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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項 出處 

1895/08/01 樺山總督訓示：天氣炎熱，從事體育運動宜特別注意。 年表 

1902/10/28 臺北武德會演武場舉行落成典禮。 年表 

1903/01/10 臺南武德會舉行第一屆總會典禮。 年表 

1903/01/11 召開體育俱樂部發起人會議，選出會長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副會長警

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理事長臺灣銀行頭取柳生一義。 

年表 

1903/03/15 於臺北武德會演技場舉行第一屆體育俱樂部大會，各項競技比賽大為

興盛。 

年表 

1903/11/08 舉行體育俱樂部競技大會，體育風氣逐漸興盛。 年表 

1904/04/24 體育俱樂部舉行振武大運動會，其中馬術和自行車競賽特別熱烈，近

來體育熱潮愈加旺盛。 

年表 

1906/01/05 歡迎總督兒玉源太郎凱旋歸來，於體育俱樂部舉行各項競技大會，極

為盛況。 

年表 

1907/05/26 體育俱樂部舉行本島馬術、弓術、柔道等項競技比賽。 年表 

1909/10/30 於淡水河舉行北部划船競技大會。 年表 

1909/11/07 武德會舉行武德祭，各項競技比賽盛大舉行。 年表 

1910/02/11 全島撞球大賽於鐵道ホテル舉行。 年表 

1910/03/20 高雄港舉行南部划船競技比賽。 年表 

1910/04/03 全島自行車大賽於臺中公園舉行。 年表 

1910/07/03 體育俱樂部於臺北古亭庄川端成立游泳部。 年表 

1910/10/30 體育俱樂部於大稻埕舉行划船競技比賽。 年表 

1911/04/02 臺北武德殿舉行武德祭，後進行演武大會。 年表 

1911/04/03 於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競技賽，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臨現場，本島划

船賽冠軍常為北部奪得。 

年表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日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按：《臺灣日誌》主要是以《臺灣

時報》內所刊載的〈臺灣日誌〉專欄，再擷取各種官方及民間發行的報紙、期刊中的各種記事編

輯而成。而其中《臺灣時報》則是臺灣總督府發行的機關誌(綜合性月刊)，故從《臺灣日誌》可

約略看出 1919-1941年，在日本統治下的大事記載。 
∗∗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第四版(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8年 12月)。此書乃以年誌體

方式記錄臺灣之諸多重要事項，其正編起於 1895年日本領臺，迄至 1938 年 6 月間，舉凡政治、

經濟、教育、衛生、軍事、宗教、出版、藝術、人事及其它要項，皆有蒐羅記錄，可收一目瞭然

之效。又，本附錄乃從《臺灣日誌》與《臺灣大年表》之中，有關體育事項之記載整理而來，對

於日治時期發生的體育事項，一則可約略瞭解，二則可比較兩者所記的差異而互補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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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05/21 於大稻埕舉行「稻妻」、「韋駄天」、「鵬」、「不知火」等四艘小艇下水

典禮，式畢進行划船競賽，此後划船運動更為興盛。 

年表 

1912/11/23 高雄港舉行南部划船競技賽。 年表 

於臺北新公園舉行全島自行車競賽。 年表 
1913/01/12 

於北投射擊場舉行臺北射擊比賽，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臨現場。 年表 

1913/02/08 淡水演武館開幕儀式。 年表 

1913/03/09 蛟龍團於淡水舉行划船競賽。 年表 

1913/04/18 於臺北中學校興建相撲場地(土俵)。 年表 

1913/04/27 於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競賽。 年表 

1913/10/17 於基隆港舉行大型划船競賽。 年表 

1913/10/19 臺中武德會演武場落成舉行慶祝會。 年表 

1913/12/19 全島撞球大賽於臺北體育俱樂部本日起一連舉行三天。 年表 

1914/10/17 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競賽。 年表 

1914/11/01 高雄港舉行南部划船競賽。 年表 

1915/01/24 北部棒球協會於臺北舉行成立大會。 年表 

1915/03/14 北投射擊場舉行臺北射擊比賽。 年表 

1915/03/16 北部網球協會成立。 年表 

1915/06/17 始政二十年紀念日，於臺北舉行全島武術大會等慶祝活動。 年表 

1915/08/31 全島自行車賽於臺北江瀕街舉行，島內各地眾多選手參賽。 年表 

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比賽。 年表 
1915/10/17 

新竹武德殿落成典禮。 年表 

1915/10/17 為替貯金局長下村宏接任民政長官。 年表 

1915/11/19 大正競馬會於臺北江瀕街舉行七天，是為本島賽馬之嚆矢。 年表 

1915/12/末 臺灣體育獎勵會本年發行《臺灣運動界》。 年表 

1916/04/23 全島馬拉松競賽於臺北舉行。 年表 

1916/05/06 全島自行車大賽於臺北江瀕街一連舉行 2天，來自全臺各地選手一百

數十名參賽。 

年表 

1916/05/07 全島網球大賽於臺北舉行。 年表 

1916/10/17 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比賽。 年表 

1916/11/05 高雄港舉行南部划船競賽。 年表 

1916/12末 臺灣體育獎勵會發行《運動と趣味》。 年表 

1917/10/17 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比賽。 年表 

1917/10/31 北白川宮成久親王巡視臺北新公園小公學校運動場。 年表 

1917/11/04 高雄港舉行南部划船競賽。 年表 

1916/11/29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與臺北球隊進行比賽，掀起棒球熱潮。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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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0/17 基隆港舉行北部划船比賽。 年表 

1918/10/17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與各地球隊進行比賽。 年表 

1919/06/01 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開幕儀式。 年表 

1919/10/17 臺中游泳池啟用式。 年表 

1919/11/12 臺北城東西南北門及詔安五校聯合運動會於新公園舉行，總督田健治

郎親臨現場。 

日誌 

臺北新公園舉行二葉俱樂部運動大會，此後本島田徑運動風氣漸盛。 年表  

1920/06/27 二葉會舉行全島第一屆運動競技大賽，運動選手共計一百數十名，入

場式雄壯威武，總務長官下村宏親臨現場，本島運動界空前之盛況。 

日誌 

1920/10/17 舉行體育協會發會式。 年表 

1920/10/21 臺灣體育協會於臺北新公園主辦陸上競技大賽，久邇宮邦彥親王親臨

現場。 

日誌 

久邇宮邦彥親王巡視臺灣，參觀武德會及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年表 

臺北小學校聯合大運動會於新公園舉行，久邇宮邦彥親王親臨現場。 日誌 

 

1920/10/30 

久邇宮邦彥親王參觀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年表 

1920/10/31 臺北公學校聯合大運動會於新公園舉行，久邇宮邦彥親王親臨現場。 日誌 

1920/12/11 總務長官下村宏就任臺灣體育協會名譽會長、鐵道部長新元鹿之助及

高木友枝氏出任常務理事。 

日誌 

美國職業棒球隊來臺訪問，與臺灣各地球隊進行友誼賽。 年表 
1921/01/08 

美國棒球隊一行 14人抵達，與臺灣選手進行交流。 日誌 

1921/05/14 橫田太郎、竹中逸雄、蕭樂善、李延澤等四名選手代表臺灣參加遠東

運動會，監督蜂谷彬。本月 20日出發。 

日誌 

1921/07/22 於總督府會議室舉行總務長官(體育協會會長)下村宏道別式。 日誌 

1921/10/12 美國軍艦紐奧爾良號棒球隊來訪，與臺北棒球聯隊於新公園友誼賽。 日誌 

1921/10/22 臺北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於新公園運動場舉行二天，小、公學校

聯合舉行但各自分別進行比賽。 

日誌 

1922/10/17 臺灣體育協會田徑部於臺北新公園舉行第三屆全島運動會。 日誌 

1922/10/23 臺北市內六所小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於新公園運動場進行。公學校

則於次日舉行。 

日誌 

1922/11/05 南部划船大賽於高雄港舉行。 年表 

1922/11/26 全島柔道大賽於臺北武德殿舉行，日本現代柔道之父嘉納治五郎親臨

現場。 

日誌 

1922/12/11 舉行武德會臺灣支部武術納會式。 日誌 

新建圓山大運動場本日舉行地鎮祭。 年表 
1923/01/24 

臺北市役所舉行圓山運動場地鎮祭儀式。 日誌 

1923/01/26 臺北乘馬會主辦賽馬會於臺北練兵場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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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02/11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第六屆臺北三線道路環繞十圈接力賽跑。 日誌 

1923/03/04 全島聯合運動會選拔賽於臺北新公園舉行。 日誌 

1923/04/24 皇太子巡視臺灣，參觀圓山運動場及全島學校聯合大運動會。 年表 

1923/04/26 皇太子參觀武德殿，至圓山運動場參觀運動大會。 年表 

1923/05/13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學生相撲大賽，於武德會前相撲場舉行。 日誌 

1923/05/20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第三屆臺北棒球大賽，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23/07/07 武術特別講習會於武德殿召開，為期二星期。 日誌 

1923/07/08 第一屆伏見宮貞愛親王盃高爾夫球賽於淡水舉行，臺銀伊藤正人領先

群雄。 

年表 

1923/07/30 北部游泳大會於基隆水沙灣舉行。 日誌 

1923/08/19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全島游泳比賽，於臺北川端町游泳練習場舉行。 日誌 

1923/08/20 全島游泳大賽於臺北古亭庄川端舉行。 年表 

1924/03/02 臺北市築地町一連五天舉行福岡縣競馬隊馬術比賽。 年表 

1924/04/16 歡迎皇太子巡視臺灣，於圓山運動場舉行運動會。 日誌 

1924/04/25 大阪每日新聞社棒球隊來訪。 日誌 

高雄州武德殿落成舉行武術大會。 日誌 
1924/07/19 

高雄武德殿落成，並舉行演武大會。 年表 

東洋協會大學運動部網球隊來臺，與全島各地選手進行比賽。 日誌 
1924/07/20 

基隆體育場落成。 年表 

1924/07/27 臺南警察武術對抗比賽。 日誌 

1924/08/12 東洋協會大學網球隊島內比賽結束，返回日本。 日誌 

1924/09/21 蕃人(原住民)能高棒球隊與臺北各球隊友誼賽，頗受好評。 年表 

1924/09/23 中等暨專門學校武道對抗賽，第一中學及高等商業榮獲冠軍。 年表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臺灣選手代表權選拔賽暨全島

