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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運動績優選手培訓
體系與具體措施
王俊權 | 教育部體育司司長；李昱叡 | 教育部體育司科員

前言
為落實學校體育政策，培育運動人才，
教育部自民國62年起成立體育司執掌全國學
校體育政策，民國86年7月16日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雖正式掛牌成立，教育部仍維持體育
司編制，持續推動學校體育扎根工作。為培

動各項運動績優選手培育措施」及「未來展
望」三大部分來說明教育部學校運動績優選
手培訓體系及相關具體措施。

教育部在國家優秀運動選手培
訓體系下之角色
一、教育部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之業

養傑出運動員，教育部歷年政策重點包括成

務分工

立體育大學校院、建立優秀運動選手（含原

民國86年6月26日行政院第2533次院會

住民）培訓機制、推動專任運動教練法制化

通過「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及

作業、辦理各項運動賽會（全國中等學校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後，奉

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及各級學校運動

行政院指示及體委會與教育部兩度業務協商

聯賽）、推動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措施、協

結果：「全民體育、競技體育、社會體育及

助學校訓練運動團隊並充實體育運動設施及

國際體育，由體委會辦理。學校體育除國際

訂定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等層面

競技體育及其相關特優選手培訓外，其餘均

（教育部，2009a；2009b；2009d），本文

由教育部執行。」

謹從「教育部在國家優秀運動選手培訓體系

二、我國競技運動制度體系

下之角色」、「教育部依據學校體育法令推

我國競技運動制度體系之分工（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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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國際及競技運動以行政院體育委

（一）國民體育法

員會為主，教育部以培訓學校體系基層運動

依據民國96年7月11日修正之「國民體

選手及薦送優秀運動人才為主，以銜接國家

育法」第6條規定「各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

代表選手培訓。爰學校體育對國家競技運動

有關法令規定，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切實推

發展影響甚鉅，特將重點資源投入並整合高

動體育活動。前項各級學校體育之目標、教

中體育總會、大專體育總會、學生棒球聯

學、活動、選手培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

盟、各學生重要運動賽會、學校體育班、體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對於學校選

育相關大學校院科系所以及運動醫學及科學

手培育已訂有相關配套措施輔導。

研究效能，廣植運動人口，以賽代訓累積競

（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技實力，引進科研輔導機制，建立系統化培

教育部為切實督導各級學校體育教學

訓機制（教育部，2009a）。

及運動之實施，特依國民體育法第6條訂定

三、教育部培育傑出運動選手之分級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依據民國95年

定位

4月4日修正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16條

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競技運動

規定「各校應選擇具有特色之運動種類，加

選手四級培訓體系」所示，教育部輔導之學

強培育優秀運動人才，並得組成運動代表

校競技體育主要包括第四級「基層運動選手

隊，聘請具有專長之教練擔任訓練工作。各

（中、小學校代表隊）」、第三級「優秀青

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教練之聘請、優秀運

少年選手（體育中學及體育班選手）」、第

動員、教練及有關人員之獎勵等規定，由各

二級「大專院校甲組選手」，所有傑出運動

校定之。」另依據第16-1條規定「中等以下

員最後則銜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代表隊

學校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得提出計畫報經

（如圖2及表1）。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成立體育班。」

教育部依據學校體育法令推動
各項運動績優選手培育措施
一、各依據法令之規範

026

政策 法令

學 校 體 育 115 → 第 十 九 卷 第 六 號

圖1 我國競技運動管理體系圖

（三）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體
系作業要點
為落實學校競技運動發展政策，鼓勵
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運動項目，整合基層運

圖2 運動選手四級培訓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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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運動績優選手四級培訓體系表

分級

培訓選手

權責單位

第一級選手

國家代表隊

體委會
單項協會
培訓中心

第二級選手

國家培訓隊
役男培訓隊
社會甲組
大專校院

體委會
單項協會
國訓中心
體育校院

優秀運動選手

單項協會
高中職
地方政府

第三級選手

第四級選手

政策 法令

基層運動選手

地方政府
中小學

具體實施細項
1.亞、奧運長期培訓
2.特優運動選手培訓
3.國家代表隊培訓
1.國家代表隊儲訓
2.替代役及補充兵選手培訓
3.體育專業院校發展特色運動
4.大專聯賽（籃球、排球、棒球）
5.高中職體育班
6.優秀運動選手寒暑假訓練營
1.單項協會所屬訓練中心優秀運動選手培訓
2.高中聯賽（籃球、排球、棒球）
3.國中小體育班
4.優秀青少年運動選手寒暑假訓練營
1.縣市基層運動選手培訓
2.各級學校發展特色運動
3.大專院校優秀運動選手寒暑假集訓

