大類組織形式，一是
以政府行政部門或企事業單位為依託，組織程度較高的組
織形式（正式社區體育組織）；另一類則多為社區居民自
發建立、較鬆散組織形式（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任海、
王凱珍、王渡、林潔， 1998b）。

王凱珍、趙立(2005)指出社區體育行政體系包括領導
體系、協調體系和操作體系三大組成部分， 各體系由市(區)、
街道、居委會四個層次構成，各體系、各層次具有各自的
職責，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5 中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現況參考



4 中國社區體育管理組織現況參考

街道辦事處

街道體協轄區單位

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
體育輔導站、體育服務

居委會體育小組、
晨晚練活動小組

社區體育
領導體系

社區體育
協調體系

社區體育
操作體系

區政府

市政府

其他區域性協會

轄區各單位體協

市體委群體處

區體委群體科

資料來源：修改自任海、王凱珍、林潔 ( 1998b )。我國城市社區體育的產生原因、現況及問題－對我國城市社區
體育的碳坦之二。體育與科學，19卷3期，21頁。



4
社區體育組織發展策略



一、建構社區體育組織的運作模式
領導體系：社區體育在領導面向，是由中央政府如體育署全民組來整
合國家政策導向、規劃全民運動計畫、體育推展預算等層面，若有完
善且明確的目標導向，方能使運作有個順利的開始。

協調體系：在協調體系是由地方政府體育局處、市縣體育會、區鄉體
會等來做地方經費的規劃與安排，因各地民俗文化不同，將會影響各
地的體育活動，透過協調體系，來因地制宜，安排該地區適合的體育
活動及計畫。

操作體系：操作體系則由在地社區組織如體育會、社區發展協會等去
做推展，透過地方政府所給予的經費與活動企劃，提升社區參與地方
政府之活動，並提升民眾意願。

1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我國現行社區體育組織體制並無暢通之管道，中央體委會與地
方縣市政府體育處、教育局（處）體健課（科）並無直接隸屬關係，
體健課管轄業務也以學校體育為主，至於應為社區體育基層政府單位
的鄉鎮市區公所民政課、社會課等單位，從過去迄今，仍會發生本位
主義的觀念，認為社區體育事務飛鼠其業務範圍，致使社區全民運動
的推展無基層之對口，各單位不能溝通觀念、協調配合的結果，使國
家的政策無法獲致最大的效果，也使國民的需要與利益無法獲得最大
的滿足，只會剝奪國民應享的利益而又妨礙國家政策的推行與社會進
步(張苑婷，2009)。

1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王莉、蕭淑紅(1998)指出，要開社區體育，則需要建立一套較
為完整的組織體系。我國在全民運動發展方面起步較中國大陸早，但
在社區體育組織方面，中國大陸在橫向上突破了以往群眾「以條為主」
的管理體制，縱向上使群眾體育深入到城市最基層，形成「條塊結合」
的新群眾體育體制(許建民，2000)。因此透過中國的體制作為參考，
來建構我國的體育管理組織，提出發展策略。

1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2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體育署
全民組

縣市政府
體育局處

鄉鎮公所
民政課

全國體
育總會

市縣體育
（總）會

區鎮鄉
體育會

全國單項
協會

各市縣單項
委員會

各體育社團

區鎮鄉單項委員會
社區發展協會
各體育社團

社區體育
領導體系

社區體育
協調體系

社區體育
操作體系

一、建構社區體育組織的運作模式
為了讓整體組織能順利運作，需透過中央領導體系、地方政府協調體系及社區操作體系，三
個體系的運作方能使得社區體育推展更健全，如圖二所示。



二、加強社區體育管理和指導人員的培訓
社區體育若無一熱心體育事務善於管理的經營團隊，很難提高

社區體育水準，實現永續發展，如缺乏指導員，活動就難以推展，民
眾活動的興趣也難以提高，社區體育的推展是否有成效，全是活動負
責人的領導與指導人員的指導而定，因此對社區人才的培養應受到重
視（何敏，1979；王建臺，2002）。

3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二、加強社區體育管理和指導人員的培訓
社區管理組織的專業是否關係到社區體育的推展，健全的組織有內部
編制專業人員才能順利推展體育活動，因此以下提出人才的培訓：
1.具有專業領導協調能力：一個組織需要有位領導階級，帶領組織成
員朝正軌進行，必須了解整體國家地區政策發展，並透過領導成員朝
組織目的前進，在組織中有許多幹部成員，須擁有溝通協調能力，方
能使得組織和諧發展。
2.具有活動規劃及經費行政能力：在組織活動的發展中，需有擬訂活
動企劃及場地安排之能力，以吸引民眾樂於參與，永續經營發展，且
能善用各方經費的補助來支持活動發展。
3.具有體育專業指導能力：活動進行中需有專業指導老師於旁協助，
不僅能提高民眾運動知識與技能，且還能增加民眾參與意願。

4 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策略



一、社區體育除了推展體育外，還能提高民眾的興趣，更培養了社區
團結、互助的精神來達到協調社會的風氣外，還能減緩現階段面臨的
高齡化問題。
二、我國現行社區體育組織並無依暢通之管道，中央與地方各縣市政
府體育處、局健課在社區體育縱向組織運作，缺乏機制致使社區體育
的組織無法發揮。

4 討論與結果



5
建議



若能透過社區體育組織推展體育活動，不僅能提供
人民適度運動的機會，還能藉此拉進社區民眾的關係，帶
動整體社區發展，並有利整體國家發展，若社區體育組織
要推展活動必須要有以下幾種條件：
建立完善的社區體育組織：建立完整的社區體育領導體系、
協調體系及操作體系完整的組織，並擁有共同明確的標、
成員、章程、明確層級、經費等，使社區體育組織有完善
的體制脈絡來推展活動。
培訓相關專業人才：若要提高體育活動品質，需有專業人
才來經營組織，並規劃有趣的體育活動來吸引民眾參與，
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1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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