運動大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24/10/17 

全島運動大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24/11/02 臺北武德祭，舉辦各項演武大會，總督伊澤多喜男親臨現場。 年表 

1924/11/09 臺北師範學校舉行運動會。 日誌 

1925/02/15 臺北桌球協會舉行第一屆團體競賽。 年表 

1925/03/15 高雄網球協會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5/05/15 嘉義游泳池落成啟用。 年表 

1925/05/31 秩父宮雍仁親王於圓山運動場參觀臺北小、公、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 年表 

1925/06/02 臺中游泳講習會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5/06/14 全島中等學校網球爭霸戰，臺中一中、臺中高女各獲冠軍。 年表 

1925/07/03 蕃人(原住民)能高棒球隊前往日本比賽，30日歸臺。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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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07/22 臺灣體育協會游泳部成立。 日誌 

1925/07/26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預選賽，臺北工業冠軍。 年表 

1925/08/08 日本女教員體操講習會奈良高師教諭內田トハ、御笹政重、人見絹枝、

船田マツ來臺。 

年表 

1925/08/11 女子體育講習會，於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5/08/12 同志社大學柔道選手一行 11名來臺。 年表 

1925/08/21 男子體育講習會，於臺北一中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5/10/10 第六屆全島運動大會兼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臺灣選手選拔賽，於圓山運

動場舉行。 

日誌 

1925/10/24 臺北第一高女第三屆體育講習會。 日誌 

1925/11/01 第二屆皇太子行啟記念運動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25/11/15 臺北師範運動會。 日誌 

1925/11/22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第一屆專門學校網球爭霸戰，於新公園舉行。 日誌 

1926/02/11 臺北鄉軍支部舉辦全島劍術比賽，於步兵第一聯隊舉行。 年表 

1926/03/23 臺中乘馬會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6/04/10 高松宮宣仁親王巡視臺灣，參觀圓山運動場。 年表 

1926/07/18 體育協會召開游泳講習會。 日誌 

1926/07/26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比賽臺灣預選賽結束，臺北商業學校奪冠。 日誌 

1926/08/03 體育協會召開教員體育講習會。 日誌 

1926/08/06 體育協會召開女子體育講習會。 日誌 

1926/08/12 體育協會召開男子體育競賽講習會。 日誌 

體育協會主辦角力比賽。 日誌 
1926/08/29 

全島網球比賽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全島游泳大賽，於臺北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26/08/31 

全島游泳比賽，於臺北市立游泳池舉行。 年表 

1926/09/08 體育協會召開臺北市體育講習會。 日誌 

1926/09/26 全島女子學校網球比賽。 日誌 

1926/09/27 歡迎講道館長嘉納治五郎來臺，28日於臺北武德殿舉行柔道大比賽，

10月 8日回京。 

年表 

1926/10/16 全島運動大會。 日誌 

北白川宮成久親王巡視臺灣，參觀圓山運動場。 年表 
1926/11/01 

皇太子行啟記念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1926/11/02 皇太子行啟記念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皇太子行啟記念中學、專門學校運動會。 日誌 
1926/11/03 

臺南州運動大會。 日誌 

1926/12/03 臺灣體育協會臺北支部舉行成立式。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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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2/05 臺灣山嶽會於觀音山上舉行成立式。 年表 

1926/12/05 第一屆全島中等學校相撲比賽於新竹舉行。 年表 

1927/02/13 高等專門學校運動大會。 日誌 

1927/02/26 舉行臺北州小學校教員體育講習會。 日誌 

1927/03/27 體育協會游泳講習會，於東門游泳池舉行，並於 4月 3日舉行游泳比

賽。 

年表 

1927/04/16 歡迎第二艦隊來臺，於新公園舉行相撲比賽。 年表 

1927/06/19 臺北實業棒球聯盟競賽開始。 日誌 

1927/06/23 舉行臺北市小、公學校職員體育會。 日誌 

1927/07/30 全島中等學校網球比賽開始。 日誌 

1927/07/31 游泳講習會於臺北市游泳池舉行。 日誌 

全島體育講習會，於臺北第一高女舉行。 年表 
1927/08/11 

全島體育講習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27/08/20 全島小、公學校教員體育講習會開始。 年表 

1927/08/28 全島游泳比賽於臺南舉行。 日誌 

體育協會主辦第一屆全島棒球大賽，於圓山運動場舉行，總督上山滿

之進親臨現場。 

年表  

1927/09/10 

全島棒球比賽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27/09/17 新竹州角板山演武場落成，21日總督上山滿之進前往視察。 年表 

1927/09/18 舉行專門學校運動會。 日誌 

1927/09/25 全島運動大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27/10/02 舉行臺北市學校游泳對抗賽。 日誌 

1927/10/09 舉行全島中等學校運動大會。 日誌 

1927/10/23 舉行臺北乘馬大會。 日誌 

1927/10/30 舉行基隆體育會成立大會。 日誌 

1927/11/01 朝香宮鳩彥親王來臺巡視，參觀運動會。 日誌 

1927/11/02 朝香宮鳩彥親王巡視臺灣，參觀圓山運動場、淡水高爾夫球場。 年表 

1927/11/06 南部划船競賽於高雄港舉行。 年表 

1927/11/20 新竹州舉行運動大會。 日誌 

1927/11/27 高雄運動場落成啟用典禮。 日誌 

1927/12/18 舉行臺北市小學校職員體育會。 日誌 

臺灣山嶽會登山隊登上大武山頂。 日誌 
1928/01/01 

臺灣山嶽會員生駒高常(總督府秘書官、調查課長)等人登上大武山頂。 年表 

1928/01/02 全國網球選手代表權選拔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28/01/15 舉行武德會武道始式。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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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01/29 全島高爾夫大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全島運動大會於臺中舉行。 日誌 

臺中體育會主辦全島運動大會，於臺中水源地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28/02/12 

舉行臺北州網球代表隊選拔賽。 日誌 

1928/03/17 新莊武德殿落成典禮。 日誌 

1928/03/21 體育協會臺北分部舉行各網球隊爭霸戰，內務局代表隊獲勝。 日誌 

1928/03/24 第九屆各州廳警察官刑務官武道對抗賽，劍道臺北、柔道臺南冠軍。 日誌 

1928/04/02 舉行相撲大聯盟比賽。 日誌 

1928/04/05 日本海軍第一艦隊來臺，於臺北舉行柔、劍道比賽，劍道由艦隊獲勝，

柔道由武德會奪標。 

日誌 

1928/04/27 陸軍特命檢閱使久邇宮邦彥親王來臺巡視，參觀淡水高爾夫球場。 年表 

1928/04/28 舉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預選賽，有四項創新紀錄。 日誌 

1928/05/05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全島棒球選拔賽，南臺俱樂部冠軍。 日誌 

歡迎海軍練習艦隊來臺，於新公園舉行相撲賽。 日誌 
1928/05/06 

體育協會嘉義分部網球比賽，二葉隊冠軍。 日誌 

1928/05/07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獲認可成立為財團法人。 年表 

嘉義、新竹各體協支部主辦網球爭霸賽。 日誌 
1928/05/13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縱貫鐵路全島各站接力賽跑，17日由臺北州代表

隊奪冠。 

日誌 

1928/05/17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縱貫道路賽跑，臺北隊冠軍。 年表 

1928/05/20 體協臺北支部舉辦學生相撲比賽，中等學校由臺北工業獲勝，專門部

比賽過程引起爭議，高等農林不願將冠軍旗繳回。 

日誌 

1928/05/23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臺北州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拔賽，是為本島最初的

夜間網球比賽。 

日誌 

1928/05/24 總督府頒獎表揚體育協會游泳部。 日誌 

1928/05/25 引發爭議的專門學校相撲比賽，各校提出說明。 日誌 

高專學校桌球比賽，醫專三連霸。 日誌 
1928/06/10 

全島中等學校運動大會，北一師總冠軍。 日誌 

1928/06/14 全島撞球大賽開始。 日誌 

1928/06/24 臺北市內實業團棒球比賽，鐵道團冠軍。 日誌 

1928/07/01 全島網球大賽，臺北隊冠軍。 日誌 

1928/07/16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臺北工業冠軍。 日誌 

1928/07/23 全島女子體育講習會成立。 日誌 

1928/07/24 舉行全島武道講習會。 日誌 

1928/07/26 桃園游泳池落成啟用。 年表 

1928/08/12 
臺中水源地游泳池落成啟用，並舉行全島游泳大賽。。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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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游泳大會於臺中市立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28/08/12 全島女子中等學校網球比賽，臺南高女冠軍。 日誌 

1928/08/19 全島男子中等學校網球比賽，臺南師範冠軍。 日誌 

1928/08/24 全島游泳比賽，於臺北旭町舉行。 日誌 

1928/08/27 少年棒球南北爭霸賽，臺南奪冠。 日誌 

1928/09/07 臺東武德殿落成。 日誌 

1928/09/09 全島棒球大賽於圓山球場舉行，臺北 15A臺中 4；高雄 10臺南 3。 日誌 

1928/09/10 全島棒球大賽，高雄 10比 3擊敗臺北。 日誌 

1928/09/15 全島高專陸上競技大會，高校優勝。 日誌 

1928/09/17 全島高專硬球比賽，臺北高商優勝。 日誌 

體協臺北支部舉行相撲比賽，州市代表隊獲勝。 日誌 

花蓮港高爾夫球場落成啟用。 日誌 

花蓮港高爾夫球場落成啟用。 年表 

 

