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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 運 動 實 在 真 正 好運 動 實 在 真 正 好運 動 實 在 真 正 好運 動 實 在 真 正 好 ，，，， 鍛 鍊 身 體 心 平 和鍛 鍊 身 體 心 平 和鍛 鍊 身 體 心 平 和鍛 鍊 身 體 心 平 和 ；；；；     

                          Un tong sit chai chin chiaⁿ ho，，，，toan lian sin thé sim peng ho；；；； 

工 課 也 著 認 真 做工 課 也 著 認 真 做工 課 也 著 認 真 做工 課 也 著 認 真 做 ，，，， 息息息息 困 行 徙困 行 徙困 行 徙困 行 徙         過 勞過 勞過 勞過 勞 。。。。     

                                    Khang khoe ia tióh jim chin cho，，，， hiohhiohhiohhioh khunkhunkhunkhun kiaⁿ soá boe ke ́ lo 

(((( 二二二二 )))) 此 款 生 活 著 改 良此 款 生 活 著 改 良此 款 生 活 著 改 良此 款 生 活 著 改 良 ，，，， 悽 慘 過 日 足 可 傷悽 慘 過 日 足 可 傷悽 慘 過 日 足 可 傷悽 慘 過 日 足 可 傷 ；；；；     

  Chit khoań seng oah tioh kaí liong，，，，chhi chham� ke ́ jit� chiok kho siong；；；；    

著 有 運 動 即 會 勇著 有 運 動 即 會 勇著 有 運 動 即 會 勇著 有 運 動 即 會 勇 ，，，， 身 軀 若 勇 國 會 強身 軀 若 勇 國 會 強身 軀 若 勇 國 會 強身 軀 若 勇 國 會 強 。。。。 ∗
 

                      Tioh u un tong chiah e iong�，，，，    sin khu na iong kok  ē kiong。。。。 

以上是兩首創作於一九二○年代的運動歌謠，在當時提倡革新社會風氣的背 

景之下，以茲鼓勵民眾多多從事體育運動。前者指出運動的好處，有益身體鍛鍊、

達到心平氣和的修養；在認真工作之餘，有休息、有運動，身體才不會過度疲勞。

後者意指目前這樣的生活有待改善，若是暮氣沈沈過日子，實在有傷身心；人必

須運動，身體才會強健，個人身體勇壯，國家自然就會強盛────────以此兩首運動歌

謠作為本論文的「楔子」，說明從事體育運動有益個人強健、國家興盛，以突顯

當時重視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要性。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1948 年 5 月，第七屆全(中)國運動會於上海舉行，是臺灣史上首度選派代表 

隊「出征祖國」，也是海峽兩岸運動隊伍首次正面交鋒，臺灣組成實力堅強的隊

伍，滿懷愛慕祖國之心前往參賽，結果技冠全場、成績斐然。1除了賽場實力高

人一等之外，臺灣代表隊最令人稱道的是「紀律的生活」。2從開幕前媒體對各隊

                                                 
∗稻田尹，〈運動の歌：續‧臺灣歌謠と民眾〉，《臺灣時報》，1941 年 12 月，頁 38。按：此歌謠

中的羅馬字為筆者依甘為霖編，《廈門音新字典》(臺南：人光出版社，1997 年)所加。 
1在此次全運會開賽之前，臺灣隊實力之堅強即已受各界一致肯定。比賽結果，臺灣隊共計獲得

男子田徑總錦標、棒球、壘球、桌球單打(王友信)、網球單打(敗部賽高登科)、拳擊輕丙級(蕭文

宗)、拳擊輕丁級(陳明標)等項冠軍。女子組成績雖不若男子耀眼，但亦大有斬獲，計有：田徑總

成績第四、游泳第二、排球冠軍、桌球單打第三(劉玉女)、桌球敗部冠軍邱寶雲(前四名爭勝部名

次，其餘爭敗部冠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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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時男子田徑隊以壓倒性優勢之 155.5 分獲得團體總冠軍，亞軍為空軍代表隊

69 分，季軍上海市隊 61 分。徐天德、許通、陳英郎等三人在男子徑賽項目，均有打破全中國紀

錄的優異成績。見張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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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據賽前全運會特派記者的報導，臺灣隊於 4 月 24 日抵達上海，「即集中住在選手宿舍過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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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問介紹，到閉幕時的總評檢討，臺灣隊所展現的運動實力和運動精神，均是

「全國第一」，大會會長朱家驊在閉幕致詞時公開表示：「令人極深佩服」；3而《中

央日報》亦評為「可敬的臺灣選手」，當時媒體的報導如下： 

       

      臺灣代表隊是這次全運會中最出色的一個團體臺灣代表隊是這次全運會中最出色的一個團體臺灣代表隊是這次全運會中最出色的一個團體臺灣代表隊是這次全運會中最出色的一個團體，，，，他們得了田徑賽錦標他們得了田徑賽錦標他們得了田徑賽錦標他們得了田徑賽錦標，，，，創創創創

造出許多新紀錄尚在其次造出許多新紀錄尚在其次造出許多新紀錄尚在其次造出許多新紀錄尚在其次，，，，而他們所表現的團體紀律而他們所表現的團體紀律而他們所表現的團體紀律而他們所表現的團體紀律、、、、個人的運動道德個人的運動道德個人的運動道德個人的運動道德，，，，

不由人不致其衷心欽佩之忱不由人不致其衷心欽佩之忱不由人不致其衷心欽佩之忱不由人不致其衷心欽佩之忱。。。。每天整隊出入會場每天整隊出入會場每天整隊出入會場每天整隊出入會場，，，，從無一人自由行動從無一人自由行動從無一人自由行動從無一人自由行動；；；；參參參參

加各項比賽加各項比賽加各項比賽加各項比賽，，，，絕對遵從裁判員判決絕對遵從裁判員判決絕對遵從裁判員判決絕對遵從裁判員判決，，，，從無抗辯爭執從無抗辯爭執從無抗辯爭執從無抗辯爭執；；；；上海市內歌臺舞榭上海市內歌臺舞榭上海市內歌臺舞榭上海市內歌臺舞榭，，，，

也從未發現臺灣選手的蹤跡也從未發現臺灣選手的蹤跡也從未發現臺灣選手的蹤跡也從未發現臺灣選手的蹤跡。。。。凡此種種凡此種種凡此種種凡此種種，，，，說來很簡單說來很簡單說來很簡單說來很簡單，，，，但全運會四但全運會四但全運會四但全運會四、、、、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個單位中個單位中個單位中個單位中，，，，沒有第二個單位做得到沒有第二個單位做得到沒有第二個單位做得到沒有第二個單位做得到。。。。4
 

 

如果將時間往回溯，當時臺灣剛「回歸祖國」二年多，選手都是在日本統治之下

所教育訓練出來的青年。臺灣選手和(中國)內地選手在全運會場上比賽，多少含

有日本與中國訓練出來的選手相較量的意味在內。而臺灣隊的整體表現，其實正

說明了日治時期對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產生極巨大且深遠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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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也

因之出了不少出色的體育人才」。5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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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種守法重紀、嚴肅簡樸、團結合作的精神，

非積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和努力是不容易企及的。和內地同胞散漫放縱、無秩序、

無紀律的情形對比之下，我們真不能不為國家民族前途憂慮」。6很顯然地，臺灣

隊儼然一支訓練有素、身經百戰的隊伍，而之所以能技壓中國各隊，並在競技場

上展現泱泱大度的運動風範，究其因，實奠基於日治時期注重體育運動的發展，

方能有此展現。 

再從臺灣史的研究角度而論，有關臺灣近代化的開端，究竟肇始於何時，因 

內容判別標準及時間斷限的不同，大致有清末開港通商之後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兩種看法。然而，若以「體育運動」此項十九世紀後期以降，先進工業化國家致

                                                                                                                                            
紀律的生活。隊員一律不准自由行動，早上六時起床，即齊集唱隊歌及晨操，並由指導員講述應

知事項。白天並由指導員率領分組去練習。這種守紀律的精神，實在值得稱道。多少選手的失敗，

都是到了一個陌生地方，忙了去逛去玩。」見馮覃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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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臺灣選手展現守紀律的精神，一方

面固然是日治時期養成的習慣，另一方面，亦因前一年剛發生「二二八事件」，此次前往祖國，

自然格外小心。 
3〈本屆全運成績優良 證明國家仍在進步 匪亂未嘗影響統一團結〉，《中央日報》(南京版)，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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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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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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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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展的重要社會內涵，作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邁向現代化的指標，則毫無疑

問，臺灣社會是在進入日本統治，才逐步開始系統化、組織化發展出具有現代性

意味的體育運動。日本領有臺灣之後，一方面對臺灣的風俗舊慣進行調查，一方

面展開有效率的現代化建設，而且是基礎性、全面性、整體性的發展，體育就是

其中項目之一。不論學校、軍隊、社會以及各種機關團體，甚至民營會社都設有

運動場所或組織運動團體，大正中期以後(約 1920 年代以降)，社會運動風氣興

盛，從事體育活動就像日常生活中吃飯、喝水一般地自然。7
 

再看戰後至今，超過 60 年的發展時間，臺灣一地的運動成績表現如何呢？

以國際間最高層級的運動賽事────────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例，臺灣從 1960 年至

2008 年，共計參加 11 屆奧運會，8總獎牌數 2 金 6 銀 11 銅，團體項目則唯有棒

球曾在業餘選手參賽時代，刻意保留選手資格而奪得獎牌。9誠然，以上所述臺

灣運動代表參加上海全運會與歷屆奧運，兩者的等級和競爭對手都不相同，實在

很難用客觀標準評判高下。但如果從臺灣的政治、社會、教育、人口、土地面積、

國民所得諸方面的世界排名來看運動成績的整體表現，則臺灣從戰後至今，其實

處於長期積弱不振的狀態。10問題的癥結何在？難道臺灣人真的不擅長或不適合

發展體育運動、無法在國際競技場上爭得一席之地位嗎？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

大問題，或許各界人士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看法。然而，也或許從歷史中可以找

到提供參考的借鏡。亦即，如果臺灣歷史上曾經重視體育發展，也有過相當程度

                                                 
7葉龍彥，〈百年體育、千禧曙光──體育、文化、史觀〉，《國民體育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61-67。 
8
1948 年倫敦奧運會，因國共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在時間緊迫及經費不足的情況下，中華民

國倉促選派代表隊與賽，未得任何獎牌，其中田徑選手陳英郎即來自臺灣。1952 年赫爾辛基奧

運會，為公平處理「兩個中國」問題，國際奧會投票表決後接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

各自以「中國」名稱組隊參賽，但當時中華民國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此議一出，中華奧

會代主席郝更生當場宣布中華民國決定退出此屆奧運，也不參加和中共在同一場合的任何活動，

隨即兼程返回臺北。後來，該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派員參加的奧運會。1956 年墨爾本奧

運亦承認臺灣與中國同時派隊參賽，因澳洲與臺灣建有邦交，此次則變成中國退賽。臺灣代表隊

全體成員 43 名，是政府遷臺後首度派隊參賽，比賽結果仍是志在參加，不在得獎，臺灣運動員

的第一面奧運獎牌為 1960 年楊傳廣的十項全能銀牌。以上賽事經過參見湯銘新編譯，《奧運會發

展史 1896-2000》(臺北：徐亨體育文化基金會，2004 年)，頁 222-223、240-241、253-254、277-278；

鄭良一編著，《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臺北：胡氏出版社，2004 年)，頁 60、62、68。 
9依時間順序分別為，1960 年田徑 1 銀；1968 年田徑 1 銅；1984 年舉重 1 銅；1992 年棒球 1 銀；

1996 年桌球 1 銀；2000 年舉重 1 銀 1 銅、桌球 1 銅、跆拳道 2 銅；2004 年跆拳道 2 金 1 銅、射

箭 1 銀 1 銅；2008 年跆拳 2 銅、舉重 2 銅。依「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之

〈我國歷屆奧運得獎統計表〉查詢而來，網址： 

http://eshop1038.hiwinner.tw/ec99/eshop1038/ShowGoods.asp?category_id=77&parent_id=0 查詢日

期：2009 年 4 月 24 日。 
10臺灣土地面積在世界各國排名第 72，人口數排 45，外匯存底世界第 4(2008 年)，GDP(國內生

產毛額)指數第 22(2008 年)。見奇摩網站：http://tw.yahoo.com/。而據〈我國歷屆奧運得獎統計表〉

查詢，臺灣的歷屆奧運成績大約排名在百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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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成績表現，則當時是如何推行？有何成效？(至於後來為何衰落或倒退則

是另一個問題)。凡此種種，必須以歷史的角度切入，從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

的發展作根源性的探討，才能明瞭整個臺灣體育運動發展的歷史脈絡。 

 

 

貳貳貳貳、、、、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體育體育體育體育．．．．運動運動運動運動．．．．體育史體育史體育史體育史 

「體育」這一個名詞是現代人十分熟悉的概念並經常使用的詞彙，但關於體 

育的定義，眾說紛云，莫衷一是，如何給予一個令人普遍接受的定義其實頗為困

難。11一般而言，「體育」，是指以身體活動為手段的教育，它來自英文的 physical 

education，直譯為身體的教育。廣義的體育與體育運動含義相同，包括身體教育

(即狹義的體育)、競技運動、身體鍛鍊等三方面。12體育的功能在於透過身體的

鍛鍊，達到發展體力、增強體質、豐富生活的一種社會活動。體育史學者蔡禎雄

即指出： 

 

