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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中程體育計畫策略規劃之概況 

第一節 加拿大中程施政計畫 

壹、支出管理制度背景 

加拿大政府於1995年建立「支出管理制度(Expenditure Management 

System)」，提供加國人民符合財政目標的方案與服務，使政府就其決策負

起責任，以提升公共服務之品質。為達成目標，該國以四項原則來引領這

項制度：1.提供財政與支出面穩定的規劃環境，亦即經費與方案的改變，

能在執行前做好規劃；2.中長期的策略規劃強調檢視現存方案，以及輸送

制度並重新分配經費支出給予新的方案優先權；3.國會與加拿大民眾可諮

詢支出規劃的過程；4.誘因的機制鼓勵有效規劃、資源分配以及績效資訊

與管理。有關支出管理制度有以下特徵：整合預算規劃過程、強調持續對

方案檢視以及管理可獲取的資源、減少中央政策的保留量、介紹部會計畫

以集中焦點在方案與計畫中策略的改變、對首長與部會提供彈性以幫助他

們管理資源、改善方案績效的資訊以幫助決策制定與便利說明、承認國會

立場以檢視政府未來幾年的計畫優先性以及介紹部會的行事曆。 

貳、加拿大中程施政計畫概要 

加拿大依據支出管理制度作業規劃三年中程施政計畫，內容如下（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http://www.rdec.gov.tw/govpakt/show.asp?id=e0102，

上網日期：民90年7月14日）： 

一、加拿大中程施政計畫之內容 

（一）為因應未來三年的挑戰，研擬策略性重點業務，參採民眾的意願，

有效整合機關主要職責、政策、方案及相關資源，而非將所有各類工作計

畫及預算經費予以彙編，包括如下： 

1.未來環境變遷之挑戰、優先發展課題、方向與目標。 

2.因應主要業務改變及資源調整目標，所需之行動策略、方案、成本、

籌資、組織、人力資源調整及管理方式。 



我國中程施政計畫策略規劃之研究－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例 

 24

3.方案目標、策略管理執行過程及成果之衡量指標暨評估重點。 

4.策略性業務調整方案及管理措施之執行情形及預期影響。 

（二）中程施政計畫之審查 

聯邦政府財政委員會就各部會之策略性發展課題及業務調整方式，與

相關幕僚機關及部會首長或副首長進行意見磋商，並檢核是否符合國家政

策與預算目標，於八月間將計畫審核結果陳報內閣並核復各機關，作為各

機關於九月份提報概算需求之依據，而其審查重點為： 

1.計畫是否配合既定預算目標及策略，探討部會重要的策略調整問題

與作法，如組織精簡問題。 

2.計畫是否作為策略規劃的工具？部會首長曾否參與？ 

3.計畫之挑戰及可達成性。 

4.跨部會發展策略及方案整合問題。 

5.方案設計及替選服務方式。 

6.方案調整及相關授權之核准。 

7.影響策略執行之資源供應及管理問題，如所需資源之供應是否妥適

及再分配之可能性。 

8.是否提出相關策略性方案之執行情形、服務水準變遷及資源利用成

效回饋資訊。 

二、中程施政計畫之特色 

（一）提出部會業務情勢展望文件，作為國會審核財政支出趨勢及計畫優

先順位之依據 

一九九四年，加國下議院規定授權國會各委員會審核並公佈政府未來

三年之經費支出趨勢及優先順位，作為建議內閣進一步決定支出計畫優先

順位及審編各部會預算之依據。因此，各部會首長須於每年四至五月間向

國會提出「方案優先順位及支出情勢展望」文件(departmental 

outlooks)，經國會於元月間完成審核報告，作為進行後續預算審核及提

供相關諮詢意見之依據。各部會業務情勢展望，係配合前述中程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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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既有年度預算審核結果，研擬因應財政、政策環境變遷及挑戰所需之管

理及執行策略，並設定關鍵服務部門之發展目標與優先順位。其內容要包

括主要的策略發展背景資訊、影響業務及方案調整需要之內外環境因素、

未來三年新的發展方向與優先順位、配合預算編列的優先發展目標，建議

採取的行動、推行施政要項所面臨的主要課題及挑戰、對於顧客服務品質

變遷影響的衡量指標。 

（二）強調既有方案之持續性檢討及現行支出之再分配，以進行籌資 

進行各部會既有方案及相關支出之持續性審核與檢討，削減不必要或

低度優先之方案支出；經由既有經費支出的重新分配，籌措較優先的新興

方案及現有方案成本增加所需財源。此種審核著重於檢核現有方案的「持

續關聯性」(continued relevance)、重要性及執行狀況。 

（三）強化方案執行時的資訊提供 

因應既有方案檢討及資源再分配之需求，聯邦財政委員會加強改善預

算編製技術，並協調各部會推動計畫評估，俾提供部會首長、國會及民眾

較佳的計畫執行資訊。預算書及計畫評估報告能及時提供歷年方案執行、

相關策略目標、方案目標達成成果及公共服務水準等評估資訊，而國會中

的財政委員會透過施政計畫審核過程，要求部會就特定事項提供執行資

訊。財政部亦於每年十月發表「預算諮詢分析報告」(Budget Consultation 

Paper)，反映財、經動態與政策，並提出財政目標建議。 

（四）賦與各部會首長更多的資源分配彈性 

為提升各部會之資源管理效能，聯邦政府授權各部會配合核定之預算

及政策架構，彈性分配及運用資源，包括解除若干預算執行之程序限制、

擴大授權、加強風險評估、評估研究、創新服務評估、增加收益、成本回

收(cost recovery)方法、電子資訊交換、運用管理報告、經常門預算結

餘自動轉列次年資本門支出、鼓勵收益之循環運用(revenue respending)

暨「人事費與其他經常門支出間之彈性重分配利用」等措施。 

（五）強化政策指導與公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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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總預算之編審係透過預算諮詢過程加以完成。國會於六月份審核

各部會業務情勢展望文件時，可提出支出優先順位建議，每年秋季於財政

部提出預算諮詢分析報告後，國會亦進行密集的審核與諮商會議，前述過

程會舉辦公聽會或邀請民眾參與，以聽取民眾意見。諮商結果作為內閣研

訂預算策略及進行預算審編之依據。 

（六）以目標為導向編製預算書 

中央總預算書包含「總支出分析」、「部會別方案」及「單位預算」三

大部分，主要就目標及方案為導向加以編製，並強調工作產出(output)，

預算書明列各部會各類方案之目標、法令依據、相關活動、所需經費、組

織、預期成效及執行情形。 

參、加拿大運動局之中程施政計畫 

加拿大運動局在 2000 年的五月間，結合各省與地方政府，開始自運

動的各個階層裡進行運動諮詢過程，以尋找改善加拿大的運動系統。超過

來自都市休閒部門、省與國內運動組織、地方學校局、商人與政府官員等

一百多個個人，包括選手、教練、家長、官員、志工、員工的代表，參加

六個區域性會議。而這個過程的最後結果就是發展一份報告書，名稱為加

拿大的運動政策（Canadian Sport Policy），並作為 2001 年四月國家運

動高峰會的基礎。這項活動的自 2000年開始，認為加拿大運動政策應該

是反映出相關組織的重要性（interest）與關係（concerns），包括：十

四個政府機關權限、加拿大的運動社區，及能夠從運動中影響並獲利的其

他無數組織與機構等，更反映出所有利害關係者間所貢獻出的合作功能，

而在運動方面達成加強參與、績效、能力與互動的目標。該政策願景是希

望到 2012 年時，加拿大能夠成為一個具動態性與領導優勢的運動環境，

使所有的加拿大人能夠體驗與享受運動的加入，並在最高競爭層級上持續

且成功地實現。 

要達成加拿大運動政策的願景與目標，則須要四項行動方案模式：聯

邦政府行動方案、特定省／地方政府的個別行動方案、合作的聯邦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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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行動方案，以及運動社區所採用的行動方案。除了負責運動、

