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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日本社会体育的新进展”，

这是 2002 年我在第一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上所作的

“21 世纪日本大众体育的展望”报告的续篇。在上次

的报告中，我已经指出了在日本“社会体育”与“学

校体育”的密切联系，并介绍了 2001-2010 年的 10

年中日本振兴体育的国家政策纲领性文件《体育振兴

基本计划》。本次报告主要介绍《体育振兴基本计划》

的实施进展，以及日本体育的新动向。 

 

1  学校体育的开展与社会体育的振兴 
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体育普及的特征并不像

西欧诸国那样以市民自主组织的“俱乐部”为中心，

而是以学校为中心发展起来。直到今天，大多数青少

年进行体育活动的场所还是在学校。二战以后，日本

的学校体育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竞技运动

(Sport)在教材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在学校体育中，

有“课程体育”与“课外体育”(俗称“运动部活动”

或“部活动”)不同性质的两种实践形态。这种复合型

体育体系对青少年体育经验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课程体育”与国语、数学等课程一样，作

为教学计划中的正式课程。现在，日本的小学、中学、

高中 1周有 3节体育课，体育课的教材以器械运动、

田径运动、游泳、球类为主要内容。中学和高中还开

设了武道课(柔道、剑道)。整体来看，从小学、中学

到高中体育课的教材内容基本上是共通的。 

    其次，“课外体育”是指“运动部活动”，是在正

式课程之前或完成之后，各个学校体育俱乐部有组织

的自主活动。这种俱乐部活动在日本学校中开展得很

活跃。活动项目大体上与体育课程教育中的体育项目

相互重叠。但是，每年春夏在全国开展的高中棒球，

与职业棒球一样用硬式棒球，没有包含在课程教材之

中。另外还有很多没有包含在体育课程中的项目，如

滑雪、滑冰、帆船、划艇、高尔夫、空手道、弓道、

拳击、自行车等运动项目都是在课外体育中进行的。 

    战后，这种课外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一环，免费

为学生提供特定的运动项目，使他们能够得到持续参

与运动的机会。课外体育在日本体育的普及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 2006 年度运动部所

属的中学、高中的学生数和所属率的数据表明，中学

运动部的所属率为男子 76.4%、女子 55.0%、平均

66.0%；高中运动部的所属率是男子 53.2%、女子

26.6%、平均 40.1%。整体来看，日本高中生和中学生

半数以上在运动部中进行持续的体育活动。据其他资

料表明，虽然随着日本出生率的下降，学生的人数在

减少，但是运动部所属的学生比例，近 5年间基本没

有变化。2001 年在学校体育课以外完全不运动的学生

占 12.5％，2005 年是 11.7％。也就是说，接近 90％的

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特别是每周进行 5 次

以上活动的学生人数，比起 2001 年，有了大幅度的增

长，达到了 51.0％。这与上述文部科学省有关运动部

所属率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很明显，日本青少年参

与体育活动比率高主要得益于以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

为两翼的日本学校体育制度。 

文教费总额是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体育、

文化关系、文化财产保护)以及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

教育行政所支出的总额。从文教费与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总行政费的相互关系看，2000-2004 年 5

年间平均约为 2 308 000 亿日元，这个额度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 4.81％，国民收入的 6.58％，总行政费的

16.02％。顺便指出，教育预算与国内总收入比率最高

的国家是冰岛，达到 8.0%，接下来是美国和韩国达

7.5%，再往下依次是法国 6.3%、英国 6.1%、德国 5.3%、

意大利 5.1%。虽然日本的比率不算高，但是 5年中变

化不大，说明财政投入比较稳定。 

2000-2004 年 5 年的数据表明，文教总额约 80% 

(1 809 800 亿日元)作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校教育费

支出。“社会教育费”和“教育行政费”才各占约 10%。

这个比例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2004 年度的文教总额

(约 2 208 770 亿日元)分配内容如下：教育行政费用

11.2%、社会教育费 9.3%、学校教育费 79.4%：幼稚

园2.2%、小学校28.0%、特殊学校3.7%、中学校15.6%、

高等教育 14.5%、高等学校 15.1%、专修(各种)0.3%。 

后边所谈到的社会体育的预算包含在社会教育费

中，其额度仅为文教经费总额的 9.3%。因此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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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学校体育明显要比社会体育更受重视。这