體育是促進民族生機體育是促進民族生機體育是促進民族生機體育是促進民族生機，，，，培養民族精神培養民族精神培養民族精神培養民族精神，，，，改進民族素質之重要活動改進民族素質之重要活動改進民族素質之重要活動改進民族素質之重要活動，，，，其重要其重要其重要其重要

性不言可喻性不言可喻性不言可喻性不言可喻。。。。體育是國力的象徵體育是國力的象徵體育是國力的象徵體育是國力的象徵，，，，國民體能之良窳國民體能之良窳國民體能之良窳國民體能之良窳，，，，乃至國家強盛與否之乃至國家強盛與否之乃至國家強盛與否之乃至國家強盛與否之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世界各國重視體育世界各國重視體育世界各國重視體育世界各國重視體育，，，，良有以也良有以也良有以也良有以也。。。。13 

 

誠然，個人從事體育運動有助於促進娛樂健身、人際交往等作用；競技體育則對

於追求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社會榮辱與共的一體感等意識也非常顯著。儘管競

技運動並不保證一定會促進健康(運動傷害或猝死時有所聞)，但其追求和創造勇

敢、頑強、堅靭、團結、拼搏、進取、競爭、容忍等特質，經常受到讚揚與推崇，

國內外重大運動競賽更往往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所在。14
 

雖然體育的功能性普遍受到肯定，但時至今日，學術界對體育此一概念仍未

有一致性的語彙，英文中除上述 physical education 之外，另有 sports(直譯為體育、

運動或體育運動)，或者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直譯為體育運動)。「體育」

一詞在中國之成爲慣用語，大約是清末戊戌維新前後從日本引進而來，當時的日

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近代式的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 )逐漸傳佈發展，

稱之為「体育」；或者直接使用外來語「スポ─ツ」(來自 Sports)，有時亦將兩者

                                                 
11王健、侯斌主編，《體育原理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2 年)，頁 38-39。 
12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頁 350-351。 
13蔡禎雄，《體育的理念》(高雄：復文出版社，2001 年)，頁 23。 
14易劍東，《體育文化》(臺北：揚智文化，1998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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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使用，稱為「体育．スポ─ツ」此一新的複合名詞。15經過長期的體育運動

發展和語詞演變，目前日本的「競技運動」(スポ─ツ)一詞已經成為「體育」的

總體概念。而中國則正好相反，廣義的「體育」是「競技運動」的總體概念。歐

美的情形則更加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的體育和娛樂、休閒、保健等

活動逐漸融為一體，語詞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recreation」、「physical training」等詞，已經難以概括和解釋紛繁複雜

的體育活動內容。16相較之下，日本採用體育和外來語スポ─ツ(sports)並用，或

二者並用，創造出新的複合名詞「體育．スポ─ツ」，概念上比較接近中文「體

育運動」(身體的教育＋身體的活動)。17由於中國和日本的漢字字形相通(字意未

必相同)，在中國大多使用體育一詞，而忽略了 sports 的運動意涵，故採取「體

育運動」是比較周延的用語。正因體育和運動兩者的意義相近難以明確區分，臺

灣地區則是體育和運動有時單獨使用，有時兩者合用稱為「體育運動」，有時又

                                                 
15在日文方面的解釋，體育(たいいく)有二個概念：一是「身體的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二

是藉由身體活動所進行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 activities)。而「運動」(うんどう)，

若用在體育場合，則是指身體的運動(physical activity)，故有時運動與體育意義相通。而「スポ

─ツ」，則有體育、運動比賽及游戲等涵義，見今村嘉雄等編，《體育大辭典》(東京：不昧堂，

1966 年)，頁 109-110、643-644；左秀靈編，《日華體育大辭典》(臺北：名山出版社，1988 年)，

頁 239。 
16在西方，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但「體育」(physical education)一詞一般

認為最早出現在近代法國的報刊上，也就是說，古代並無現代這樣明確而完整的「體育」概念，

世界各地皆是如此。18 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歐洲一些國家的確立和發展，

近代體育也隨著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在歐洲蓬勃發展起來。18 世紀六○年代有關兒童教育的著作

裏，已有法語「體育」(education physique)一詞。此後，德國近代學校體育的先驅顧茲姆斯(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Gutsmuths,1759-1839)於 1793 年出版的《青年的體操》一書中，也使用了「體

育」和「屬於教育的身體練習」這類詞語。至 19 世紀，「體育」已成為一個專門術語出現在一些

教育和體育著述中。例如，1854 年，英國社會學家史賓塞曾發表以體育(physical education)為題

的論文；英國體育家、人體測量學鼻祖麥克拉倫也於 1867 年出版《體育的體系》(A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一書。「體育」一詞產生和應用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學說的發展。當時許多教

育家和思想家都主張從道德、知識和身體三個方面施行教育，並認為通過身體活動進行的教育自

然就是體育，而此時的「體育」是從教育的角度出發被提來的，並把它作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的廣為傳播，以及近代「體操」內容的變化(主要

是徒手體操和器械體操的身體練習，而古希臘體操則泛指各種身體活動)，人們漸認為「體操」

所代表的內容體系不足以反映「體育」的實質概念，從而使得「體育是以身體活動為手段的教育」

這一現代體育概念逐步建立起來。至二十世紀二○年代以降，世界上許多國家陸續將學校「體操」

課改稱為「體育」課。此後，「體育」一詞才普遍使用起來。此後，隨著社會發展和體育實踐的

豐富，以及體育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用「體育」一詞已難以涵蓋豐富的體育活動內容，

「身體文化」(physical culture)、「運動」(sports)等語詞相繼被各國用來當作體育的總概念。二次

大戰以後，世界各國大多採用 sports 來標記體育的總概念或作為體育的上位概念。儘管對於 sports

的涵意和理解並不一致，但 1975 年，歐洲共同體(the European Community)委員會通過各加盟國

的體育 sports 部長會議提出並通過了《歐洲大眾體育(sports)憲章》，各國已基本把 sports 作為體

育的總概念來使用。見王健、侯斌主編，《體育原理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2 年)，頁

28-30。 
17易劍東，《體育文化》，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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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互換使用，其實內涵仍是指身體的活動和運動競賽而言。18
 

由於體育的本質就是身體的運動，若缺乏運動的因素，體育就不存在。19因

此，sports(運動)也是使用頻率極高的一個語詞，在許多國家已有將其作為體育的

總概念或上位概念來使用的趨勢。Sports 一詞係源於拉丁語 deportsare(消遣、娛

樂)，在中世紀出現動詞 sport(to sport)，意思是「使自己快樂」。至 19 世紀中葉，

演變成意味著進行具有競技性質的各種運動、娛樂和遊戲，也意味著各種非競技

性質的健身運動，以及消遣性的娛樂和遊戲活動等。二十世紀七○年代以來，隨

著體育運動的進一步普及和體育用語的不斷豐富化，sports 在概念上又獲得許多

內涵和外延，使其概念發生變化。此後 sports 作為體育總概念已形成趨勢。從歷

史角度來看，sports 是與作為學校的體育相對應的，其產生也不是以教育為目的，

因而無論 sports 怎樣發展，它也不能完全等同於體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20

至少，就目前而言，sports 的身體教育的成分和意義還是顯得較弱，因此將二者

結合起來作表述，應該是恰當的。 

    至於「體育史」，顧名思義是研究體育之發生、發展及其形態結構和功能演

變的歷史過程；同時並展示體育文化的演進歷程，反映體育運動的發展與時代背

景之間的關係。21戰後臺灣地區體育史研究首倡者吳文忠，即明白揭櫫體育史的

意義及範圍： 

 

體育史是記述已往人類體育活動的真相和演進的歷程體育史是記述已往人類體育活動的真相和演進的歷程體育史是記述已往人類體育活動的真相和演進的歷程體育史是記述已往人類體育活動的真相和演進的歷程，，，，並探究其因果關並探究其因果關並探究其因果關並探究其因果關

係係係係，，，，供給今人和後世作為資攷供給今人和後世作為資攷供給今人和後世作為資攷供給今人和後世作為資攷，，，，以求今後體育無限發展的科學以求今後體育無限發展的科學以求今後體育無限發展的科學以求今後體育無限發展的科學。。。。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

體育史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關於體育事實的紀錄體育史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關於體育事實的紀錄體育史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關於體育事實的紀錄體育史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關於體育事實的紀錄，，，，而為明瞭現代體育的來而為明瞭現代體育的來而為明瞭現代體育的來而為明瞭現代體育的來

源源源源，，，，與推測未來體育的途徑所必需的一種知識與推測未來體育的途徑所必需的一種知識與推測未來體育的途徑所必需的一種知識與推測未來體育的途徑所必需的一種知識……………………。。。。    

                                                 
18在臺灣，常見「體育」與「運動」概念交雜混用的情況，連政府主管部門也不例外。例如，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的英文名稱是 Sports Affairs Council Exective Yuan、教育部體育司與各校體育系

的英文名稱則一致為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再以臺灣各主要報紙為例，除《中國時報》

直接以中文「運動」為版名之外，《聯合報》、《民生報》(已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停刊)、《自由

時報》、《蘋果日報》等皆以「體育」為版名，但英文名稱則為 sports。再例如，電視台有衛視「體

育臺」、緯來「體育臺」、ESPN「體育電視網」、「體育」記者播報「體育」新聞；1941 年起，國

民政府明訂每年的九月九日是「體育節」。凡此種種，皆表示口語及文字上的「體育」，其實比較

接近吾人心中「運動」(sports)的概念。此外，中國亦以「體育」一詞涵括「運動」的概念，例如，

《大公報》、《人民日報》都使用「体育」為版名。而日本的傳播媒體如《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則用「スポ─ツ」；而一般英文傳播媒體則以「sports」為名。相較之下，英、日文在概念及語彙

的使用上較中文更有一致性。由於臺灣目前對於「體育」、「運動」、「體育運動」尚未明確的區別

和一致性的概念，為使行文順暢，本論文兼採此三種語彙，所指涉的內涵亦相同。但三者相較之

下，體育運動是比較周全的用語。 
19徐元民，《體育史》(臺北：品度文化，2005 年)，頁 3。 
20王健、侯斌主編，《體育原理導論》，頁 35。 
21陳安槐編，《體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頁 116；郎凈、孟鐘捷，〈二十

世紀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再反思〉，《體育文化導刊》，2005 年第 2 期，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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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體育現代的體育現代的體育現代的體育，，，，本由古代體育蛻變而來本由古代體育蛻變而來本由古代體育蛻變而來本由古代體育蛻變而來，，，，而未來的體育而未來的體育而未來的體育而未來的體育，，，，即是現代體育所下即是現代體育所下即是現代體育所下即是現代體育所下

的種子的種子的種子的種子，，，，故研究體育史既可明瞭現代體育的前因後果故研究體育史既可明瞭現代體育的前因後果故研究體育史既可明瞭現代體育的前因後果故研究體育史既可明瞭現代體育的前因後果，，，，復可作為我們設施復可作為我們設施復可作為我們設施復可作為我們設施

時趨利避害的借鏡時趨利避害的借鏡時趨利避害的借鏡時趨利避害的借鏡。。。。22
 

 

吳氏此段話語，雖然明確給予體育史作出定義，但現代────────古代────────未來體育之

間的演變關係，以及研究體育史的功用，則未必完全如其所言。此外，樊正治也

對體育史研究作出定義： 

 

所謂體育史學的研究所謂體育史學的研究所謂體育史學的研究所謂體育史學的研究，，，，乃是有關過去體育所發生及發展的事實和經過乃是有關過去體育所發生及發展的事實和經過乃是有關過去體育所發生及發展的事實和經過乃是有關過去體育所發生及發展的事實和經過，，，，透透透透

過史學方法的處理過史學方法的處理過史學方法的處理過史學方法的處理，，，，得到解釋或說明得到解釋或說明得到解釋或說明得到解釋或說明。。。。藉以檢討體育實施的得失和影響藉以檢討體育實施的得失和影響藉以檢討體育實施的得失和影響藉以檢討體育實施的得失和影響，，，，

以及其今後可能的趨向以及其今後可能的趨向以及其今後可能的趨向以及其今後可能的趨向……………………假使先對體育的名詞及其所欲表達的意義假使先對體育的名詞及其所欲表達的意義假使先對體育的名詞及其所欲表達的意義假使先對體育的名詞及其所欲表達的意義，，，，所所所所

欲達成的目標欲達成的目標欲達成的目標欲達成的目標，，，，形成體育的經過形成體育的經過形成體育的經過形成體育的經過，，，，有所認識或區別有所認識或區別有所認識或區別有所認識或區別，，，，就易於理解過去體育就易於理解過去體育就易於理解過去體育就易於理解過去體育

與今日體育間的歷史關係與今日體育間的歷史關係與今日體育間的歷史關係與今日體育間的歷史關係，，，，以及對今日體育發生的影響及價值以及對今日體育發生的影響及價值以及對今日體育發生的影響及價值以及對今日體育發生的影響及價值。。。。23
 

 

誠如樊氏所言，體育史既是研究過去體育所發生及發展的事實和過程，理解

過去和今日體育間的歷史關係，則在研究方法上無可避免地與歷史學發生緊密的

聯結。就此而言，體育史學者徐元民亦指出體育史的基本定義： 

 

