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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瞭解我國學校體育政策實際執行與政策制定單位間的互動情形與夥伴關

係，探究執行與推動的各級單位，是否有效落實體育政策計畫的推動，共同推展學校體

育。研究蒐集府際關係相關文獻，進行質性研究內容分析，以學校體育政策為個案研究，

驗證府際關係對於學校體育發展之重要性，釐清府際關係之意涵內容與其所涉及的問題

面向，並提出府際關係在體育運動的影響及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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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年來教育部銳意革新，推動學校體育政策與計畫，不遺餘力。但以現階段推動學

校體育政策要有具體成果，勢必應有效掌握執行時各項影響因素，以順利推行，而各級

政府在推動與執行之間的府際關係互動，則成為達成學校體育政策目標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1980 年後新公共管理運動之興起，帶動政府行政部門改造，改革過程中開始體

認到單靠公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任何一方，均無法承擔社會經營的責任，轉而尋求新的

合作關係，以迎接更多元的挑戰（張雅玲，2009）。舉凡任一項公共政策的推行必定涉

及各級政府的府際合作，然而，政府間雖然分工設事，但卻非如想像中之齊心合作，常

因政策的推動與執行關係而導致衝突（高美莉，2007）。體育運動政策亦屬於國家公共

政策的一環，政策內容對於國人健康發展與體格的形塑、人格的陶冶都有實質的幫助。

因此，瞭解各級政府推行學校體育政策之際，彼此間的合作夥伴關係，至為重要。另外，

探究學校體育發展議題上的府際互動關係及影響，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尤其政策的

決定常受政治人物的更迭及選舉政治因素的影響，讓學校、學生及家長等相關人員無所

適從，學校體育問題應該回歸到教育基本面來解決，不該淪為鬥爭下的產物。 

本研究以府際關係為基礎架構，以質性內容分析為研究方法，統整與歸納相關文獻

資料，作為分析途徑的理論依據，探討推動學校體育政策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府際間的互動關係，進行理論與實務相互檢視與佐證，並闡述府際關係理論在學校體育

政策的運用。 

 

貳、府際關係的意涵 

「府際關係」(Inter Governmental Relation, IGR) 或稱「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主

要是指國家機關內部各個政府組織間的互動關係（江大樹等，2001）。此一用詞最早出

現於 1930 年代，主要源自美國聯邦地方分權體制（江大樹，2004）。國內外學者對於府

際關係的定義（表 1），具有多面向的討論。基本上，府際關係意涵涵蓋層面廣泛，然

而其真正定義不只侷限於政府角色功能的描述，主要在於探討政府部門府際之間共同執

行某些擴張功能的連接行為，包含垂直面與平行面之多層級的政府公部門相關單位，及

其在發展政策與追求共同目標的行為 (Reagan, 1981, 引自王玲敏，2003）。除了動態的

互動關係外，同時包含了靜態的層面。舉凡憲政體制的設計，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

責劃分及相關法規、各層級政府單位之間的組織結構或隸屬關係，以及各層級政府公務

人員的權責劃分等，皆屬於靜態的府際關係（趙永茂、孫同文、江大樹，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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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府際關係定義一覽表  

作者 府 際 關 係 定 義 

Benton & 
Morgan (1986) 

幾乎每一項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都蘊含著府際關係的層面。 

Wright (1988) 不僅包括聯邦與州，或州與州之關係，亦涵納了聯邦與地方、州與地

方、地方與地方的互動關係。互動者的態度與行動影響府際關係中的

政策面向。 
Gage (1990) 是一國之內各個層級與各類型政府間決策制定與行政權力運作的一種

互動關係。 
Horgan (2003) 指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為了進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諮詢、協調

與協力關係，所發展與建構的結構與過程」。 
Cho (2004) 公共事務管理、網絡理論以及聚合理論都屬於 IGR 範疇。 
Conlan (2006) 合作的聯邦制以及機會主義均反映了府際間聯繫的重要性。 
范佐銘（1992） 府際關係係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靜態及動態互動的關係。 
張四明（1998） 重視政府之間權限的劃分，強調各級政府間所發生的活動和互動的動