表2 教育部學校運動績優選手培訓相關法令
法令類別

運動賽會類

專任運動教練類

學校體育班類

名稱
1.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
2.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校遴選要點
3.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
4.大專校院優秀運動人才助學實施要點
5.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6.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輔導小組組織簡則
7.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運動競賽小組組織簡則
8.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組織章程
9.各級運動會舉行辦法
1.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2.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辦法
3.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標準
4.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辦法
5.教育部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
1.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2.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3.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
4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作業要點
1.教育部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補助原則
2.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評選要點
3.教育部推動社會資源發展學校體育及衛生教學活動原則

動選手系統化培訓體制，強化運動選手培

順利完成學業，於就學期間持續提升運動技

訓績效，教育部於民國98年6月15日以台體

術水準，厚植國家精英選手後備實力，教

（一）字第0980093626C號令訂定公布「教

育部於民國98年6月10日以台體（一）字第

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體系作業要

0980089214C號令訂定公布「大專校院優秀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辦理。目

班類」及「獎勵及補助類」共計21項準則、

點」，透過行政輔導、預算補助以及地方區

運動人才助學實施要點」，透過各項助學措

前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可分為「甄審」、

要點、辦法及原則（如表2）。

域運動資源整合的模式，強化「中央－縣市

施，使運動選手於就學期間全心訓練，安心

「甄試」、「單獨招生」及「轉學（插班）

二、整體推動策略

－學校」三者行政支援與專業分工系統關

追求卓越表現，進而達成提升國際運動賽事

考試加分」4個管道（教育部，2006）。

（一）以「扎根厚基」為目標

係，逐年建構以「選手發展」為中心的區域

競爭力之目標（教育部，2009c）。

（六）其他相關法令依據

運動人才培育體系（教育部，2009b）。

（五）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

獎勵及補助類

「體力即國力」，學校體育首要重要政

為推動各項運動績優選手培育措施，教

策目標為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習慣，促進學生

（四）大專校院優秀運動人才助學實施要點

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之執行係依據教育

育部在相關法令的制定上，除前述五項直接

健康體適能，提升參與運動之學生人口，讓

為系統培育優秀運動員，減輕學生家庭

部民國55年5月3日訂定發布，嗣於民國95年

相關法令規章外，另大體上可分成「運動賽

孩童能夠感受到活動身體的樂趣，進而喜好

經濟負擔，鼓勵並協助運動成績優異之選手

7月4日修正（歷經18次）之「中等以上學校

會類」、「專任運動教練類」、「學校體育

運動。而落實體育課程教學、增進體育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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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提供運動參與機會及營造安全適性運
動環境等，更是學校體育政策扎根之基礎工
程，為提振未來新世代國民之基礎體力，奠
定未來國家競爭力。落實「扎根厚基」目標
之具體策略包括：
◎ 策略一：全面提升學生體適能，廣植具
潛力運動員種子。
◎ 策略二：推動校內外體育活動，擴大學
生參與運動機會。
◎ 策略三：充實各學校運動場地，營造優
質安全運動環境。
◎ 策略四：師法國際經驗及做法，增進學
校競技訓練知能。
（二）以「卓越拔尖」為目標
學校優秀運動人才培育體系如金字塔

◎ 策略一：導入運動醫學及科學，協助選
手突破專項成績。
◎ 策略二：推動區域人才培育體系，整合
各競技運動資源。
◎ 策略三：舉辦各學生運動競賽，逐級篩
選優秀運動人才。
◎ 策略四：專任運動教練法制化，增進專
業知能及培訓素質。
◎ 策略五：強化體育班系所院校，分級分
類發展重點運動。
◎ 策略六：鼓勵傑出運動員出國參賽，加
強就學就業生涯輔導。

未來展望
一、培養健康新世代學童

也為國家永續發展厚植競爭力。

二、培育學校優秀運動員

小學培訓工作。
展望未來，21世紀的國家競爭力，除了

學校運動人才的養成是國家競技運動發

科技與經濟之國際競合外，綜合國力的表現

展的基礎，藉由菁英運動之選才、育才及成

更包括體育與健康，而體育更是打造新世代

才，透過「科學選才」、「系統培訓」、

孩童體力與精神意志力的重要策略之一，未

「重點發展」及「生涯輔導」等作法，並經

來學校體育將持續扮演國家優秀運動選手培

計畫性長期培訓機制，引進資訊科研新知，

育的關鍵角色。

銜續選手運動生涯與競爭優勢，將是學校體
育政策賡續推動的主軸之一，未來重點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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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快樂學習、活潑有趣，讓體育教育以基

具運動潛能之青少年選手，進入學校競技體

礎健康為核心，透過身體活動與運動學習產

育培訓體系（中小學體育班及大專體育系

生情與理及靈與肉的互動；從認知、情意與

（五）專業增能：辦理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所），輔以專業訓練，選拔潛力選手，循序

技能積極了解自己，發揮潛能，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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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驗，提升競爭實力。因此，落實「卓越拔

規律運動習慣、提升體適能，培養健康體

（六） 運科輔導：推動大學校院運動醫、

尖」目標之策略包括：

質，除為學校優秀選手選才開拓管道之外，

科學資源協助科學化培訓及輔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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