健康與休閒部門的聯邦－省／區域部長設定一年的期限要完成「加拿大運

動政策」外，省與區域政府亦於 2001年四月正式加入這個研擬作業中。

這項政策內容建立在國家休閒聲明文（National Recreation Statement）

（1987）與其他回應運動趨勢的聯邦－省／區域政府間的協定條文中。本

研究將先就加拿大2002-2012年運動政策的願景、原則、角色、策略目標、

結 論 與 執 行 等 方 面 說 明 （ Sport Canada, 

http://www.canadianheritage.gc.ca/progs/sc/pol/pcs-csp/index_e.cfm，Retrieved 

Oct 14, 2002）： 

一、加拿大運動政策 

（一）願景 

具動態性與領導優勢的運動環境，能夠使所有的加拿大人體驗與享受

運動帶來的好處，包括擴大民眾能力與興趣的程度、增加運動人口，並在

最高競爭層級上持續且成功地演出。這項願景將可達成下列兩點： 

1.運動系統確保加拿大人自合格志工、教練與員工中享受豐富且廣泛

的運動體驗。 

2.加拿大人因在國內與國際間優秀的競賽表現，而被國際上認同。 

（二）原則 

為了達成願景，願景所描述的運動環境將整合領導加拿大運動政策的

原則與特徵，而這些特徵包括：1.運動養成選手的參與；2.運動促進領導；

3.運動建基在公平管道；4.運動是以發展為中心；5.運動是為優勝而戰；

6.運動提供公共利益。 

（三）普遍的角色與責任 

運動裡所有的利害關係者都有特定的角色與責任。這個結果是動態性

的且是多元面向的夥伴關係，來保證運動系統的完整效能。這些角色分成

兩大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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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動社區：包括選手／參加者與教練、全國性體育組織、省／地方

運動組織、多元運動組織（如加拿大奧林匹克委員會、加拿大殘障委員

會）、加拿大教練協會與加拿大種族運動中心、國家運動中心等。 

2.聯邦－省／區域政府：聯邦政府支援高績效選手、教練，及藉由全

國性運動組織、國家運動中心與多元運動組織，發展運動系統；省／地方

政府支持運動參與、志工，及發展下一代高績效選手。另外，在每個省、

地方、市區與社區行政人員與從小學至大學間的學校權威人士，支援以社

區為主的運動參與。 

（四）目標 

1.加強參與：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加拿大人，涉入運動品質行動與參加

各種形式的體育活動。為了擴大民眾參與運動的樂趣與收獲，以及運動系

統中組織與社區的收獲成果，做運動的加拿大人口比例與運動的服務品

質，勢必將會增加。所做的努力可以藉由運動參與的三個主要歲收，包括

學校、社區與全國性運動組織等，來持續支持傳統與非傳統、選手、教練、

官員與行政人員的運動參與。 

2.加強績效：一群具有才能的選手已擴增能力，而且加拿大選手與團

隊正有系統地在國際競賽上達到世界級的成果。 

3.加強能力：以選手為中心所發展的系統，其最重要的組成要素是要

擺對位置，且持續的現代化與強化所需的軟硬體設備。 

4.加強整合：運動系統的組成更要被聯結與整合，作為承諾所有利害

關係人間合作與溝通的機制。 

（五）結論與執行：從政策到行動 

加拿大的運動願景依靠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政府間的持續合作，及與

運動社區的合作，以建立夥伴關係，而領導者必須對體育發展有具體理念

的人，包括選手、教練、官員、自願者、運動組織、私人企業、社區、省

／地方政府，以及市政與教育的行政人員，與聯邦政府。系統性的計畫需

要一個清楚且能接受的願景、特定目標、與為達成變遷而同意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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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加拿大運動政策願景與目標，將改變加拿大與加拿大運動系統的

運動作法。這個改變需要有廣大的各種利害關係人合作為基礎。中程策略

係提供政府與運動社區間對話、計畫與合作的機制，以建立政策發展過程

中所創造出來的動力。政府將發展行動方案，從個人到合作性的方案，以

引導他們達成加拿大運動政策的願景與目標。朝向這個政策願景與目標的

進度部分，則將由為運動負責的聯邦、省與地方首長，於每年召開的會議

時予以一一檢視監督。 

二、聯邦－省／區域對2002－2005合作行動的優先順序 

聯邦與省／地方政府對 2002－2005 合作行動的優先順序，則是在描

述政府在 2002－2005 這四年間企圖去執行的優先順序，並在聯邦－省／

區域政府間，就運動方面的合作，開啟新的重要時程；本研究將就配合加

拿大運動政策的願景所提出的聯邦與省／地方政府對 2002－2005 合作行

動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Provincial/Territorial Priorities For 

Collaborative Action 2002-2005)相關內容與作法予以介紹（Sport Canada, 

http://www.pch.gc.ca/progs/sc/pubs/fptsc/index_e.cfm ， Retrieved Oct 14, 

2002）： 

（一）執行團隊的成立 

聯邦與省／地方政府對 2002－2005 合作行動，依據「加拿大運動政

策」第三章設定的四項願景「增加參與率（enhanced participation）」、

「增加績效（enhanced excellence）」、「增加能力（enhanced capacity）」、

「增加互動性（enhanced interaction）」，組成聯邦與省／地方運動委員

會工作團隊（Federal-Provincial/Territorial Sport Committee Work 

Groups），來實現與執行前述四項願景；也就是說，其優先順序是受到加

拿大運動政策裡的願景、四個目標與承諾等所趨使的。而聯邦與省／地方

政府對 2002－2005 合作行動的優先順序，則是在以四年為滾動計畫之基

礎，予以更新並執行相關計畫內容。負責運動的聯邦與省／地方等部長，

於二ＯＯ一年四月在國家運動高峰會上通過加拿大運動政策，而聯邦與省

／地方政府正從事執行聯邦與省／地方政府對合作行動方案2002-200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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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經由聯邦與省／地方運動委員會（FPTSC）副首長負責整合優

先方案的執行，並每年對首長報告。FPTSC 為了各級政府配合加拿大運動

政策的主題，以加強與他們各自的運動社區溝通與合作，並邀請運動社區

的成員加入2002-2005行動方案的十個工作團隊之一。運動工作主題團隊

為了獲得運動社區專家的認可，已被要求發展與整合一流程，以參加這些

工作團隊。 

（二）FPTSC各項工作團隊內容 

PPTSC 工作團隊的十項工作項目有：1.加強運動參與團隊；2.藉由體

能活動與運動對婦女發展行動方案；3.維護教練資料；4.設定選手績效與

運動系統的目標；5.執行 CBET 方案；6.發展一項主持策略的事件；7.改

善運動與休閒設施；8.對加拿大人運動倫理策略，發展一項行動方案；9.

原住民的運動發展；10.加強運動組織間的合作。由於每個項目皆有設定

其目的、產出、工作時間點、成員小組與成本等要項，擬試舉二個工作團

隊的工作項目為例，介紹如下： 

（一）加強運動參與 

1.目的：發展合作性策略，以增加在全民運動上民眾的瞭解與參與。

包含兩個細項目標：(1)為了一般民眾與特定團體參與運動，蒐集各階層

在運動參與與障礙上的現有資料，以發展基礎性資料（二ＯＯ三年一月）；

(2)建構目標（targets）、指標（indicators）與聯邦與省／地方的合作行動，

以增加運動參與率（二ＯＯ四年三月）。 

2.產出：以報告方式描述在國內與任何可能在省或地方層級的地方，

而且這份報告的內容就是去檢視與運動參與有關的主要障礙事項，以及檢

視適合克服障礙的策略等相關建議。 

3.時間點 

由FPTSC檢視資料蒐集進度 2002年11月4-5日 

由ISRC與FP/T副首長檢視進度 2002年11月25-26日 

由F-P/T副首長檢視 2003年1月15日 

召開F-P/T首長會議 2003年2月19-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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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標、指標與F-P/T行動方案 2004年3月 

4.組成成員：包括FPTSC主席、加拿大體適能與休閒生活研究機構、

顧問、加拿大省／地方運動聯盟委員會、加拿大運動局。 

5.成本：各政府與運動組織的代表為參與工作團隊會議的成本負責。

加拿大運動局將支付大部分的成員成本。 

（二）藉由體能活動與運動對婦女發展行動方案 

1.目的：促進加拿大婦女與運動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and Sport, CAAWS），與在省／地方相似的團體一

起參加，以發展與執行加拿大婦女在運動與體能活動上的策略

（2002-2004）。 

2.產出：具有活動力就是加拿大的策略，以增加婦女在體能活動與運

動上的參與率。以回應與諮詢為基礎所採用的資料中，有五個主要活動含

概在持續發展的加拿大行動力策略（ACTive strategy）中。 

3.時間表 

召開婦女、運動與體能活動國家會議 2002年11月 

由ISRC與F-P/T副首長檢視進度 2002年11月25-26日 

由 F-P/T 副首長檢視可能合作的政府創新

方案 

2003年1月15日 

由 F-P/T 首長會議來檢視可能合作的政府

創新方案 

2003年1月19-21日 

4.組成成員：包括 CAAWS 的主席、加拿大健康局、FPTSC、加拿大運

動局等。 

5.成本：各政府與運動組織的代表為參與工作團隊會議的成本負責。

加拿大運動局將支付大部分的成員成本。 

第二節 澳洲中程施政計畫 

壹、澳洲財政管理提升之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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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一九八三年，澳洲勞工黨大選獲勝執政，仿效英國新右派的改革路