1928/09/23 

臺北市內高專暨男女中等學校游泳比賽開始。 日誌 

1928/10/27 全島運動會 27、28日舉行二天。 日誌 

1928/10/28 全島桌球個人單打選拔賽。 日誌 

南部划船競賽。 日誌 
1928/11/04 

南部划船競賽於高雄港舉行。 年表 

御大典奉祝諸學校聯合大運動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年表 

臺北市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第三屆全島中等學校相撲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28/11/11 

全國驛傳競賽，本島選手代表福田政次郎揚眉吐氣。 日誌 

臺北市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1928/11/12 

臺南舉行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臺北中等暨專門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1928/11/13 

臺南市小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1928/11/14 臺北醫專主辦第一屆全島中等學校劍道大會，臺北一中冠軍。 日誌 

1928/11/20 鍾選手(鍾萬統，花蓮人)返回臺北，完成環繞臺灣一週之馬拉松壯舉。 日誌 

1928/11/21 基隆市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 日誌 

競馬大賽於臺北圓山舉行，至 25日止。 日誌 
1928/11/24 

臺北競馬大會於圓山舉行，本島公開發售馬票之嚆矢。 年表 

1928/11/25 奉祝運動大會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28/12/01 臺灣摩托車競賽於臺北圓山舉行。 日誌 

1928/12/09 臺北州聯合同風會主辦，慶祝御大典青年會聯合運動會於圓山舉行。 年表 

1928/12/02 
全島專門學校武道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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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弓術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臺北州青年聯合運動會。 日誌 
1928/12/09 

臺北州警察武道爭霸戰。 日誌 

1928/12/15 臺灣橄欖球聯盟成立，於臺北舉行第一屆橄欖球賽，17日鐵道隊冠軍。 日誌 

1928/12/27 京都大學校長荒木寅三郎率京大棒球隊來臺，翌年 1月 9日離臺。 年表 

1929/01/02 全島網球大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29/01/09 京都大學棒球隊離臺戰績四勝一敗。 日誌 

1929/01/19 臺南州新豐郡武德殿落成 年表 

1929/01/27 全島專門學校桌球比賽醫專冠軍。臺北實業團劍道大賽鐵道隊冠軍。 日誌 

1929/02/12 臺南市舉行競馬比賽。 日誌 

1929/04/07 全島網球比賽於屏東舉行。 日誌 

1929/04/16 天覽武道賽，大木市藏柔道三段、八木昌雄劍道三段通過。 日誌 

1929/04/21 淡水高爾夫球場創立十週年慶祝大會。 年表 

舉行臺灣與菲律賓水上競技友誼賽代表隊預選賽。 日誌 
1929/04/27 

全島硬式網球賽，27、28日舉行兩天。 日誌 

1929/04/30 臺灣ホッケ─(曲棍球)聯盟成立。 日誌 

1929/05/11 昭和四年度硬式網球單打選拔賽，臺銀稻葉選手冠軍。 日誌 

1929/05/15 菲律賓游泳選手一行 12人來臺，18日於東門游泳池舉行友誼賽；6

月 5日離臺。 

年表 

1929/05/18 臺北舉行臺．菲水上競技友誼賽，18、19日舉行兩天。 日誌 

1929/05/19 專門學校相撲比賽，臺北高商全勝戰績獲冠軍。 日誌 

1929/05/26 臺中舉行臺．菲游泳友誼賽。 日誌 

1929/06/01 專門學校棒球聯盟比賽。 日誌 

1929/06/02 臺南舉行臺．菲游泳友誼賽。 日誌 

1929/06/05 菲律賓(游泳)選手 18人離臺。 日誌 

1929/06/08 體協臺北支部舉行運動會，9日結束。 日誌 

1929/06/20 高專學校棒球聯盟比賽，臺北高商戰績全勝獲冠軍。 日誌 

1929/07/07 警察官武道大賽，柔、劍道皆由臺北州獲冠軍。 日誌 

1929/07/13 舉行臺灣田徑聯盟講習會。 日誌 

全島硬式網球雙打代表隊選拔賽。 日誌 
1929/07/14 

中南部中等學校棒球賽，高雄中學冠軍。 日誌 

1929/07/20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區預賽於圓山球場舉行。 日誌 

1929/07/22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北一中以 7A比 1擊敗臺北工業獲冠軍。 日誌 

1929/07/25 全國高校游泳賽西部預賽，臺北高校奮戰得 32分，奪下第三名。 日誌 

軟式網球選拔賽於臺北新公園舉行，大貫武久組冠軍。 日誌 
1929/07/28 

第一屆全島水上摩托車賽，於臺北市立游泳池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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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07/30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代表隊北一中出發。 日誌 

1929/08/03 第一屆全島少棒賽於臺北新公園舉行。 日誌 

1929/08/04 全島中等學校網球賽於臺南舉行，北一女獲勝。 日誌 

1929/08/08 體協臺南支部舉行游泳比賽，刷新紀錄者一項。 日誌 

1929/08/10 大阪每日新聞社主辦全島中等學校游泳賽，至 11日止。 日誌 

1929/08/14 臺北一中於大阪全國棒球賽以 10A比 1擊敗前橋商業。 

臺北舉行女子網球選拔賽。 

日誌 

1929/08/17 全國棒球賽，臺北一中對佐賀中學，4比 0擊敗對手。 

臺灣日日新報社舉行 O.B.網球賽。 

日誌 

1929/08/18 全國棒球賽，臺北一中以 5比 4險勝平安中學。 日誌 

1929/08/19 南部中等學校網球賽，南師以全勝戰績奪冠。 

全國棒球準決賽，臺北一中以 0比 9被海草中學擊敗，七局提前結束。 

日誌 

1929/08/24 全島游泳賽於臺中舉行，四項刷新紀錄。 日誌 

全島射擊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29/08/25 

全島射擊比賽於臺北練兵場舉行。 年表 

1929/08/26 臺中產馬組合成立。 年表 

1929/09/14 明治神宮體育大賽網球派遣選手預選賽於臺北舉行。 

北一中參加甲子園全國棒球賽歸來，與 O.B.對戰。 

日誌 

全島棒球賽於臺南舉行，高雄以 7比 0擊敗臺北奪冠。 日誌 

體協支部棒球對抗賽於臺南舉行，高雄隊冠軍。 年表 

 

1929/09/21 

嘉義高女游泳池落成啟用。 年表 

1929/09/22 全島運動會於臺中舉行，刷新紀錄者 21項。 日誌 

1929/09/23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比賽於臺北舉行，柔道北一中、劍道新竹中學冠軍。 日誌 

1929/09/29 全島中等學校運動會於臺北高校運動場舉行，臺中商業獲總冠軍。 日誌 

1929/10/06 臺北中等學校游泳賽，北一中冠軍。 

全島中等學校相撲賽於嘉義舉行，臺北工業冠軍。 

日誌 

全臺灣軍劍道競技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29/10/18 

臺灣軍劍道大會於步兵第一聯隊舉行。 年表 

1929/10/27 全島中等學校劍道爭霸賽，新竹中學冠軍。舉行全島弓道爭霸賽。 日誌 

1929/10/30 東伏見宮依仁親王臺中水源地運動場參觀小、公學校聯合體操表演。 年表 

1929/11/11 行啟記念運動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29/11/15 高等專門學校游泳比賽，高校冠軍。 日誌 

1929/12/21 臺北馬事協會創立式。 年表 

1929/12/22 立教大學相撲隊來臺，至各地友誼賽。 年表 

1929/11/23 全島曲棍球比賽於臺北舉行。高等專門學校武道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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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弓道大會於嘉義舉行。 

1929/12/07 舉行全島足球比賽會議。 日誌 

1929/12/24 慶應大學棒球隊來臺，與各地隊伍友誼賽，翌年 1月 19日回東京。 年表 

1929/12/27 慶應義塾大學棒球隊來臺。 日誌 

1929/12/29 應南瀛新報社之邀，諏訪蠶絲棒球隊來臺。 年表 

1930/01/04 慶應棒球隊結束訪臺，九戰成績八勝一和。 日誌 

1930/01/12 全島桌球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0/01/18 舉行全島足球比賽為期三天。 日誌 

1930/02/07 臺北州警察官武道大會。 日誌 

1930/02/09 總督府於臺南舉行全島醫院網球賽。 日誌 

臺北舉行競馬大賽。 日誌 
1930/03/15 

臺北馬事協會春季競馬會於圓山舉行。 年表 

1930/03/18 臺北一中棒球隊出發(參加春季甲子園賽)，次月 11日歸臺。 日誌 

1930/04/20 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預選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0/04/24 制定圓山運動場使用條例。 日誌 

1930/05/11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軟式棒球賽。 日誌 

1930/05/17 臺北帝大創立紀念祭，及運動場啟用式。 年表 

1930/06/08 全島桌球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0/07/05 總督府召開體育研究會。 日誌 

1930/07/08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選拔賽，臺北交通團勝出。 日誌 

1930/07/13 臺灣體育協會邀請田徑指導員加賀一郎、南部忠平來臺講授、示範。 年表 

1930/07/26 全島中等學校游泳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0/08/05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交通團以 10比 4打敗東京俱樂部。 日誌 

1930/08/16 臺北一中在甲子園大賽以 6比 4打敗大連商業。 日誌 

1930/08/18 臺北東門游泳池，開始夜間使用，為期 10天。 年表 

1930/08/23 全島游泳選拔賽。 日誌 

1930/08/31 全島網球大賽於臺中舉行，臺北冠軍。 日誌 

1930/09/06 大學高等專門學校武道聯盟成立。 年表 

1930/09/07 體育協會澎湖支部成立。 年表 

1930/09/21 全島桌球團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0/09/24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爭霸賽。 日誌 

