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體育統制機構體育統制機構體育統制機構體育統制機構：：：： 

從從從從武德會武德會武德會武德會體育體育體育體育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 

 

 

 

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のののの南南南南            椰子繁椰子繁椰子繁椰子繁るるるる島島島島                                山高山高山高山高きききき島島島島        そはそはそはそは我我我我がががが島島島島なるぞなるぞなるぞなるぞ    

(日本之南  椰子樹茂密的島嶼   山高之島  那是我們的島啊！) 

美美美美しのしのしのしの島若島若島若島若しししし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T T KT T KT T K     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K    

                      (如此美麗的寶島   臺灣體協  臺灣體協 啦～臺～啦 體～啦～協) 

二二二二、、、、日日日日とととと土土土土のののの惠惠惠惠        深深深深きききき島根島根島根島根にににに                育育育育ちしちしちしちし吾等吾等吾等吾等                いざたついざたついざたついざたつ時來時來時來時來るるるる    

(受陽光與土地的恩惠 深深紮根在這島嶼 孕育我們 該是表現的時機了！) 

若若若若きききき吾等吾等吾等吾等のののの友友友友よよよよ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T T KT T KT T K    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K    

                      (我年輕的朋友們呀   臺灣體協  臺灣體協 啦～臺～啦 體～啦～協) 

三三三三、、、、若若若若きはきはきはきは誇誇誇誇            若若若若きはきはきはきは榮榮榮榮ええええ                    若若若若きはきはきはきは力力力力                    いざたついざたついざたついざたつ時來時來時來時來るるるる    

(年輕就是自豪  年輕就是榮耀    年輕就是力量  該是表現的時機了！) 

若若若若きききき吾等吾等吾等吾等をををを見見見見よやよやよやよや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T T K    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K    

                     (且看年輕的我們吧！   臺灣體協  臺灣體協 啦～臺～啦 體～啦～協 

四四四四、、、、走走走走れよれよれよれよ跳跳跳跳べよべよべよべよ    打打打打てよてよてよてよつかめよつかめよつかめよつかめよ                やがてやがてやがてやがて戴戴戴戴くくくく    月桂月桂月桂月桂のののの冠冠冠冠をををを    

(或跑或跳或打球，掌握每個時機    不久就要戴上冠軍頭銜囉！) 

若若若若きききき吾等吾等吾等吾等をををを    見見見見よやよやよやよや                T T K   T T KT T K   T T KT T K   T T KT T K   T T K   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Tララララ K
    ∗∗∗∗    

                    (且看年輕的我們吧！   臺灣體協  臺灣體協 啦～臺～啦 體～啦～協) 

 

以上是〈臺灣體育協會會歌〉歌詞，此歌作於 1921 年 4 月，曲調勇武活潑，

歌詞表露出總督府當局對臺灣這塊土地的重視與讚美，以及成立體育協會，以獎

勵、提倡體育運動風氣之用意。 

 

                                                 
∗蜂谷彬作詞、一條慎三郎作曲，〈臺灣體育協會歌〉，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

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內頁及頁 8。按：歌詞中「T T K」乃臺灣體育協會日文發音(Taiwan Tai-iku 

Kyokai)的英文縮寫，「ラ T ラ  T ラ K」不解其意，臆測應是贊歎臺灣體協之辭。又，中文歌詞

為筆者在政大博士班學友新井雄，以及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石丸雅邦、松田紘子協助之下

翻譯而來，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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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著重在制度面的探討，乃以日治時期臺灣最高層級的體育組織────────武德

會體育俱樂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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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武德會臺灣地方支部成立體育俱樂部起，至 1910 年代中期總督府成立體

育獎勵會，再到 1920 年臺灣體育協會成立，從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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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武德會臺灣武德會臺灣武德會臺灣武德會臺灣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支部支部支部支部與與與與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一一一一、、、、大日本大日本大日本大日本武德會武德會武德會武德會臺灣支部臺灣支部臺灣支部臺灣支部之之之之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日本自明治二○年代(1887-1896)起，致力西化多年而效果逐漸顯現，不僅各