線，倡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強調市場機能的自由競爭機制優於政

府官僚體系的過度管制。勞工黨執政後，陸續公布了「澳洲文官」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預算改革」(Budget Reform)等白皮書，

隨即通過「文官改革法」(Public Service Reform of 1984)，並執行「財

務管理改善計畫」(Financial Management Improvement Program, FMIP)。

另外，澳洲政府又於一九九八年通過「預算誠實法」憲章(Charter of 

Budget Honesty Act)，提供政府財政政策之執行架構。該憲章首次強調

政府長期財政目標，不再以年度財政目標為主，而改以預算為基礎的廣泛

性策略優先順序，描述預算當年以及後續三個財政年度，包括政府的財政

目標、指標(targets)，及描述使用財政測量方法所達成的成果。上述方

式所做成的財政報告，則需廣泛地加以解釋描述，以作為後續政府財政報

告之準備基礎。 

而自一九八Ｏ年代以來，澳洲政府的改革路線有學習自其他國家（如

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也有保存自己的特質，其改革的幅度在最近

幾年卻不斷加劇。澳洲的政府再造路線深受英國的影響，柴契爾夫人所揭

櫫的新右派政治理念，係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的基木哲

學直接引進政府改革的指導網領。同時，澳洲的政府再造也受到美國的行

政革新的影響，採取管理主義的路徑，重視實際成果的產出，而非過程的

嚴密控制；強調分權與授權，給與各部會首長相當大的改革自主性（孫本

初等，民89：10-11）。 

二、澳洲中程施政計畫制度作業說明 

在澳洲所實施的財務管理改善計畫(FMIP)，強調公部門活動的結果導

向，包括策略性、財政規劃、人力資源管理、評估政策、其他組織構造的

系絡，以及企業改革過程等，屬於一種跨部會的改革活動，其步驟與流程

都具有連貫性。各部會在每年都必須提出各自的計畫與預算規劃，並對往

後三年作預算的評估，和整個規劃流程的評價，並於年度配合決算公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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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施政報告，而這些計畫都必須經由政府及主要的機關（例如財政部門）

加以審核與核定，才能予以實施。FMIP的內容如下（曾煥寧，民89：61-62）： 

就澳洲本身而論，FMIP的第一階段是由澳洲政府公共服務中的行政主

管在管理上做出決定，而這些決定分別代表組織內的各部門需要做什麼，

而這些決定成為組織中策略規劃的目標，隨即展開規劃的執行與資源的分

配。除了正式規劃外，其組織還要設立管理委員會，而相關的部長、主管

必須為這個規劃成敗負起責任。而 FMIP的四大原則為：集中注意力於個

別計畫的宗旨與目標上；在支出計畫的管理上，應多利用能改善績效與促

進有效資源利用的特定技術；改變行政程序與行為，給予管理者更多的管

理誘因，並建立資源的成本意識；建立定期檢視的機制，以確保計畫的效

率與效能，同時定期檢視結果，列出預算優先順序評估之考慮。 

貳、澳洲體育中程施政計畫制度 

澳洲運動委員會（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ASC），依據一九

八九年澳洲運動委員會法所成立的，是澳洲聯邦政府中掌管澳洲運動事務

的政府部門。該委員會是由委員會方式所管理，其成員有主任委員、副主

任委員、產業科學與觀光部門的主任秘書，以及五到十位由該負責運動首

長所決定的成員。澳洲運動委員會在發展運動傳輸系統上一直扮演重要領

導者，由於澳洲政府在二ＯＯＯ年舉辦雪梨奧運會後，即在二ＯＯ一年四

月擬訂未來四年的澳洲運動「建立澳洲運動能力：更有活力的澳洲（Backing 

Australia’s Sporting Ability: A More Active Australia）」（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http://www.dcita.gov.au/Article/0,,0_1-2_14-3_490-4_105331,00.html ，

Retrieved Nov 14,2001），堅定告訴民眾政府將持續在未來四年內，投注預

算五億五千萬澳元來推展運動。 

該委員會繼中程（一九九八至二ＯＯ一年）策略計畫後，持續建構二

ＯＯ二至二ＯＯ五年策略計畫（ASC Strategic Plan 2002-2005）（Australia 

sports Commission http://www.ausport.gov.au/asc/corpdocs/ascstrat.htm ，

Retrieved Oct 29,2002）。而該委員會亦將上述四年計畫內容納編於二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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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二ＯＯ五年策略計畫時，以引領澳洲運動在發展與執行，進入另一個

高度成功的階段。此外，該委員會亦於每年二、三月間提出前一年度的預

算執行檢討最終報告書，並公布於該會網站供澳洲民眾檢閱。本研究將先

就「推動澳洲運動能力：更有活力的澳洲（Backing Australia’s Sporting 

Ability: A More Active Australia）」之內容進行說明後，再就澳洲四

年運動願景澳洲運動委員會中程策略計畫（ASC Strategic Plan 

2002-2005）說明如下： 

一、推動澳洲運動能力之執行計畫 

（一）願景 

澳洲政府在舉辦完雪梨奧運後仔細思考運動部門的專長，與廣泛各種

運動單位協商後，決心持續維持運動成就的水準，即在未來四年內，將再

額外投注三十二億三千二百萬元於澳洲運動中，其對運動方面所承諾的預

算經費已達到一百零九億四千萬元的紀錄。首先，訂定出該國的運動政策

願景是雙主軸的(twofold)－協助優秀選手持續地達到新的顛峰，並培訓

具有世界冠軍的運動人才。 

澳洲政府想要看到該國的運動政策，是持續地且具動態性與創新性

的，特別是將社區納入草根計畫這一部分。建立澳洲運動能力是政府的策

略，也是支援運動選手達到成就的基礎，使他們能在競賽中獲得優越表

現，並持續至下個十年。另外，由於有關運動禁藥議題之政策執行更為艱

難；因此，政府在藉由額外一億六千一百六十萬元投注於未來四年的澳洲

運動時，即指示將相關預算經費應用於此，以支援這些創新方案的執行。 

（二）運動績優表現－支援澳洲選手 

這項支援方案除在雪梨奧運期間支援澳洲選手、教練與支援性行政人

員外，更持續在未來各項運動上，對運動比賽建立良好基礎。 

1.策略：澳洲政府對高績效運動的目標，就是支援與強化國家運動結

構，使用國內運動傳送系統，使選手能持續地在下列幾項比賽，表現卓越，

包括2002年鹽湖城冬季奧運、2004年雅典奧運、2006年冬季奧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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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奧運。 

2.執行行動：聘用世界級教練加強對菁英選手的培訓，強化國內運動

競賽培訓架構，包括澳洲運動機構，以及州與地方運動機構與學術團體

等，保持運動競賽的領先程度，提供創新的支援服務，協助國內運動組織

達成目標，例如競技運動的績效表現或是增加比賽的參與率。給予國內運

動組織更大的彈性程度，除結合表現優異運動選手發展方案外，對於優異

選手亦提供集中式的協助，為奧運、聯邦與殘障奧運競賽以及其他國際競

賽作準備，並適時地鼓勵殘障選手加入適當的主流運動方案中。另外，夥

伴式地與各相關運動團體合作，以擴大競技運動的高績效成果。 

3.經費：支持澳洲運動能力計畫，包括為支援澳洲選手，而額外給予

四年一億二千二百二十萬元的經費，整個聯邦政府原對運動績效表現計畫

所同意的預算，四年經費大約是四億八百萬，包括特定支援殘障奧運以及

殘障運動的一千五百萬元。 

（三）更有活力的澳洲 

民眾的踴躍參與運動，正是落實現代所提倡的運動權。政府增加經費

以鼓勵各階層的人民參與運動，藉由聯邦政府、國內運動組織、地方運動

俱樂部、學校與商業社區的合作，來達成澳洲人運動參與率的增加。 

1.策略：增加澳洲人參與運動的權利，包括澳洲鄉村、社區與城市，

重點式地增加青少年參加具組織形式的運動，擴充運動組織以及地方運動

俱樂部的範圍，建立公平參與、自我改善以及參與運動的持久價值，並提

供企業新贊助方式，有活力地支援當地社區並豐富澳洲人的生活。 

2.執行行動：建立政府、地方與國內運動組織、商業社區、學校與地

方政府間的夥伴關係，對澳洲人傳達草根計畫中擴大新的運動機會。創造

對運動組織的誘因，努力徵募新的選手，以連結學校、商業與社區團體，

使運動參與者能有機會進入競賽項目的發展，對於那些渴望提升更高水準

的選手，提供更有效的管道。另外，需要國內運動組織的加入，除能達成

運動參與率，更能吸引學齡孩童加入，強化運動組織、學校以及社區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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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3.經費：有關活力澳洲計畫(More Active Australia initiative)經