人類在過去生活中所從事的體育活動之事實真相人類在過去生活中所從事的體育活動之事實真相人類在過去生活中所從事的體育活動之事實真相人類在過去生活中所從事的體育活動之事實真相，，，，經由史學家的專業素養經由史學家的專業素養經由史學家的專業素養經由史學家的專業素養

所撰寫而成的一種知識所撰寫而成的一種知識所撰寫而成的一種知識所撰寫而成的一種知識。。。。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體育史體育史體育史體育史)所撰述的內容所撰述的內容所撰述的內容所撰述的內容，，，，不僅要陳述體育不僅要陳述體育不僅要陳述體育不僅要陳述體育

活動的歷史真相活動的歷史真相活動的歷史真相活動的歷史真相，，，，同時也要呈現體育活動的歷史知識同時也要呈現體育活動的歷史知識同時也要呈現體育活動的歷史知識同時也要呈現體育活動的歷史知識。。。。24
 

 

徐氏指出體育史的研究重點，在於藉由專業的史學素養，以探求體育活動的

歷史真相，呈現體育活動的歷史知識。徐與樊同樣強調歷史學研究方法在體育史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綜上所述，若要對體育史下一簡單明瞭的定義，則是「以歷

史學的方法，研究在時代背景之下，體育運動的發展內容和其演變過程，以及所

具備的歷史意義」。 

 

 

 
 
 

                                                 
22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 年)，頁 1。 
23樊正治，〈體育史學研究的先決問題〉，《國民體育季刊》，第 7 卷第 2 期，1978 年 9 月，頁 5-6。 
24徐元民，《體育史》(臺北：品度文化，2005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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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研究回顧 

戰後臺灣地區的體育史研究概況戰後臺灣地區的體育史研究概況戰後臺灣地區的體育史研究概況戰後臺灣地區的體育史研究概況 

(一一一一)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對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 

民國政府派員接收臺、澎，此即所謂的臺灣「光復」(或「降伏」)，結束 50 年

的日本統治時代。25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工作的展開，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

教育、乃至生活文化各方面，都產生極大的轉變────────體育界亦是如此。 

首先，新政府將日治時期的教育系統調整為與中國一致性的教育體制，而體

育則被納入教育系統之下運作。當時臺灣的體育行政主管機關為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其下設有國民體育委員會及體育督學，受教育部(南京)國民體育委員會的監

督，並於 1946 年成立臺灣省體育會，然因政局不穩，加上人力經費不足，致此

等體育組織形同虛設。26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教育部(臺北)成為臺灣最高的體育主管機

關；1954 年國民體育委員會在臺復會，由體育督學郝更生主其事，仍隸屬教育

部管轄，但一直形同虛設，1958 年後甚至一度裁撤，至 1960 年才又恢復。27
1973

年，教育部體育司成立，專管全國體育事務，體育司的職掌在於學校體育之推行

及督導、國民體育之策劃及推行、體育學術研究之發展、國際體育活動之舉辦及

參與等項。28
1998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成立，為臺灣首度獨

立設置的中央層級體育專責機構，除學校體育仍由教育部體育司掌理之外，其餘

體育事務皆改由體委會接管。29換言之，從 1945 到 1997 年，教育部主管臺灣體

育事務發展長達 53 年之久，而政府遷臺後歷任教育部長皆由大陸籍來臺人士擔

任，直到 1993 年，郭為藩(臺南人)擔任第 13 任部長之後，才首度由臺灣省籍人

士出任。身為中央最高體育行政機關的教育部長既然一直是由中國來臺者擔任，

再加上隨政府播遷來臺、負責國內外重大體育運動業務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

會和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簡稱體總，1973 年曾一度改名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

                                                 
25戰後初期，有些臺灣人認為「臺灣光復」即「臺灣降伏」，因為當時受過教育的臺灣人都會使

用日語，而日文漢字中的「光復」與「降伏」發音同為「こうふく」，實則語帶雙關，暗示心中

意念。 
26徐元民，〈五十年來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沿革〉，《國民體育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2001 年，

頁 10-12。 
27全國體育學院教材委員會編，《體育史》(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9 年)，頁 235。 
28國民體育季刊編輯部，〈體育司的成立及展望〉，《國民體育季刊》，第 4 卷第 1 期，1973 年 12

月，頁 1-2。 
29徐元民，〈五十年來中央政府體育行政組織沿革〉，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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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高層體育組織全由大陸籍人士擔任主管，此情況可謂完成國民政府遷臺之

後，對臺灣體育組織進行全面的接管與收編，故使體育人事方面具有濃厚的中國

化色彩。30
  

另一方面，由於日治時期的體育發展是由日本人主導，學校體育教師亦多由

日籍人士擔任，但戰後均回到日本，當時臺籍人士具體育學術專長者僅五人而

已。31而日治時期培養出的若干臺籍體育精英，似乎無法獨力領導體育界的運作

和體育教學的實施，例如：1946 年，以林朝杰、林朝權兄弟為中心的臺籍體育

界人士，欲號召舉辦臺灣運動會，中南部先後響應樂見其成，此舉即造成臺灣行

政長官公署莫大的壓力，先是藉故推拖，後來在輿論響應之下才指派警備總部籌

畫開辦臺灣運動會。32並於 1948 年，組隊赴上海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以優

異成績獲得團體總冠軍，可見日治時期臺灣所培養的運動實力已達相當程度之水

準。33但畢竟日治時期培育的體育人才數量有限，再加上政治因素干擾，曾經代

表日本國的臺灣運動員被質疑「忠誠度」有問題，均使得臺籍體育人士無法成為

體壇主流。34此時，許多原本在中國即已活躍於體育界的人士隨著國民政府播遷

來臺，對於戰後臺灣體育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不論是體育組織或運動

技術，乃至各級學校的體育課程及社會上大眾體育的推廣，不可諱言地，都扮演

重要的角色，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例如：郝更生、高梓、蕭忠國、吳文忠、

尚樹梅、趙鋏、樊正治、周鶴鳴等人，其中吳文忠和樊正治更是當時少數研究體

育史的體育人兼學者，也是戰後臺灣體育史研究的開創者。35
 

                                                 
30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歷任教育部長為程天放、張其昀、梅貽琦、黃季陸、閻振興、鍾皎光、羅

雲平、蔣彥士、李元簇、朱匯森、李煥、毛高文、郭為藩、吳京、林清江、楊朝祥、曾志朗、黃

榮村、杜正勝、鄭瑞城(2009 現任)。奧委會歷任首長為郝更生、周至柔、鄧傳楷、楊森、徐亨、

黎玉璽、沈宗銘、鄭為元、張豐緒、黃大洲、蔡辰威(現任)。1987 年以前體總理事長與奧委會主

席由同人擔任，且軍方色彩濃厚。1987 年之後改稱會長，由張豐緒、郭宗清、張萬利、蔡辰威(現

任)擔任，目前(2009)，體總會長與奧委會主席皆由蔡辰威擔任。 
31此五人為楊基榮(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體育教師)、溫兆宗(臺北師範學校體育教師)、林朝權(首任

臺灣省體育會總幹事)、董錦地(先後任教於屏東、高雄師範學校，對南部體育發展大有貢獻)、吳

振武(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見蘇瑞陽訪問、紀錄，〈訪臺灣體育發展的見證人──楊基榮教授〉，

《國民體育季刊》，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頁 68-73。 
32蘇瑞陽，〈訪臺灣體育發展的見證人──楊基榮教授〉，頁 68-73。 
33張素珠，〈臺灣隊參加全國第七屆運動大會〉，頁 13-17。 
34例如，日治時期臺灣第一運動健將張星賢(1910-1989)，1932、1936 年曾經二度代表日本參加奧

運而叱咤風雲，迨至戰後竟然退居運動界第二線，形同「被冷凍」，落得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下場，

終其一生未在政府體育部門擔任要職。有關張星賢的運動生涯事跡可參考張星賢，《慾望、理想、

人生────────談我五十餘年的運動生涯》(臺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1981 年)；林玫君，〈太陽旗下

的鐵人────────張星賢的田徑世界〉，《臺灣教育會研究通訊》，第 49 期，2007 年 3 月，頁 8-20；蘇

嘉祥，《運動巨人張星賢：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 
35吳文忠於 1974 年在師大體育學系創設「中國體育史料研究室」，專研中國古代體育活動和體育

史研究。關於吳氏對體育史的影響，可參考《體育學園勤墾錄－吳文忠八十回顧影集》(臺北：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出版，1990 年)。以及范春源，〈戰後臺灣地區體育史學研究之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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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體育界是由大陸來臺人士所主導，加上學術界仍受大中國思想籠

罩，而且執政當局又大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學術探討經常與中國古代

發生密切的關聯性，36體育運動的學術研究自不例外。即在此時代背景之下，具

中國生長經驗的研究者自然以其親身經歷、而且學習過程中較為熟悉的中國體育

史，或者翻譯西洋體育史著作為主。37臺灣體育史一則因戰後發展時間仍短，無

法快速達到「史」的論述。二則有關日治時期的研究風氣尚未打開，而且受限於

語文能力，即戰前受日式教育的臺籍年長者不諳中文表達，而戰後年輕一代的研

究者日文程度普遍不夠深厚，缺乏對於日治時期的歷史溯源，臺灣體育史的研究

只能算是片斷而不完整，故初期尚處於乏人問津的尷尬地位。根據體育學會統計

資料顯示，1963-1981 年間的體育史類論文共有 69 篇，但其中仍未見有關臺灣體

育史的論著。38再據蔡禎雄主編，《體育史文獻摘要選集(二)》一書，統計 1970-1992

年，臺灣地區體育史論文篇數共計 146 篇，39平均每年僅 11.2 篇(每月不到 1 篇)，

「產量」頗為稀少，雖然體育學界的論述能力較其他學門薄弱是不爭的事實，但

不啻亦顯示體育史的研究風氣尚大有開拓的空間。再者，上述 146 篇體育史論文

之中，關於臺灣體育史僅有 17 篇，表示在九○年代以前，臺灣體育史的研究仍

屬於冷門中的冷門。 

(二二二二)體育體育體育體育學界的研究概況學界的研究概況學界的研究概況學界的研究概況     

再從戰後大專院校體育科系發展狀況作觀察。1946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

立(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同時設有體育專修科，由蕭忠國擔任主任；1948

年改為體育系，翌年起由蕭忠國之學生吳文忠接掌系務；1970 年成立體育學系

碩士班(吳文忠為首任所長)，1990 年增設博士班，至今培養眾多體育研究人才，

成為體育學術研究的重要單位。此外，1961 年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成立(簡稱

省體，首任校長周鶴鳴，1996 年改制國立後簡稱臺灣體院或臺體)，是臺灣第一

所體育運動專長學校。1962 年中國文化大學成立時即設有體育系，首開私立學

校創辦體育學系之風，專門培養優秀體育教師和運動人才，其後成立運動教練研

究所碩士班。再者，1968 年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成立(簡稱北體，首任校長林

                                                                                                                                            
展望〉，《體育學報》第 17 輯，1994 年，頁 59-74；范春源，〈吳文忠與體育史之研究〉，《體育學

報》第 19 輯，1995 年，頁 23-34；許光麃，〈吳文忠的學術成就及其《體育史》所蘊涵的史學理

論〉，《國立臺灣體育學報》第 3 期，1998 年，頁 32-67。有關戰後大陸籍人士來臺灣之後對體育

發展的貢獻與影響，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但目前為止仍未整理出較具體的研究成果。 
36有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之時代背景，及其組織、工作內容，可參考林果顯，《「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 
37范春源，〈戰後臺灣地區體育史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頁 59-74。 
38體育學會編，《體育論文索引》(臺北：體育學會，1982 年)，頁 89-96。 
39蔡禎雄主編，《體育史文獻摘要選集(二)(1970-199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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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坦，1996 年改制學院)，以配合國家體育政策發展為宗旨。1969 年私立輔仁大

學體育系成立，以培養體育專業人才及提高運動科學學術水準為宗旨，並在 1999

年成立碩士班。1987 年國立體育學院成立(簡稱國體)，同時成立體育研究所碩士

班，1999 年成立博士班，是臺灣體育運動專業學校中首先專門培養體育學術專

業人才的研究機構。40
2008 年 2 月國體與臺體合併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簡

稱體大)，原本的國體稱為「桃園校區」、臺體則稱「臺中校區」。41上述體育學術

單位，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和養成的人才，至今一直是臺灣體育學術的研究主力。 

雖然體育學術單位逐漸增加，但初期教師及研究者乃以具有中國成長背景者

居多，而受教的學生卻以出生、成長於臺灣本地者占大多數，結果造成「只知有

中國體育史，不清楚有臺灣體育史」的情況。42隨著時間演進，年長而具有中國

生長背景的研究者逐漸凋零，年輕一輩對於中國體育史研究則因欠缺親身經歷而

逐漸感到陌生。反之，戰後新生代對於臺灣體育發展可謂親身參與，許多運動員

的競技表現即是用身體在撰寫臺灣體育史；而且隨著本土化浪潮的展開，體育史

研究亦由中國體育史轉而趨向臺灣體育史。換言之，戰後臺灣地區的體育史呈現

「「「「從中國體育從中國體育從中國體育從中國體育史史史史到臺灣體育史到臺灣體育史到臺灣體育史到臺灣體育史」」」」的研究走向。以下進一步申論之。 

自一九八○年代後期起，隨著本土化的呼聲日漸高漲，加上政治尺度的鬆

綁、社會風氣的開放以及新史料的開發，使得臺灣史研究逐漸蔚為當代顯學，其

中生活文化史的層面亦較以往受到更多的重視。43即在此研究趨勢之下，臺灣體

育史的研究風氣亦逐漸興盛，從八○年代後期起，有關臺灣體育運動「史」的論

述才開始在期刊發表，但九○年代以後則快速且大量增加。1988 年因參加漢城

奧運會而掀起一系列的運動會史研究回顧，但僅止於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參加奧

運會、世運會，以及戰後臺灣區運動會的發展過程，關於日治時期體育史則被絕

大多數研究者所忽略，而幾乎成為一段被遺忘的運動場時光被遺忘的運動場時光被遺忘的運動場時光被遺忘的運動場時光。44
1990 年蔡宗信與

                                                 
40若依成立時間先後而言，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最早(1970)，但該校為一所綜合性大學。

