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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並非針對單一項目進行體育史的討論，而是企圖以宏觀的視野，以臺

灣地區為主體，對體育運動發展作全面性的考察。但由於體育運動涉及的層面甚

廣，本文主要乃從觀念、組織與實踐(包含競技與休閒)等面向進行探討；再依個

人、群體與國家，作層次性的分析。綜合全文論述，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的發

展大約有下列幾個特色： 

一一一一、、、、體育發展在官方強力主導體育發展在官方強力主導體育發展在官方強力主導體育發展在官方強力主導、、、、民間配合實施民間配合實施民間配合實施民間配合實施下推廣下推廣下推廣下推廣 

近代式體育運動乃是西洋文明的產物，十九世紀中葉起，隨著歐美國勢的擴

張而推展至全球各地。在這股西風東漸的時代巨輪之下，「體育全球化」的浪潮

也快速襲捲亞洲。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致力向西方仿效學習及追求各項歐美

文明與價值，體育運動亦是其中之一，不僅欲與西方並駕驅，甚至有追超超越的

企圖。然而，作為體育發展後進國家的日本，欲學習近代體育運動就等於仿效西

洋的知識技能和生活方式，但由於近代式體育運動並非日本固有的文化元素，故

必須從上而下由官方強力主導。 

經過維新運動多年的銳意革新，日本逐漸朝向建立現代化國家之途邁進，體

育運動亦在此脈絡之下發展。1912年日本參加瑞典斯德哥爾摩主辦的第五屆現

代奧運會，開始派選手參與國際間最高層級的奧運會，象徵日本體育運動的發展

已進入現代化國家之林，不僅加入列強競爭行列，並順利爭取到國際運動界的一

席地位。從明治末期到整個大正時期(1912-1926)，日本暫時遠離戰爭，在國家富

強的前提之下，體育運動也得到長足性的發展。而臺灣，正是在上述日本體育運

動發展過程中開始接受日本統治。換言之，伴隨著日本在殖民地政治、軍事、經

濟、教育、文化等方面勢力的擴張，將其學習自西洋的體育運動的知識、技能與

生活方式，開始有系統性地在臺灣實施推展。若謂近代體育運動在歐美國家的發

展是第一手，日本向其吸收、學習是第二手，而臺灣間接自日本傳入則是第三手。

是故，臺灣近代體育運動的起源，大致依循歐美────────日本────────臺灣的發展走向。

而與日本同樣地，近代西式體育運動也非臺灣社會固有的文化元素，再加上殖民

地處境特殊，故由官方強力主導的程度更勝於日本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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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主導的發展脈絡之下，乃從學校體育與社會體育雙管齊下進行，但此