全島中等學校男子軟式網球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0/09/27 

臺北競馬大會，於古亭庄練兵場舉行。 年表 

1930/09/28 花蓮港體協支部舉行第一屆陸上競技比賽。 年表 

1930/10/08 臺北市邀請八幡製鐵棒球隊來臺友誼賽。 年表 

1930/10/11 
慶祝臺北市改制十週年棒球賽，邀請日本八幡製鐵棒球隊來臺友誼賽。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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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臺北市改制 10周年棒球比賽。 年表 

全島小、公學校教員運動大會，於臺北帝國大學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30/10/17 

全島小、公學校教員運動會，17、18日舉行兩天。 日誌 

全臺灣田徑選拔賽，18、19日舉行兩天。 日誌 
1930/10/18 

彰化郡武德殿落成。 年表 

1930/10/26 全島中等學校劍道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臺南競馬賽開始。 日誌 
1930/11/02 

南部划船競賽於高雄港舉行。 年表 

1930/11/09 全島中等學校運動會於臺北舉行，臺中師範冠軍。 日誌 

1930/11/22 第一屆臺灣學生田徑聯盟大會於臺北帝大舉行。 日誌 

1930/11/24 臺灣學生田徑聯盟成立式。 年表 

1930/11/25 臺灣體育協會創立十週年。 日誌 

1930/11/30 全島男子籃、排球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第一屆全島學生桌球大賽於臺北帝大舉行，臺北醫專冠軍。 日誌 
1930/12/07 

全臺灣學生桌球聯盟成立，於臺北帝大舉行第一屆比賽。 年表 

鐵道團與 C.B.棒球秋季定期戰。 

圓山運動場通過全日本田徑聯盟公認乙種場地。 

日誌  

1930/12/13 

臺北圓山運動場，獲全日本陸上競技聯盟總會乙種場地認定。 年表 

1930/12/15 全島足球比賽，臺北高商冠軍。 日誌 

1930/12/21 屏東武德殿落成啟用。 日誌 

1930/12/25 平安中學棒球隊來臺，27日起舉行友誼賽。 年表 

1930/12/28 東京全國劍道賽，新竹中學以 0比 10被修道中學打敗。 日誌 

1930/12/30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應臺灣日日新報社之邀來臺友誼賽，翌年 1月 12

日離臺。 

年表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進行友誼賽。 日誌 
1930/01/01 

早大對 C.B.團棒球賽於圓山球場舉行。 年表 

1931/01/02 早大對鐵團(鐵道部)棒球賽，鐵團獲勝。 年表 

1931/01/03 全島軟式網球賽於嘉義舉行。 

全國中等學校足球賽，同志社中學以 19比 8擊敗臺北一中。 

日誌 

1931/01/09 平安中學棒球隊離臺，戰績十戰十勝。 日誌 

1931/01/10 早大對鐵團棒球賽，早大獲勝。 年表 

1931/01/11 全島足球賽臺南長老教中學 O.B.隊冠軍。 日誌 

1931/01/12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離臺，八戰七勝一敗。 日誌 

1931/01/15 運動雜誌《臺灣スポ─ツ》創刊。 日誌 

1931/01/18 第二屆全島曲棍球比賽於臺中舉行。全島足球賽鐵道團冠軍。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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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01/22 網球選手原田武一、秋元收、上原增雄來臺，24日於臺銀網球場舉行

示範表演賽。 

年表 

1931/02/22 臺東、花蓮港劍道賽，臺東獲勝。 日誌 

臺北帝大運動場通過日本田徑聯盟公認為乙種場地。 日誌 
1931/03/10 

臺北帝國大學運動場，獲全日本陸上競技聯盟總會評定為乙種場地。 年表 

1931/04/04 臺北競馬大會，於古亭庄練兵場舉行。 年表 

1931/04/12 臺中武德殿落成啟用。 日誌 

1931/04/26 全島醫院網球賽。 日誌 

全島專門學校相撲賽於臺北舉行。全島排球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1/05/10 

全島專門學校相撲大賽於新公園舉行。 年表 

1931/05/24 鐵團與 C.B.棒球定期戰，兩戰皆 8A比 7，各勝一場。 日誌 

1931/05/30 臺北市內高等棒球聯盟賽。田徑選拔賽於臺北舉行，七項刷新紀錄。 日誌 

全島學生桌球選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1/05/31 

第一屆全島高等專門學校劍道大賽，於臺北一中舉行，醫專冠軍。 年表 

1931/06/01 臺北山砲大隊游泳池落成啟用。 年表 

1931/06/02 鐵團對 C.B.棒球定期戰決賽，C.B.5A比 3獲勝。 日誌 

1931/06/07 全島高等專門學校運動會於帝大舉行。 

全島大學高專武道大會，柔、劍道皆由高商奪冠。 

年表 

曲棍球聯盟比賽於臺北舉行，專賣局全勝奪冠。 日誌  

1931/06/12 賀陽宮恒憲親王來臺巡視，參觀高雄市學校聯合運動會及棒球比賽；

17日臺北圓山運動場觀看小學生軟式棒球賽，及東門游泳池游泳賽。 

年表 

1931/06/14 全島中等學校田徑選拔賽於臺北舉行，臺中商業冠軍。 日誌 

1931/06/17 日本中等學校劍道大賽，臺灣區預選賽。全島高專網球賽。 日誌 

1931/06/20 臺北高專棒球聯盟戰結束，農專冠軍。 日誌 

全島中等學校體育研究會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1/06/24 

全島中等學校體育研究會於臺中召開。 日誌 

1931/06/27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預選賽於臺北舉行。員林武德殿落成啟用。 日誌 

1931/06/28 全國都市棒球預選賽，臺北鐵團取得代表權 年表 

1931/06/29 都市對抗預選賽鐵道團冠軍。 日誌 

1931/07/01 公立中學校規則改制，課程加入遊戲、競技、游泳；高等女學校加入

競技及游泳。 

年表 

1931/07/05 鳳山武德殿落成。 日誌 

1931/07/18 全日本高專棒球西部預選賽，九州醫校擊敗臺北高校。 

全島硬式網球雙打賽，二連霸的田添/清水組被新秀相澤/相良組取代。 

日誌 

1931/07/19 全日本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預選賽第一天，北商勝北工；嘉義農林勝

中一中(七局)；中二中勝嘉中。 

日誌 



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306 

1931/07/20 棒球賽第二天，雄中勝中商；南一中勝北二師(七局)。 日誌 

1931/07/21 棒球賽第三天，北商勝北一中；嘉農勝中二中。 日誌 

1931/07/22 棒球賽第四天，北商勝雄中；嘉農勝南一中。 日誌 

棒球賽決賽日，嘉農擊敗北商(十局)，稱霸全島。 日誌 
1931/07/23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嘉義農林冠軍。 年表 

1931/07/25 全島女子中等學校軟式網球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1/07/26 全島中等學校女子網球賽，臺南第一高女冠軍。 年表 

全島男女中等學校游泳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31/08/01 

全島男女中等學校及小、公學校游泳大會於嘉義高女游泳池舉行 年表 

1931/08/02 全島男子中等學校軟式網球選拔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1/08/06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交通團勝大阪聯隊。 日誌 

全島少棒賽於臺中舉行，臺東カロラン公學校勝臺北壽小學校奪冠。 日誌 
1931/08/11 

全島少棒賽，臺東隊冠軍。 年表 

1931/08/15 全島體協支部網球對抗賽於嘉義舉行，因雨中止。 日誌 

1931/08/18 全國中等學校學棒球賽，嘉農 19A比 7勝札幌商業。 日誌 

1931/08/21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決賽，中京商業 4A比 0勝嘉農奪冠。 

都市棒球對抗賽，大連實業 12A比 3勝臺北交通團。 

日誌 

1931/08/22 都市棒球對抗賽，滿洲俱樂部 12A比 5勝臺北交通團。 日誌 

1931/08/23 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交通團 4A比 3勝大連實業。 日誌 

1931/08/24 都市棒球對抗賽，滿洲俱樂部 6比 3勝臺北交通團。 日誌 

全島游泳選拔賽。 日誌 
1931/08/29 

全島游泳選拔賽，於東門游泳池舉行。 年表 

臺北交通團、嘉義農林兩支棒球隊同時回臺。 日誌 
1931/08/30 

體協臺北支部相撲競賽，鐵團冠軍。 年表 

1931/09/12 明治神宮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拔賽。 年表 

1931/09/13 第三屆社會人士游泳大賽於臺北舉行。 

全島中等學校劍道大會。 

日誌 

1931/09/15 嘉農未經選拔賽，直接被推薦前往明治神宮參賽引起他校抗議。 日誌 

1931/09/25 臺北秋季競馬大賽於古亭練兵場舉行。 年表 

1931/09/26 全島運動會暨明治神宮競技選拔賽，於帝大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31/09/17 全島曲棍球選拔賽於新公園舉行。 年表 

1931/10/03 第六屆全島中等學校軟式網球賽。 日誌 

1931/10/25 全島中等學校相撲大賽於新竹舉行，臺北工業冠軍。 年表 

1931/11/07 與菲律賓游泳賽臺灣選拔賽。 日誌 

1931/11/08 全臺灣學生桌球大賽。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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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1/14 臺灣學生游泳大賽。 日誌 

1931/11/29 鐵團與 C.B.定期戰決賽，C.B.9比 3勝鐵團稱霸。 日誌 

臺、菲游泳友誼賽選手啟程，27日回臺。 日誌 
1931/12/06 

臺、菲游泳友誼賽代表隊出發，27日歸臺。 年表 

1931/12/12 臺、菲游泳友誼賽第一天，臺灣得 15分，菲律賓得 6分。 日誌 

1931/12/13 臺、菲游泳友誼賽第二天，臺灣得 7分，菲律賓得 14分。 日誌 

1931/12/14 臺、菲游泳友誼賽結束，臺灣得 36分，菲律賓得 27分。 日誌 

1931/12/29 明治大學棒球隊，應臺灣日日新報社之邀來臺友誼賽。轉戰臺灣各地，

戰績全勝，翌年 1月 15日回東京。 

年表 

1931/12/30 全國高專足球賽九州區預賽，西南學校勝臺北高商。 

全國高校曲棍球大賽，臺北高校勝北海道大學預科。 

日誌 

1931/12/31 全國高校曲棍球大賽，臺北高校勝成城高校。 

同日高校曲棍球決賽，學習院勝臺北高校稱霸。 

日誌 

1932/01/03 全國足球賽中等學校部，京城師範勝臺北一中。 日誌 

1932/01/04 全島軟式網球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32/01/15 明治大學棒球隊離臺。 日誌 