若論體育運動專門學校，最早設立的是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1961)，但該校專科學校，1996 年

改制學院，至 1999 年始設研究所。所以，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專業學校中，最早成立培養體育學

術專業人才的研究機構是為 1987 年成立的國立體育學院。 
41有關各體育校系的成立及發展概況，參見各體育校系網頁之簡史。 
42此為體育學者、前體委會主委許義雄之語，乃指九○年代以前、臺灣體育史研究尚未形成風氣

的情況而言。見許義雄，〈搶救臺灣體育史料刻不容緩〉，《學校體育》，第 12 卷第 1 期，2002 年，

頁 2-3。 
43關於 1945 至 2000 年之間，臺灣史學研究的發展變化，見王晴佳，《臺灣史學 50 年：傳承、方

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以及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

版社，2002 年)，頁 113-259。 
44《國民體育季刊》當時以「運動會」為中心論題，刊載多篇運動會史的文章，例如，樊正治，

〈運動會及其史的意義〉；許義雄，〈我國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經緯〉；詹德基，〈我國參加世界運

動會史〉；李仁德，〈我國參加世界運動會史〉；陳顯宗，〈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滄桑錄〉；汪

清澄，〈亞洲運動會的起源和發展〉；馬樹秀，〈遠東運動會史〉；蘇金德，〈臺灣運動會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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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禎雄相繼發表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初等教育體育科課程及發展的歷史考察，應是

符合學術規範的日治時期體育史研究之嚆矢。風氣既已打開，此後研究呈現蓬勃

發展之勢。45
 

八○年代初期，教育部體育司機關雜誌《國民體育季刊》，曾刊載多篇頌揚

及追悼體壇人士的紀念性文章，全部是關於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體育界人士，
46顯示其對臺灣體育發展的影響及當時體育界的環境，同時亦因自大陸來臺體育

人士的日漸凋零，而使體育發展和體育研究漸有臺灣味。由於體育史研究與研究

者本身的成長經驗相關，多數在臺灣出生、成長、受教育者，對於臺灣體育的發

展過程較為熟悉，甚至大多有親身參與的經驗，況且資料蒐集亦較中國體育史便

利，故而臺灣體育史較受新一代研究者的青睞是容易理解之事。 

再者，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亦於九○年代開始加入臺灣體育史行列。例如，原

本專治中國體育史的研究者，以及社會學、歷史學界亦開始涉及臺灣體育史的研

究領域，前者如許義雄、徐元民、王建臺等人(但同時仍持續研究中國體育史)；

後者如游鑑明、呂紹理、許佩賢、范燕秋、謝仕淵等人，均有涉及臺灣體育史的

相關研究，如此則使臺灣體育史的研究陣容更形壯大，且研究者背景亦趨多樣

化。換言之，自九○年代起，順應本土化的研究趨勢，加上從日治至戰後，臺灣

本地已累積達一個世紀以上的體育活動能量，內容既已充實，「史」的論述可謂

水到渠成矣。 

根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999 年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1972 年至 1996 年，

25 年間臺灣地區體育相關學術論著，體育史學之中以臺灣體育史占 30.2%為最

多，其次依序是中國近代體育史 20.1%、中國古代體育史 16.6%、外國體育史占

11.8%，而「其他類」總計占 21.3%。隨著整體體育學術研究風氣的興盛，臺灣

體育史和中國近代體育史的比率均逐年升高，而中國古代體育史則有不斷穩定下

滑的趨勢。47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臺灣體育史研究的起步雖然較晚，但依此研究

                                                                                                                                            
葉憲清，〈臺灣省運動會史〉；蔡特龍，〈臺灣省運動會史〉；雷寅雄，〈臺灣省田徑大賽概況〉；陳

和睦，〈臺灣全省游泳賽史〉；余勗，〈臺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的過去和未來〉。上述各文章，除陳

和睦所著一文稍有提及日治時期游泳發展概況之外，其餘各文章皆未觸及日治時期。見《國民體

育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1988 年 12 月，頁 3-106 
45蔡宗信，〈日據時期臺灣小學體育之初探──以體育課程為中心〉，《國民體育季刊》，第 19 卷

第 2 期，1990 年 6 月，頁 91-103；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的初等學校體育之歷史考察(一)〉，《國

民體育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1990 年 9 月，頁 90-103；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的初等學校體

育之歷史考察(二)〉，《國民體育季刊》，第 19 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66-73。 
46例如，〈記績著體壇的故奧會主席沈家銘先生〉(11 卷 4 期)；〈體壇耆宿－焦嘉誥先生〉(12 卷 1

期)；〈周至柔將軍與我國近代體育發展〉(12 卷 2 期)；〈體壇「好好先生」牛故教授炳鎰先生〉

(13 卷 1 期)；〈為體壇奉獻的教育家－高梓教授〉(14 卷 3 期)；〈為體育教育奉獻的張煥龍教授〉

(14 卷 4 期)；〈譽為「體育博士」的海軍一級上將－黎玉璽〉(15 卷 3 期)等。按：以上各文由《國

民體育季刊》編輯部所撰，原著者不詳。 
47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我國體育學術之現況與未來願景》，1999 年，頁 17-56。按：此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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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1997 年之後，儼然在體育史學各研究領域以後來居上之勢、占有獨領風

騷的局面，至今仍穩居臺灣地區體育史研究的「顯學」地位。西元 2000 年前後，

為迎接千禧年到來，學術界掀起許多方面的「臺灣百年」研究回顧與展望；同時，

臺灣史上首度出現政黨輪替，由本土色彩較強烈的民主進步黨執政，均使臺灣體

育史的研究更加擺脫中國因素的糾纏，也更日確定日治時期才是臺灣體育史的溯

源，儼然已成難以撼動之態勢。48
 

(三三三三)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系系系系所所所所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之研究走向之研究走向之研究走向之研究走向 

體育科系研究生所撰寫的學位論文也是體育史研究趨勢的一個觀察面向。戰 

後臺灣體育學術之受到學院派重視，應該追溯至七○年代起。當時有感於國內外

環境及時勢所需，1970 年臺灣師範大學在原有體育學系之基礎上新設立體育研

究所課程(以下簡稱師大體研)，並由體育系教授吳文忠博士擔任第一任所長。吳

氏鑑於中國體育史料的蒐集、整理乃至於保存及研究的重要性，遂於 1974 年在

體育研究所成立「中國體育史料研究室」，積極推動體育史教育與研究之工作。49

在吳文忠的指導之下，1972 年起陸續完成幾篇關於體育史研究的碩士論文，例

如：蘇雄飛的〈孔子的體育思想〉(1972 年)、周林儀的〈漢代體育現象考〉(1974

年)、趙麗雲的〈周舞十議〉(1977 年)、徐保銀的〈唐代體育活動之研究〉等等，

算是戰後臺灣本土研究生最先完成的體育史學位論文，但研究範圍都屬於中國古

代體育史。 

    1987 年 7 月「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成立(以下簡稱體院體研，2008 年

改名「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屬桃園校區)，1991 年起，體院體研開始有體育史學

位論文完成，而此時期的碩士論文已是中國體育史與臺灣體育史同時並重，雖然

中國古代體育史的研究已漸式微，但或許因師承關係或者其它緣故，1992-1993

年間師大體育學系出身的許義雄指導體院研究生完成幾篇關於中國近代體育史

的論文。5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原本從事中國近代體育史的研究者，日後指導的

                                                                                                                                            
是由體育學者劉一民、張成林等人主持；而筆者認為，以 25 年為分析期過於漫長，無法明顯看

出具體而細微的轉變。 
48以政府最高體育主館單位行政院體委會機關雜誌《國民體育季刊》為例，第 30 卷 30 期，即以

1920 年臺灣體育協會在臺北新公園舉辦的全島陸上競技大會照片為封面，更以「臺灣體育之回

顧與展望」為專題，內容有一系列的回顧性文章，例如：徐元民，〈五十年來中央政府體育行組

織沿革〉；張素珠，〈臺灣女子體育的萌芽〉；雷寅雄，〈臺灣百年田徑運動之回顧與展望〉；胡文

雄，〈臺灣排球運動之回顧〉；湯銘新，〈臺灣奧林匹克活動之回顧〉；葉龍彥，〈百年體育，千禧

曙光──體育、文化、史觀〉；黃彬彬，〈臺灣女籃風雲歲月五十年〉等。除湯銘新之外，各文皆

以日治時期為臺灣體育史的源頭，此一史觀可謂確立矣。 
49蔡禎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體育史學研究室室報》，創刊號，1998 年，頁 1。 
50例如：1992 年余碧玉的〈精武體育會之研究(1910-1928)〉、蘇瑞陽的〈國民政府初期學校體育

軍事化之研究(1925-1937)〉、戴偉謙的〈抗戰時期民族精神教育體育思想之形成(1937-194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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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則轉變為以臺灣體育史研究為主。可見從九○年代後期起，新生代的研究

生對臺灣體育史的重視已凌駕中國近代體育史而定於獨尊的地位，此趨勢至今仍

然如此。 

    另一方面，九○年代起，臺灣史研究已在學術界奠定「顯學」地位，此時出

身師大體育學系的蔡禎雄，於 1991 年自日本筑波大學學成返回臺灣，適時帶動

起體育學系學生研究臺灣體育史的熱潮，且首開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研究之先

河。51蔡氏不僅指導眾多研究生撰寫論文，且其學生畢業後至新設立的學校體育

系所任教，亦指導研究生從事臺灣體育史的研究(例如，臺東大學范春源、臺南

大學陳耀宏、蔡宗信等人)，故而整個臺灣體育史研究呈現枝繁葉茂、蓬勃發展

的景象。而從體育研究所學生的臺灣體育史學位論文觀察，大致亦呈現先從戰後

著手進行，再發展至日治時期體育史的研究走向。52
 

此外，新設立的體育相關系所亦開始有學位論文寫成。例如，2002 年起，

臺北體院運動科學研究所亦有碩士論文完成；2003 年起，屏東師院體育研究所、

體育教學碩士班(在職進修專班)；2004 年起，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前臺灣省立體

專)體育研究所以及臺東師院、臺南師院、新竹師院等校(今皆已改制大學)所設體

育教學碩士班，亦開始有關臺灣體育史碩士論文完成，各校體育研究所此時期絕

大多數是以臺灣體育史為研究領域，中國體育史(不論古代或近現代)的數量則明

顯大幅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體育研究所的臺灣體育史學位論文，其數量雖然顯

                                                                                                                                            
年許光麃的〈中國近代洋土體育論爭之形成與發展(1915-1937)〉、王建臺的〈麥克樂對中國近代

體育的影響(1913-1926)〉等。見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網址：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html 查詢日期：2009 年 4 月 24 日。 
51蔡禎雄 1970 年畢業於師大體育學系，1977 年負笈日本，1981 年獲日本體育大學體育學碩士，

1991 年獲筑波大學體育科學博士學位，共計留日 14 年。後於師大體育學系任教並接掌「體育史

學研究室」，提倡臺灣體育史的研究。2002 年倡立「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擔任理事長一職，同

時多次帶領研究者舉辦/參加國際性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對於臺灣體育史的發展，蔡氏實居

於相當重要之地位，可惜蔡教授於 2009 年 7 月 7 日，於盛年之齡與世長辭。 
52蔡禎雄所指導，以臺灣體育史為主題的研究生計有：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

程之研究(1895-1926)〉(1992 年，師大體研碩士論文)；陳耀宏，〈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全國性動

態活動之歷史變遷〉(1993 年，師大體研碩士論文)；林玫君，〈戰後臺灣國民小學體育師資養成

之歷史探源〉(1993 年，體院體研碩士論文)；李建興，〈政府遷臺後初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修訂

之歷史考察〉(1996 年，師大體研碩士論文)；譚靜梅，〈光復後臺灣地區登山活動發展之研究─

─以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為中心〉(1997 年，體院體研碩士論文)；范春源，〈戰後臺灣小學體育科

教育演變之研究〉(1998 年，師大體研博士論文)；葉霽翔，〈跆拳道運動在臺灣發展過程之研究〉

(2000 年，師大體研碩士論文)；黃正安，〈日治時期臺灣的廣播體操推展情形之研究〉(2002 年，

師大體研碩士論文)；林玉雯，〈政府遷臺後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演變之歷史考察〉(2004 年，

師大體研碩士論文)；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2004 年，師大體研博士論文)；

金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1895-1911)〉(2007 年，師大體研碩士論文)；

蔡昇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改制前身體育師資培育之歷史考察(民國 36 年～民國 94 年)〉(2007

年，臺北教育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鄭國銘，〈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察〉

(2009 年，師大體研博士論文)等。以上資料由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詢而來，網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 查詢日期，200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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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但考察其內容，大多陳述體育運動的發展過程為主，較少探究其中所蘊