兩者並非截然分途發展，而是相互配合實施，然後再發展出競技體育，在島內各

地舉行比賽，從中選拔運動員前往日本或其他島外地區進行競爭。從學校體育的

發展來看，由於中國文化的身體觀及運動觀，與近代歐美觀念相去甚遠，又在重

文輕武的傳統價值觀念下，體育運動一直未受重視。至日本領臺之後，建立西洋

式的近代學校制度，而近代教育講求智、德、體三育並重，故體育被納入教育體

制下的一個環節，即從年輕學子開始實施，逐漸在臺灣紮下體育運動的發展基

礎。此後，從初等學校的遊戲、體操、教練(步伐、行進、列隊等項)、遠足、運

動會，到中等學校的游泳、擊劍、柔術、棒球、網球、田徑，再到各式球類運動

項目，從大正至昭和初期，皆已達到相當程度的發展。 

再從社會體育的發展來看，大日本武德會臺灣地方支部附屬的體育俱樂部，

則是舉辦社會人士間運動競賽的組織，雖然體育俱樂部成員是以日本籍官紳名流

為主體，但已開始有少數臺籍士紳商賈加入成為會員，舉辦運動會之時也邀請臺

灣人前往觀看，甚至後來也有臺灣人加入競賽行列。是故，雖然體育施行乃由官

方主導，但亦須有民間配合方能得到良善的發展，隨著日本在臺統治的強化與深

入，體育的發展也日漸興盛，上自總督、民政長官、州廳首長，下至各級學校、

公家部門、民間會社等成員，皆共同參與、加入體育運動的陣容，官民之間可謂

相當重視體育運動的發展。 

在官方主導、民間配合的脈絡之下，體育運動發展的權力基本上是由日本人

所掌控，但即便如此，臺灣人的運動觀念與技術仍獲得相當的進展。同時，由於

對體育運動大多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臺灣人也自組成立若干體育相關組織，例

如：1910年代的大稻埕俱樂部、乙卯俱樂部、艋舺俱樂部等，這些組織雖非純

粹的體育運動團體，但其中已包含體育性的活動；1920年代，臺灣在東京的留

學生組織臺灣青年體育俱樂部，以及島內的臺北青年體育會、彰化婦女共勵會、

霧峰一新會(設有體育部)等，象徵臺灣人也受體育風氣影響，加入運動行列。唯

目前所見有關臺灣人組織的體育團體資料仍屬有限，故無法作太多論述，但此亦

今後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二二二、、、、體育不只是體育不只是體育不只是體育不只是單純的單純的單純的單純的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競技競技競技競技 

日本領臺之初，由於對殖民地環境的陌生，以及臺灣生活條件的惡劣，從事

體育運動有助身體鍛練和排遣生活餘暇，故將其原本在日本即已從事的體育運動

帶到臺灣實施並加以推廣。隨著統治時日漸久，運動風氣亦日益興盛，但在殖民

統治下的體育並非只是單純的身體運動，由於臺灣的特殊處境而被賦予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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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 

1895年日清戰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正是日本欲迎頭追趕歐美列強之

時，而明治維新更是希望在短期間內縮小日本與列強的國力差距，就此而言，發

展體育運動有助改善國民體格，而國民體格改善國家競爭力就會提升，因為有了

強健的國民國家自然就會強盛，強種強國才能與歐美列強一爭雄長，故體育有時

也是國力的象徵和國家富強的基礎。 

就個人方面而言，體育運動有助體格發育、姿勢矯正、陶冶性格、促進健康

衛生、訓練身體協調性和培養正當的休閒興趣。就群體方面而言，體育運動也被

作為規訓殖民地人民的工具。統治者認為，獎勵體育運動可以達到精神振興的效

果，即藉由身體鍛鍊，有助於磨練意志和陶冶國民性格，以使臺灣人養成尚武的

日本精神。猶有進者，認為提倡體育，可以用日本精神糾正臺灣人的「民族劣根

性」，1使臺灣人成為絕對服從於日本人的帝國皇國民。總而言之，體育運動可以

作為個人養身、修心、促進人際關係的活動，甚至可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及促

進地方社會或國家民族的認同感。 

再者，體育運動兼具同化與分化內臺關係的作用。一方面，統治者認為體育

運動有助於同化政策的推行，可成為促進內臺融合的橋樑。希望藉由體育運動使

居住在臺灣島上的居民，不分內地人本島人、不論男女老幼，在遵守運動規則的

前提之下，都能公平、公正、愉快地從事體育運動。誠然，經由運動競賽的舉行，

內地人、本島人同場較勁，因有更多相互接觸、瞭解的機會，而使官方與民間／

內地人與臺灣人的關係更加緊密結合。尤其當選派臺灣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時，

內臺人則成為隊友關係，彼此站在同一陣線、槍口一致對外，自然能夠激起同仇

敵愾之心，實有助於將臺灣的各族群人士揉合成一個團體。然而，體育同時也兼

具分化內臺關係的作用，此與上述同化說法看似矛盾，其實正如刀之雙刃，雖然

體育有助同化，但有時亦激發自我認同而促使日臺／內臺關係之分化。例如，當

島內競賽時，本島人和內地人是互相競爭的對手，比賽中各為「自己人」加油助

陣，雙方壁壘分明，經常出現各式紛爭、甚至相互辱罵的情況。此時藉由運動比

賽，提醒臺灣人心中的自我認同感，終究不同於日本人，無形中也強化了臺灣人

的民族意識。是故，體育運動有時可促進日臺關係之親善，以及有助同化政策的

推行。總之，日治時期的體育不只是運動，它同時兼具同化與分化兩股力量。至

於如何評估本島人與內地人在運動場上的競合關係，以及體育運動如何激發臺灣

人的自我認同感，由於牽涉層面甚廣，本文有所不及之處，此亦今後的研究課題

之一。 

                                                 
1從統治者的立場而言，殖民地的人民是被征服者，其文明較低等、體力較虛弱、精神較腐敗，

對於殖民者的文明易產生讚歎之心。見小森德治，〈植民地と運動機關〉，《臺灣時報》，1910年

11月，頁 34-36。按：此種看法完全是出於統治者自我優越感作祟下的傲慢、偏狹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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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臺灣的體育組織是臺灣的體育組織是臺灣的體育組織是臺灣的體育組織是日本體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日本體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日本體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日本體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 