態行為。 
陳德禹（1996） 從中央到地方，形成若干地方政府（責位不同），而各級政府彼此之間

互動關係，即所謂府際關係。 
陳敦源（1998） 除了各級政府間的垂直互動之外，尚包含與同級政府間及同級政府不

同部門的水平互動關係。 
廖達琪（1999） 放置在一個以管理資源流動為主的複雜互動環境中來思考，唯有動態

過程的研究才能真正充實府際關係的內涵。 
江大樹（2001） 府際關係固有垂直、水平、大小、輕重、正式與否之分，惟其對於公

共事務的推行，經常產生相當關鍵的影響。 
趙永茂（2001） 府際關係做為學術概念，可以相當周延連結與整合國內和國外、公共

行政與政策，及理論與實務的相關領域。 
孫同文（2001） 狹義來說，主要是指各層級政府間的垂直互動關係；廣義來說，更涵

蓋同級政府間的水平互動關係。 
蕭全政（2001） 與中央與地方政府分享國家主權而共同治理，各有其職能範圍，在各

自管轄區域內享有相當自主性的制度性安排。 
劉坤億（2006） 近年來有關地方政府運用夥伴關係途徑的研究約有四個面向：其中，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夥伴關係、地方政府間的夥伴關係兩個屬於府

際關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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仉桂美（2007） 在運作模式中，府際間經費之負擔常與事項之性質究係自治事項、委

辦事項、委託事項等有關，故明確化各級自治法人團體之地位對府際

關係自有其必要。 
陳建仁（2008） 各政府之間共同處理某些特定的公共事務。而其彼此之間的互動往

來，則稱為府際關係。 
李長晏、林煥笙

（2009） 
府際關係治理過程經常會面臨到中央政府在面對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

作議題上的領控程度，以及中央政府如何誘導地方政府、社會團體或

公民個人投入實質的治理行動。 
李柏諭（2010） 府際關係指的是國家內部從中央到地方形成多層級不同政府間的相互

運作關係。 

資料來源：增修自鍾哲明（2008） 
 

參、府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府際關係所涉及問題的面向，其實經緯萬端。從政策、行政、治理、法制、財政、

到整體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等，皆能將之納入此一議題之下，並找到對應的課題，加

以分析討論，尋求解決之道。具體而言，中央政府體制的改革、各級政府間的權力配置

與調整，組織的重整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等，都是府際關係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府際關

係分成上、下級政府之間（垂直）、平行政府之間（水平）、同時涉及垂直與水平關係（矩

陣）之別，上述雖指出府際關係的複雜性，但仍無法涵蓋近年來公共行政理論發展所衍

生出來的府際關係新面貌。江大樹（2001）曾對府際關係研究常見的分析途徑，同時配

合國內當前實務運作，區分為四種分析模式： 

一、憲政舞台的權力互動：府際關係本質乃是權力互動現象，地方層級的多寡，以及行

政區域的劃分調整，乃是影響府際關係運作的重要因素。 

二、理性選擇的新制度論：府際關係往往涉及組織與制度的運作及變遷，同時又要追求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標。 

三、財政補助的資源依賴：財政為庶政之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財政議題是府際關係

運作的重要環節，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互動，特別是各種補助制度，幾乎皆為期

有良好府際關係的基本運作機制。 

四、政策執行的網絡管理：近來國內學者對於公共政策議題，尤其是有關政策執行的研

究，陸續出現較多從府際關係與府際管理觀點切入的論述分析。此趨勢，應與政策

執行理論模式的不斷推陳出新有關，尤其第三代整合途徑架構的提出。如何強化各

級政府間的溝通協調，早己成為政策執行研究的核心課題（丘昌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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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孫同文、林玉雯（2007）從多層次治理、政策網絡、公共政策及利害關係者

四個角度來看府際關係的複雜性： 

一、多層次治理的觀點：多層次治理意指：1. 府際關係不再侷限於國家內部政府或其

他部門之間的關係，而是跨越出國家的疆界，與國際行動者產生密切的互動；2. 府

際關係不僅涉及「一般目的」或常態性的政府組織，還兼顧「特定任務」所建構出

來的組織的運作，以及不同型態體制之間的運作模式。 

二、政策網絡的觀點：政策網絡是由一群互賴行動者之間建立某種穩定社會關係的型

態，以促成政策問題或方案的形成或執行（林玉華，2002）。以府際關係的概念來

界定，即政府組織之間因為資源的相互依賴結構而聯結在一起，其複雜的形式包括

了專業、地方政府與服務生產者等網絡，以及其如何與中央政府互動。 

三、公共政策觀點：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定用來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作為或不作為的行