費三千二百萬，包括對新興奧運青少年方案(new Olympic Youth Program)

的四百萬，而在這四年中的第一年(2001-2002)提供經費預算約八千二百

萬元。 

（四）運動管理的卓越表現 

國內選手獲得冠軍，是須要政府持續做好應有的本份，由運動行政管

理者發揮卓越表現與創新方案，擴大運動成果。 

1.目標：由國內運動組織採取健全的企業與管理實務；對管理運動與

傳送成果採取一種整合的方法，並在運動經費中，提高私部門的參與性，

增加澳洲運動委員會、地方與國內運動組織的重要性，以提高商業活動的

程度。 

2.執行行動：協助國內運動組織，藉由管理改善創新方案，傳達有效

率又有效能的行政管理方案，承認國內運動組織的合法性，才能快速地達

成競技運動比賽上的優異成績、殘障者的主流運動、運動禁藥的宣導。另

外，應對國內運動組織設定績效指標，並要求運動組織採取複雜的管理系

統（像是網路基礎的運動連線），確保在資訊技術與溝通領域上，維持新

的工具品質。有關經費方面而言，藉由企業贊助者的幫助，使澳洲運動委

員會較不需要考量經費預算的困境，並可提供各項運動設施，以及增加諮

商服務的機制等。 

（六）運動禁藥的堅持 

澳洲在對抗運動禁藥上至 2000 年雪梨奧運時，已經為澳洲在挑戰具

有技術實務的禁藥領域上，贏得令人羨慕的國際聲望。澳洲運動藥物機構

（Australian Sports Drug Agency）為一獨立機構，負責藥品測試以及

選手教育。它設定出一套能符合其他國家的標準，並與國內運動組織合

作，建立公平競賽中的完整性與持久價值。 

1.目標：免於受藥品欺騙的運動環境，使選手能公平的競爭；維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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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禁藥的領導者，國內運動組織亦遵守運動禁藥活動，而且政府經費是持

續幫助對抗運動藥品，連世界各國皆承諾堅持運動禁藥。 

2.執行行動：承諾進行新的研究，以研發那些尚未能偵測出藥品與偽

造的技術，增加對競技運動優秀選手的藥品測試，持續教育選手避免使用

違禁藥物，持續證明世界禁藥機構的領導地位與支持性；提倡更具國際性

非競賽的測試禁藥規則，以及更具透明化與解釋性的測試結果管理。 

3.經費：該計畫就禁藥研究、額外測試以符合國際規範，額外提供七

百四十萬預算分配數。整個聯邦政府提供堅持運動禁藥方案經費在四年內

的頭一年就提供近二千四百萬，包括一千八百萬提供給澳洲運動禁藥機構

辦理藥物測試與教育、五百萬提供違禁藥品之研究，以及一百萬支持世界

禁藥機構，以符合國際運動規範上的運動藥品。 

二、澳洲運動委員會2002-2005策略計畫 

澳洲運動委員會策略計畫，係指對某個期間擬訂施政指導方針，而且

委員會的架構與策略是要符合它本身的目標，並達成政府所需要的施政成

果。這個計畫建立在以委員會願景所發展且已執行的計畫中，強調藉由運

動來豐富所有澳洲人的生活。它符合澳洲運動委員會在一九八九年組織法

中所訂的法定義務，以發展每四年的策略計畫。策略計畫是陳述澳洲運動

委員會分享的願景、任務、價值、目的與決策。這個計畫的主要功能包括：

1.對委員會的利害關係者顯示它的方向與優先順序，並於會議時確認策

略；2.設定重要的成果領域，對國會與利害關係者提出具績效指標的成果

報告；3.確認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以確保持續的成功；4.引導內部管理

與操作性計畫活動，包括設定優先順序、分配資源、監督績效與報告過程、

維持責任性。 

該計畫先就澳洲運動委員會所面對的當前挑戰進行分析，再就該委員

會所屬機構應配合之相關作業提出說明後，開始擬訂未來四年目標、策略

等，簡述如下： 

（一）2002-2005年的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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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一：國內運動系統在許多運動活動上提供已改善的參與方式。 

(1)重要的成果領域 

＊擴大草根運動的參與族群，特別是年青人、傳統澳洲民族與殘障者。 

＊增加運動參與地區，特別是都市與區域性社區。 

＊增加地方運動俱樂部的會員與範圍。 

＊藉由國內運動組織推展最好的管理與行政作業。 

＊增加採用公平競賽的價值、自我改善與達成。 

＊徵募、保留與信任具運動角色的人們。 

＊對澳洲運動委員會與國內運動組織等改善經濟效率與商業利潤。 

(2) 策略 

A.藉由活力的夥伴關係，發展與執行創新方案，鼓勵國內運動團體擴

展他們的成員，觸及與經營草根俱樂部與協會的能力與維持性。 

B.藉由活力的澳洲夥伴關係，提供澳洲人參與運動時有更多有效管

道，尤其是年青人與傳統民族、婦女與殘障者。 

C.藉由提供領導者、經費、支援、諮詢服務、資訊、教育與訓練，與

管理工具等來促進改善效率、效能與產出，在澳洲國內運動組織管理方

面，獎勵最好的實務作法。 

D.持續發展並制定有用的教育與任命方案，以幫助國內運動組織徵召

或維持行政管理者、教練、官員與志工。 

E.確保國內運動組織擁有公正競賽價值，並執行政策與領導方針來確

保對所有參與者有一定品質的運動經驗。 

F.在發展創新方案以增加非政府經費的來源與機會時，證明領導能

力，且使行為具有固定的角色模式。 

G.在國內運動組織、澳洲運動委員會與它的運動設施方面，鼓勵競賽

與高格調的商業活動。 

2.目標二：運動績效的優良表現 

(1)重要的成果領域 

＊藉由澳洲人的團隊與個人，在高績效運動上擁有實質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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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訓練與發展菁英選手與教練，認可澳洲運動機構（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作為世界優秀的運動訓練中心。 

＊免受禁藥的運動環境。 

(2)策略 

H.提供資金與援助，並強化國內運動結構，以便於澳洲的選手與教練

有一支援的體系與方案，以維持與建立國際運動的成功。 

I.有活力地促使運動環境免受樂物的欺騙。 

J.藉由採納持續不斷的改善哲學，以強化澳洲運動機構的效能。 

K.在澳洲運動機構提供創新與整合性的支援服務，以增加選手與方案

的績效。 

（五）策略方向與內容 

由於澳洲委員會共提出十一項策略，本研究分別自二項目標略舉一項

策略內容作為介紹。 

1.策略一：藉由活力的澳洲夥伴關係，發展與執行創新方案，鼓勵國

內運動團體擴展他們的成員，觸及與經營草根俱樂部與協會的能力與維持

性。 

＊確認已存在於俱樂部結構與現今都市與區域性領域，並與這些運動

成為夥伴關係後，與贊助者合作來傳送實際能參與成長的方案。 

＊與俱樂部、運動組織、社區運動團體、學校、大學與企業社區，建

立有活力的澳洲夥伴，並與地方政府陪伴，要求與有活力的澳洲產品成為

這些夥伴的創新性。 

2.策略九：有活力地促使運動環境免受藥物的欺騙。 

＊維持對抗運動藥物的領先條件。 

＊為了運動，在減少運動藥物的使用上採取積極的角色，並使政府資

金成為管理運動團體的條件。 

＊吸引運動冠軍成為一個為免受藥物的運動環境的提倡者。 

第三節 英國中程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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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制度背景 

一九七九年保守黨執政，柴契爾夫人上任後強力鼓吹新右派政治理

念，主張小而能的政府，於一九八二年頒行「財務管理改革法」(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ive, FMI)，由財政部與管理人士成立了「財政管理

小組」(Financial Management Unit) ，建立三個主要的機制：高層管理

資訊系統、分權化的預算控制系統、績效指標。一九八八年，柴契爾政府

擴大改革幅度，實施「續階計畫」(the Next Steps)，將文官體制予以重

組，區分成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兩種人員，使政策制定者能負起政治責任

並發揮管理功能，政策執行機關能像企業機構一樣有效運作。一九九Ｏ年

梅傑繼任首相，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公民憲章」白皮書(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1)，設定施政目標以「回應」消費者－即以民眾的需求為宗