從運動組織的性質來看，臺灣完全成為日本本土相關機構的地方分部。從大

日本武德會臺灣地方支部到臺灣體育協會，可看出臺灣並未具備自主性的體育領

導機構，而是與朝鮮、滿洲一樣，成為日本體育組織(總部)在殖民地所成立的分

支或延伸機構。1920年臺灣體育協會的成立，堪稱臺灣體育發展的重要分水嶺。

首先，歷任會長皆由總務長官擔任，至於臺灣體育協會的經費，除會員所繳會費

和寄附金之外，其固定經費的來源是由總督府編列，以及田健治郎和內田嘉吉總

督記念財團補助金為主，各地方支部則從州廳編列之體育獎勵費作為主要經費來

源。另在各州廳設立地方支部，支部長則由該地方行政首長擔任；州廳之下各郡、

街、庄則設有體育會。即以如此仿自日本內地之體育組織架構，配合行政統治體

系，上自總督府，下至各州廳、乃至各街庄，體育的發展，可謂達到一氣呵成、

一以貫之的境界。而臺灣體育協會，則成為全臺體育事業的最高統制機構。臺灣

體育協會的宗旨既在獎勵、提倡體育活動，舉辦各種全島性競賽乃其主要業務，

而地方支部則負責舉辦地區性賽事和運動會，再由臺灣體育協會選拔出代表臺灣

的運動選手參加全日本帝國的總比賽。如此，受到總督府人力、物力、經費、行

政等資源之挹注，經由體育競賽的舉行，臺灣亦被納入日本帝國總體體育發展的

一個環節。 

從競賽的角度而論，亦有促進內臺一體化的作用。自 1923 年起，每年派遣

代表隊參加甲子園棒球賽；1924 年起，派遣選手參加明治神宮體育大會，以及全

島與日本內地同步實施全國體育日；1930 年開始參加社會人士組的全國都市棒球

對抗賽，其他運動項目的比賽亦是循此模式發展，象徵臺灣的體育發展已與日本

內地密切結合在一起。亦即，經由運動比賽的進行，形式上雖是對抗與競爭，但

實際上則讓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不僅止於體育運動，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換

言之，第一屆「全島大賽」乃為第九屆「全國大賽」而舉辦；而臺灣之所以舉行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乃因須要選拔代表隊赴內地參加甲子園大賽而產生，致使

臺灣島內最高層級的比賽，乃成為日本全國的地方預選賽。 

從臺灣島內的體育人事來看，日本人實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不論社會體育

或社學校體育皆是如此。1933年在社會人士部分，全臺總共 721個運動團體之

中，臺灣人擔任代表人者僅有 45位(6.2%)，日本人有 629位(87.2%)，不詳者 47

人(空白或僅列職務不知姓名，判斷應以日本人居多，以日本人為代表人的社會

運動團體應占總數九成以上)。而在學校運動團體部分，總計 310 個代表人之中，

臺灣人僅 7 人(2.3%)，而外籍人士有 12 人(英國及加拿大籍，4%)，不詳者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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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290 位皆是日本人(93.6%)，亦是日本人居壓倒性多數。
2
 

再從體育經費來源而論，主要是靠臺灣自力支付，日本雖將殖民地體育組織

納入帝國體育架構之下，但並未提供經濟上的實質補助。從武德會起即拉攏本島

人士加入成為會員，一方面掌握動向，二方面可徵收會費以推動會務。而舉行日

本全國體育大會的明治神宮，其鳥居建材即來自臺灣阿里山，且須自行負擔運

費；興建經費亦有一部分是向各殖民地徵收而來，臺灣官民即捐輸 14萬餘圓之

多。至於臺灣體育協會的經費來源，名義上是以成立總督記念財團方式支應，但

財團的財源仍是由總督府向官民徵收而來。至於「勸誘」(邀請)臺灣組隊赴日參

賽，更是完全由臺灣自籌經費。是故，從體育運動組織及其人事、經費與運作來

看，亦具有日本向殖民地要求提供(壓榨？)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成分，正如同臺

灣的殖民地處境一般，實有被日本所剝削、利用的性質。 

四四四四、、、、運動實力獲得運動實力獲得運動實力獲得運動實力獲得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臺灣的體育組織被置於日本總體架構之下，即便在人事經費上受到剝削，但

