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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是 2000 年以后日本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模式。综合性社区体

育俱乐部通过多方协调运作、经营资源的整合，赢得了本国社会的认可和信誉，被视为日本“终

生体育”得以实现的最基层组织和关键所在。但在运营上依然是“政府依存型”，以及对“终身体

育”的误解及各团体组织协作不畅等问题，影响着日本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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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sports club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mo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in Japan since 2000.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usi-

ness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sports club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trust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and deemed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 for and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lifetime sports” in Japan. 

However, such problems as its operation being still a “government dependent type”, misunderstanding of “lifetime 

sports”, and unsmooth cooperation between various organizations, are affec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pre-

hensive community sports club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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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体育俱乐部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

初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人们的体育活动是

以学校的运动部和企业的俱乐部为主。80 年代以后，

由于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断高涨，健身气氛越来越

浓，于是，民间俱乐部也相继开设起来。1993 年，日

本开始了足球职业联赛，以此为契机，开始了社区俱

乐部的建设。1995 年日本文部省提出了建立“综合性

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计划，开始大力扶植社区体育俱

乐部。2000 年（平成 12 年），日本文部省提出了《体

育振兴基本计划》，其中心内容有 3 点：一是“终生

体育的推进”，二是“国际竞技力的提高”，三是“终

生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作”。关于“终生

体育的推进”，其具体目标是，到 2010 年 50%的成年

人达到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一次以上。围绕这个目标，

要着手进行以下工作：创建全国性的综合社区体育俱

乐部；培养和确保体育指导员；明确规划体育设施建

设的政策目标和完成期限。并且明确规定：到 2010

年在全国各市町村中，至少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社区

体育俱乐部”；另外，在各都道府县中，至少要建立

一个用来援助综合性俱乐部运行和活动的“广域体育

中心”[1-2]。 

日本政府及有关部门近年来非常重视“综合性社

区体育俱乐部”的设置，它是日本“终生体育”得以

实现的最基层组织和关键所在，是日本社区体育运行

的新的模式。 

 

1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模式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与以往单一项目和多

种体育项目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有所不同，如图 1所示，

其中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是指在日本全国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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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市町村为单位，以中学学区大小为辐射面积，

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对象而设立的社区体育俱乐部；社

区的运营指导委员会主要由相关体育活动场所和有

资格的社区指导员及相关社团有学识和经验的人士

组成；体育活动中心是指具有稳固资产的活动场地设

施；辅助区域是指那些租借或达成长期友好协议的合

作用地。“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通过多方调配资

源，注入科学引导（社区指导员）以达到人人都能享

受体育、丰富生活的目的，实现全体国民的“终生体

育”目标。“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是在充分整合

地域体育资源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有三个中心理念：

(1)社区居民的主题运营思想；(2)自主财源的运营思

想；(3)俱乐部理念共享思想。“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

部”的特点是：体育项目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社区

内无论男女老少，不受兴趣、爱好、技能水平的限制，

随时随地都可以参加；居民可以利用体育设施定期、

不定期地进行体育活动；配备高水平的体育指导员，

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仅限于体育活动，还可

以举办文化活动；社区居民自主运营等。 

 

2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对地域资源的整

合与共享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和以往的俱乐部最大的

不同之处，俱乐部本身是作为一个经营体来运营的。

这样，经营资源的整合便成为直接影响到俱乐部运营

的质量以及生存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日本政府

2000 年提出“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之后，为了实现“终

身体育”，创建良好的社区体育环境，制定了“彩票

振兴体育制度”。于 2001 年 3 月开始在全国销售，并

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从 2002 年开始，彩票销售所取得

的收入，开始用于“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振兴

事业上。同时日本社区体育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以更

好地实现社区俱乐部的“自主经营”。地域资源包括

人的资源、物的资源、资金资源和信息资源 4个方面。

所谓“人的资源”，主要是经营人才的确保和人员素

质的提高问题。综合性俱乐部建立初期，要与现有的

组织、团体进行沟通，与它们保持合作关系，这种协

作关系一旦形成，保证俱乐部正常运作的多种人才就

有了保障。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社区内人才的挖掘与

培养，包括周边学校教师的有效利用。“物的资源”，

主要是指活动场所、体育设施和俱乐部办公场所。而

体育活动场馆和体育设施，这是俱乐部运营的基本条

件，除了自行解决外，侧重考虑有效利用周边学校和

已有团体的场馆和体育设施。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

的“资金资源”，包括两类，一是“自主财源”，主要

是来自会员的会费，这是一笔稳定的收入。因此，会

员的数量也很重要；二是“外来收入”，主要是指政

府提供的“彩票”收益辅助金、会员的赞助会费、捐

赠者的捐款、资助财团的资助金、企业的补助金等。

建立俱乐部，各种信息的收集很重要的，因而“信息

资源”体系的配备是很重要的课题，其中居民的需求

是左右服务质量的重要信息，一般是在某些地区进行

居民问卷调查，将其结果用于俱乐部的事业上；也有

利用搞活动期间做问卷调查，用于下次活动的完善

上。确保信息途径的来源，将居民的呼声反馈到俱乐

部的运营上。从行政部门或其他地区收集有关俱乐部

创建与经营的信息或经营秘诀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3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功能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也出现了高龄化、国民医