動。公共政策的觀點說明在政策過程中，每一個階段所涉及的主要參與者或行動者

並不相同，每一個階段的網絡參與者、資源互賴程度、互動方式、職責權限、乃至

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各種政策類型或各個政策階段當中所扮演的功能都存在某種

程度的差異性，也因此產生不同面貌的府際關係。 

四、利害關係者的觀點：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府際關係主要是憲政舞台的權力互動以及

理性選擇的新制度論；對於地方政府或其他參與者（包括企業與第三部門）而言，

府際關係則比較偏重財政補助的資源依賴和政策執行的網絡管理。 

 

綜合上述觀點得知，府際關係的理論強調透過各層級行政人員的認知與形式風格

等，來瞭解組織的意志與行為，同時也重視府際關係間官員的個人非正式互動關係，以

及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間所形成的政策網絡（曾怡仁、黃競涓，2000）。府際關係所涉及

的範圍，除了與府際管理、廣域行政、跨域治理等多項概念密切相關之外（江大樹，

2004），更擴大為涵蓋憲政思維、政府運作、財源分配、政策執行及政府網絡管理等議

題（呂育誠，2007b）。透過政府再造運動，也使政府職能快速轉變，進而發展了不少探

討府際間如何配合的相關研究；而且有不少研究者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發展「夥伴關

係」的探討上有所著墨（朱景鵬，2009、李長晏，2009）。近來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彼此

也逐漸突破既有界限，在府際間創造健全與良性的互動關係，藉以形成合作夥伴與相互

依賴的關係，透過府際合作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與協力關係的方式來強化府際關係的管

理層次，以求能夠完整並有效的解決府際關係過程中出現些許協調上的問題，能較有效

率的完成許多跨部會的地方共同性業務，並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建立起制度性的管道

（李長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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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府際關係的運動研究 

我國為提升學生體適能，推出許多應對政策。在「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執行

期間，亦為「九年一貫」新課程新上路之初，當時對於未來環境的預測為「課業壓力減

輕」及「多元入學方案的推動」，預估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與精力參與運動，但現今發展

卻呈現出，學生課業壓力不減反增，體適能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每況愈下（教育部，

2007）。但不可否認，學生體適能能力的下降，也為現在全球之趨勢。教育部於 1999 年

2 月公布「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已經實施完畢，「333」方案推展至今，對於全民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及健康照護的效益，尚待詳細全面的調查才能斷論政策之成功（教育

部電子報，2004）。此計畫的推展存在部分本質與關鍵的問題（許振明，2008），由於目

前多數學生在課餘時間並無規律的運動習慣（黃玉娟、戴旭志、陳秀玲，2006），對於

「333」運動計畫內容亦欠缺完整認知。推展未能落實宣導，可能誤導學生在實際自我

運動或鍛鍊的方式與行為，此現象亦可能受到長久以來，臺灣體育教學主要以技術取向

為主的教學所影響（姚承義、林嘉志、徐煋輝，2008）。 

計劃完整的政策需要確實的執行才能彰顯其意義及效果，反之則形同虛設（中華民

國體育學會，2004）。中央政府在學校體育政策已有法令與多項相關計畫配合，若能確

切督導各縣市政府、學校決策以及行政人員，落實各項計畫內容，積極進行計畫實施後

續效果的評估與檢討，法令與政策的訂定才有其價值。在中央政府所推動多項政策中，

對於提升體適能、增加學生課間活動與運動參與，亦有多方面的計畫並設定預期目標；

計畫實施成效的評估則多以評鑑訪視學校或執行單位為主，對於計畫的實質對象─學

生，並無直接的考評方式，因此在多項政策中，均建議將「參與運動程度」與「體適能

狀況」列入體育成績或升學參考的評量項目之一（管敏華，2008）。 

由上述文獻得知，我國學校體適能政策在執行上仍有調整與加強的空間，此外，體

適能的強化是屬於多元角色參與公共事務關係的政策，我國學校體適能政策制定的過程

中，包含來自許多不同政府層級、不同功能領域的公私部門利益關係者，如圖 1。由於

多元的參與者各自擁有設定的目標與利益考量，經常運用不同策略以達成其目的 

(Henry & Ko, 2010)。在學校體育政策領域中，中央與地方府際間關係常因政治立場不

同而發展不一的權力結構，可能是一種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或整合的互動模式，對於學

校體適能政策的執行模式則要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所建構的脈絡情境來理解，才能真正

解析政策執行過程權力互動的運作機制（許敏娟，200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必須同