整體而言，仍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經由不斷舉辦各項競賽和運動會，運動技術

水準明顯有所提升。至於日治時期臺灣整體的競賽成績表現如何呢？雖然不同項

目、不同時期而有所不同，但整體而言，早期開始加入日本帝國的競賽行列之時，

實力難免與內地相去甚遠，但經由一次又一次的參賽，累積經驗、檢討改進失敗

原因之後，自 1930年代起，雙方實力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以日治時期最為盛行的網球和棒球來看：先論棒球，即便臺灣球隊赴島外參

賽，戰績大多不盡理想，主事者仍勉勵各隊選手，不應以臺北圓山球場為最後目

標，而應肩負全島精進建設的使命，心態上要有在甲子園與全國各地球隊爭霸的

決心和覺醒。更期勉選手們正是臺灣榮譽的代表(臺灣之光)，應該發揮臺灣年輕

人的精神和意志力，在球場展現堂堂正正的運動精神。從甲子園歷年戰績來看，

可知當時臺灣的棒球水準仍普遍落後於日本。再從島內棒球戰績來看，亦能顯示

本島人與內地人棒球隊在實力上仍有一大段差距。 

再論網球，由於人員、技術、設備、費用等諸問題，初期引進臺灣的是以日

本自創且已盛行的軟式網球，硬式則待日後才逐漸發展，故臺灣網球呈現先軟後

硬的發展走向。1917年前後，開始有少數臺灣人出現在網球場上，尤其是公家

機關與公學校教師有較多接觸網球運動的機會，因受限於經濟能力，一般臺灣人

大多打軟網，屬於舶來品的硬網則因較少人打、且仍以內地人占絕大多數。1922

                                                 
2此數據係筆者依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整理而來，詳見本論文〈附錄七 1933年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團體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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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教育令改正，開始實施內臺共學制度，各地中等學校、師範學校的臺籍師