疗费增大、社区教育力低下等诸多社会问题。有报告

表明：解决这个问题，依靠每个国民健康的身体锻炼

是最有效的办法。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普及与振

兴，不仅能降低国民医疗费用，在心理、教育、终生

学习、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充分体现它的功能价

值：1)可以提高人们体育活动的参加率；2)提高社区

的教育力（学校和社区联手来关心孩子们的体育）；

3)削减医疗费：定期的、持续地进行体育活动，能预

防高血压、高血脂等生活习惯病和恢复身体机能，进

而带来医疗费的削减；4)有利于亲子间、家族间、各

年龄段之间的交流；5)有专业的指导员和能保持活动

的连续性：不仅在学校的运动部，即使在家里，也能

利用社区俱乐部得到连续指导。这样，有利于优秀选

手的选拔与培养。6)创造老年人的人生价值：通过定

期的俱乐部活动，能找到更多与社会的接触机会，有

利于身心的健康。7)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积极性：从社

区中发掘有才能的人，发挥其兴趣和特长，由此促使

他们乐于参加社会活动。8)信息集散地：常参加俱乐

部的活动，就能获得更多信息。9)设施的有效利用：

各社区俱乐部都致力于社区的体育设施的有效利用，

充分挖掘和利用潜在的资源。10)活跃社区：每个家庭

都参加所在社区的俱乐部活动来享受体育，这样就使

整个社区充满活力，形成社区独特的文化[2]。 

 

4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成功原因 
目前的日本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与现有的运

动队型的体育俱乐部不同之处在于：并不仅仅是依靠

“热心人、赞助人”就可以了，而是经过“计划—组

织—调控”这一过程。经过实践，目前很多俱乐部都

认识到了经营管理的重要性。首先，固定场所使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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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为当地居民“能够看得见的存在”。使其能够与

以往单一的运动队型俱乐部区分开来。它不仅是运

动、会议和交流场所，更多是寻求社会认可、合作和

招募新会员的亮点。另外还有会报和传单、会则和组

织的文字化等，以此来提高俱乐部的可视性。其次扩

大了孩子们的选择空间，在此之前的俱乐部，要么属

于学校，要么属于企业。即使知道相邻中学的俱乐部

特别好，或者某个企业的设施相当棒，那也很难加入

和使用。而现在的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打破了学

校和企业这些框框，有利于孩子们扩大选择空间，他

们随时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俱乐部。日本有很多以学

校体育设施为中心的公共设施和企业体育设施。但

是，很多体育设施在有效利用方面都存在问题。而综

合性体育俱乐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出现挖掘了

沉睡的资源。当然作为学校和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

方面也很注重对方的社会信誉。在理念和目标上要求

保持一致。在城市，由于人口相对比较集中，公共设

施已被现存的团体和个人挤满，很难解决活动地点问

题，但事实上依然有可挖掘的空间。比如，集中在都

市的大学和企业的设施以及没有开放的中学体育设

施，或者公共体育设施在使用时间段上的挖掘等。最

后通过创建综合性俱乐部，使人们重新认识行政的作

用。日本政府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之后，又将其付

之于行动，推出了“彩票振兴体育制度”，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另外，政府通过将公共设施委托给俱乐部

这一举措，加快了俱乐部的自主经营的步伐。各地区

的俱乐部事业在当地政府的扶植下，日新月异，都有

很大发展。 

日本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建立赢得了本国

社会的认可和信誉，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大力支

援。有些社区的综合性俱乐部已有很多赞助会员，得

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援助，包括活动地点、运动设施、

指导员和资金等方面的援助，为进一步自主运营奠定

了基础。 

 

5  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1)在运营上依然存在“政府依存型”俱乐部。培

育综合性俱乐部，这是政府提出的“体育振兴基本计

划”的核心政策。政府培育和援助居民自主运营的综

合性社区俱乐部，就是产生行政依存型俱乐部的主要

原因。行政援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俱乐部自身有

没有经营管理能力，能不能把行政援助作为经营的候

补而加以有效利用。在行政的政策面前，俱乐部本身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你想请求政府援助什么，打

算请求政府在哪方面给以配合，这是关键。不能否认

还存在许多“政府依存型”俱乐部，没有完成向自主

运营的转型。 

2)对“终身体育”的误解。政府在振兴基本计划

中已明确指出：终生社会中的“终身体育”是指广义

体育而言。即任何国民，不论体质、年龄、技术水平、

兴趣爱好，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参加体育活动。

但在现实中却有差异：目前体育和休闲娱乐团体竞技

体育和综合型毫无关系，终身体育只是新型体育，或

以老人为对象的项目，终身体育或综合俱乐部与我们

没有关系。 

3)对“多种项目”的误解。作为综合性的特征，

强调“多种项目”、“各个年龄段”、“多种目的”。“不

是多种项目就不能说是综合性”。出于这种考虑，在

创建初期，把原有的活动团体象征性的组合一下，就

通过了“多种项目”这一关。但是，多种项目是包含

单一项目的多种形式，把单一项目的俱乐部作为综合

型的萌芽这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在其俱乐部的目标

和章程中，是否明确了包括单一项目在内的、其他项

目和整个体育的振兴这一使命。 

另外，在综合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创建过程中，还

存在着资金不足、体育场馆及体育设施配备不够、运

营人才及体育指导员不足等问题。还有各团体组织协

作需进一步加强等等问题。 

 

日本的大众体育已形成规模，其社区体育运行模

式正从单一的体育俱乐部向“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

部”迈进，并且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认可。体育人口

比例、国民体质状况、人均体育消费额在全世界尤其

在亚洲位居前列。中国正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第

二期工程，借鉴社区体育中的综合性体育俱乐部运作

的经验，必可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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