旨。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國大選結束，保守黨慘敗，由工黨黨魁布萊爾(Tony 

Blair)繼任首相，惟對於政府的改革路線仍持續進行，並出版「完整經費

支出檢視白皮書」（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1 

一、經費檢視白皮書摘要如下： 

英國的公共服務如要現代化，應將現代化目標投注於改革，訂定公共

支出重新分配的規則，以符合政府政策的優先順序，排除浪費與無效率的

問題，這項改革的主要原則有下列幾點： 

1.謹慎的經費支出計畫：伴隨著政府嚴格財政規範，現今的政府經費

支出平均以 9/4 的比例成長，而公部門的淨投資在未來三年內，則以 GDP

                                                 
1
這份白皮書主要是對未來三年每個部會設定整體計畫，以及政府對公共經費的新策略方法。在

每個部會的公共領域裡，它會反映出各部會與財政間詳細的公共服務協定，即有關整體經費如何

以符合各部會目標、成果與有效指標等加以花費。我們的目標是要對主要優先方案進行重新分配

經費；改變政策以使經費更能好好發揮；確保部門間共同合作以改善服務；除去不必要或浪費的

經費支出。這份文件解釋我們如何達成有關對國會三年來的目標。我們對於架構公共服務堅持新

一原則：現代化的經費是種合約。我們將投資更多經費，然而經費則需伴隨著附帶條件而來。相

反地，投資也須要改革。我們已經對政府進行檢視看出主要問題。舊部門界限常造成無法運作。

這是人民的錢。它必須採用更好的服務傳送給人民。我們正傳送我們的承諾，而且一步步地使這

個國家更具現代化，有更好的裝備以及更加安全－換言之我們已準備面對下個世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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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2比例倍數成長。 

2.保障政府的主要目標： 

(1)增加各種建設的成長：藉由增加教育與訓練的標準，促進科學與

創新，以及投資於各種基金會使我們的建設更加現代化。 

(2)促進公平性與機會：藉由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包括現代化的健

康服務，及犯罪率減低等的有效方式中，獲得好處。 

(3)提供有效且現代的公共服務：引進創新方法，管理跨部會方案，

以及改善外在監督與公共服務的效率。 

3.投資於改革方案：現代化的公共服務，剷除了官僚體系的無效率、

無人性化的第一線服務態度；改革目標指向最需要具以執行的方案；減少

浪費政府資源的支出與補助。 

4.對優先方案進行經費重新分配，並傳送到社區：就政府經費支出限

制部分以及地方政府預算上，在三年內至少增加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用在教育與國家健康系統（NHS）上，而這些方案的年度經費，將會以倍

數方式增加在其他套配的公共服務裡，包括教育、NHS、運輸以及城市與

社區的更新方案。 

5.達成變革：政府將會監督新公共服務協定，並定期報告各項目標的

進展。 

二、經費檢視過程說明 

經費檢視計畫描述新部門的經費支出應有完整的策略架構，以決定完

整經費支出檢視方案。這項新計畫確保政府能實現各項主要目標，包括逐

漸增加的人口成長率、促進公平與機會、現代化的公共服務，並說明了政

府如何去達成它在競選時所宣示的承諾。經費檢視的結果報告分成兩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發表經濟與財政策略報告(Economic and Fiscal 

Strategy Report，EFSR)，即各部會對未來三年須建立財務架構，並就公

共經費支出的規劃與管制部分，引進新的機制。第二個階段則是將經費支

出分配至各方案間，以傳送政府優先方案的順序，這顯示了政府採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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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革公共服務的手法，並整合公共財務的精簡與穩定。有關兩階段的內

容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設定完整經費支出計畫 

當政府處理所繼承的結構性赤字，並設定新的政策目標與經費支出的

優先順序時，則對國會清楚聲明將在執行開始的二年內，執行現存的支出

計畫。在嚴格管制下，經費支出計畫將傳送穩健的公共財政，及改善的公

共服務。 

1.穩健的經費支出計畫：現今公共支出在未來三年內將以平均 2.25

的比率成長。新投資在英國的基金，將確保公部門所獲的淨投資是GDP的

三倍。 

2.更加穩定：堅定的三年計畫已為各部門而設定，使他們能事先規

劃，並對管理公共服務提供更穩定的基礎。 

3.獨立的資本與現今預算：以確保重要的資本投資不會受到短期政治

壓力的擠壓。它也在為資源會計與預算(resource accounting and 

budgeting,RAB)的引入而舖路。前項將改善經費支出的規劃與控制情形，

並有效管理資產。 

4.政府現代化與彈性化的角色：政府將扮演能力者與促進者，及自主

者與控制者，以測試公共或私人投資是否提供最好的改善公共服務的手

段。為了提供二十一世紀新需要的投資，政府將會處理不再需要的資產。

國家資產登記已使政府就未來三年確定銷售一兆二千億的資產。 

（二）第二階段：投資改革設定各部門的計畫 

設定在白皮書裡，新的機關目標、計畫與經費限制將有助於傳送政府

主要目標，包括逐漸增加的成長率與人口、促進公平性與機會，以及傳達

效率與現代化的公共服務。為確保這些目標的政府策略，須以現代化經費

原則為基準： 

1.投資改革：政府為保障各機關的現代化，承諾改善公共服務，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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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於各機關的經費加以改革。各機關應採用績效管理，對國會表達明確

具體的施政目標。各機關的改革作業將會造成下列影響： 

＊從官僚制度到第一線服務的資源會被重新分配。 

＊服務內容將會以人民確切需要為主。 

＊強調預防而不是簡單地處理深根的社會問題。 

＊浪費的支出與補助應停止，而競爭的承諾應增加。 

2.對政府優先順序方案重新分配經費，像是教育等。 

3.政府承諾提高實質成長率以增加生活標準與工作機會。在預算的步

驟上，確保總體經濟的穩定、鼓勵工作、改善生產力與促進企業。 

政府決定以高穩定的人口成長率來引導公共經費的支出方向，故公共

經費支出應符合國家未來的長遠挑戰，以幫助個人、企業與國家。公共投

資部分則對於經濟與社會結構佔有重要影響力，像是公部門或私部門在創

新方案中所有的投資，便是處理長期英國公共建設投資不足的問題。因

此，成功的經濟需要良好教育者、適應能力好的工作者，以及現代化與效

率的公共建設，而這就是為什麼政府決定投資於教育，這樣我們才有優良

技術的工作者，將經費投資於公共建設，這樣企業才能依賴輸送系統，投

資於科學研究，使我們得以就未來企業與國家競爭力建立技術性基礎。 

（三）投資在增加公平性與機會的改革上 

公平社會中多數人與少數人的標記，就是承諾與投資在高品質的公共

服務與穩固的社區。因此，當政府投資於國家健康系統時，以確保高品質

的健康照顧時，就是種基本且公平性的需求。 

貳、英國體育之中程施政計畫 

由於英國運動政策缺乏廣泛性的策略檢視與全國性的整體架構，以提

供地區、郡與地方所需的系絡，在一九九六年的九月間，英國的聯邦運動

委員會創立一個顧問性團體，用來考慮下列問題：英國有必要有運動的策

略嗎，而且如果真的有，它應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呢？較好的方式是應以長

期願景為基本架構，且是由短期目標與指標所支援的願景。在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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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能夠適應變遷中的環境，並能符合英國運動的需要。在一九九七年三

月草擬的策略經由諮詢各界人士後而被提報出來。據此，英國政府對運動

提出策略、願景、指標作為後續政府在擬訂各項相關運動政策的主要依據。 

由於政府與那些經營運動者需要通力合作以克服這些問題。為了發展

運動策略，因此英國政府體育部門在 2000 年提出英國未來十年的運動遠

景白皮書(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這份報告將策略設定兩部分。

第一，就廣義的願景設定議題並提出方法，以描述他們。第二，就詳細行

動計畫(a detailed Action Plan)設定特定工作方案，以及設定能傳送與

合作能力的機制。策略不會涉及所有現今在運動中主要的議題。但是它會

試著全面性的改善，及實施合作與目標性行動。另外，英國聯邦運動委員

會亦就未來十年的運動願景白皮書，編擬一份政府的運動計畫（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Sport），另配合運動遠景

白皮書擬訂細項行動計畫（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 Action Plan），

並於次年三月間發表年度執行檢討報告供英國全體民眾檢閱。有關前開所

提白皮書內容，說明如下（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http://www.culture.gov.uk/sport/sporting_future.html ， Retrieved Nov 14, 