生與內地人有更多機會同場競技，本島人選手也逐漸嶄露頭角。由於本島人青年

在軟式網球的優秀表現令內地人刮目相看，而以「網球人」(テニスマン，Tennis 

man)統稱本島選手。3是故，就球技實力而論，網球(軟式)堪稱是日治時期本島人

足以與內地人分庭抗禮、甚至技壓日本人的運動項目，也是臺灣最普遍和最具代

表性的球類運動。 

在田徑場上，日治中期以後實力的成長極其顯著。1920年開始實施臺灣標

準紀錄制度，使臺灣選手的成績有足與內地、甚至世界各國選手相較量的客觀標

準，不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也使本島運動界跨大步朝向科學化、制度化前

進。而選手們也有不斷追求更高、更快、更遠的標竿，進而培養出更多的優秀運

動選手。1920年就讀於臺北中學的竹中逸雄，成為首位臺灣紀錄締造者。1921

年，參加上海遠東運動會的日本代隊選手，即有四位來自臺灣。1923年林敬川

以 23秒 1的二百米成績，成為第一位締造臺灣紀錄的臺灣人選手。1925年臺灣

體育協會加入成為「全日本陸上競技聯盟」之一員，至此，日本帝國轄下各府縣

及殖民地的田徑運動團體成為統一的機構。4
1926年起，臺灣田徑選手不僅在島

內相競爭，更期望有機會挑戰日本紀錄。1931年出身臺中的張星賢，於明治神

宮大賽的四百公尺項目，以 56秒 8的成績勇奪冠軍，一舉締造日本新紀錄而且

技驚四座；1932及 1936年，張星賢更二度代表日本參加奧運會，成為史上第一

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 

再看女子田徑選手方面，成績非常亮麗。自 1920年代起，臺灣地區的女子

田徑選手開始在運動場上嶄露頭角。例如，1926年臺南女中選手泊系子，於全

島運動會屢創佳績，以 9米 68的三級跳遠成績，不僅締造本島新猷，更一舉突

破全日本的紀錄而轟動各界，由於本項賽事成績乃日本體協所認可，泊系子遂成

為第一位締造全日本紀錄的臺灣選手，不僅是本島女子運動員之光彩，也令整個

臺灣運動界揚眉吐氣。5
1927年臺北一女選手中野ユキエ成為首位奪得明治神宮

運動大賽冠軍的臺灣跳高選手。
6
1932年林月雲的三級跳遠成績，不僅創下臺灣

新猷，同時也一舉締造日本新紀錄。林月雲於彰化高女畢業後，進入東京女子體

育專門學校就讀，1935年與張星賢一同在滿洲參加奧運培訓隊，可惜因病退出(張

星賢則獲選代表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與成為臺灣第一位奧運女選手失之交臂。 

                                                 
3〈臺灣庭球の發達〉，《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 5月 30日，05版。 
4〈全日本を統一する 陸上競技聯盟成る 臺灣も島盟に加入 五名の代議員決定〉，《臺灣日日新

報》，1925年 4月 10日，06版。 
5〈全島陸上競技大會の殊勳者 日本記錄を破った人 泊いと子孃 女子ホ．ス．チヤンプ〉，《臺

灣日日新報》，1926年 10月 18日，03版。 
6
 竹村豐俊，〈臺灣陸上競技界の變遷〉，《臺灣時報》，1933年 8月號，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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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32年度全日本女子運動排行榜，臺灣女選手共計有 6項 29名，女子選

手晉身排行前二十名，約占全日本女子選手的三分之一，堪稱相當優異的成績表

現。1934年於臺北帝大運動場舉行全島女子中等學校運動會，由於一舉打破多

項舊紀錄，故而被報紙譽為「臺灣女子田徑的黃金時代」。7
 

至於同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滿洲與朝鮮，其體育運動發展的情況相較又是

如何呢？首先，在運動組織及設備方面，朝鮮在朝鮮體育協會主導之下，京城府

(今首爾)基本的運動設施皆已俱備，反觀號稱全臺善首之區的臺北，在運動設備

上與其相較則顯得無比簡陋。至於滿洲，則是由滿洲體育協會所主導，令滿洲鐵

路沿線各城市與滿鐵本社相結合，由滿鐵贊助經費，諸如運動場、棒球場、網球

場、籃、排球場、游泳池等運動設施皆已十分豪華。8由此可見，臺灣的體育發

展雖然已有長足的進步，但運動設備仍然落後於朝鮮和滿洲。至於運動競技方

面，1924年即有籌組滿洲、朝鮮、臺灣殖民地競技聯盟的計畫，以進行各種運

動項目的對抗比賽。後來因經費及實施困難而作罷。1931年於奉天召開的全國(日

本)體育主事會議，殖民地競技聯盟的構想再度被提出，除運動競技之外，並期

望藉此促進殖民地之間的交流，達到友誼親善的目的。9雖然此議仍未獲執行，

然終在四年後於臺灣實現。1935年秋天，慶祝始政四十週年舉辦記念博覽會，

臺灣體育協會趁此邀請滿洲、朝鮮兩地的棒球隊和田徑隊來臺舉行比賽。10滿洲

和朝鮮同意派隊來臺參賽，不但是空前壯舉，更具有藉運動競賽將臺灣、滿洲、

朝鮮等「三外地」(殖民地)連結一起的意義。11同時，此次滿鮮臺直接進行對抗

賽，亦可將三地的運動水準作一比較。其結果，不論棒球或田徑，皆呈現滿洲、

朝鮮、臺灣的名次排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號稱「臺滿鮮三地棒球對抗賽」，

其實各隊球員都由日本人組成，這代表日本也以棒球占領殖民地的運動版圖、擴

張棒球的勢力範圍。12
 

此外，運動場上強調公平競爭(fair play)，應以實力論輸贏，裁判不公乃運動

競賽之大忌，也勢必引起輿論大加撻伐，由於主辦單位及負責賽事進行的裁判人

員都是以日本人為主，是否會有不公正的規定或偏袒日本人的判決呢？13大致上

                                                 
7刷新記錄的項目有鐵餅、短跑、障碍賽等項。見〈全臺灣女子中等陸上競技大會 女子陸上臺灣

の黃金時代を再現〉，《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 11月 24日夕刊 02版。 
8村橋昌二，〈朝鮮．滿洲の體育と臺灣〉，《臺灣教育》，第 350期，1931年 9月，頁 65-70。 
9臺灣出席此次全國體育主事會議的代表為體育協會幹事村橋昌二。見〈日本三大殖民地をスポ