含的背景因素和歷史意義。然而，若只強調發展過程，而忽略其「史」的特性(亦

即從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背景因素加以探討)，似乎研究的眼光與

企圖太過侷限，無法凸顯體育運動的歷史特性和時代意義。 

其次，地區性、鄉土性、民俗體育的臺灣體育史，是近年來學位論文的最新

研究趨勢，表示除單項運動之外，具有地區特色的體育運動，或者客家或原住民

的體育運動逐漸受到重視，如此有助於拓展臺灣體育史的研究面向。53茲將目前

(2009)臺灣地區各大學體育系、所成立之時間列表如下，以究明其沿革概況： 

表表表表 0-1：：：：戰後臺灣地區各學校體育系所成立時間表戰後臺灣地區各學校體育系所成立時間表戰後臺灣地區各學校體育系所成立時間表戰後臺灣地區各學校體育系所成立時間表54 

學 校 系 所 名 稱 沿  革  概  況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46 年設「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四年制體育科」，為

臺灣第一個專門培養體育師資之科系。1948 年改

制體育學系，1970 年成立碩士班，1990 年首創臺

灣第一所體育博士班。 

 

 

臺灣體育大學(臺中) 

1961 年創校，名為「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設

三年制體育科，1971 年增設五專部。1996 年改制

學院，分設二年制、四年制體育系，1998 年五專

部停招，1999 年增設體育研究所，2004 年接管臺

中體育場。2008 年 2 月，與「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整併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屬臺中校區。 

 

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1987 年成立「國立體育學院」，設體育研究所(不

含大學部)，1988 年增設二年制體育系，1999 年設

體育所博士班，2008 年 2 月，與「國立臺灣體育

學院」整併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屬桃園校區。 

                                                 
53附帶一提，體育相關研究所論文題目之擬訂尚有值得商榷之處。其中不論研究臺灣體育史或中

國近現代體育史者，常以「我國……」作為開頭的論文題目，如此不但容易在概念上產生混淆，

而且令人無法藉此得知研究主體為何者。此無關乎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歷史研究應該秉筆直

書，研究對象是近代中國就寫近代中國，是戰後臺灣就寫戰後臺灣，如此則能避免產生上述誤解。

例如，徐元民所撰的〈我國學校體育目標現代化之研究(1902-1949)〉(1997 年，師大體研博士論

文)和張威克的博士論文〈身體/知識/權力：論我國學校體育演進的系譜〉(2002 年，師大體研)，

此二位研究者的「我國學校」和曾瑞成所撰〈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2000 年，

師大體研博士論文)、洪嘉文的〈我國學校體育政策制定之研究〉(2003 年，師大體研博士論文)

所指涉的實為不同的研究主體────────徐元民、張威克所謂的「我國」學校體育，係指清末民初的「近

代中國」，而曾瑞成、洪嘉文的「我國」學校體育，則是指 1945 年以後的「戰後臺灣」。二者之

間截然有別，豈能皆用「我國」作為論文標題？  
54按：目前(2009)臺灣地區各大學院校設有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數量，約有 140 餘所，本表僅以

體育學系為主，至於其他相關系所的成立沿革則不及備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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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 

1963 年成立體育學系，1983 年增設國術組(於 1997

年獨立成系)，現有「體育學系暨運動教練研究所」

碩士班及博士班。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 

學系 

1968 年成立「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1996 年改

制「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現有體育學系、碩士班、

博士班。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1968 年成立體育學系，1999 年成立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 

學系 

1947 年「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時期，設「體育師

範科」，1993 年「臺北師範學院」時期設「體育學

系」，2001 年設碩士班。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體育 

學系 

1987 年臺北市立師專時期普師科即設有體育組，

以培養國小體育師資。2005 年改制「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同時增設體育學系大學部，其後碩士班、

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相繼成立。 

 

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987 年原「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改制為

「臺灣省立臺中師師範學院」，1998 年成立大學

部，2005 年改制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同時增

設體育學系碩士班。 

嘉義大學體育學系 
原嘉義師範學院，2000 年與嘉義技術學院合併為

「嘉義大學」，設體育學系，2003 年設碩士班。 

新竹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原新竹師範專科學校、新竹師範學院，1999 年成

立體育學系，2004 年設碩士班。 

 

 

臺南大學體育學系 

1950 年「省立臺南師範學校」時期，設有體育師

資科，1962 年改制師專設體育學科，1987 年改制

師範學院仍設體育學科，1998 年設體育學系，2003

年設運動與健康研究所，2006 年更名為體育學系

碩士班。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993 年屏東師範學院時期成立體育學系，2005 年

改制「屏東教育大學」增設碩士班。 

彰化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2001 年設體育學系，2004 年設碩士班。 

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99 年成立體育學系，2003 年設體育學系碩士班。 

 

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967 年「省立臺東師範專科學校」時期，設有「國

校體育師資科」，1987 年改制「省立臺東師範學

院」，設體育學系，2003 年改制「國立臺東大學」，

增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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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 

原花蓮師範學院，2008 年 8 月與東華大學整併，

改現名。2000 年成立體育學系，2006 年設碩士班。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各各各各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網頁及致電網頁及致電網頁及致電網頁及致電各各各各系辦公室查詢而來系辦公室查詢而來系辦公室查詢而來系辦公室查詢而來。。。。 

(四四四四)、、、、戰後戰後戰後戰後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相關研究成果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相關研究成果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相關研究成果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相關研究成果 

臺灣體育史的探討，不可避免地必須回溯至日治時期，才能有更完整的「史」

的概念。至目前為止，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的研究，學界大多從學校教育的

角度加以討論，認為在新式教育的實施背景之下，將體育運動的觀念引進臺灣並

透過學校教育進行實施。例如：蔡禎雄在《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

一書，依照不同統治階段，將日治時期分為恩威並行時期(1895-1905)的傳入與成

型、人種差別待遇下的探索與推廣(1906-1913)、內地延長主義下的確立與發展

(1914-1930)、日臺一體化政策下的飛躍與轉型(1931-1940)、軍國主義政策下的變

質與終結(1941-1945)等五個方面，探討初等學校體育的傳入、成型及發展過程。

本書是根據作者的筑波大學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關於日治時期臺灣體育發展史，

堪稱最早有較完整的探討，其中對於每一個時期的統治政策和時代背景先加以論

述，再探討該社會狀況之下，初等學校體育的實施情形，並將小、公學校體育進

行比較，頗能將體育發展置於歷史脈絡之下討論。而本書運用大量日治時期的教

育和體育史料，對於此後相關領域的研究參考，亦具有開創先河的貢獻。然條列

式和平鋪直敘的論述方式，偏重於發展過程，對於將體育與歷史兩者相結合則略

嫌不足，無法觀照初等學校體育所具備的歷史意義。55稍後，蔡禎雄再著《日據

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一書，考察體育教育人員的培養內容，本書的研

究方法與前書近似，將日治時期的師範學校體育分成「基礎工事」、「體系確立」、

「日臺同步」、「戰時體制」等四個時期作陳述，對於師範學校體育課程的目的、

內容、方法與實施情形，皆有深入的論述。本書亦與前書同樣大量採用教育及體

育方面的史料，也都偏重發展過程的探討，但對於將體育與歷史發展的結性仍嫌

不足，即「就體育發展論體育史」，而非「就歷史發展而論體育史」。56
 

此外，歷史學界也開始加入日治臺灣體育史的研究行列。首先，呂紹理在《水

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一書，討論臺灣在殖民統治之下，如何

引進世界標準的新時間制度，以及建立新的生活作息規律和創造休閒環境。其

中，作者從《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有關娛樂興趣的記載，考察社會領導階

層的休閒活動，將之歸類為「靜態娛樂」、「運動」、「音樂」、「其他」等四大類，

                                                 
55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 年)。按：此書係蔡禎

雄著，〈日本統治下臺灣に於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歷史的考察〉，筑波大學教育學博士論文，

1991 年，改寫而成。 
56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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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8 項 46 種。再從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居住地及家庭狀況等

因素，探討休閒娛樂所表現出的特質。57此書的研究方法和取材，頗有新穎之處，

雖然休閒活動僅為本書第五章其中一節，運動又只是其中之一，但筆者本論文第

五章，主要受到此部分的啟發，再加以擴大討論。 

再者，游鑑明發表〈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一文，從身體解放

與重塑的角度，討論日治時期女子學校體操課的建立與發展，以及當時女學生與

社會大眾對於發展女子體育的看法。58除了運用體育史材料之外，游文也以當時

的報紙、雜誌、校史、日記、回憶錄、口述訪問等資料進行分析，不僅討論體操

課的內容和發展過程，更重要的是探討其中所代表歷史意義。若將前述蔡禎雄與

游鑑明所著相較，前者乃體育系科班出身，對於學校體育討論的「純度」較高，

但「歷史性」較不足；而後者則較有體育研究的「歷史」意味，又由於靈活運用

各種材料，呈現與體育學界研究者不同的風貌，也使日治臺灣體育史的研究內涵

更形豐富。而游鑑明在此文之前即發表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的論著，59其資

料運用和問題意識，亦是本論文第二章主要的參考來源。 

再次，許佩賢以公學校運動會為核心，從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考察

體育運動與教育、政治、社會等方面的交集。作者從近代學校的創設與運作，對

於國家的教育要求和地方社會的肆應，以及「體操」、「唱歌」與身體規律化，使

得公學校運動會成為殖民者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設置，透過體操科的實施，

企圖對臺灣人進行矯正體格和身體改造，以及養成守秩序、重規律的生活禮儀觀

念。作者從學校運動舉行的內容過程、會場布置、長官來賓地方士紳的席次、演

說次序等，均是國家權力、秩序的展現，也顯示運動會是宣示國家意識形態的場

域。60
 

此外，范燕秋從人種衛生、體格改良的立場出發，論述身體鍛練與小、公學

校體育課程的實施關係。其中「形塑熱帶殖民地的人種：生物統計與數量化的身

體管理」一節，對於日本人注重在臺日人子弟的健康問題，而以體育作為救治措

施，進行身體鍛鍊、體質改善，以使在臺日人適應臺灣熱帶地風土的生活。在此

前提之下，作者對於小、公學校體育課的目的與意義，以及實施重點和影響均有

作討論。尤其作者以多項身體檢查表作為統計分析數據，認為總督府實施科學

                                                 
57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55-167。

按：此書由作者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58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6 月，頁 5-75。 
59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第 7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頁 119-158。 
60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頁 198-231。按：此書由作

者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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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數量化的身體管理，同時施行於日、臺人，確實具有促進健康的成效。61此

部分對於本論文第二章，有關「體育觀」的討論頗有參考價值。 

謝仕淵則從身體規訓、文明開化的角度，討論日治前期(1895-1922)公學校體

操科的實施與殖民統治的關係。作者指出，體育活動具有塑造身體和意識形態的

功能，也彰顯出文明化的進步意味和殖民化的差別結構。謝仕淵不僅將體育史置

於教育史或學校史的研究範疇，更進一步藉由體育活動而探討臺灣近代化過程中

的權力結構，以及殖民地發展的定位等問題提出新的見解。62此後，謝氏再從公

學校運動會的舉行，討論地方社會如何動員人力、協助經費和形成地方意識。63

此文與前述許佩賢同樣以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關係為研究對象，但兩者焦點

不盡相同，而能對此主題作出不同角度的觀察。除此之外，謝仕淵另有〈日治初

期(1895-1916)臺灣公學校的女子體育與放足運動〉一文，64將女子體育的發展置

於放足運動的脈絡之下進行考察，討論學校女子體育的實施與國家、家庭，以及

女性美的新關係。本文與前述游鑑明同樣以學校女子體育為研究主體，但焦點集

中在女性身體及生理有別於以往的發展，即天足且運動的女性賦予近代臺灣女性

在面對未來時，有更多的可能性。 

金湘斌也將初等學校運動會置於近代化與殖民化的過程中作檢視，探討運動

會實施的內容過程，以及對臺灣人的影響。尤其對於運動會進行的各項目，皆有

所討論，作者整理出學校舉辦運動的目的在於，獎勵體育運動、展現平素的運動

成果、鍛鍊兒童的身心、養成合作、正直、禮讓諸美德、講究衛生、拉近學校與

家長間的關係、展現平時之教育狀態、獎勵入學。65此文的研究方法和觀點解釋，

與前述許佩賢、謝仕淵、范燕秋等人有許多雷同之處，但仍不失為以討論初等學

校運動會為焦點的學位論文。 

林玫君著有《從休閒到探險：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一書，專

從日治臺灣登山活動的發展過程，討論學校及社會體育的身心鍛練與體育組織運

作等諸多面向。作者以日治初期建立在探險式登山活動為起點，伴隨著殖民統治

的深化，進而提倡近代式、科學性的登山活動，殖民者與臺灣居民共同建構出屬

                                                 
61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地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頁

39-64。按：此書由作者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62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

歷史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63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臺灣歷史學會會訊》，第 16 期，

2003 年 5 月，頁 18-30。 
64謝仕淵，〈日治前期(1895-1916)臺灣公學校的女子體育與放足運動〉，《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206-230。 
65金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1895-1911)〉(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

系碩士論文，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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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的熱帶地高海拔運動模式；再從教化形式下，學校體育將登山納入教育場