一点也可以从学校体育设施中反映出来，日本的学校

体育从小学到高中 100%拥有室内外体育场馆，可以

说，日本学校的体育设施是比较完善的。目前，学校

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为区域的居民服务，成为区域

体育设施的基础。从 2006 年到现在，87.0%公立小学、

72.4%中学、64.5%高中拥有游泳池。特别是承担义务

教育的小学、中学，除了寒冷地区和山区以外，所有

学校基本上都配备了游泳池。这有助于防止水难事故，

还可以作为保持健康和休闲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日本

人运动能力的多样化。另外，柔道、剑道运动等武道

馆的建设也正在高中进行。 

日本的体育设施具有以学校为中心建设的特点，

因此很大程度上依赖学校。在日本，体育设施的总数

达到了 24 万所，平均每 10 万人拥有 188 所，但是还

未达到意大利每 10 万人拥有 260 所的水平，不过超

过了德国 154 所的水平(引自《各国体育振兴政策的调

查研究》2005 年)。 

与意大利和德国的状况一样，日本学校体育占有

体育设施总数的 66%，公共体育设施占 23.6%，民间

体育设施占 7.0%。也就是说，社会体育所占体育设施

总数的 30.6%，相当于每 10 万人仅拥有 57 所。其数

量不足的状况显而易见，在满足大众的体育需要方面

还存在一定差距。 

这种状况是日本的体育和竞技运动以学校为核心

发展的结果。在学校体育课以外，完全不运动的学生

数量只有 10%，而接近 90%的学生平时会参加一些体

育活动，特别是每周参加活动 5 次以上的学生数量超

过了 50%。这种现象是日本学校体育获得预算支持，

以及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体育工作的结果。 

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社会体

育的状况已经落后了。从 1992 年以后成人参加体育活

动的水平状况可以看出来。以“水平 0”表示在过去

的 1年里从未参加运动；“水平 1”表示每年参加运动

1 次以上至每周不满 2 次(1~103 次/年)；“水平 2”表

示每周参加运动 2 次以上(104 次/年以上)；“水平 3”

表示每周参加运动 2次以上，每次 30 min 以上；“水

平 4”表示每周参加运动 2次以上、每次 30 min 以上，

运动强度稍大。该水平是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和日

本劳动保障部推荐的运动实施标准。 

按此标准分析，15 年前(1992 年)成人约 50%以上

处于“水平 0”，即几乎不参加运动；处于“水平 1”

的占 30%以上，这说明 80%以上的人没有超过“水平

1”。这种状况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有着密切联系，

在校期间学校提供了很多体育锻炼的机会，一旦进入

社会则自主参加体育锻炼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 

2002 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做了关于文部科学省

制定的新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2000 年 9 月)的报

告，介绍了以学校为中心的体育政策，以及从 2001

年到 2010 年间应达到的振兴体育的政策目标。事实

上，在该计划实施 5年后的 2006 年 9 月作了修订。从

“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基本内容及修订可以反映出

日本社会体育发展的新动向。 

 

2  21 世纪新的日本体育政策——体育振兴

基本计划 
首先，“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制定的背景。在日本，

由于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缩短，学校每周 5日制的实施，

使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然而，这些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尚未在生活方式中被有效地利用。 

再者，日本的出生率有持续走低的倾向，1970 年

下降到 2.13(平均每名妇女生 2.13 个孩子，下同)，到

了 2005 年则继续下降到 1.26。而另一方面平均寿命却

在延长，从 2004 年的资料看，男的平均 78.64 岁，女

的平均 85.59 岁。我出生时的 1947 年男女平均寿命差

3.9 岁，而现在这个差值扩大到接近 7岁。也许，在日

本社会对于男性来说生活的压力更大。日本确实可以

被称作是“缺少青少年的老龄化”社会了。从最新的

预测来看，到 21 世纪中叶，2052 年，日本 65 岁以上

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 40%，相当于每 2.5 个国民中就

有 1 位老人。（《日本国家发展趋势图》第 65 版 2007

年） 

在这种状况下，文部科学省希望“通过每个国民

亲身参加体育活动来促进身心健康，使生活充满活

力”。2000 年 9 月所公布的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

提出了 2001-2010 年 10 年间应该实现的政策目标： 

1)为实现终身体育社会，进一步完善地域体育环

境的对策； 

2)提高日本国际竞技水平的综合对策； 

3)推进终身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之间协调

的对策。 

在这 3 个目标当中，与社会体育直接相关的是第

1 个目标。这一目标需进一步阐述两个问题：第一，

要开展适合每个人的体力、年龄、目的和兴趣的体育

活动，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亲近体

育的终身体育社会。第二，应尽早实现“成人每周参

加体育活动 1次以上的人数达到 50%”的目标。 

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确定了一个核心措施，即

在全国创建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为了让人们更清

楚地认识到该措施的重要性，文部科学省强调，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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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往重视以学校和企业为中心开展体育活动，导