─ツで結ぶ計畫〉，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668-669。 
10〈建功神社奉納競技でスポ─ツの開幕 ここも非常時豪華版〉，《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 4月

14日，07版。 
11〈記念博をとして空前の一大對抗競技 滿洲側も快諾して スポ─ツに結ばる三外地〉，《臺灣

日日新報》，1935年 4月 21日，夕刊 02版。 
12村橋昌二，〈臺灣の體育と東洋に於ける其使命〉，《臺灣時報》，1932年 2月，頁 17-21。 
13日治時期確曾發生幾起運動糾紛，但畢竟並非常見，例如：1924年，嘉義網球賽，由於內地人

觀眾一再出言辱罵本島網球選手，致本島人集體退賽之風波。見〈應援團の不謹慎から本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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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競賽尚能依規則公平、公正、公開地執行，但基於社會上既有的種種差別待

遇，不僅妨礙內臺人的融和，實際上對於臺灣人的運動表現也是不公平的。一般

而言，透過體育競技同場較量，確實可以發揮內臺融合的作用，但運動比賽經常

出現糾紛，再加上根本性的內臺差別待遇，更容易導致在賽場上擦出火花。 

整體而言，從 1920年起，臺灣體育運動發展漸臻於興盛，至 1930年代更逐

漸邁向極盛時期，各項運動均有突飛猛進的成績表現。然而，總結整個日治時期

臺灣的運動實力究竟如何呢？就島內而言，其實仍是日本人比臺灣人強；就島外

而言，臺灣選手的實力仍落後於滿洲、朝鮮、菲律賓等地，但有逐漸縮小差距的

趨勢，可惜因戰爭的緣故，發展遂告中斷。直至戰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臺灣，

體育的人事、組織與運作又呈現另外一番景象。 

五五五五、、、、運動運動運動運動風氣風氣風氣風氣漸漸漸漸及及及及全臺全臺全臺全臺 

日本領臺之後，將臺灣當做資助其本國的殖民地，對臺灣社會的發展也產生 

向上提升的趨勢。雖然是以殖民地的方式發展，但卻也實行了現代化為設的主要

步驟，此為不爭的事實。體育運動是現代社會一種綜合性的文化展現，有什麼樣

的社會，就發展出什麼樣的體育運動。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臺灣人的生活作

息和生活形態均產生重大的轉變。從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今日許多地方的運動

場地和設施，仍有當年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痕跡，可見日治時期體育發展的深度

和廣度。 

依據臺灣體育協會在 1933年所公布的全臺體育運動團體組織，包含中等以

上學校的社團和代表隊，以及社會人士的隊伍與俱樂部。在社會團體部分：總計

721個，其中 23個成立於明治時期，大正時期有 211個，昭和時期(1932年之前)

有 428個，不詳者 59個。學校團體部分：共有 306個團體，明治時期 7個，大

正 137個，昭和(1932年之前)150個，不詳者 12個。若再以 1920年(大正 9)10

月臺灣體育協會成立時間為界線，則 1920年 10月以後成立的社會體育團體有

597個，占總數的 82.8%；學校團體部分，有 248個成立於 1920年 10月之後，

                                                                                                                                            
手團參加を拒み 嘉義庭球爭霸戰行惱む〉，《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 4月 27日，09版；〈全島

少年野球 公學校團奪得錦標 內地人觀眾表示不滿 揶揄熱罵 球場大混亂〉，《臺灣民報》，第 273

號，1929年 8月 11日，頁 3；1929年，以臺灣人為主的公學校球隊奪得錦標，引起內地人不滿

抗議而發生球場暴力事件。見〈全島少年野球 公學校團奪得錦標 內地人觀眾表示不滿 揶揄熱

罵 球場大混亂〉，《臺灣民報》，第 273號，1929年 8月 11日，頁 3。按：此事件乃因日本人輸

球，遂抗議獲勝的高雄公學校有超齡球員，而公學校則宣稱大會競賽規則並未明確限制年齡，經

裁定最後仍由公學校奪標；1931年的南部野球大會，係由各地方推派優勝隊伍晉級參賽，屏東

體育會即捨優勝的萬丹野球團(臺灣人)，改派治水野球團(日本人)，引起報紙批評。見〈敗殘野

球團が野球大會に出場〉，《臺灣新民報》，1931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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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數 81%。14由上述統計資料可初，明治時期(1895-1912)臺灣體育運動發展尚