2001）： 

一、運動願景白皮書 

（一）願景 

1.教育方面－增加年青人的運動參與：由於體育與運動是青少年教育

的基礎部分，除了應鼓勵青少年參與運動提升體能外，也有助於發展一些

重要價值，像是紀律、團隊工作、創造性與責任。 

2.社區方面－長期參與運動生活：幾乎有一半的英國成年人每週參加

各種類型的活動，使得英國民眾每年花費一百二十億英磅，並雇用約四十

二萬人口從事相關體育產業。英國政府將對基礎性運動設備予以投資建

設，儘可能的對那些原無管道參與運動的人提供任何可能運動的機會。 

3.運動績效－發展才能：為了發展與培訓運動精英人才，建立最專業

的管理系統，需要拓展參與的基礎，並協助具有才能的人發展他們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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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潛能。 

4.現代化－運動的夥伴關係：英國政府從其他國家經驗中得知，專業

組織與現代化行政流程能增加國際比賽成功的可行性，因此，重新思考基

金籌措與運動組織間互動的方式，開始對運動管理機構提供現代化的夥伴

關係。 

5.執行－為因應變遷的夥伴關係：為了達成白皮書所要求的績效成

果，英國政府秉持前開白皮書願景精神與內容，擬訂行動計畫重要提案，

領導在運動領域裡扮演各項角色的人員與團體，對未來運動的各項領域情

勢進行挑戰。 

（三）行動計畫重要提案（Action Plan: The Key Proposals） 

1.教育方面－增加年青人的運動參與：強調動態的體育運動與學術課

程的完整性，才能使學校真正發揮教育功能。為增進年青人參與學校體育

與運動，並改善運動設備之品質，藉由與專業運動學院合作，建立學校運

動網絡，對具有特殊才能者提供清楚指引方向，允許年青學子學習運動之

技能與知識。 

2.社區方面－長期參與運動生活 

(1)避免學校與社區將運動場銷售：英國政府並企圖修訂運動與休閒

的規劃政策指導手冊，開放各種具發展的可能性運動，結合運動場設施，

並建立監督單位，確保運動設施能送達各個運動場。 

(2)投資社區運動設施：為了提供世界級運動競賽的一流場地，將國

家彩券的經費投資在運動設施上，惟首先將對運動設施進行全國性的審

查，以決定哪個地方的需求最大。 

(3)與地方政府、管理機構與基金會組織合作，以確保社會的結合力

(social inclusion)成為執行策略的精神。 

3.運動績效－發展才能 

(1)進行國家人才發展計畫：訂定草根運動到國際競賽的運動人口發

展路線，成立專業運動學院，以集合各種族群的運動人才，並與 UKSI 網

絡中心結合，使青少年獲取持續性的運動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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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本土教練：發展教練認可與訓練機制的大型投資計畫，以確

保具有天資的頂尖運動員，能受到教練鼓勵，並習得必要的專業運動技巧。 

4.現代化－運動夥伴關係，將基金決定權轉讓至管理機構，除對參與

方案與精英選手表現有清晰的策略外，並對社會結合力與公平性加以承

諾。另外，要求國家管理機構採取足以吸引更多的運動人才。 

5.執行：首先提出政策應用到實務上應注意的事項，再同樣就自教

育、社區、績優競賽、現代化等議題進行提案，例如：重建學校運動設施、

持續發揮專業運動俱樂部之角色功能、發掘選手才能、提升專業運動的角

色等。 

二、運動遠景之政府的運動計畫 

在 2000 年 4 月時英國政府就未來十年的運動發展擬妥一套運動遠景

白皮書，包括對未來設定明確目標，以確保提供社會上每個成員運動機

會，並鼓勵參加競賽等運動。這也代表了政府除了對它本身組織訂下承諾

外，也對同樣允諾廣大的社會大眾。是以，英國政府為了確定所擬訂的各

項提案能進入英國民眾的生活中，成立運動策略執行團體（Sport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Group）。這在英國運動發展史上的首次紀錄，即政府的

政策制定過程涉入實際貢獻於運動各類階層的人員，包括學校、地方政

府、社區、國內運動管理團體、行政人員、運動慈善團體等。這個執行團

體被分成六個次級團體，在 2000年五月時開始工作，共花了六個月的時

間，集思廣益提出既實務又有用的運動計畫與行動方案，於同年的 12 月

時向運動司首長提出他們的報告，並於與其他的政府部門及重要機構等進

行諮詢之後，即集中心力執行就實務所建議的重要工作。有關政府的運動

計 畫 內 容 摘 要 如 下 （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http://www.culture.gov.uk/sport/sporting_future.html，Retrieved Nov 14, 2001）： 

（一）教育方面：分別就設施領域、學校的體育課、支援教師訓練與持續

專業發展等方面，就相關機構與人員應執行之配套措施、時程、具體數據

進行說明，例如在未來四年內至少發展二百個專業體育院校及一千個學校

運動協調者，將對學校的體育課程創造出具動態性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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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方面：分別就社區規範、社會包容力與社區發展、社區的運動

發展，及在運動領域裡主要工作者的訓練、發展與支援等方面，就相關機

構與人員應執行之配套措施、時程進行說明。 

（三）國內運動管理團體與世界級方案：分別就國內運動管理團體的草根

性投資與學校體育協會、國內運動管理團體轉移的權力等方面，就相關機

關與人員應執行之配套措施、時程進行說明。 

三、運動遠景之細項行動計畫 

運動策略執行團體（Sport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Group），包括

學校、地方政府、社區、國內運動管理團體、行政人員、運動慈善團體等。

花了六個月的時間，並就運動計畫內容提出各項行動方案，每個次級團體

基本上每個月聚會一次，於同年的 12月時提出報告。這份出版的行動方

案係依據政府對運動提出策略，而該執行團體成立將政策轉換成實務上的

建議事項。這些成員主要來自三個領域：國內運動管理團體、地方教育協

會及地方政府等；而這個執行團隊被劃分成六個次級團體，包括俱樂部與

人才發展、教練與志工、社區規範、教育設施與發展、教師訓練與國內運

動團體。各項行動方案共有十項，包括教育設施、教育發展與基礎建設、

支援教師訓練與持續專業發展、社區規範、社會包容力、社區的運動發展、

訓練與發展教練與志工等人員、國內運動團體草根運動的投資與學校體育

協會、國內運動團體與世界級組織等。其行動方案實際內容本研究僅就教

育設施該項所提方案說明如下（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http://www.culture.gov.uk/sport/sporting_future.html，Retrieved Nov 14, 2001）： 

（一）對策略的建議 

＊建立運動的空間，用運動彩券基金補助小型學校。 

＊對專業體育院校建立快速追蹤彩券體系。 

（二）執行的期程 

自從出現相關運動策略後，英國首相布萊爾已宣布將從新機會基金

（New Opportunities Fund, NOF）提出五千萬英磅（約二十五億新台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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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運動設施經費。該團體所檢視的並非是對經費的細項建議，而是所提的

行動方案應與這項經費有相關性的。 

（三）方案摘要 

英格蘭運動局現存的運動彩券結合學校運動設施經費，提供發展以小

學為基礎的新網絡設施，有助於提升體育課的水準及國家的重點運動項

目。我們需要去描繪觀察有關室內空間與遊戲區的品質，以及影響小學體

育課的活動範圍。有效管理運動設施，並擴大到學校與社區的使用程度，

這是很重要的。為了要獲得這項投資最好的利潤，須要好好界定教育與休

閒間國家策略與整合的地方性計畫。這整個過程的最關鍵部分就是對學校

遊戲區持續的保護與發展。 

（四）行動計畫、領導責任與時間表 

1.教育與就業部、文化、媒體與運動部、英格蘭運動局對體育課設計

特殊公報。 

＊時間表：教育與就業部召集相關機構開會，並於 2001 年 4 月訂定

一套指導方針。 

2.管理或發展的指導方針是給學校運動設施（室內或室外）所使用

的：確保計畫與政策能夠和地方運動發展計畫相結合，並反映出整個社區

的需要；另確保體育課的時間能增加，而無法使用運動空間的頻率能夠減

少百分之10。 

＊時間表：教育與就業部和英格蘭運動與文化、媒體與運動部取得聯

絡，藉由其他機構的工作活動，發展簡易運動指導方針，包含個案研究，

以及學校如何有效管理設施的方法。 

3.就運動與藝術方案裡，300坪大的場地如何有效地被採用，而其結

果須作為任何新學校建物發展的參考依據。 

＊時間表：文化、媒體與運動部就委員會的研究包括學校或社區的基

礎評估。教育與就業部為了確保設計與管理資訊，獲得地方教育局所考慮

的新建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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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運動設施發展的歲收意涵應該要被考慮，且地方教育局亦應修