時面對複雜、難以妥協的「不愉快議題」(wicked issues)，對於這些議題必須依賴雙方

的合作，才得以順利解決（王國慶，2002；魯俊孟、羅奕麟，2009）。府際關係不論是

垂直或水平的，受組織的模式影響甚大；然而，要規劃一套符合當前臺灣政治生態的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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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機制，除須符合地方制度法的立法旨趣、滿足地方民眾廣大需求取向、實踐地方

政府績效行政指標，並依據實務運作經驗，將府際的組織設計方案區分成：指定專責機

關、成立專責機關、發展專責組織系統、充實既有組織功能等四大類，同時具體提出：

中央設立協調機制（包括在行政院與各部會內設置或成立專責單位）、地方設立執行機

制（含行政院中部及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與地方或區域聯合組織等）（紀俊臣，2005）。 

  

 

 

 

 

 

   

   

 

 

 

 

 

 

 

 

 

 

 

 圖 1 體適能政策之府際關係架構圖 

 

為使我國政府能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佔有一席之地，政府能力的改造已經刻不

容緩，府際關係理論的適時引入正是實踐強化政府能力，適應時代潮流的務實作為（趙

永茂，2003）。政府應了解中央與地方合夥共治的趨勢已經來臨，主動積極地建立彼此

間溝通協調機制，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之下，建立良好的府際關係機制，增加國家競爭能

力，發揮最大政府效能。 

本文論述要點聚焦於各級政府與學校單位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體育運動政策結

各級學校教學個體 
校長/主任/組長/教師 

中央統籌機關 

縣市所屬各級學校 
高中/國中/國小 

縣市政府所屬單位 
教育局處/體健科 

各部會單位 
教育部/體委會 

 

提升學生 

體 適 能 

中程計劃 

 

333 計劃 

垂直關係  平行關係 

協力組織 

私部門(企業/財團) 
YMCA/健身俱樂部 

非營利組織 
體育總會/運動單項協會

學術研究機關 
體育學會/師大體研中心

家長後援會 
各級學校運動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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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影響與應用策略，茲分述如下： 

 

一、體育運動政策的影響 

    在日益複雜的府際關係下，涉及層面之廣，所遇到的問題漸行漸難，在推動與執行

體育運動政策之府際互動關係所面臨的問題包含： 

(一) 中央與地方權力不均等 

中央挾其行政、人事及財政權之優勢，干預並支配地方政府事物，同時主導

跨層級政府事務的解決，導致地方政府權限形同虛設。依據法令，中央與地方權

限應該是均等的。 

(二) 資源不均衡 

中央政府不論在財政收入、人才運用、資訊傳達等方面，相對地方政府較佔

有優勢，因此對於跨域或全國性事務問題的協商解決，未能以對等地位合作解決。 

(三) 本位主義 

各級政府普遍存在本位主義的心理，主事者為保護自己及為本身權益著想的

驅使下，對於問題的解決及協商會談，彼此不易捐棄成見，共謀對策，特別在政

黨政治對立之時。 

(四) 權責劃分不清 

法令規章的繁雜紊亂，導致府際間的權責劃分不清、各自為政，而無法有效

解決問題。 

府際關係互動之下，影響體育運動政策推行尚有政治力的介入、公共與論的壓力、

領導者態度、政黨、民代與利益團體、行政人員及其它因素（楊宗文，1992）。體育運

動政策本身的特性是執行成敗的根源，理論的完整性與技術的有效性、政策內容的明確

性、資源的充足與否、執行組織體系的組織結構與特性及組織間的監督控制、溝通協調

與順服關係、環境背景、執行人員的意向與行為、標的團體的特性與行為等都是體育政

策執行的影響因素（楊宗文，1994）。鑒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為同舟一命之生命共同體，

應該排除既有之問題，多方徵詢意見，並在一開始就建立共識，才有雙方良好的合作關

係，為日後在體育運動政策相關問題的溝通與協調上免除許多阻礙，達到中央輔助地

方，地方協助中央發展之雙贏局面。此外，各級首長之強力支持與基層單位的政策執行

力確實對學校體育政策推展計畫的過程產生明顯的挑戰與衝擊，亦是需要持續關心的問

題（李長晏、林煥笙，2009）。體育運動政策府際關係的發展，不僅需要在觀念上建立

新思維，完善的制度、政策與組織等條件的介入，以及人員、時間、經費、資訊等資源

的支持，同時亦有賴於中央與地方政府跨越疆界的對話，致力於發展學校體育運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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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永續發展之新境界。 

 