處於熱身階段的草創奠基時期，大正年間(1912-1926)則是開始加速成長的興盛時

期，至昭和初期(1926-1932)則已臻發展成熟的巔峰時期。而 1920年臺灣體育協

會的成立更是臺灣體育運動發展明顯的分水嶺，不論社會或學校體育運動團體，

在此之後成立者皆在 8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滿其中成立時間不詳，或者僅有

成立時間，而固定以街、庄長為代表人，以及缺記會費、會員人數者，可能是奉

命行事，依政策需要所設而掛名的空殼組織而已，未必真有實際從事體育運動。

此外，從 1902年武德會體育俱樂部成立，到 1920年臺灣體育協會在全島五州三

廳設立地方支部，可看出原本是以臺北為主，後來漸及全臺。一般而言，運動團

體集中在人口較綢密的都會區，且以日人聚居較多者運動風氣較興盛。 

再者，從《臺灣人士鑑》社會名士的興趣調查可知，當時臺灣已經流行各種

體育活動，而且成為生活中的休閒活動，但受限於時間和金錢因素，能夠從事休

閒運動者仍以社會上流階層為主。據總督府 1940年所作〈國勢調查報告〉顯示，

臺灣在住內地人與本島人的人口比例約為 1：17.7。15然而，在《臺灣人士鑑》

中有運動興趣的在臺內地人竟比臺灣人還多，可見內地人的運動風氣之盛確實遠

高於臺灣人。若進一步分析各項運動的休閒人口，臺籍社會名士乃以登山居休閒

運動之榜首，有網球興趣的人數則以些微差距排名第二，其次依序是馬術、撞球、

棒球與桌球。在內地人方面，網球和高爾夫分居排行榜前二名，而且人數遙遙領

先其他項目，其次依序為弓道、馬術、登山、棒球。其次，運動興趣是與教育程

度成正比，即教育程度愈高者，愈有機會接觸並培養出休閒運動的興趣，可見受

教育對於運動興趣的養成影響極大。不論內／臺籍人士，愈是接受高程度教育

者，其養成運動興趣的比例也愈高。此外，高爾夫球是當時的貴族運動，以高爾

夫球為興趣者，人數明顯與學歷成正比，即打高爾夫球者多為高學歷人士，尤其

以受過高等教育者居多，不論內臺籍人士皆如此。至於以運動為興趣的人口數，

本文依居住於北、中、南、東部的人士統計分析，則以北部為最多，此因北部內

地人數居全臺之冠，具運動興趣者亦最多。亦即，內地人愈多的地區，其具有運

動興趣的人數也最高。此與《臺灣民報》在二○年代大聲疾呼：「公共娛樂的公

園和體育會場，都是建設在約五萬人口的日本人所住之城內」的不公平現象大致

相符合。16
 

 

                                                 
14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年)。有關各地

區、各學校、各項運動團體的代表人、成立時間、會員人數、會費金額等項，詳見〈附錄七〉。 
15小沼良成編，《外地國勢調查報告 第五輯 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報告 第七次人口調查結果表》

(東京：文生書院，2000年)，頁 2-3。按：此書原為 1940年，臺灣總督府所作的國勢調查報告，

重新整理後出版。 
16〈各地宜設娛樂機關〉，《臺灣民報》，第 125號，1926年 10月 3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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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各項運動的發展起源來看，若該運動開始發展的時間與日本內地相