正基金的規劃方式。 

＊時間表：教育與就業部採取歲收意涵的評估作業，並就學校或地方

教育局發展一套指導方針。 

5.和相關機構與人員諮詢，以確保現有與新設施提供公平參與運動的

機會。 

＊時間表：持續進行中。 

第四節 我國中程施政計畫 

壹、我國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現行作業制度概況 

我國為推動施政績效評估作業，以持續不斷地提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業務績效、落實組織及員額合理化、節約經費支出，進而全面提升行政效

能，於九十年五月十七日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效評估要點」，將

績效評估從「業務」、「人力」及「經費」三個面向來衡量各機關施政績效

之良窳，同時為強化責任行政，落實顧客滿意，施政績效之評估原則係以

結果為導向，評估層次為策略層次之組織績效。此外，為與施政規劃有效

結合，提高各機關施政計畫之「前瞻性」、「策略性」與「整合性」，簡化

整體作業程序，爰將策略及年度績效目標及其衡量指標分別列入中程施政

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其作業流程說明如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民91a：4）： 

一、作業流程 

（一）中程施政計畫之提報作業 

由各機關確認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並分別定出年度績效目標與

指標後，依據提報中程施政計畫（草案）作業時程，撰擬中程施政計畫草

案報行政院，並副知行政院研考會。該會就各機關所提報之中程施政計畫

（草案），於一個半月內邀集相關機關（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

完成審議；而各機關則依審議結果，於十五日內完成修正送行政院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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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俾提報行政院會議。 

（二）年度施政計畫之提報作業 

各機關依中程施政計畫所訂之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設定年度績

效目標、衡量指標與年度績效目標值，依提送年度施政計畫作業時程，提

報下一年度施政計畫（草案）送行政院研考會審核。該會就各機關提報之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於一個半月內會同相關機關（必要時得邀請學者、

專家參與）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委員會分組完成審議，各機關依審議結果，

於十五日內完成修正送行政院研考會彙整，俾提報行政院會議。 

二、全面執行 

此一階段需確立主、協辦機關（單位），並依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之

規範，研擬執行方法，具以訂定各項執行方案，並配合可運用的資源，確

實執行前述執行方案，加強橫向聯繫。此外，須建立一套管控系統，定期

追蹤及掌控指標執行過程及成效，不斷檢討執行方案。 

三、檢討執行績效 

（一）辦理自評作業 

年度結束後，各執行機關（單位）依原定評估方式與標準先行檢討執

行績效，並於一個月內完成自評。 

（二）檢討自評報告 

各機關應召集相關單位，檢討年度績效目標執行成效。目標達成情形

的檢測，應以原定之衡量指標、具體評估方式及衡量標準逐項分析評核，

必要時得邀集學者專家參與，或委請民間團體進行客觀評量，並可採書面

審查或佐以實地查證。或可針對顧客群做滿意度調查，確實瞭解執行方案

有無滿足顧客需求。 

四、年度績效報告之提報與評核作業 

（一）年度績效報告之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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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結束後，各機關應由各執行機關（單位）依原定評估方式與標準

檢討執行績效，並於一個月內完成自評，而各機關應由首長（或副首長）

召集相關單位，檢討年度績效目標執行成果。各機關將評核結果，撰擬年

度績效報告提送行政院研考會進行書面審查、實地訪查等方式進行評核

後，將評核意見陳報行政院。各機關年度績效報告經行政院核定後，除應

保密者外，應將年度績效報告及評核意見於三週內上網公開。 

（二）評核作業 

各機關應依年度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行政院核定之評核意見，於一個

月內完成對其所屬機關（單位）及相關人員之獎勵作業，並將獎勵結果函

送行政院研考會。 

貳、我國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各項構面之說明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各機關進

行前瞻環境情勢分析，選定優先發展課題，檢討現有計畫執行成效、確認

中程發展目標與策略，規劃中程財務需求，擬訂中程施政計畫陳報行政院

核定。而各機關在擬訂中程施政計畫草案時，應依據行政院研考會於九十

一年所訂定之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辦

理中程施政計畫之擬定，其擬訂內容如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民91a：31-38）： 

一、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題 

（一）環境情形分析 

各機關應參酌相關政策白皮書、民意調查結果及競爭力指標等重要文

件，進行相關內、外部環境變遷趨勢分析。 

（二）優先發展課題 

參考前項趨勢分析結果，指出未來四年所面臨的機會、威脅及組織所

擁有的優勢、弱勢，並評估各項業務發展需要之先後緩急，排定優先發展

課題，進行建構機關願景，指導策略績效目標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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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檢討 

（一）現有策略、計畫執行成效 

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之訂定，應依據前揭檢討結果，考量計畫之延

續、新修、整併、終止及試辦需求，進行計畫項目之選擇，凡未合時宜或

以前年度實施未見績效之計畫，應予刪除。 

（二）資源分配檢討 

係就對現有配置之預算額度及人力資源，進行通盤檢討，以作為資源

分配調整及訂定未來中程施政計畫之參考。 

三、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此次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擬訂作業中，最重要的莫

過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兩者為中程計畫之核心重點，亦為其骨幹架

構，如未能妥善詳加制定，將造成後續計畫執行與評估上的種種困難。 

（一）策略績效目標 

1.基於施政績效評估之目的在於提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業務績效、落

實組織及員額合理化、節約經費支出，進而全面提升行政效能，各機關應

依前述之概念，由首長召集內部單位與所屬機關成立任務編組，採目標管

理及全員參與方式，規劃機關整體發展願景後，據以訂定策略績效目標。 

2.策略績效目標總數為五至十項，其中依據此願景訂定「業務」、「人

力」、「經費」三面向策略績效目標各面向策略績效目標內容，包括業務面

向為各機關依組織及業務特性所定之執行目標；人力面向為人力精簡目

標；經費面向為各機關經常經費（不含依法必需支應的經常費用）節約目

標。另各機關應依據組織、功能、職掌及業務推展之需求，明列業務類別

之策略績效目標三至八項。 

3.每一策略績效目標均須擬訂重點施政策略。 

4.由首長召集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或學者專家共同成立任務編組，依

據行政院重大政策方向、策略績效目標及考量國家財政收支狀況後，據以



第二章各國中程體育計畫策略規劃之概況 

 53

訂定年度績效目標。年度績效目標之項目總數、類別等規範與中程策略績

效目標相同。 

5.策略績效目標及年度績效目標應具備代表性（可涵蓋機關重點業務

推動成果）、客觀性（可依客觀方式加以評估）、量化性（可具體衡量）為

原則。如因業務特性致績效目標內容無法具備前述原則者，應敘明理由並

提出其他適當目標。各機關在訂定目標值時應力求挑戰性、適切性，並提

出可供比較之基礎資料。如依成果設定目標有困難或不適切者，得改依產

出設定目標。 

（二）衡量指標 

1.衡量指標係做為衡量策略績效目標及年度績效目標的依據，分為共

同性指標及個別性指標。共同性指標由機關就預算執行、降低服務成本、

提升服務水準、顧客滿意度、人力精簡等自行選列；個別性指標，由各機

關依組織任務及業務性質自行訂定。 

2.每項策略績效目標至少需一項衡量指標（共同性指標或個別性指

標）作為評估依據，惟各機關共同適用之共同性指標合計至少選列二項以

上。而各機關業務面向之各項策略績效目標所訂定衡量指標（共同性指標

或個別性指標），由各機關依實施需要自行訂之，惟該面向所有衡量指標

中，共同性指標（「隆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水準」及「顧客滿意度」

三項）至少需選列一項以上。 

3.在擬訂每項衡量指標時，需分列評估體制，例如是由機關內部進

行，或由特定任務編組進行，或由專家學者負責等；此外，每項策略績效

目標皆應列出權重比率，並依衡量指標之重要性分列各衡量指標權重。 

4.各機關策略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之修正需報行政院核定。 

（三）年度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各機關於撰寫策略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時，應按年度分列年度績效目

標值，並於撰寫年度施政計畫時，由首長召集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顧客

代表成立任務編組，依行政院重大政策方向、策略績效目標及考量國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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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狀況及前項分年度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據以訂定年度績效目標與