1932/02/06 臺南市棒球場啟用。 日誌 

臺灣與福岡縣警察官武道比賽，臺灣隊柔、劍道皆勝。 日誌  

1932/04/30 臺灣警察官對福岡縣警察部武道比賽，於武德會福岡縣支部舉行，臺

灣隊獲勝。 

年表 

關東 12大學相撲聯盟職員來臺。 日誌 
1932/05/20 

帝都 12大學暨專門學校相撲選手 74名來臺，23日起舉行比賽 4天。 年表 

1932/05/21 全島高專運動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2/05/22 鐵團對 C.B.棒球春季定期賽，鐵團獲勝。 日誌 

1932/05/29 早稻田大學選手張星賢獲選代表日本參加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 日誌 

1932/05/31 嘉義州市協議會與商工會幹部、臺北市協議會員、臺中實業協會、臺

中州市協會員、基隆市協議會員等，有意主辦各市市民運動大會，協

議結果向中央要員提出陳情。 

年表 

1932/06/05 高專棒球聯盟賽結束，臺北帝大冠軍。 日誌 

1932/06/11 全島排球選拔賽。 日誌 

1932/06/17 早稻田大學柔道隊員來臺修業。 年表 

1932/06/25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預賽，臺北勝高雄。 日誌 

1932/06/26 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預賽，高雄勝臺北。 

全島曲棍球聯盟賽，高校冠軍。 

日誌 

1932/06/27 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預選賽決賽，臺北勝高雄，取得代表權。 日誌 

1932/07/23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聯隊出場。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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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07/29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區決賽，臺北工業獲勝。 日誌 

1932/07/30 全臺灣男女中等學校游泳大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2/08/07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勝京城。 日誌 

1932/08/08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神戶勝臺北。 日誌 

1932/08/15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熊本工業勝臺北工業。 日誌 

1932/08/27 全島游泳選拔賽。 日誌 

1932/09/02 齋村範士率領早稻田大學劍道隊員來臺。 年表 

1932/09/17 全島學生游泳大賽，臺南高工冠軍。 日誌 

1932/10/15 第一屆全島中等學校田徑對抗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2/10/16 第十三屆全島田徑選拔賽。 日誌 

1932/10/30 第二屆臺．菲游泳對抗選拔賽於臺南舉行。 日誌 

全島中等學校相撲大賽，臺北商業冠軍。 日誌 
1932/11/06 

體協主辦全島支部對抗軟式網球賽，臺北隊冠軍。 日誌 

1932/11/12 全島曲棍球選拔賽，高校冠軍。 日誌 

1932/12/03 鐵團與 C.B.棒球定期賽，C.B.6A比 3獲勝。 日誌 

1932/12/04 鐵團與 C.B.棒球定期賽，C.B.15比 2再勝。全島硬式網球賽決賽，田

添(臺銀)勝相澤(華銀)。第二屆高專運動會，高校冠軍。 

日誌 

1932/12/12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大賽，臺北一中獲臺灣代表權。 日誌 

1932/12/26 第一屆臺灣學生馬術聯盟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2/12/29 法政大學棒球隊一行 26人抵達，與全臺各地球隊友誼賽，戰績 10勝

1敗，翌年 1月 13日回京。 

年表 

1932/12/30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首戰，9比 1勝臺中聯隊。 日誌 

1933/01/01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法政 13比 2勝 C.B.。 日誌 

1933/01/02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鐵團 7A比 2勝法政。 日誌 

1933/01/03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C.B.7比 4勝法政。 日誌 

1933/01/04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提前結束(未列比數)。 日誌 

1933/01/05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法政 6比 0勝高雄。體協嘉義支部主辦

中南部運動會。全島中等學校棒球選拔賽決賽，臺北一中勝嘉農， 

取得代表權。 

日誌 

1933/01/06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14A比 1勝屏東。 日誌 

1933/01/07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15A比 1勝臺南。 日誌 

1933/01/08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14A比 2勝嘉農。 日誌 

1933/01/10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2A比 1勝鐵團。 日誌 

1933/01/11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9比 2勝 C.B.。 日誌 

1933/01/12 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友誼賽，4比 0勝鐵團。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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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05/13 臺、菲游泳對抗賽於臺北東門游泳池舉行，臺灣軍大勝。 年表 

1933/01/14 全島足球大賽，中商、鐵團並列冠軍。 日誌 

1933/01/29 全島曲棍球大賽於臺北舉行，高校冠軍。 日誌 

1933/03/04 臺北競馬協會向總督陳情，促施行競馬法。 日誌 

1933/04/02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高松商業 6比 4勝臺北一中。 

全島軟式棒球大賽，高雄冠軍。 

日誌 

1933/04/16 全島警察武道大賽，臺南柔道冠軍、臺北劍道冠軍。 日誌 

1933/04/22 臺灣．菲律賓游泳友誼賽預選賽。 日誌 

1933/05/13 臺灣．菲律賓游泳友誼賽開始。 日誌 

1933/05/14 第三屆全島高專武道大賽，柔道、劍道皆高商奪冠。 日誌 

1933/05/15 臺灣．菲律賓游泳友誼賽，總成績 36比 27，臺灣大勝。 日誌 

1933/05/21 全島高專相撲大賽，臺南高工冠軍。全島網球選拔賽。  

1933/05/26 大阪每日新聞社主辦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擬不戰推薦臺北交通團，

引起中南部球隊不滿之聲。 

日誌 

1933/05/28 鐵團對 C.B.棒球定期戰，7比 3；13A比 3，鐵團勝。 日誌 

1933/05/30 臺北交通團謝絕代表參加全國都市對抗賽。 日誌 

1933/06/01 都市對抗賽預選拔賽舉辦地點，高雄、臺北輪流舉行，以解決爭議。 日誌 

1933/06/18 第二屆社會人士對學生田徑對抗賽，社會人士獲勝。大學高專棒球聯

盟賽，高商冠軍。全島中等學校劍道臺灣區預選賽，臺北商業冠軍。 

日誌 

1933/06/22 大日本武德會副會長貴族院議員田所美治暨柔道師範磯貝一來臺。 日誌 

1933/06/26 都市棒球對抗賽第一次預選賽決賽，高雄聯隊勝臺中。 日誌 

1933/07/05 久邇宮朝融親王來臺巡視，遊覽淡水高爾夫球場。 年表 

1933/07/09 都市對抗賽臺灣預選賽，臺北交通團勝高雄聯隊，取得代表權。 日誌 

1933/07/11 伏見宮博英親王臺南高爾夫球場一遊。 年表 

1933/07/23 甲子園棒球預選賽決賽，嘉農 9比 1勝南一中。 日誌 

1933/07/29 全島游泳選拔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3/08/05 都市棒球對抗賽東京俱樂部 10A比 1勝臺北交通團。 日誌 

1933/08/07 全島女學校網球大賽，南二女冠軍。 日誌 

1933/08/12 全島中等學校游泳大賽。 日誌 

1933/08/14 本日起至 19日止，臺北舉行廣播體操。 日誌 

1933/08/15 同志社大學柔道隊來臺赴各地進行友誼賽。 年表 

1933/08/16 甲子園棒球賽，松山中學 10A比 1勝嘉農。 日誌 

1933/09/23 第 10屆全島田徑選拔賽。 日誌 

1933/10/01 全島體協支部棒球對抗賽，高雄 10比 6勝臺南。 

曲棍球聯盟秋季賽，北一中、高校分獲冠軍。 

日誌 

1933/10/15 明治神宮女子網球賽，南二女選手奪西部大賽冠軍。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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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0/17 全島乘馬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3/11/04 體育日於臺北新公園舉行，2,000餘人參加。 年表 

1933/12/22 臺灣體育協會編成《臺灣體育史》。 年表 

1933/11/23 臺灣國技會成立會議，翌年 3月 18日正式於臺北成立。 

曲棍球選拔賽，專賣局冠軍。 

日誌 

1933/11/26 全島軟式棒球都市對抗賽於臺南舉行，屏東冠軍。 日誌 

1933/12/30 立教大學棒球隊來臺，與各球隊比賽，勝負各半，翌年 1 月 15日離臺。 年表 

1934/01/01 立教大學棒球隊來訪，15日回東京。 日誌 

1934/01/02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選拔賽於臺中舉行。全日本中等學校橄欖球賽，北

一中勝廣島一中。全日本高專橄欖球賽，同志社高商勝臺北高商。 

全島軟式棒球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34/01/03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北一中與神戶中學平手，抽籤裁定北一中敗。 日誌 

1934/01/13 全島足球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4/01/27 第三屆籃球聯盟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4/03/31 屏東游泳池啟用，舉行全島游泳賽暨遠東運動會選拔賽。 日誌 