近者，則水準亦與內地較接近，如網球(軟式)、女子田徑。若起步時間差內地較

遠者，則因內地技術水準先行開跑、已達一定程度，故亦相差較大，須要花費較

長時間才可能逐漸向內地水準追趕，如男子田徑、棒球、游泳等項。就運動發展

的時間來看，現代奧運始於 1896年，而日本於 1912年開始參加，時間上比歐美

先進國家晚 16年。1932年，首位臺灣選手張星賢參加洛杉磯奧運，則與日本首

度參加奧運相差 20年、與歐美相差 36年。從發展時間的落差來看，臺灣確實是

處於從後面追趕的局面，再加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亦有待迎

頭趕上，方能奠定良好的體育發展環境。 

1942 年滿洲國舉辦日、滿、華三國運動對抗賽。參賽選手中有幾位來自臺灣，

但分別代表不同國家隊伍，形成另類的臺灣人對抗臺灣人的局面。例如，張星賢

因服務於滿鐵而代表滿洲國；在早稻田求學中的王象則代表日本參加徑賽項目；

華北、華中地區的汪精衛政權成立東亞共榮圈的新中國，當時在中國(淪陷區)求

學的林朝權、董錦地、楊基榮、張立三，則身穿中國隊制服，同為臺灣人竟然在

異地他鄉變成同場競爭的對手，真是可喜亦復可悲的場景。
17
此現象一則反映出

臺灣在國際間的地位與處境，二則顯示經過日本四十多年的統治，臺灣的體育運

動發展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水準，也造就許多技藝出眾的運動選手，才能身穿不

同隊服、代表不同地區同場較勁。 

1948 年 5 月臺灣運動代表隊參加上海舉辦的全中國運動會，當時日本人陸續

在戰後遭遣送回國，臺灣代表隊已然由「純」的臺灣人擔任，實力已較日治時期

大打折扣，但仍然締造卓越的成績，計有：男子田徑總錦標、棒球、壘球、桌球

單打、網球單打、拳擊輕丙級、輕丁級等項亦奪得冠軍。徐天德、許通、陳英郎

等人在男子徑賽項目，均有打破全中國紀錄的優異成績。18除了競技成績傲人之

外，臺灣代表隊展現出守法重紀、嚴肅簡樸、團結合作的精神，亦令人稱道。總

而言之，臺灣隊所展現的運動實力和運動精神，均是「全國第一」。即便當時的

中國媒體亦認為： 

 

我們不能否認日本對於體育的重視我們不能否認日本對於體育的重視我們不能否認日本對於體育的重視我們不能否認日本對於體育的重視。。。。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也因之出了不也因之出了不也因之出了不也因之出了不

少出色的體育人才少出色的體育人才少出色的體育人才少出色的體育人才。。。。19    

                                                 
17蘇嘉祥，《運動巨人張星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頁 22。 
18〈全運優勝單位及個人名單〉，《中央日報》(南京版)，1948年 5月 17日，第 4版；張素珠，〈臺

灣隊參加全國第七屆運動大會〉，《中華體育》，第 4卷第 3期，1990年 12月，頁 13-17。 
19馮覃燕，〈全運代表訪問之一：愛慕祖國的臺灣代表〉，《中央日報》(南京版)，1948年 5月 6

日，第 4版。有關此次全國運動會的相關報導，參見《中央日報》(南京版)，1948年 4月 24日

至 1948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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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選手的競賽成績臺灣選手的競賽成績臺灣選手的競賽成績臺灣選手的競賽成績，，，，或可歸之於他們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生活的緣故或可歸之於他們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生活的緣故或可歸之於他們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生活的緣故或可歸之於他們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生活的緣故，，，，

但那種守法重紀但那種守法重紀但那種守法重紀但那種守法重紀、、、、嚴肅簡樸嚴肅簡樸嚴肅簡樸嚴肅簡樸、、、、團結合作的精神團結合作的精神團結合作的精神團結合作的精神，，，，非積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和非積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和非積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和非積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和

努力是不容易企及的努力是不容易企及的努力是不容易企及的努力是不容易企及的。。。。和內地同胞散漫和內地同胞散漫和內地同胞散漫和內地同胞散漫放縱放縱放縱放縱、、、、無秩序無秩序無秩序無秩序、、、、無紀律的情形對比無紀律的情形對比無紀律的情形對比無紀律的情形對比

之下之下之下之下，，，，我們真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憂慮我們真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憂慮我們真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憂慮我們真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憂慮。。。。20
 

 

誠然，臺灣隊能在全中國運動會獲得佳績，絕非偶然性因素所造成，經由參加此

次運動會，足以證明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確實已具備相當程度

的水準，也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許多日式的運動術語仍是使用中的

語彙即是絕佳例證。 

 

 

 

 

 

 

 

 

 

 

 

 

 

 

 

 

 

 

 

 

 

 

 

 

 

 

                                                 
20朱沛人，〈全運歸來〉，《中央日報》(南京版)，1948年 5月 17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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