域，而使學生接受近代文明經驗的洗禮；再以西方模式為取向的臺灣山岳組織為

例，說明其中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情形。最後，則探討殖民政府藉由登山活動，以

擴張臺灣的休閒生活版圖，並納入觀光機制運作，更有一節專門討論「有閒階級」

的登山活動。66林玫君依不同統治階段，層次分明地以「從探險到休閒」演變過

程描繪臺灣登山活動的歷史圖像，是極為成功的論述手法。再者，本書雖由作者

的體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改寫而來，但其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資料運用、文章

架構等各方面，無疑地具有非常濃厚的「歷史感」────────其中對於體育「史」論述

的重視程度，亦與歷史學者無異。這是至目前為止，在體育系所的體育史研究著

作中較罕為見的論著。就此而言，作者可謂成功地將「體育」與「歷史」兩者結

合在一起，而成為相當具有質量的體育史研究著作。筆者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和研

究架構即受此書極大的影響。 

此外，黃慧貞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

的休閒興趣，本書與前述呂紹理的研究取向相接近，差異處在於黃氏乃以 1943(昭

和 18)年版作為分析對象。作者先討論日治時期醫師、辯護士(律師)、藝術家、

教師、總督府高等文官，以及地方精英和實業界等方面人士的定義，再檢視《臺

灣人士鑑》所登錄者是否符合上流階層的身份條件。其次，進一步討論殖民政府

如何透過體制與政策塑造出休閒環境，以及對於上流階層人士休閒興趣選擇的影

響。最後，再從年齡、居住地、教育程度、漢人傳統文化的關聯等方面進行分析，

以統計數據呈現各方面休閒興趣的人數和所占比例。67就內容而言，黃慧貞此書

可謂前述呂紹理的延伸論述，又由於專門討論休閒活動，故各項目的統計分析有

更深、更廣的研究面向，本論文第五章亦從中得到若干的構思啟發。 

陳中興則企圖從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以及帝國主義的概念，探討臺灣柔道

運動在殖民地時期與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關係。68陳氏此文將臺灣歷史社會變遷

與柔道運動的發展分開論述，篇幅約各占全文內容之半，容易令讀者對於歷史、

社會與柔道的主從關係產生混淆。再者，此文有將柔道發展過程，生硬地套進既

有的日治歷史分期和社會學觀點的框架之中，且僅以臺灣人為討論對象，忽略與

在臺日人作對照，而直言：「柔道是日本在臺殖民統治五十年的縮影，是臺灣人

民掙扎、痛苦與妥協的歷史記憶」，實難以突顯柔道運動在日治臺灣的特色與重

要性。然而，此文蒐集當時柔道比賽秩序冊，再整理報紙、雜誌的相關報導，對

                                                 
66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博陽文化，2006 年)。

按：此書由作者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67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

鄉出版社，2007 年)。按：此為由作者臺北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改寫而成。 
68陳中興，〈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柔道：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桃園：臺灣體育大學體育所碩士

論文，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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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一主題的接續研究頗具貢獻。 

鄭人豪以游泳運動作主題，分別從學校、社會、大眾休閒等三個方向將游泳

發展分為「萌芽」、「醞釀」、「躍進」、「質變」等階段，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

動的發展史。本文廣泛採用各式日治時期史料，且在教育、競技與休閒等面向討

論比重亦頗得宜，並有專章討論臺灣人在游泳運動態度上的轉變和競技方面的表

現。唯討論重點僅及臺灣島內，至於鄰近地區如日本、朝鮮、菲律賓、中國等地

之比較討論則稍有不足。69
 

鄭國銘專門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的結構與人事，以及其運作情

形。鄭文主要依時間先後順序，將社會體育組織的發展過程區分為「肇始」、「交

融」、「繁榮」、「變質」等階段，而以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部)、體育俱樂部、臺

灣體育協會等組織作為論述主軸，再兼及以官為首的體育組織與行政體系配合運

作之下，統御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並打開臺灣人的運動視野，此種影響甚至延

伸至戰後。70鄭氏此文與筆者本文第三章頗有異曲同功之妙，然鄭文旨在探討社

會體育組織，全文明確地針對此一主題，環環相扣、層次分明地進行討論，頗能

發揮見微知著的功效。71然而，運動觀念方面較少論述，以及僅將焦點放在島內

而欠缺與同時島外其他鄰近地區的體育組織相比較則是未竟之處。 

若從研究者的學背景來看，蔡禎雄、林玫君、金湘彬、陳中興、鄭國銘等五

人為體育學系出身的研究者；呂紹理、游鑑明、許佩賢、范燕秋、謝仕淵、鄭人

豪等人，乃以歷史學出身而涉獵體育運動的相關研究；至於黃慧貞則來自社會教

育學系。除了針對各論題本身的探討之外，研究者的背景愈是多元化，對於體育

運動愈能作出不同面向的觀察，也就愈能豐富體育史的研究內容。72再者，上述

專門探討體育史的蔡禎雄、林玫君、金湘彬、謝仕淵、陳中興、鄭人豪等人，皆

                                                 
69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2 月)。 
70鄭國銘，〈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

士論文，2009 年 2 月)。 
71按：鄭國銘撰寫論文的時間與筆者本論文非常接近而各自發展，因筆者疏忽，在口試當天才得

知有此篇與本文密切關聯的重要論文，鄭文與本文可謂同途異路，其中兩者論點之異同，容或有

待日後相關研究者進行比較之。 
72此外，尚有多位研究從各單項運動討論日治時期的體育發展，例如：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

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1895-1926)〉(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所碩士論文，1992 年)；梁淑玲，

〈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臺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5)〉(臺北：

政治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1993 年 6 月)；張力可，〈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2000 年 1 月)；黃正安，〈日治時期臺灣的廣播體操推展情形之研究〉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體育所碩士論文，2002 年)；謝佳芬，〈臺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桃

園：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劉芝音，〈近代臺灣體育運動與女性(1895-2006)〉

(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等，目前為止，此方面的學位論文，仍

以棒球運動作為日治時期體育發展的主要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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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一項目或個別運動進行討論，這是目前為止最主要的體育史研究方法。誠

然，以個別項目作為主題確實會有較深入的考察，但其缺點則是欠缺全面性的觀

照，容易產生「見樹不見林」的弊病。是故，本論文擬與上述研究者的取向有所

區隔，即並未特別針對某一單項運動，而是將整個體育運動的發展為主軸進行討

論，當然不可免地也會論及某些單獨項目。筆者希望經由不同角度的觀察，以全

面性的立場為考量，能有異於前人的成果。當然，如此的研究取徑，充其量僅能

算是體育史的基礎研究，同時也應該盡量避免陷入「見林不見樹」的局面。 

 

 

肆肆肆肆、、、、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 

一一一一、、、、臺灣體育史臺灣體育史臺灣體育史臺灣體育史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依照目前體育史學發展的趨勢，體育史領域的研究範圍越來越廣，深度也日

益強化。其次，結合體育現實發展的體育史研究將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而相關

學科的研究人員也開始從更深的層次介入體育史的研究，亦即學科整合的研究方

式有日益發展的趨勢。73至於如何提升臺灣體育史研究水準，是頗為巨大而艱深

的課題，在此依上述研究趨勢試著從下列幾個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戰後至九○年代以前，體育學界曾將臺灣體育史列為近代中國體育史 

的範疇，大致依循清末民初新式體育的萌芽，歷經北伐統一、剿匪抗戰的政治局

勢發展，再至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然後臺灣與中國的體育發展順應時勢、「自然

地」結合，以如此的「制式規則」為論述體裁，將臺灣體育史硬生生地與中國體

育史銜接在一起，完全忽視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74即在如此體育史觀

之下，不論是體壇人士的任用或運動項目的發展────────尤其是籃球(中國)與棒球(臺

灣)，皆出現許多互相扞格之處。 

其次，體育運動的發展過程只是體育史的一個環節而非全部，不應將焦點侷

限在「運動發展史」的撰述，否則無法凸顯該項體育運動在「時間河流」所扮演

的角色，「述」而不「論」則缺乏「史」的意涵。因此，體育史學不僅需兼顧歷

史學，更要注意其在時代背景之下所具備的歷史意義，並擴大視野，視討論課題

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涉及因素列入考量。以時代背景為基礎進行分析，

                                                 
73崔樂泉，〈當代體育史學研究重點分析〉，《體育文化導刊》，2002 年第 2 期，頁 28-29。 
74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早期體育史學權威吳文忠所著，《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67 年)，頁 382-552。吳文忠的《中國近百年體育史》，和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體育史》，

同樣都把臺灣體育史列入其中，而且兩者對日治臺灣的體育則一致皆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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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會讓體育史成為史學的老調重彈，仍然可用生動有趣的筆法進行論述。75
 

臺灣體育發展主要受到日本和中國的影響，戰後至今由於政治因素造成「輕

日本、重中國」────────即忽視日本的重要性而過度強調中國的影響性，此亦時代背

景所造成。隨著時間推移，即便戰後自中國大陸搬遷來臺的體育界人士，亦成為

臺灣體育史的一部分。臺灣體育史是以臺灣當作研究主體，應與中國體育史明確

切割，若過分強調中國體育史，容易誤導臺灣體育史為中國體育史分支的史觀。

應該將臺灣當作主體，將中國體育史及日本體育史包含在內，甚至同一時期其他

地區的體育發展也同樣具有對照參考的研究價值。換言之，臺灣體育史是獨立的

研究領域，且其位階應該置於中國體育史之上，如此方能擺脫臺灣體育史學的中擺脫臺灣體育史學的中擺脫臺灣體育史學的中擺脫臺灣體育史學的中

國纏結國纏結國纏結國纏結。76
 

臺灣是研究臺灣體育史最具優勢的地方，例如：原住民的體育活動及對體育 

發展的貢獻，或者婦女體育史的表現，或者地方特性的體育運動，或者體育人物

的研究────────對體壇耆宿口述歷史的整理，能獲得與文字資料、官方記載不同角度

的歷史詮釋，故臺灣體育人物誌的編寫以及不斷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能充實臺

灣體育史的內容。而口述訪談更是與時間賽跑，因為隨著時間消逝，體壇耆老將

日漸凋零，此實刻不容緩之事。此外，體育主要是動態的呈現，藉助現代科技留

住影像做為記錄，亦是體育影像史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例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拍攝的《臺灣體育世紀名人傳》，或者從運動比賽剪接成記錄片，也可供研究者

參考。 

二二二二、、、、本文本文本文本文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與時間斷限說明與時間斷限說明與時間斷限說明與時間斷限說明 
                                                 
75
Andrew Morris(毛岸俊)認為：「以當代歷史整個背景去分析、闡述體育史，結果體育史都成了一

些史學的老調罷了。清末民初是個很好的例子，那時中國政治相當亂，民不聊生、軍閥橫行、帝

國主義侵略……，難道，這些政治亂象也能代表當時的體育，並斷言當時體育也一樣破敗嗎？如

果體育史如同其他各史如政治史、經濟史寫法一樣，那恐怕不叫『體育史』，如此寫體育史的話

等於承認體育史在歷史舞臺沒有自己的價值與定位，而是其他史學的附屬品」。見毛岸俊，

〈1909-1919 年《教育雜誌》體育文章分析的初步〉，《體育學報》第 21 輯，1996 年，頁 47-58。

毛氏之言，應是指體育史研究必須以體育運動為主體，考察其真實的內涵，而不是將整個大環境

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概況硬生生地套用在體育史的研究上。此論實為中肯之語，但不可諱言，任

何領域有關「史」的研究，都必須考慮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因素，體育自不例外。況且「史無定法」，

各類專史的寫法並非一成不變，也無固定規則可循。 
76關於臺灣研究中國體育史的危機與轉機，張生平和徐欣薰認為中國體育史在臺灣的發展有四大

問題待克服，即態度、能力、技巧、師資等問題。見張生平、徐欣薰，〈臺灣研究中國體育史的

危機與轉機〉，《第一屆全國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報告書》，2002 年，頁 91-97。然目前海峽兩

岸學術交流頻繁，欲研究中國體育史，不妨直接前往中國，此四大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再者，海

峽兩岸對中國古代體育史的詮譯較無爭議，但在近現代體育史方面則差異頗大，臺灣學者著眼於

1949 年以前的成就和表現，大陸學者則認為 1949 之前的體育，都處於普遍落後的狀態，較重視

1949 年以後，所謂「新中國」的體育發展。見崔樂泉，〈中國體育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體

育文化導刊》，2002 年第 1 期，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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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關於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常將「臺灣人」視

為論述主體，但對於同樣居住在島內、而且人口多達數十萬的日本人，則被其視

為臺灣人的「對照組」────────供作比較參照之用。所謂的「臺灣人」，係指臺灣籍

人士，包含本島漢人和高砂族(原住民)，這本是極正常也毋須爭議之事。然而，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這塊島嶼的主要族群，除了漢人和原住民之外，還有從日本