1934/04/03 全島警官武道大會，劍道臺北州、柔道新竹州冠軍。 日誌 

1934/04/22 全島棒球選拔賽，因雨裁定嘉農 10比 5勝北一中。 日誌 

1934/05/04 天覽武道大賽府縣選士戰，劍道大友僅得一勝、柔道小野原僅二勝，

皆落選。(5日)岩淵二勝一敗，亦落選。 

日誌 

1934/05/05 天覽武道大會，皇太子召集全國武道人士於濟寧館舉行表演賽。 年表 

大阪對臺灣警官武道大賽，劍道臺灣、柔道大阪獲勝。 日誌  

1934/05/08 大阪府與臺灣警察武道比賽於大阪舉行，臺灣軍劍道獲勝，柔道則敗

陣。 

年表 

1934/05/27 全島運動會，高校冠軍。 日誌 

1934/06/10 全日本中等學校劍道賽，北商取得代表權。全島中等學校運動會，宜

蘭農林冠軍。全臺灣學生桌球賽，第一部醫專、第二部宜農冠軍。 

日誌 

1934/06/17 全島學生相撲賽，帝大冠軍。 日誌 

1934/07/09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北隊取得臺灣代表權。 日誌 

1934/07/25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隊出發。8月 9日被八幡製鐵隊打敗 年表 

1934/07/30 甲子園棒球賽，臺北商業取得代表權。 日誌 

1934/08/07 全國都市對抗賽，臺北 10比 1勝鎌倉。 日誌 

1934/08/09 全國都市對抗賽，八幡 6比 1勝臺北。 日誌 

1934/08/12 全島男子中等軟式網球賽，商工冠軍。 日誌 

1934/08/13 全島廣播體操大會，舉行十日。 日誌 

1934/08/14 甲子園棒球賽，市岡中學 3A比 2勝臺北商業。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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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08/19 全島體協支部軟式網球對抗賽新竹舉行，嘉義冠軍。 日誌 

1934/09/08 全島體協支部軟網選拔賽臺中舉行，石田/張組冠軍。 日誌 

1934/09/23 臺中運動場啟用。內外地武道對抗賽，內地勝獲。 日誌 

1934/09/24 南北田徑對抗賽，北得 86.5分，南得 83.5分。 日誌 

1934/09/25 全島軟式棒球賽，臺中冠軍。 

曲棍球聯盟秋季賽，北一中、專賣局分獲冠軍。 

日誌 

1934/10/07 大日本武德會副會長田所美治及江藤源九郎來臺。 年表 

1934/10/10 梨本宮守正親王來臺，在臺中參觀中等學校合同體操及少年劍士比賽。 年表 

1934/10/11 武德會柔道師範磯貝一、劍道師範小川金之助來臺。 年表 

1934/10/13 梨本宮守正王於臺北武德殿觀看武道大賽，並於總督官邸賜宴武德會

所屬人員 81名；14日參觀淡水高爾夫球場；15日觀看軍人劍道比賽。 

因馬術指導宮尾少佐、新藤大尉來臺，舉行全臺乘馬大賽。宮尾、新

藤騎術高超，故 21日於圓山運動場再舉行一次馬術大賽。 

年表 

1934/10/20 全島乘馬大賽。 日誌 

1934/11/03 慶祝體育節活動，楊清溪飛行士從 50米低空墜落慘死於臺北練兵場。 年表 

1934/11/24 第十五屆全島陸上競技選拔賽。 

第三屆全島女子中等學校運動會，南一女冠軍。 

日誌 

1934/12/03 體協支部棒球對抗賽，臺南州廳勝臺北 C.B.奪冠。 日誌 

1934/12/05 新竹州銅鑼庄業佃會舉辦農民運動會，夜晚進行豐年祭。 年表 

1934/12/09 全島學生桌球賽，醫專連九年稱霸、宜農三年連霸。 日誌 

1934/12/29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 年表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於大阪，北一中勝德島中學。 

全島軟式網球賽於嘉義舉行，單打柳金木冠軍；雙打張/石田組冠軍。 

日誌  

1935/01/03 

早稻田棒球友誼賽，除首戰對鐵團吞敗，其餘戰績全勝，18日回京。 年表 

1935/01/04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於嘉義，嘉農勝南一中奪冠。 

全國高專橄欖球賽於大阪，臺北高商勝山口高商。 

日誌 

1935/01/05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北一中 20比 0勝天理中學。 日誌 

1935/01/06 全國高專橄欖球賽，臺北高商 3比 3平南滿工專，抽籤裁定臺北高商

獲勝。 

日誌 

1935/01/08 全國高專橄欖球賽決賽，同志社大學預科 26比 0勝臺北高商奪冠。 日誌 

1935/01/19 李王垠殿下巡臺，於圓山運動場參觀小、公學校聯合體操表演；25日

參觀高雄壽山高爾夫球場；31日於淡水高爾夫球場打球。 

年表 

1935/02/27 久邇宮朝融親王，於淡水高爾夫球場頒發比賽冠軍獎盃，體協呈獻俱

樂部紀念領帶。 

年表 

1935/03/17 第一屆南北相撲大賽於高雄舉行，北部獲勝。 日誌 

1935/03/21 全島弓道爭霸戰於新竹舉行，臺北冠軍。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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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03/31 甲子園(春季)棒球賽，浦和中學 12比 7勝嘉農。 日誌 

1935/04/03 全島警官武道大賽，柔道臺中、劍道高雄冠軍。 日誌 

1935/06/29 早稻田大學柔道隊來臺進行「武者修業」。 年表 

1935/06/30 新竹高爾夫球場啟用。 日誌 

1935/07/03 廈門女子籃球隊來臺與各校友誼賽。 年表 

1935/07/09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區選拔賽，臺南冠軍。 日誌 

日本西部棒球賽，臺北高商稱霸。 日誌 
1935/07/22 

拓大劍道隊與臺北警察劍道隊比賽，臺北隊惜敗。 年表 

1935/07/26 甲子園棒球選拔賽，嘉農 7比 4勝北商取得代表權。 日誌 

1935/07/28 臺．菲游泳對抗賽選拔賽。 日誌 

1935/08/05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東京 3A比 0勝臺南。 日誌 

1935/08/10 遠征菲律賓游泳選手一行 21人從臺北出發，先至高雄再搭船前往馬尼

拉，9月 1日歸臺。 

年表 

1935/08/16 甲子園棒球賽，嘉農 4A比 1勝平安中學。 日誌 

1935/08/17 臺．菲游泳賽第一天，臺灣 11分、菲律賓 10分。 日誌 

1935/08/18 臺．菲游泳賽第二天，臺灣 17分、菲律賓 19分。 日誌 

1935/08/19 臺．菲游泳賽結束，總分：臺灣 24、菲律賓 33。 日誌 

1935/09/15 全島籃球大賽，北一師、北一女分獲冠軍。 日誌 

1935/09/24 全島橄欖球選拔賽，中等部北一中 24比 3勝北商奪冠。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大賽，柔劍道皆北商奪冠。 

日誌 

1935/09/25 臺灣曲棍球聯盟賽，成年部高校、中等部北一中冠軍。 日誌 

1935/09/27 全島排球選拔賽，北二師、女子演習冠軍。 日誌 

1935/09/28 全島硬式網球單打選拔賽，田添冠軍。 日誌 

1935/09/29 全島田徑選拔賽。全島女子中等學校運動會，南一女冠軍。 日誌 

1935/10/05 福岡縣警察部武道選手 33名來臺友誼賽於武德殿舉行，至 13日結束，

臺灣獲勝。 

年表 

1935/10/07 大連棒球隊來臺友誼賽。 年表 

1935/10/09 朝鮮、滿洲棒球隊來臺與各地球隊進行友誼賽，由高雄對滿洲開始。

滿洲隊 21日、朝鮮隊 30日離臺。 

年表 

始政 40週年記念博覽會，至 11月 20日止。 日誌 
1935/10/10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 年表 

1935/10/13 福岡、臺灣警察曾武道對抗賽於臺北舉行，柔、劍道皆臺灣獲勝。 日誌 

1935/10/20 臺灣．滿洲．朝鮮棒球對抗賽，滿洲冠軍。 日誌 

1935/10/27 全島馬術大賽於臺北植物園內馬場舉行。 年表 

1935/10/28 扒龍船競技賽於臺北橋附近舉行。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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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1/16 臺灣籃球聯盟第一屆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5/11/16 滿．鮮．臺田徑對抗賽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35/11/23 全島南北相撲對抗賽，北部獲勝。 日誌 

1935/11/24 全島曲棍球賽，高校冠軍。全島體協支部硬式棒球賽，臺北冠軍。 日誌 

1935/12/28 立教大學棒球隊來訪，翌年 1月 15日離臺。 年表 

全國高專橄欖球賽，南滿工專 9比 8勝臺北帝大農專。 

全國高校曲棍球決賽，臺北高校 5比 0勝浦和高校奪冠。 

日誌  

1936/01/03 

全國高等學校曲棍球賽於東京學習院舉行，臺北高等學校冠軍。 年表 

1936/01/04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選拔賽，嘉農勝北一中奪冠。 日誌 

1936/03/01 南北足球對抗賽於臺南舉行，雙方 2比 2平手。 日誌 

1936/03/31 東京大相撲來臺，武藏山、男女之川兩橫綱，一行 170餘名，提振本

島相撲水準，4月 10日回京。 

年表 

1936/04/03 全島警刑官武道大賽，柔道臺中州、劍道高雄州獲勝。 日誌 

臺灣對福岡警察官武道賽，柔、劍道皆福岡獲勝。 日誌 
1936/05/01 

臺灣與福岡警察官武道大賽於福岡舉行，臺灣軍柔、劍道皆敗陣。 年表 

1936/06/28 全島硬式網球雙打選拔賽，相澤/相良組冠軍。 日誌 

1936/07/07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選拔賽，臺南隊奪冠。 日誌 

1936/07/16 全國專門學校棒球賽於福岡，松山高商勝臺北高商。 日誌 

全國高工游泳賽於大阪舉行，臺南高工第一名。全國高校馬術賽，臺

北高校第二名。全國高商運動會，臺北高商第十名。全國西部高商游

泳賽，臺北高商第五名。 

日誌  

1936/07/19 

全國高等學校馬術對抗賽於陸軍大學舉行，臺北高等學校獲二等賞。 年表 

1936/07/27 慶應大學曲棍球隊來訪，8月 2日離臺。 年表 

1936/07/28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選拔賽，嘉農奪冠。 日誌 

第十一屆全島游泳選拔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6/08/01 

明治大學劍道隊由中山博道範士率領來臺。 年表 

1936/08/02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在東京舉行，臺南 11A比 1勝神戶。 日誌 