二、體育運動發展的應用策略 

    府際關係在體育運動政策實施層面所遇到的問題，確實造成推動與執行的困難，針

對前述問題解決提出對應策略包含下列四點： 

(一) 建立溝通機制 

各層級政府間應設立有效的溝通聯繫機制，以化解各政府間的誤會或歧見。 

(二)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不論是上下政府間或平行政府間，對某些有利於人民之共同性事務，應建立「夥

伴關係」，採取合作的具體作為，共同生財，充裕經費來源，同蒙其利。 

(三) 修訂法規，依法行政，明確權責劃分機制 

修訂各相關法規，如地方自治法、財政收支劃分法、中央與地方機關各種組織

準則等，釐清各級政府的權責，一切依法行政，減少爭端。 

(四) 建立行政一體 

雖然國家有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分，但是整個政府的運作是一體的，為人民服務

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在面對共同問題處理及日常行政運作時，各級政府均應拋棄

本位主義的觀念，開誠佈公，共同解決問題。 

學校體育政策對學校體育之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同時，府際關係互動情形也導致學

校體育政策問題之形成。我國政府是否有決心來落實學校體育政策之執行是為首要關

鍵；而相關行動參與者，即各級學校對相關政策之接受程度為何？亦為政策推動與執行

工作不可忽略的一環；而各級單位是否具備專業執行能力之人員等，亦是主要考量因

素，不可忽視（洪嘉文，2003）。國內體育政策屬於公共政策的一偶，主管體育業務之

官員，常因選舉考量或派任時有更替之因素，造成體育政策之急轉彎作為，且行政機關

受民意機關的監督，政策的推行可能受政治取向而改變，基層推動者則因政策作為不明

確，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念，導致政策的推行產生消極、績效不彰之形象（黃

美珠，2008）。再者，負責學校體育相關業務，在執行上欠缺協同，常有權責不清與矛

盾的情形產生，由此可知，我國政府在處理組織變革議題時深受各有力人士和團體影響

（吳國銑、徐偉庭，2008）。在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中，投入了大量資源，若執行者的心

態或專業能力不足常無法有效落實計畫，對成果的考評常虛應其事，將嚴重阻礙我國學

校體育政策之發展（鄭志富，2010）。此外，體育預算資源之配置及運用當為體育界應

重視的課題。尤其在體育運動發展的預算連年緊縮下之分配問題（尤杏暖、洪嘉文，

2006），體育預算不僅顯示體育資源配置方向、體育政策類型之變化，其預算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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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反應出體育政策執行的成效（邱志遠、吳國銑，2009），攸關體育政策的落實與否，

更關係體育運動未來的發展，有了充裕的經費支援，才能更落實體育政策的執行，讓運

動的價值觀能名實相符。 

 

伍、結語 

府際關係其實就是代表了府際間的協調與整合，也代表了府際關係中各級政府公權

力的運作環境，正在被許多不同的行動者所影響，中央政府即使掌握資源配置的能力與

權力，在府際關係的網絡中，仍要受到其他其行動者的牽制（史美強、王光旭，2008）。

府際互動過程中涉及了多種政策領域與利害關係人，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央政府應要有

體認，執行非得靠地方政府與中央合作才有成效；有鑑於此，進行府際間的網絡管理，

資源重整與協調機制等政策工具更顯其重要性（呂育誠，2007b、吳怡銘，2009）。如此，

發展出相互連結的政策整合系統，建立府際協調的規範及運作通則，對於理解府際關係

理論在運動研究之應用的行動與策略是相形重要的。 

長久以來，我國教育立法和行政由中央依據國家的政策方向做決定，再透過教育行

政體系，由上而下交由地方政府及學校去執行，地方及學校的自主彈性極小，這導致了

教育事務的運作，處處需要請示中央以為執行依據，地方政府難以發揮教育自主的權力

與功能。但在內政部實施地方制度法後，地方政府權限增加，自主空間加大，自此之後，

營造良好的府際關係逐漸成為重要發展，甚至是落實學校體育政策之推動與執行的重要

關鍵。有鑑於此，以府際關係理論檢閱體育運動政策事務推動，似有其必要性，值得吾

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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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nterac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actical 

executive bodies related to school sport policies from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It identif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levels of sectors and key 

governmental sports authorities while promoting those policies. In this study, a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which dealt with materials such as governmental documents, academic 

articles etc. wa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With a concern on the case of school sport policies, 

this article finally concludes that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s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on promoting school sport policies are identified as well as some potential 

strategie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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