渡海來臺的人士。而且，從體育運動的角度來看，日本人的支配力、影響力，以

及在競技場合整體表現的實力，除軟網之外，都在各族群中名列第一。所以，探

討日治臺灣體育發展，絕不可忽視日籍人士的所作所為。是故，本論文的研究方

法主要採取「屬地主義」原則，此與前述「屬人主義」有所不同，而以臺灣地區

為研究主體，將體育組織、運動選手等相關人士，不分內地、臺灣、高砂等籍別，

均視為臺灣體育運動的一部分，甚至兼採「屬人主義」，即連臺灣地區出身的體

育選手在島外地區的運動表現，也是考察的範圍。如此，應該比較能夠對於當時

整個運動發展有全面性的考察。以下再作進一步說明： 

1917 年北部棒球協會邀請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進行友誼賽，當時的報紙

及雜誌皆對此事盛大報導，譽為「本島棒球界未曾有的大事業」。由於早大乃日

本首屈一指的棒球傳統強隊，故臺灣須以聯隊方式、從各球隊選拔精英組成「臺

灣隊」，而當時的媒體即以「灣軍」稱呼臺灣所選拔出來的球隊。「灣軍」此一名

稱的出現，與當時的「灣生」(臺灣出生的日本人)、「灣製」(臺灣製造的產品)、

「灣妻」(娶臺灣人為妻)同樣專指殖民地臺灣所特有，而此次所謂的「灣軍」，

其成員全部是內地人。77若論運動場上的競爭，乃以實力最重要，籍別並不是考

量的主要因素。1921 年橫田太郎、竹中逸雄、李延澤、蕭樂善等四名「臺灣選

手」代表「日本國」參加上海遠東運動會，此四人中，內臺籍各半，而比賽成績

最好的是橫田，在馬拉松賽奪得第三名，報紙盛讚其「實為臺灣選手揚眉吐氣」。
78
1924 年臺灣首度選派代表隊參加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計有藤岡保夫、林進川、

干路加三位參加田徑比賽，剛好內、臺、原各一人，這絕不是「政治操作」之下

的巧合分配，完全是憑實力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結果。再者，1926 年明治神宮

軟式網球雙打賽，當時臺灣實力最堅強的搭配組合是張如陵／武久文郎一組、堀

江守／張有傳一組，由一位內地人搭配一位臺灣人，故被稱為「內臺融合組」。79

雖然號稱「內臺融合」，此名詞本身即具有族群意識的分野，但這主要是基於實

力考量，族群意識並非重點因素。 

1931 年 8 月，由內、臺、原三族組成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取得臺灣代表

                                                 
77〈早大野球軍已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2 月 29 日，04 版；湯川充雄，〈早大對

臺灣軍野球大試合觀覽者の注意〉，《運動と趣味》，第 2 卷第 11 期，1917 年 12 月，頁 33-34。 
78〈上海ヘ臺灣代表選手派遣〉，《臺灣時報》，1921 年 6 月，頁 114-115。 
79〈明治神宮派遣選手 庭球豫選終る〉，《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0 月 18 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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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出發赴日本之前，臺北一中、臺北工業、臺北商業等三所學校合組聯隊，在

圓山球場與嘉農進行熱身賽，名為「送別試合」。其目的，一則讓嘉農球員維持

球感熱度，以免數日荒廢以致球技生疏；二則送別試合採售票制，藉門票收入充

作赴日比賽的費用。由此可看出臺灣地區各校實站在同一陣線，不分本島人或內

地人，以與內地球隊相對抗為首要目標。80再以日治時期臺灣第一運動名將張星

賢為例，張是臺中人，1928 年，就讀臺中商業學校參加全島運動會而嶄露頭角，

當時他是「臺中州選手」；其後獲選參加明治神宮大賽，則是「臺灣選手」；而就

讀早稻田大學時期，以「日本國選手」身份參加 1932 年的洛杉磯奧運；畢業後

服務於滿洲鐵道部，又搖身一變為「滿洲國選手」，1935 年來臺參加「滿．鮮．

臺運動會」，甚至擊敗臺灣選手，為滿洲隊奪得積分和數面獎牌。81
 

    再從時間因素來看，1920 年代起，臺灣開始選派各項代表隊「遠征島外」，

也開始迎戰「來犯」的島外隊伍，至 1930 年代更是全面達到高峰。而 1920-30

年代，日本統治臺灣已超過 25 年以上，內地籍(日本人)運動選手大多數是在臺

灣出生、成長、求學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日本人，他們同樣是吃臺灣米、喝臺

灣水、踏臺灣土長大的人，對臺灣也產生相當程度的情感認同。82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曾有日本軍官與臺灣社會領導人物陳逸松

律師商討「租借臺灣」的可行性：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很多日本人就來到臺灣很多日本人就來到臺灣很多日本人就來到臺灣很多日本人就來到臺灣。。。。現在島上還有將近四現在島上還有將近四現在島上還有將近四現在島上還有將近四

十萬日本居民十萬日本居民十萬日本居民十萬日本居民，，，，他們都很愛臺灣他們都很愛臺灣他們都很愛臺灣他們都很愛臺灣，，，，把臺灣當作是自己的故鄉把臺灣當作是自己的故鄉把臺灣當作是自己的故鄉把臺灣當作是自己的故鄉。。。。而今日本戰而今日本戰而今日本戰而今日本戰

敗敗敗敗，，，，要把臺灣歸還中國要把臺灣歸還中國要把臺灣歸還中國要把臺灣歸還中國，，，，我們此間的日本人在商量我們此間的日本人在商量我們此間的日本人在商量我們此間的日本人在商量，，，，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租期五十年租期五十年租期五十年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萬元租金每年三百萬元租金每年三百萬元租金每年三百萬元。。。。83 

 

正如電影《海角七號》情節，當日籍教師(中孝介飾演)戰後遭到遣返即將離開臺

灣時，發出：「不明白我到底是歸鄉，還是離鄉？」的感歎。事實上，由於歷史

背景的特殊性，日治時期很難有「純臺灣」的運動代表隊(即便全由臺灣選手組

                                                 
80送別試合共舉辦二場，結果由嘉農以 3A：2、14A：0 打敗臺北聯隊，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

史》，頁 430-431。 
81有關張星賢的生平傳略及競賽表現，可參考張星賢，《慾望、理想、人生────────談我五十餘年的

運動生涯》(臺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1981 年)；林玫君，〈太陽旗下的鐵人──張星賢的田徑

世界〉，《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9 期，2007 年 3 月，頁 8-20；蘇嘉祥，《運動巨人張星賢》

(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 
82依 1937 年總督府的調查統計，全島的內地人學生有 53,908 人，其中 41,721 人是在臺灣出生、

長大，占內地人學生總數的 77.4%。見丸山芳登，〈在臺內地人の內地生れ臺灣生れに依る兩者

の發育比較〉，《臺灣學校衛生》，第 9 號，1940 年 7 月，頁 29-35。 
83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太陽旗下風滿臺：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

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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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臺中一中棒球隊，但其教練、運動術語、訓練作戰方式等都是日本式)。

況且，在臺內地人的運動表現，除非有極高的成就，否則一般不會被列入日本體

育史之中，若日治臺灣體育史又忽略這一群人，則不知該如何為其定位？或者根

本令其失去定位？故探討日治臺灣的體育發展，亦即生長於臺灣，以及代表臺灣

的運動員皆應列入計算，如此較能客觀呈現當時臺灣的運動狀況。是故，採取「屬

地主義」原則，實有其必要性。84
 

至於本論文的時間斷限，起於日本統治之始，至 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

同年九月，臺灣總督府決定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簡稱國精運動)，國精運動

本部設於總督府，中央本部長由總務長官擔任，地方州廳、郡市、街庄設有支部、

支會，地方支部的支部長是由廳長或州知事擔任、副支部長則是內務部長及警務

部長。本部長森岡二朗在九月第一次參與開會時，即提出貫徹戰爭宣傳及國民教

化運動振興兩項目標。為了貫徹戰爭宣傳，在各支部、支會舉行演講會，同時為

了提高士氣，獎勵武道、運動競技、廣播體操、戶外運動、軍歌、吟詩等。為了

貫徹國民教化運動，開始執行祈願祭、強化後方支援、勞動服務，教化開始帶著

戰爭色彩。85
1938 年 1 月，為因應戰時體制，臺灣體育協會會長(即總務長官)森

岡二朗發表聲明書，指出在非常時期之下，臺灣的體育運動不論中止或改變舉辦

形式，都應以振作國民意識、發揚國精運動為目標，期望以臺灣作為帝國南方的

鎖錀。86
1938 年 6 月，再公布〈關於體育設施使用要項〉，明文規定運動場所等

設備，應配合戰爭動員所需之使用。87此後，運動場即經常作為軍事用途，運動

競賽也添加軍事性質的國防體育競賽，臺灣的體育運動發展，至此又轉換成另一

番面貌。雖然戰爭發生並非對運動競賽產生立即性、全面性的影響，但其中內容、

性質方面已開始轉變，逐漸加重國防體育的成分。再者，國精運動的本部長是總

務長官，而總務長官原本即是體育協會會長，從國精運動與體育協會兩者的組織

架構與運作模式來看，竟是十分近似，可以就此推斷的是，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

發展與組織運作，對於後來日本在臺灣實施戰爭動員，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是

故，戰爭時期的運動發展，應該另文再作討論。 

附帶說明的是，本論文所指稱的人物籍別，係以當時的稱謂為基準，即「內

地人」(含日本、臺灣兩地的日本人)、本島人(臺灣人)、蕃人(原住民)。凡是居住

在臺灣，或代表臺灣的運動選手，不分籍貫，他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表現，都是

                                                 
84「屬地主義」在運動界是比較廣為採用的作法，例如，野茂英雄、鈴木一郎、松坂大輔、王建

民等人都是美國職棒運動的一部分。同樣地，葛雷諾、巴比諾、克力士、鷹俠、哥雅、王漢、林

克等外籍球員，也是臺灣早期職棒發展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成績紀錄亦不容抺滅。 
85
 近藤正己，《縂力戰と臺灣》(東京：刀水書房，1996 年)，頁 146-162。 

86〈戰時體制に即應 國民意識の昂揚は體育運動に待つ 森岡名譽會長の聲明〉，《臺灣日日新報》，

1938 年 1 月 19 日，08 版。 
87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日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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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討論範圍。 

三三三三、、、、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史料之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史料之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史料之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史料之探討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體育的發展與實施內容，殖民政府曾有為數眾多的相關出

版品，但由於受戰火波及破損毀壞、年代久遠保存不易、或政治介入等諸多因素，

許多資料如今已不知所終或化作歷史塵埃。即便如此，現存的史料數量仍相當龐

大、所涉範圍亦極為廣泛，以下僅將與本論文相關者，分為專書、雜誌、報紙三

大類進行討論。88
  

((((一一一一))))專專專專書書書書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臺灣體育史的通史性書籍並非「少見」，而是「僅見」 

一部，此即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89
 

此書是為紀念臺灣體育協會成立十週年所編，其中包含臺灣體育的起源、體

育組織的沿革與運作、各項運動發展的簡史，以及舉行各項比賽的過程和比賽紀

錄。舉凡網球、棒球、田徑、游泳、相撲、球技(籃、排、足、桌、橄欖球合稱)、

登山、武道(柔、劍、弓道、馬術)、高爾夫球、競艇、射擊、銃獵等項的發展和

比賽情況，均有詳細的記載。此書可謂殖民政府自 1920 年起極力推行體育運動

的成果驗收，但其中仍帶有政治宣傳的意味，即以統治者的立場和眼光，來看待

體育發展，而有宣揚日本在臺推行體育的功蹟表現，而這也是一般日治史料常見

的現象。本書是研究日治臺灣體育運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出版品，而從總督中川

健藏親筆題字，平塜廣義(總務長官、體協會長)、安武直夫(文教局長、體協常務

理事)、下村宏(前總務長官、臺灣體協創立者、榮譽會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

員)、蔡彬淮(臺北州協議員)等人所寫序文，亦可見受到高度的重視。 

 

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ニ於ケル體育運動團體》： 

本書收錄自明治末期起，至 1933 年(昭和 8)間，臺灣各地所成立的體育運動

相關團體，包含校隊、社團、俱樂部；各地方州、廳、街、庄隊伍及運動聯盟。

                                                 
88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林玫君曾發表多篇文章，專門介紹日治臺灣體育史料，內容極為詳盡

且週全，堪稱研究此領域必讀的入門基本功。見林玫君，〈回頭看臺灣體育史〉，《國民體育季刊》，

第 28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頁 54-62；〈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料解析〉，《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

訊》，第 9 期，2000 年 5 月，頁 2-16；〈尋求五十年前的體育史料：日治時期臺灣體育書籍和雜

誌之分析研究〉，《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2002 年 12 月，頁 189-207；〈淺

談日治時期臺灣運動專業雜誌〉，《臺中學院體育》，第 3 期，2006 年 12 月，頁 94-105。以上文

章，皆以討論日治體育史料為主，大致分為書籍、雜誌、報紙三大類，各文章之間雖難免有所重

複，但仍極具參考價值。 
89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按：竹村豐俊曾任臺北第一高

女等校體育教師，專長為田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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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依地區明列各該運動團體名稱、所在地、代表人職稱姓名、成立時間、會員

數、會費金額、年度收入／支出情況(此部分不完全)等資料，對於各地區、各時

間、各團體及各項運動實際運作狀況的瞭解有極大的幫助。90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91
 

    本書主要蒐集《臺灣日日新報》關於棒球方面的報導資料，依地區分為北、

中、南、東，再依教育程度分為少年、中等學校、高等及專科學校，再依島內、

島外比賽等方面的發展情況及戰績作介紹。此外，本書也針對著名棒球選手作小

傳及評介球技；並介紹推動棒球發展的重要相關人士，以及各地棒球場的興建由

來和變遷過程；亦對棒球迷的各種現象、各球隊加油歌有所蒐錄，是對於日治臺

灣棒球運動的發展極重要的編著。因本書出版於 1932 年，故所收資料至 1931 年

為止，至於爾後的相關史料則必須再從其他方面蒐羅。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92
 

本書於 1996 年出版，亦是有關棒球比賽資料的編著，但焦點在中等學校棒

球發展。其中對於島內各校對戰以及赴甲子園比賽的成績，依年度採取歷屆、每

場式的賽況報導，同時亦對棒球界重要人士、教練、球員等，都有詳細的資料。

由於成書年代較晚，故本書所蒐資料至日治末期，亦對於當年著名選手(晚年)有

作訪談回憶紀錄。本書與上述《臺灣野球史》同為研究日治臺灣棒球不可或缺的

編著。 

    