衡量指標。其年度績效目標之項目總數、面向等規範與策略績效目標相

同，年度績效目標值（分年目標值）在策略績效目標（總目標）不變之原

則下，得就需要逐年酌予調整。 

四、計畫內容摘要 

依上述策略績效目標，進一步研擬具體、可行之計畫，每一項策略績

效目標可以一項至若干項計畫達成，而且計畫內容重點與摘要應簡明扼

要，避免細節之描述。 

1.計畫內容摘要：應就個別中程計畫之整體內容及相關執行機關、計

畫期程、執行方式、工作要項、數量、執行地點、預算規模、服務及工作

產出等擇要以條列式列明。 

2.排列優先順序：各策略項下之計畫應依序號排列，優先者置於前。 

五、中程經費總需求 

（一）推估可用財源及財政負擔能力 

各機關應配合國家中程財政目標、政府中程資源分配方針、並考量去

計畫執行成效、未來四年政府可用財源與財政負擔能力、中程政府收支規

模及各年度收支成長推估，依未來業務發展需求、計畫優先順序及實際執

行期程，規劃中程經費總需求。 

（二）分年經費與計畫性質 

每一項策略下之各項計畫經費應分年詳實填列，並且依計畫性質區分

為：公共建設、科技發展、社會發展等類。 

六、關聯計畫 

此係指與本計畫在時間先後、空間配置或功能依存上有關連，而需相

互配合之其他計畫（包括本機關和其他機關之計畫）。 

參、行政院體委會中程施政計畫現行作業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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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體委會現行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施政計畫作業係依據前開

行政院所訂之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其進行方式如

下： 

一、我國體育願景之擬訂 

（一）召開全國體育會議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八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掛牌運作，惟由於該組織屬

於草創時間，期間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包括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經

濟部及行政院研考會等機關進行中程施政計畫試辦作業，為各部會奠定全

面性九十年至九十三年中程施政計畫制度之建立，惟行政院體委會並未參

與其中。 

然而，由於行政院體委會組織條例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立法院第

三屆第四會期三讀通過時，經部分立委所提之意見；該會組織條例通過後

必需切記「體育是全民共同參與的事務」，務必於三年內召開第一次全國

體育會議，期望藉由會議中意見的交會，凝聚共識，提出體育白皮書，釐

定未來全民參與體育的正確方式。因此，體委會在行政院相關所屬機關進

行中程施政計畫試辦階段時，首先於八十八年七月籌組第一次全國體育會

議籌備委員會，由該籌備委員會提出十項議題構想後，舉辦專家會議，由

一ＯＯ位專家學者配合各議題性質分組，加以討論修正。其次為廣諮博

議，邀集各界人士分別於北、中、南、東四區舉辦四場分區座談會。最後，

再舉行專家座談，就分區座談之意見，凝聚各項課題之因應策略及具體做

法，彙整成「中心議題」以作為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討論之參考準據，正

式會議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進行十項議題的討論。該

次會議共計獲得六十六項策略、三ＯＯ項具體措施（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民88）。 

（二）體育白皮書之擬訂 

體委會依據會議結論與建議，完成體育白皮書編撰，先自社會變遷與

體育思潮及國際體育政策發展趨勢導出我國體育發展各項課題，例如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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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運動、增進國民體能等所面臨的問題，再歸結其因應對策，引據目前

體育相關數據暨逐步改善之可行性評估結果，勾勒迄二Ｏ一Ｏ年我國體育

發展指標與願景，並於評估各項因應策略之可行性後，研訂「二十一世紀

體育發展行動方案」，將進一步邀集有關機關協商，就實施期程及主、協

辦機關分工等研擬具體行動方案，於陳報行政院核定後，作為實施準據（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89）。惟該會於研訂行動方案後，便因首長異動等相關

因素影響，並未陳報行政院核定。 

二、九十至九十三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作業方式 

（一）行政院研考會舉辦中程施政計畫說明會 

行政院研考會為健全政府中程計畫制度，並合理有效分配政府資源，

於八十九年七月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九十至九十三年度）施政

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奉院核定於九十年度全面推動本院各機關中程

施政計畫。行政院研考會另於八十九年七月一日邀集行政院所屬相關各機

關辦理中程（九十至九十三年度）施政計畫作業說明會，請各機關於九十

年七月三十日前擬訂中程施政計畫草案陳報行政院審議。各機關中程施政

計畫之擬訂，以九十年至九十三年為期程，採機關整體觀點，依據中程發

展目標與策略，進行選擇性之重點方案規劃與組合，並以跨年度、重要創

新之計畫型或策略型業務為優先，排除經常性業務。並應對各計畫排列優

先順序，依序排列，優先者置於前。 

（二）擬訂中程施政計畫編擬方向與作業 

茲以其作業時間甚為倉促，體委會為掌握編擬作業時效，於八十九年

七月七日由副主委邀集相關處室研商討論本會中程施政計畫之編擬方向

及相關作業事宜。由於體委會自八十六年七月成立以來，皆以年度施政計

畫作為施政之準據，未訂有中長程施政計畫，惟於八十九年出版體育白皮

書，建構體育發展願景，並參據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獲致之結論及體育白

皮書揭櫫之願景，研訂二十一世紀體育發展行動方案，規劃我國迄公元二

Ｏ一Ｏ年體育發展的具體方針，故於會中決議該會中程（九十至九十三年

度）施政計畫得參考該方案先擬訂優先發展課題與策略後，再請各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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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所負責的課題研擬計畫與預估經費，由綜合計畫處進行彙整。 

（三）擬訂體委會整體之中程施政計畫 

經各單位研擬計畫送綜計處彙整成體委會整體之中程施政計畫後，為

求妥適周延，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再次由副主委邀集各處室進行討

論，就相關策略、計畫進行整併與修正後，依限於八十九年七月三十日陳

報行政院審議，並經由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工程會、行政院六組等

相關審議機關審議後，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審議通過「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程（九十至九十三年度）施政計畫」案，請各機關據以辦理。因此，體委

會將中程施政計畫作為擬訂年度施政計畫之依據，並公布於體委會網站

上，供民眾檢閱。其中該會中程（九十至九十三年度）施政計畫之優先發

展課題包括「整合國家體育資源」、「建構優質運動環境」、「增進國民健康

體能」、「提升運動競爭實力」、「促進國際體育交流」、「充實體育運動內涵」

等六項，發展策略計有十六項目。 

二、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作業方式 

（一）行政院研考會舉辦中程施政計畫說明會 

行政院為辦理施政績效評估，以提升行政效能，另於九十年五月間訂

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推動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作

業。行政院研考會並於九十一年二月上旬辦理施政績效評估作業講習會，

並函送「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

業注意事項」，請各機關依規定格式，進行前瞻環境情勢分析，選定優先

發展課題，檢討現有計畫執行成效、確認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規劃

中程財務需求，擬訂中程施政計畫草案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前報行政

院審議。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之擬訂，以九十一至九十四年為期程，訂定

預期於「業務」、「人力」、「經費」三面向達成之中程施政目標（即策略績

效目標），及為達成策略績效目標，每年度應達成之年度績效目標，經由

通盤考量各方所蒐集資訊，撰擬足以代表該部會未來發展之前瞻文件，為

各部會未來四年重要施政藍圖，每年度結束後，各機關應檢討執行績效，

並撰擬「年度績效報告」，於次年三月十五日前提送研考會。 



我國中程施政計畫策略規劃之研究－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例 

 58

（二）擬訂體委會中程施政計畫編擬方向與作業 

依前項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之作業分工原則，各機關

中程施政計畫之作業分工，由各業務單位負責研擬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與衡量指標及相關計畫草案，人事單位負責本機關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與衡量指標所需相關資料之彙辦；會計單位負責本機關經費面向策略績效

目標與衡量指標所需相關資料之彙整與資源分配檢討及中程財務之估算

與檢核，研考（計畫）單位負責統籌及協調事項。行政院體委會為掌握編

擬中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之作業時效，由副主委邀集相關

處室研商討論本會中程施政計畫之編擬方向及相關作業事宜。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

意事項規定，中程施政計畫內容要項包括「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

題」、「現有策略、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檢討」、「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

指標」、「計畫內容摘要」、「中程經費總需求表」及「計畫關聯表」。該會

於此次會議中，先行就「優先發展課題」及「策略績效目標」開會確定，

作為各業務單位撰擬計畫內容之依據，並確定編審作業流程，由各業務單

位依所負責的課題研擬計畫與預估經費，送綜合計畫處進行彙整。 

（三）擬訂體委會整體之中程施政計畫 

經各單位研擬計畫送綜計處彙整成體委會整體之中程施政計畫後，為

求妥適周延，於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再次由副主委邀集各處室進行討論，

就相關績效指標、計畫進行修正後，依限於九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陳報行

政院審議，並經由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工程會、行政院六組等機關

審議後，於九月份審議通過體委會中程（九十至九十三年度）施政計畫，

作為體委會擬訂年度施政計畫之依據，並公布於體委會網站上，供民眾檢

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