致地域体育设施和指导者等体育基础条件十分不完

备。基于此，文部科学省决定，到 2010 年之前，一是

要在全国各市、街、村至少发展、建立 1个综合型地

域体育俱乐部。二是要在各都、道、府、县至少发展、

建立 1个泛区域体育中心。 

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倡导以地域居民为主体进

行运营，它不像欧美那样自发形成，而是通过政府和

地方自治体推进设立的。其特点是：(1)设立多种体育

项目；(2)适应居民的兴趣和基础水平，使其无论何时

都能活动；(3)拥有体育设施和俱乐部场所等条件；(4)

针对每个人的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指导；(5)由地域居民

构成运营主体。 

至今地域体育俱乐部 90%以上是网球、高尔夫等

单一项目的俱乐部，不能适应多样的体育需求。而综

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则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并能为 5 日制的少年学生提供体育设施和体育活动场

所。将来，在初中校区辐射范围内（骑自行车 15 min

到达的范围）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以及在跨

市、街、村的辐射范围内建立泛区域体育中心，是计

划的最终目标之一。这个基本计划自实施以来时间已

经过半，那么现状又怎样呢？ 

2006 年日本体育协会进行了关于综合地域体育

俱乐部的调查。调查对象是全国 2 300 个市、街、村

（回答率 98.6%）。调查内容分为 3个方面：(1)已经建

立的综合地域体育俱乐部；(2)组织团体正在筹备建立

的综合地域体育俱乐部；(3)新的综合地域体育俱乐部

项目的研发。有 44.6%的市、街、村已经在开展上述

活动。活动开展率从 100%（富山县、兵库县）到 17.9%

（群马县），离散度非常大，活动开展的状况有很大差

异（日本体育协会调查）。在综合地域体育俱乐部实际

设置的数量年次变化方面，若包含创设准备中的在内，

786 个市、街、村建立了 2 146 个俱乐部。 

2006 年 4 月在 41 个都、道、府、县设立的泛区

域体育中心，设置率达 87.2%。综合地域体育俱乐部

以在全国设立 1 万所为目标，目前的设置率在不断上

升，发展比较顺利。尽管如此，设置率还未达到 50%，

并且各都、道、府、县的发展也不平衡。今后还需要

更大的努力。 

通过国家和民间体育团体的协力合作，还成立了

“发展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协会”。到 2006 年 3 月，

10 年计划实施时间过半之际，出版发行了《综合型地

域体育俱乐部活动事例集》。《事例集》反映了设置综

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展示

了如下 7个活动内容：(1)保证资金来源；(2)确保体育

设施；(3)有效利用地域人才；(4)开展多样化的活动；

(5)建立各团体间的网络联系；(6)建立支持俱乐部运营

的组织；(7)整合地域的理念、目的和使命。这些都是

组织运营中重要且基本的问题。 

应该注意，新设立的体育俱乐部并没有要求建设

新的体育设施，而几乎都是有效利用已有的学校体育

设施和公共体育设施。由于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运

营主要依靠参与主体自愿，因而这种方式尚处于探索

之中，日本对于这种运营模式还没有成熟的经验。看

来，21 世纪初开始探索的新的社会体育形态是否能扎

根于各个领域，还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成人参加体育活动每周 1 次以上，达到

50%实施率的目标”有了很大的进展。2006 年男性的

实施率是 43.4%，女性的实施率是 45.3%，总体上实

施率达到了 44.4%，表明相关措施确实取得了好的效

果，并在不断地向目标靠近。处于“水平 3”的人数

在不断增加，实施体育活动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1982 年男性的实施率为 31.5%，