    ((((二二二二))))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臺灣運動界》，臺北：臺灣體育獎勵會，1915 年 10～11 月。 

    1915 年 10 月，由總督府臺灣體育獎勵會所創辦，伊藤杏堂編輯，唯僅發行

兩期，隔月即停刊。《臺灣運動界》雖然壽命短促，但卻是臺灣專業運動雜誌之

嚆矢。正如論者指出，大正年間，「隨著運動風氣普遍興盛，運動雜誌也陸續發

行，這是可以理解之事」。93此雜誌主要內容在報導臺灣各地運動賽況，以及介

紹各項運動的規則、術語、觀念、基本動作和戰術運用等等，其中又以棒球和網

                                                 
90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ニ於ケル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按：此書

有單行本及附錄於同會所編，《臺灣體育史》兩種版本。 
91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 年)。按：本書作者是臺灣日日新

報社記者，同時也是棒球運動愛好者，書中所蒐集資料，大多來自日日新報社的比賽報導。 
92西脇良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大阪：編者自印發行，1996 年)。按：西脇氏因其叔父早

年(日治時代)在臺灣出生、成長，本身又是棒球愛好者，故編成此書。 
93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臺灣時報》，1935 年 5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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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占大多數的篇幅。 

《運動と趣味》，臺北：臺灣體育獎勵會，1916 年 10 月～1919 年 4 月。 

在前述《臺灣運動界》停刊一年之後，臺灣體育獎勵會重新出發、再度發行 

運動雜誌。有鑑於前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此次除運動之外，同時以休閒為此雜誌

另一主軸，亦即專重在運動與休閒兩方面。果然，此雜誌壽命較長，維持 2 年半

「之久」始停刊。1931 年，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臺灣體育協會理事)

曾表示：「從來，臺灣發行過不少運動雜誌，但不論何者皆遭夭折，主要是欠缺

文筆功力和努力所致」。94是否真如加福氏所言，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運動雜誌

無法長期生存(例如報紙及其他刊物的普遍報導)，這是個有待討論的課題，但其

壽命短暫、曇花一現的特性，卻是不爭的事實。也由於許多發行過的運動雜誌未 

能妥善保存，造成如今研究上的一大障碍。 

《運動と趣味》與前述《臺灣運動界》同樣注重各地賽況報導，以及介紹運

動術語、規則、戰術、技巧等，唯此雜誌主要內容分為「運動」和「休閒」兩部

分，除將原有《臺灣運動界》的體育運動內容擴充之外，再增加插花、歌舞、音

樂、棋藝、書畫、旅行、釣魚、打獵、撲克牌等各式休閒活動。95此外，《臺灣

運動界》及《運動と趣味》每期均刊登大量各類的運動用品廣告，其中標示產牌、

價格、款式等等，這也是瞭解當時體育發展狀況的重要資料，值得研究者注意。

而這兩種運動雜誌所刊內容均以棒球和網球為主要項目，亦顯示在 1910 年代，

其他運動項目尚未興起，棒、網球獨領臺灣體壇風騷之局面。 

《臺灣教育會雜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01 年～1913 年； 

《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14 年～1942 年。 

此兩者同為臺灣教育會的機關雜誌，由於體育被視為教育事業之一，故在此 

兩種雜誌中，刊載不少關於體育運動方面的文章，而且其內容並非侷限在教育立

場，除學校體育教學研究、學生運動競賽之外，亦常有文章論及社會體育和體育

協會所舉辦的各項競賽。 

 

《臺灣學校衛生》，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校衛生會，1938～1943 年。 

由於體育與醫學、衛生、保健等方面密切關聯，故在此雜誌中亦經常從衛生 

保健的立場，而有論及運動生理和體育方法等身心鍛鍊的相關文章，亦頗有參考

價值。 

                                                 
94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臺灣時報》，1935 年 5 月，頁 125。按：依裏川氏所載，《臺

灣運動界》在 1933 年 4 月由臺中「臺灣運動界社」第二次發行，而《運動と趣味》則由臺北「運

動と趣味社」於 1933 年 11 月第二次發刊，唯筆者尚未得見此二種雜誌的復刊本。 
95本西憲勝，〈雜誌《運動と趣味》の內容〉，《運動と趣味》第 1 卷第 2 號，1916 年 12 月，封面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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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17 年～1929 年； 

《臺灣警察時報》，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0 年～1943 年。 

此兩者皆是警察協會的機關雜誌，依年代不同而在名稱有做變更。由於警察 

在殖民政府擔任重要的角色，不但權力大、掌管事務繁雜，而且數以萬計又都是

武德會的基本會員，如何培養警察人員的日本固有武德、發揚大和民族精神，有

賴武道(柔劍弓道、相撲、馬術等項)的提倡，故經常舉辦各項的武道競賽。唯此

雜誌中亦有不少關於西式體育運動的報導和介紹，以及提倡運動風氣和運動精神

的文章，皆值得研究參考。值得注意的是，自 1920 年下村宏倡立臺灣體育協會

起，此後，臺灣體育協會、臺灣教育會、臺灣警察協會此三者的會長都是由總務

長官擔任，甚至 1937 年成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臺灣支部長也是總務長官，或許

可由此探討日治時期總務長官的職掌與角色地位。 

 

《臺灣鐵道》，臺北：臺灣鐵道會，1912 年～1941 年。 

就筆者目前粗略的觀察，鐵道部是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機構，同時在體 

育運動的發展也扮演重要的推動者角色，臺灣、滿洲和朝鮮皆是如此。而臺灣鐵

道部的各項代表隊及選手，如棒球、網球、田徑、游泳、以及各式武道項目都具

堅強實力，「鐵團」(鐵道部代表隊的簡稱)幾乎是日治時期「勁旅」的代名詞。

故在其機關雜誌中經常有關該單位代表隊的比賽報導，也經常有選手發表參賽心

得、作經驗分享等文章，或對於體育運動各方面進行討論的文章。 

 

《臺灣青年》，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0 年～1924 年。 

《臺灣》，東京：臺灣雜誌社，1922 年～1924 年。 

《臺灣青年》是 1920 年由東京臺灣留學生所發起，為爭取臺灣自由平等地

位和進行社會改造、文化啟蒙的民族運動的宣傳雜誌，後來一度易名為《臺灣》。

其目的在對臺灣民眾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觀念，進而對新時代產生啟蒙領導

的作用。96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組織「臺灣青年體育俱樂部」，以提倡體育風氣，

促進會員人際關係、養成健全人格和提升臺灣留學生之體力。而《臺灣青年》也

有關於提倡從事體育運動的文章，對於以臺灣人的立場看待體育發展，具有代表

性意義。 

 

 

 

                                                 
96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 年)，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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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報紙報紙報紙報紙        

    報紙除了作為輿論公器之外，也是日治時期傳播社會訊息的主要媒介之一， 

研究日治體育運動史，各主要報紙乃為不可偏廢的史料，本論文以下列幾種為主 

要參考資料。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 年～1944 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 年～1911 年。 

《臺灣時報》，臺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1909 年～1919 年。 

《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社，1921 年～1943 年。 

 

臺灣日日新報社有「總督府機關報」之稱，而日治時期體育運動既由殖民政

府所主導，作為總督府宣傳機構的報社經常是主辦或協辦單位。也因此，有關體

育運動發展的政策實施和政令宣導，以及各項比賽的過程及內容等相關訊息，都

有極詳盡的報導。是故，臺灣日日新報社所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和《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此兩者也是研究日治臺灣體育所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 

《臺灣時報》是每月發行一次的月刊式報紙，其中對於體育運動各方面相關

的文章，以及各項比賽的報導亦極為重視。雖然《臺灣日日新報》對賽事的報導

較具有時效性(比賽隔天刊載戰況)，但《臺灣時報》則較重視成敗之因等賽事檢

討，有時文章反而較有深度。 

關於日治時期報紙資料的運用，現在普遍都進資料庫依關鍵字作查詢，此乃

拜科技進步所賜之便利，但以何種字詞作為查詢的關鍵字，則有賴多方閱讀基本

資料，對於所研究的課題有更深刻的瞭解，才能使用較周延的關鍵字，查詢到的

資料也較為周全。 

 

《臺灣民報》，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23 年～1930 年。 

《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0 年～1932 年。 

《臺灣民報》及《臺灣新民報》係由《臺灣青年》發展而來，以站在臺灣人

的立場從事報導，尤其致力於糾正各日系報紙的歪曲事實與袒護日人言論。因

此，《臺灣民報》被譽為當時「臺灣人的唯一喉舌」。97《臺灣民報》和《臺灣新

民報》同時亦致力提倡、獎勵臺灣人的運動風氣，以改善臺灣人的體質和社會風

俗，或藉由運動和日本人相競爭，甚至可促進國際間的友誼。是故，其中亦有許

多與體育運動相關的文章。而且是站在臺灣人的立場看待運動發展，更顯得難能

可貴。 

                                                 
97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 年)，頁 54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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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治時期的體育史料絕對不僅於上述諸項，其他部分雜誌如《臺灣ス

ポ─ツ》，至今皆只聞其名，內容如何則不得而知，實屬可惜！再者，日治時期

的體育事業一向由日本人所主導，而在眾多的史料當中，絕大部分是由日本人士

所編輯、撰寫而成，論述對象亦大多以日本人為主體，故其中難免含有統治者的

體育立場和眼光，此亦使用上述史料時應注意之事項。 

 

伍伍伍伍、、、、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十五節，除緒論和結論之外，各章節主旨及安排如下： 

第一章  從西洋到東洋：近代體育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本章分為三節，其論述重點在於近代體育運動的興起及其發展過程，第一節

先從希臘時代談起，大致探究其發展過程，隨著時代的演變，到工業革命之後，

以及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而發展成為現代社會中重要的國際性的活動。第

二節再從西風東漸的時代潮流之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各方面大力推行西化，

效法西洋體育發展，初步完成體育運動現代化的過程，即在此東西洋都已開始實

施現代式體育的時期，臺灣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統治範圍。本章試圖以此歷史經緯

作為本論文的開端，以凸顯日本將西方體育運動引進臺灣的時代背景。 

第二章  扶桑過臺灣：日治時期在臺人士的體育觀 

    承第一章所述，近代體育運動乃從西洋發源，再傳至東洋，而東洋古稱扶桑，

本章名為「扶桑過臺灣」，即在點出臺灣的近代式體育主要乃從日本傳來。是故，

本章目的即在探討日治時期在臺人士，包含日本內地人及臺灣本島人，對於體育

運動的觀念和看法，內容兼及學校與社會體育，亦不侷限於某些特定運動項目。

本章共分四節，先概述日治以前臺灣傳統體育運動的發展，以及從體育統制機構

的建立討論體育的推展，再從個人身體及國家社會兩方面進行論述，從體育目的

與效用，以及體育方法與項目的選擇等，探討這些方面的言論看法與個人及國家

社會的關係，期能對日治臺灣體育運動發展的觀念有更具體的瞭解。 

第三章  體育統制機構：從體育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 

本章共分三節著重在制度面的探討，即以日治時期臺灣最高層級的體育組織

────────體育俱樂部、臺灣體育獎勵會和臺灣體育協會為討論核心。時間起於 1902

年，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部成立的體育俱樂部，至 1910 年代中期的總督府體育

獎勵會，再到 1920 年臺灣體育協會成立，探討體育組織的成立與運作情況，究

竟是哪些人士／如何提倡體育，以及對於體育發展所產生的變化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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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外交鋒：臺灣運動員的島內外競賽表現 

    本章分成二節，主要從各種運動比賽的成績來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競技

水準，包含島內舉辦各地區之間的比賽，以及選拔代表隊對外征戰的成績、外地

球隊來臺灣進行比賽的結果。從中可看出哪些項目是臺灣的運動強項，並概述其

發展過程，以及與近鄰如日本、滿洲、朝鮮、菲律賓等地區相較之下水準如何。 

第五章  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運動：以《臺灣人士鑑》為例的分析 

前述第四章乃從競技體育方面進行討論，本章則主要探討社會人士的休閒體

育。亦即，經過將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究竟哪些運動項目在社會人士之中最為

盛行？居住在臺灣的內地／臺灣籍人士從事運動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由於受到

經濟、社會、教育等條件的影響，當時有能力以運動作為休閒活動者大多屬於有

錢、有閒又有地位的領導階層人士。是故，本章分為三節，以 1934、1937、1943

年三個版本的《臺灣人士鑑》作為分析樣本，先統計其中有關以運動為興趣者，

不分內地／臺灣籍，分析各種運動項目的人數，再從出生年代、職業、教育程度、

臺灣籍接受島內／外教育，以及居住地區、傳統日式與現代西式運動等項目進行

統計分析，最後再歸納整理出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的運動興趣，期望能對當時

人士從事休閒運動有更深刻的瞭解。 

 

 

 

 

 

 

 

 

 

 

 

 



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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