1936/08/06 都市棒球對抗賽，川崎 5A比 4勝臺南。 日誌 

1936/08/09 全島中等學校軟式網球賽，嘉農冠軍。 日誌 

1936/08/14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嘉農 4A比 3勝小倉工業。 日誌 

全島自行車競賽於臺北舉行。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育英商校 7比 5勝嘉農。 

日誌  

1936/08/16 

全島自行車大競賽，臺灣日日新報社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36/08/20 同志社大學高商棒球隊來訪。 年表 

1936/09/05 外地(殖民地)棒球賽於大連舉行，京城(今首爾)10A比 2勝臺北。 

臺灣軍管轄部隊劍道大賽於臺中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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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09/06 鄉軍劍道大賽於臺中第三聯隊舉行，軍司令官、守備隊司令官列席。 年表 

1936/09/12 全島中等學校游泳賽於臺北舉行，中二中、中女中分獲男女組冠軍。 日誌 

1936/09/13 與菲律賓游泳對抗賽選手決定。 日誌 

1936/09/23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大賽，劍道北一中、柔道北商冠軍。 日誌 

1936/09/25 臺灣曲棍球聯盟賽，高校冠軍。 日誌 

1936/10/10 全島籃球賽，北一師冠軍。 日誌 

1936/10/17 花蓮港武德殿落成暨舉行全島武道大賽。 年表 

1936/10/25 全島警刑官武道大會於臺南舉行。 日誌 

1936/11/01 高雄舉行划船大賽。 日誌 

1936/11/15 學生對社會人士田徑對抗賽，社會人士獲勝。 日誌 

1936/11/22 全島田徑選拔賽。 日誌 

1936/11/23 全島體協支部棒球對抗賽，臺南 13比 5勝嘉義奪冠。 

臺灣弓道聯盟成立。 

日誌 

1936/11/29 全國高專橄欖球選拔賽，農專 26比 8勝高商奪冠。 日誌 

1936/12/06 臺灣山岳會成立十週年紀念。全島高專運動會，臺南高工冠軍。 

全島橄欖球大賽，專賣局、北一中分獲冠軍。 

日誌 

1936/12/26 明治大學棒球隊來訪，轉戰全臺各地，1月 10日歸京。 年表 

全國高校曲棍球賽，臺北 2比 1勝浦和。 日誌  

1937/01/01 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明治大學棒球隊應邀來臺，於圓山球場與 C.B.

進行首戰。 

年表 

1937/01/02 全國高校曲棍球準決賽，學習院 3比 2勝臺北。 日誌 

1937/01/03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北一中 37比 3勝北海道中學。 日誌 

全國高專橄欖球賽，明治醫專 19比 14勝臺北農專。 日誌 
1937/01/04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臺北一中勝北海中學晉級準決賽。 年表 

1937/01/05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賽，北一中 29比 3勝京都一商。 日誌 

1937/01/07 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決賽，朝鮮培材高普 9比 8勝北一中奪冠。 日誌 

1937/01/17 全島足球賽，北一師 A隊、鐵團分獲冠軍。 

全島籃球賽，北二師、臺北籃球人隊分獲冠軍。 

日誌 

1937/01/18 全島足球賽，北一師 A隊、鐵團分獲冠軍。 年表 

1937/02/05 日本遠征菲律賓之網球選手長谷川等 3人來臺，6日於臺銀球場舉行

示範表演賽。 

年表 

1937/02/07 全島乘馬大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7/02/09 歡迎陳清水選手，全臺灣職業高爾夫賽於淡水舉行。 年表 

1937/03/01 遠征菲律賓之網球選手長谷川、龍田、松平夫人、山岸孃等人，搭輪

船返途抵高雄。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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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03/05 花蓮港阿美族選手備戰「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第一次賽跑。 年表 

1937/03/06 臺北州警察官武道賽，劍道北署、柔道南署冠軍。 年表 

1937/03/14 體協田徑部，提出參加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代表隊候補名單。 日誌 

全島警刑官武道大賽，柔道臺南、劍道花蓮港冠軍。 日誌  

1937/04/03 第十八屆全島警察官刑務官武道爭霸賽，於植物園內武德殿舉行，柔

道臺南、劍道花蓮港冠軍。 

年表 

1937/05/07 臺北州知事藤田傊治郎獲大日本武德會主辦全國武道大會練士戰冠

軍。 

年表 

臺．菲游泳對抗賽於臺北舉行，17日結束，臺灣 36分、菲律賓 21分，

臺灣獲勝。 

日誌  

1937/05/15 

臺．菲水上競技賽，於東門游泳池舉行 3天。 年表 

1937/06/05 第二屆全島學生游泳比賽，兼加福均三(歷任體協部長、理事)送別大

會，於臺中一中游泳池舉行。 

年表 

1937/06/14 第八屆全日本中等學校劍道預選賽，北一中、北商、新竹中、基隆中、

北二師、國民中等七校，北商冠軍。 

年表 

1937/06/20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區預選賽開幕。 日誌 

1937/07/09 全臺舉行廣播體操。 日誌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南冠軍。關大對全臺陸上競技開賽。 日誌 
1937/07/10 

關東大學對臺灣田徑對抗賽。 年表 

1937/07/19 第八屆全國高工水上競技，臺南高工冠軍。 年表 

1937/07/23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臺灣區預選賽開幕，26日結束，嘉義中學冠軍。 日誌 

1937/07/24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區預選賽，嘉義中學冠軍。 年表 

1937/07/31 第十二屆全臺水上選手權大會，臺北東門游泳池舉行。 年表 

1937/08/08 日美田徑對抗賽，臺灣選手王象參加 1,600米接力賽。 年表 

1937/08/09 全島舉行廣播體操為期十天。 日誌 

1937/08/16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瀧川中學 4A比 2獲勝，嘉中惜敗。 年表 

1937/08/18 全臺灣網球大賽，於臺銀球場舉行。 年表 

1937/08/21 第八屆全臺灣排球大賽，於北一高女球場舉行。 年表 

1937/08/28 第九屆全臺灣男女中等學校游泳大賽，兼明治神宮游泳賽臺灣預選

賽，14校參賽。9月 12日出發前往東京。 

年表 

1937/09/10 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於總督府成立，各地支部成立。 

明治神宮游泳賽臺灣選手名單確定，10月 3日歸臺。 

日誌 

1937/09/19 全島曲棍球選拔賽，北商冠軍。 日誌 

1937/09/21 全島硬式網球大賽於臺銀球場舉行，至 26日止。 日誌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大會，劍道北一中、柔道北工冠軍。 日誌 
1937/09/23 

全島中等學校武道大賽，劍道臺北一中、柔道臺北工業冠軍。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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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09/25 第十八屆全臺灣田徑選手權大會，於臺北帝大運動場舉行。 年表 

1937/09/25 全臺田徑選拔賽於臺北帝大舉行。 日誌 

1937/09/26 臺灣競馬法新制公布。 年表 

1937/09/29 明治神宮臺灣田徑代表隊名單確定。 年表 

1937/10/02 全島足球選拔賽於臺南高工舉行。 日誌 

1937/10/03 臺北州下中等學校水上競技賽，於東門游泳池舉行。 年表 

1937/10/05 明治神宮競技賽，臺灣網球代表隊取消參加。 日誌 

1937/10/17 於圓山運動場舉行臺北愛國中等學生隊及愛國高女隊聯合結隊式。  日誌 

1937/10/20 明治神宮體育會臺灣田徑代表隊出發，11月 11日歸臺。 日誌 

1937/11/02 明治神宮棒球賽，和歌山縣海草中學以 7比 0勝嘉義中學。 年表 

1937/11/03 第五屆全島乘馬大賽，於武德會馬場舉行。 年表 

1937/11/23 臺北市青年團大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7/12/05 臺北州青年團大會於圓山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7/12/18 第二十屆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臺灣區預選賽決賽，臺北一中冠軍。 日誌 

1937/12/28 全臺灣高專田徑大會，臺北高商與臺南高工並列冠軍。 年表 

1938/01/13 赴中國戰歿選手追悼會暨臺灣橄欖球選拔賽，於臺北帝大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8/01/18 臺灣體育協會會長發表關於戰時體制下的體育運動聲明書。 日誌 

1938/01/19 村社講平、南部忠平兩選手應體協之邀請來臺指導。 日誌 

1938/01/24 參加菲律賓高爾夫球選拔賽之宮本留吉等七人順道來臺。 日誌 

1938/04/17 歡迎海軍大相撲比賽，於新公園舉行。 年表 

臺灣競馬令公布。 日誌 
1938/05/14 

臺灣競馬令公布。 年表 

1938/05/17 為使體位向上、充實人力資源，實施健康週 年表 

1938/05/27 國防體育大會於圓山運動場盛大舉行。 日誌 

1938/05/28 全臺灣體協支部陸上競技對抗賽暨內地派遣選拔賽於臺南高工舉行。 日誌 

1938/06/04 關於解放體育設施使用要項公布。 

臺灣學生陸上競技於臺北帝大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8/06/05 第一屆全臺灣學生國際式桌球賽於臺北帝大舉行。 日誌 

1938/07/07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預選賽於臺南球場舉行。 日誌 

1938/07/14 全臺灣對慶應大學田徑賽於慶大運動場，臺灣敗陣。 日誌 

1938/07/15 國民精神總動員武道夏季講習會，於臺北武德殿舉行。 日誌 

1938/07/22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區預選賽開幕。 日誌 

1938/07/23 第十三屆全臺灣水上競技選拔賽，於臺中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38/07/28 臺灣競馬令施行規則公布實施。 日誌 