女性的实施率为 24.7%，男性比女性的数值高得多。

但是到了 1997 年，男、女间的实施率发生了逆转，并

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这说明现在日本女性参加体育

活动的实施率提高了。 

200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而在上届

希腊雅典奥运会中，日本取得了久违的好成绩，获得

了 16 枚金牌，9枚银牌，12 枚铜牌，共计获得 37 枚

奖牌。从男女差别来看，男子获得了金牌 7 枚，女子

获得了金牌 9枚。从参加比赛的选手数量来看，男 141

人，女 171 人，女性多于男性。尽管至今仍不断有人

指出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日本女性在运

动领域的活跃状况，将会为改变这种评价带来机会。 

新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第 2 个目标，是提高国

际竞技水平的对策。日本在该计划中把在奥林匹克运

动会上的奖牌获得率（日本获得奖牌的总数/奥林匹克

运动会奖牌总数）设定为 3.5%。在上届希腊雅典奥运

会中，日本奖牌获得率达到 3.98%。10 年计划才过半

就实现了规划目标。日本为了推行第 2 个政策，有效

地利用了 2001 年就已经开始运行的“国立体育科学中

心”，并为了提高国际竞技水平，还从体育科学、体育

医学和体育资源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体育支持制

度。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的到来，2007 年 1 月日本就

开始启用了“国家训练中心”。能否保持上次雅典奥运

会的好成绩，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将得到检验。 

 

3  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 
2006 年 9 月根据“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进展状



 
第 9期 佐藤臣彦：日本社会体育的新进展 23  

 

况，对该计划进行了全面修改。政策目标修改较大。

其顺序是：第一，“少年儿童体力的提高”；第二，“终

身体育社会的实现”；第三，“国际竞技水平的提高”。

这次修改的第 1政策目标，在 2000 年的基本计划中是

位居第 3。政策目标的变更有其社会背景，1975 年与

2005 年 11 岁男女生运动能力和体格进行比较，1975

年时 11 岁的儿童现在已经成为 41 岁的父辈了。现在

的少年儿童比起他们的父辈，身高、体重都增加了，

但是 50 m 跑、投掷软式棒球等运动能力却反而下降

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少年儿童体格增强了，但运动

能力降低了。 

长期以来，学校体育的确在少年儿童的运动经验

形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在充实社会体育和

终身体育政策的目标之中，颇受重视的学校体育实际

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990 年以后，学校体育中提倡

“快乐体育”，然而，这种理念不一定与少年儿童的“体

力提高”有必然联系。相关数据表明，从小学到大学

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弱化”或“非常弱化”的学生

不断增多。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感觉体力

不足的学生比例随之增加。这种现象反映出从中学到

大学各阶段上的课程体育并没有自觉地与“提高体力”

相结合。同时，感觉“运动很不足”或感觉“某种程

度上运动不足”的学生，也是从小学到大学不断增加。

在大学生中，虽然样本量较少（167 名），但约有 70%

的学生感觉运动不足。这种现象可能与 1990 年以后日

本大学废除了大学体育必修课，只将其作为选修课程

有一定的联系，说明现行学校体育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在目前各地开设的“综合型地

域体育俱乐部”中得到改善呢？我持否定态度。2006

年笹川体育财团所作的关于“体育俱乐部加入情况的

年份比较”的调查是 2001 年与 2005 年青少年参加有

组织的体育俱乐部的比较数据。数据表明，在学校运

动部和运动团体中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比例，2001 年

是 45.4%，2005 年是 48.8%，略有增加。与此同时，

在民间体育俱乐部参加活动的学生，2001 年是 6.0%，

2005 年是 8.5%。2001 年至 2005 年，在“综合型地域

体育俱乐部”设立的 5 年中，学生参加活动的人数从

9.8%增加到 12.2%，同样是略有增加。这说明，在学

的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场所仍然是学校。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的中学与高中有半数以上的

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实际上现在的日本课外体育并没

有制度支撑。在规定日本学校教育内容的具有法律效

应的“学习指导纲要”中，并没有关于运动部的任何

规定。即使是这样，各个学校实际上还是在进行着运

动部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形成珍贵体育经验的场所。

然而很多场合是没有专门指导人员的。没有体育指导

者的比率 2001 年是 39.6%，2005 年是 32.8%。学生体

育经验的形成不可缺少优秀的体育指导者。在没有制

度支持的运动部活动中，体育指导者的设置缺乏强制

力。现在，东京等地已经出现把运动部活动作为学校

教育一环并给予制度支持的做法，显示出人们对运动

部现状的危机感。另外，目前也已经出现地区的专门

体育指导者作为学校运动部指导者的试行做法。 

课程体育和课外体育是学校体育的两个车轮，如

果“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不断完善的话，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为此，

促使“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继续完善的预算不可

缺少。现在用于这方面的经费不足，只依靠志愿者的

精神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社会体育的充实会给学校

体育的指导带来很大的好处。学生体力下降和运动不

足的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学校体育的作用。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协调发展，从而

使日本体育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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