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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榮富國小游泳池之運作模式、經營成效與問題，針對實

際參與經營決策的代理校長、主任、體育組長、游泳池管理人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獲致結論如下： ㄧ、榮富國小游泳池的經營優勢為區域內大

樓林立、人口眾多、交通便利、游泳池屬室內溫水池、基本設施良好、

有獨立的出入口；劣勢為設施簡陋、無相關附屬設施、競爭對手眾多。 

二、榮富國小游泳池在經營上先取得校內人員的共識，以利游泳池的營

運與分工。其核心思維是發揮資源的使用效益，讓邊際效益極大化，而

人力資源是其營運成功的重大要素。 三、榮富國小游泳池每年均有盈

餘，得以挹注經費於學校校務運作。三到六年級的學生每學期上四週共



八節游泳課程，學生游泳檢測通過率達八成以上。而游泳池的競爭力為

人力資源、教學口碑、社區游泳風氣。 四、榮富國小游泳池的競爭力來

自無形的軟實力，社區游泳風氣的提升和教練的游泳教學成效，家長會

口耳相傳建立起教學口碑，藉由口碑行銷勝過任何的廣告或促銷，由於

資訊來源可信度極高，因此深具影響威力；相對的負面的教學口碑也具

有嚴重殺傷力。 五、榮富國小游泳池經營成敗皆繫於人力資源，不論在

管理人才、教練師資或是救生員人力。對於學校游泳池創造盈餘，有助

於校務的推展，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值得支持獎勵。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peration model,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the swimming pool in Rongfu.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with the deputy principal, chiefs of the four divisions, gymnastics 

director and manager of the pool,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Advantages of 

the swimming pool in Rongfu were a large populatio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 indoor heated swimming pool, good basic facilities and an access of its own. 

Disadvantages were without subsidiary facilities , numerous competitors that 

brought operating difficulities. 2.The operation model of Rongfu swimming pool 

was to achieve the consensus of all fauclty and staff in school. This consensus 

was helpful to the operation and work division of the pool. The core thinking was 

to bring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marginal benefits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To reach the goal, human resource was the key factor. 3.There 

was a profit from Rongfu swimming pool every year. It was contributed to the 

operation of school affairs. This fund made possible the students in 3-6 grades 

attend 8 swimming classes during four weeks. Over 80% of the students past the 

swimming test hel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ongfu 

swimming pool was the human resource, teaching reputation and swimming 

atmosp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4.The competitiveness of Rongfu swimming 

pool came from the invisible soft power, promoted swimming atmosp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structor’s swimming teaching. The 

fine reputation was better than any form of propaganda or promotion. Recognition 

from people who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was convincing, however, negative 

comments had lethality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wimming pool. 5.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ongfu swimming pool depended on the human resource: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qualified instructors and enough lifeguards. Profit from 

the swimming pool helped the promotion of school affairs and eased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burden. It was worth giving support and reward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wimming pool. Key words: human resource, teaching reputation, 

schoo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Total pages: 

170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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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6/25 

轉檔

日期 
2012/06/27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025025 2012.6.25 19:59 1.160.73.186 new 01 499025025 2012.6.25 19:59 

1.160.73.186 new 02 499025025 2012.6.27 14:55 140.136.101.81 del 02 

499025025 2012.6.27 14:56 140.136.101.81 new 02 499025025 2012.6.27 14:57 

140.136.101.81 new 03 499025025 2012.6.27 14:57 140.136.101.81 new 04 

499025025 2012.6.27 14:57 140.136.101.81 new 05 499025025 2012.6.27 14:57 

140.136.101.81 new 06 499025025 2012.6.27 14:58 140.136.101.81 new 07 

499025025 2012.6.27 14:59 140.136.101.81 new 08 499025025 2012.6.27 15:05 

140.136.101.81 del 06 499025025 2012.6.27 15:05 140.136.101.81 del 07 

499025025 2012.6.27 15:05 140.136.101.81 del 08 499025025 2012.6.27 15:09 

140.136.101.81 new 06 499025025 2012.6.27 15:10 140.136.101.81 new 07 

499025025 2012.6.27 15:10 140.136.101.81 new 08 

異動

記錄 

C 499025025 Y2012.M6.D25 19:52 1.160.73.186 M 499025025 Y2012.M6.D25 

19:54 1.160.73.186 M phed3282 Y2012.M6.D25 20:20 1.160.73.186 M phed3282 

Y2012.M6.D27 14:26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6.D27 14:27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6.D27 14:27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6.D27 14:28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6.D27 14:28 

140.136.120.15 M 499025025 Y2012.M6.D27 15:06 140.136.101.81 M 

499025025 Y2012.M6.D27 15:08 140.136.101.81 M 499025025 Y2012.M6.D27 

15:10 140.136.101.81 M phed3282 Y2012.M6.D27 15:21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12.M6.D27 15:21 140.136.120.14 M 499025025 Y2012.M6.D27 

15:32 140.136.101.81 M phed3282 Y2012.M6.D27 15:33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12.M6.D27 15:33 140.136.120.14 M 030540 Y2012.M6.D27 15:41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6.D27 15:41 140.136.208.63 I 03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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