1938/07/31 早稻田大學劍道部選手來臺。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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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08/01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八幡 9A比 5打敗臺南隊。 日誌 

1938/08/06 第十三屆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網球賽，靜修高女冠軍。 日誌 

1938/08/08 全島一齊實施廣播體操，為期十天。 日誌 

1938/08/28 全國學童廣播游泳大會舉行。 日誌 

1938/09/03 第十四屆全島體協支部軟式網球對抗賽，於嘉義中學球場舉行。 日誌 

1938/09/04 臺北州青年團體育大會，於臺北帝大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8/09/17 第十屆全臺灣男子中等學校游泳賽，於臺北市立游泳池舉行。 

第十三屆全島網球選拔賽，於臺銀球場舉行。 

日誌 

1938/09/23 公認賽馬的嚆矢，臺北秋季競馬之初始。 日誌 

1938/09/24 第十八屆全島中等學校武道大會，於臺北武德殿舉行。 日誌 

1938/10/01 第九屆全臺灣學生網球選拔賽，於帝大球場舉行。 日誌 

1938/10/02 第九屆臺北社會人士游泳賽暨第一屆臺北學童游泳大賽，於臺北市立

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38/10/08 第二屆全島學生網球選拔賽於帝大球場舉行。 日誌 

1938/10/09 全國中等學校相撲賽臺灣區預選賽於臺北植物園舉行 日誌 

1938/10/15 第七屆全島女子中等學校田徑對抗賽，於帝大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8/10/16 第十九屆全臺灣田徑選拔賽，於帝大運動場舉行。 日誌 

1938/12/01 日本網球協會臺灣支部成立。 日誌 

1938/12/10 臺．菲游泳對抗賽，臺灣代表隊候補名單公布。 日誌 

1939/01/01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於嘉義公園舉行。 日誌 

1939/04/07 愛馬日，各地舉行相關活動。 日誌 

1939/04/08 臺北賽馬場動工儀式於北投舉行。 日誌 

1939/05/07 第六屆全島學生馬術大會，於後藤部隊營區舉行。 

被譽為全島第一的嘉義競馬場落成啟用。 

日誌 

1939/06/11 第一屆臺灣乘馬大會，於臺北川端競馬場盛大舉行。 日誌 

1939/06/17 全島中等學校足球選拔賽，於臺北二中舉行。 日誌 

1939/06/18 第十一屆臺灣學生弓道聯盟春季大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9/07/08 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區預選賽，由臺北對臺東開始。 日誌 

1939/07/12 泰國訪日網球選手四人順道來臺。 日誌 

1939/07/13 學習院曲棍球隊來臺友誼賽。 日誌 

1939/07/15 第二屆全島體協支部暨第八屆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運動會，於臺中舉

行。 

日誌 

1939/07/21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預選賽，於臺北帝大開幕，共 13校參加。26

日結束，嘉中冠軍；8月 2日出發。 

日誌 

1939/08/05 全島游泳賽兼臺．菲代表權選拔賽，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9/08/12 全島女子網球選拔賽，於臺北新公園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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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08/26 全島少年劍道比賽開幕。 

第十四屆全島男子中等學校網球賽，於臺南舉行。 

日誌 

1939/09/02 臺．菲游泳賽於馬尼拉舉行，男子組 28比 29分落敗，女子組 24比 6

大勝。 

臺北秋季競馬開幕。 

日誌 

1939/09/09 全島小公學校教員暨青年團運動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39/09/17 第十四屆全島中等部橄欖球選拔賽，於臺北高商舉行。 日誌 

1939/09/23 全島曲棍球選拔賽，於臺北高校舉行。 日誌 

1939/09/29 新竹秋季競馬開始。 日誌 

1939/09/30 第二十屆全島田徑選拔賽，於帝大舉行。 

第十四屆全島網球選拔賽，於臺銀球場舉行。 

日誌 

1939/10/01 第一屆全島師範學校體育大會，於臺中舉行。 日誌 

1939/10/07 東京大學相撲雙葉山等人來臺。 

第十屆全島中等學校游泳賽，於臺南舉行。 

日誌 

1939/10/12 第十四屆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臺灣選手名單公布。 日誌 

1939/11/19 第五屆高專劍道選士權大會，於臺北高商舉行。 

第九屆全島大學高專相撲比賽，於總督府專賣局舉行。 

日誌 

1939/11/26 全國高專橄欖球臺灣預選賽決賽，於帝大舉行。 日誌 

1939/12/01 體位向上展覽會於臺中公會堂舉行。 日誌 

1939/12/03 全島高專運動會於帝大舉行。 日誌 

1939/12/09 第十一屆全島籃球賽於臺南舉行。 日誌 

1940/01/02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選拔賽於臺中舉行，六校參加。 日誌 

1940/01/04 臺北高校勇奪全國高校曲棍球大賽冠軍。 日誌 

1940/02/08 赴馬尼拉參加運動會選手搭宮崎丸號出發。 日誌 

1940/02/11 臺北州畜產會舉行愛馬大遊行，參加者 500餘人。 日誌 

1940/02/18 體協臺北支部主辦強步(健行)大會，2,200餘人參加。 日誌 

1940/03/14 橿原神宮奉納武道大會，臺灣派出河上、中原、佐藤、富山等四名選

手參賽。 

日誌 

1940/03/18 桌球選手今、賴兩氏來臺。 日誌 

1940/04/03 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納武道會，於臺北植物園內演武場舉行。 日誌 

1940/04/07 全島各地實施愛馬日。 日誌 

1940/05/04 臺南新競馬場落成啟用。 日誌 

1940/05/05 建功神社奉納游泳賽，於臺北東門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40/05/18 天覽武道臺灣代表選手，劍道田中、柔道吉浦。 日誌 

1940/06/09 全島中等學校劍道賽於臺北高商、田徑於帝大舉行。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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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06/16 全島中等學校柔道賽，北商稱霸。 

第十二屆臺北州游泳賽，於東門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40/07/09 都市棒球對抗賽臺灣預選賽，高雄隊冠軍。 日誌 

1940/07/14 全島體協支部田徑對抗賽，於臺中水源地運動場舉行。 

臺南州少年劍道，尋常科嘉義旭小學校冠軍。 

日誌 

1940/07/20 全島中等學校游泳賽，於臺中水源地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40/07/24 北工劍道部稱霸全國大賽。 日誌 

1940/07/26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預選賽，臺北一中冠軍。 日誌 

1940/07/31 全島少年劍道大賽於臺北植物園內武德殿舉行，錦小學校、末廣高冠

軍。 

日誌 

1940/08/04 全島女子網球賽於臺北新公園舉行，靜修女四連霸。 日誌 

1940/08/05 舉行全島廣播體操大會。 日誌 

1940/08/06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京城 4A比 3勝高雄。 日誌 

1940/08/12 臺北州計畫百萬州民體育總動員。 日誌 

1940/08/15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京都商業 3A比 1勝臺北一中。 日誌 

1940/08/18 本島最初的長矩離游泳比賽，於基隆海水浴場舉行，北商稱霸。 

同志社大學柔道部來臺與臺北隊友誼賽，戰績平手。 

日誌 

1940/08/20 內地留學生對臺灣選手桌球對抗賽，於帝大舉行。 日誌 

1940/09/09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申請恢復純粹運動性質之團體。 日誌 

新竹州警察官武道大會。 

第八屆臺北學生聯合射擊大賽於三張犁舉行。 

全島學生游泳賽於臺北一中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40/09/14 

臺北州下小公學校游泳大賽，於東門游泳池舉行。 日誌 

1940/09/21 奉祝中等學校棒球賽，於臺中水源地球場舉行，北工冠軍。 日誌 

1940/09/22 京都武專畢業旅行來臺，與臺灣聯隊進行柔劍道比賽。 日誌 

1940/09/23 奉祝各州運動會，小公教員、新竹州青年團、花蓮港青年團等校國防

競技，花蓮港稱霸。 

日誌 

1940/10/01 二千六百年奉祝棒球賽，臺東稱霸。 日誌 

1940/10/03 奉祝神宮體育大會，代表隊 191名選手確定。 日誌 

1940/10/05 全島師範學校體育大會，於臺北第二師範舉行。 日誌 

1940/10/17 全島警察官刑務官武道大會，於臺北舉行。 日誌 

1940/10/31 北商曲棍球隊，稱霸明治神宮大賽。 日誌 

1940/11/01 明治神宮軟式網球男子組中等府縣對抗賽，臺灣冠軍。 日誌 

1940/11/02 明治神宮大賽，警察官柔道賽，臺灣代表岩淵五段於決賽奮戰，可惜

落敗。 

日誌 

1940/11/03 神宮大賽，臺灣弓道隊冠軍。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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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1/16 日華親善訪日之廣東日華體育會選手訪日歸途順道來臺。 日誌 

1940/11/23 臺南州下警察官武道大會舉行。 日誌 

1940/12/18 臺灣選手榮登全日本女子游泳十傑。 日誌 

1941/01/02 全島軟式網球賽於嘉義舉行。 日誌 

1941/01/04 全國高校曲棍球賽，臺北高校冠軍。 

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於嘉義舉行，嘉義中學冠軍。 

日誌 

1941/01/05 臺灣山岳會主辦中央山脈冬季大登山活動。 日誌 

1941/01/07 北一中橄欖球隊打敗福岡中學，稱霸全國。 日誌 

1941/01/12 高雄州教職員及學童排球大賽，於高雄中央廣場舉行。 日誌 

1941/01/18 第十一屆全島橄欖球選拔賽，於高商球場舉行。 日誌 

1941/01/19 第三屆高雄州學校職員武道大會。 

第十四屆高雄州運動會，於高雄高女舉行。 

第四屆臺北州小公學校職員及學童劍道賽，於臺北武德殿舉行， 

尋常科旭小冠軍、高等科羅東冠軍。 

日誌 

1941/01/27 網球選手鶴田來臺舉行示範賽，展現高超球技。 日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