項產業蓬勃發展，其他各方面亦有長足進步，在政治軍事上，現代式師團制編成，

國力由對內為主轉為對外擴張，奠定向外侵略的基礎；1890 年頒布教育敕語，

揭櫫以國家主義的道德和國粹主義的精神，激發國民性格以避免過度崇尚西洋文

化。1
1895 年由於日本戰勝清國，亦正式加入帝國主義侵略領土、爭奪市場的競

爭行列，身為新興的東洋強國，必須培養國民富國強兵的觀念與同仇敵愾之心，

故尚武的軍國體育及國粹主義因甲午戰爭獲勝而擡頭，傳統武術的振興受到重

視。在此背景之下，京都府知事渡邊千秋發起籌組「大日本武德會」並擔任會長，

小松宮彰仁親王擔任總裁。2其設立目的在於「涵養武德、獎勵武術，發揚大和

魂以振作國民精神士氣，培養忠君愛國的觀念。」3武德會之設立，由皇族出任

總裁及名譽會員，以全國警務人員及武術家(指各地武術館之拳師及練武人士)等

相關人員為主要會員，期望藉由此會而有更密切的聯繫。凡入會者，正會員繳入

會費 1 圓，贊助會員繳 10 錢以上。武德會總會設於京都，在平安神宮旁興建武

德殿，在全國各地(含殖民地)設有支會／支部，並每年舉行武德祭，一則以慰神

靈，二則藉由舉辦各項柔道、擊劍、相撲等傳統武道競賽，以涵養武德、切磋武

                                                 
1入江克己，《日本近代體育思想の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 年)，頁 96-97；真行寺朗生、

吉原藤助(合著)，《近代日本體育史》(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7 年)，頁 74-75；水野忠文、木

下秀明、渡邊融、木村吉次(合著)，《體育史概說：西洋‧日本》(東京：杏林書院，1961 年)，

頁 252。  
2渡邊千秋(1843-1921)，長野縣岡谷市長地村人，高島藩士渡邊政德之長子。維新初期參與勤王

派活動，1869 年，出任伊那縣令；1886 年，升鹿兒島縣知事，以道路開鑿、振興蠶絲產業聞名；

1894 年 11 月，任京都府知事； 1911 年，晉封伯爵。1921 年 8 月 27 日逝世，享年 79 歲。見臼

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

年)，頁 1178。 
3山本礼子，《米國對日占領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德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2003

年)，頁 79-84。有關大日本武德會研究，另可參考林隆敏，〈大日本武德會の性格と特徵につい

て〉，收於體育‧スポ─ツ社會學研究會編，《體育‧スポ─ツ社會學研究 4》(東京：體育‧スポ

─ツ社會學研究會，1985 年)，頁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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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培養國民尚武精神。4由於武德會旨在提倡日本傳統武術，一方面保留日本

文化中固有的武士精神，以期千秋萬世永遠流傳；二方面更要發揚日本傳統武

術，改造其形式規則，使成為符合現代體育運動的競賽項目。1906 年武德會成

立屆滿十週年，會員人數已超過 110 萬人，資產額達 120 萬圓，並在全國各縣設

立支部。1908 年申請通過為財團法人組織，至 1911 年會員數達 174 萬人，資產

超過 200 萬圓。5武德會的興盛，顯示日本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武術仍

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而獲得保留，並推廣成為國際性的體育運動項目。武德會自

成立起運作至二次大戰結束，此 50 年間位居日本武道界的支配地位。戰後，在

美國介入下以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為由，而由內務省下令解散。6
 

大日本武德會之成立，恰巧與日本領有臺灣同一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一

方面為在臺灣持續發展日本武道精神；另一方面，為了平定島內抗日份子，在軍

隊及警察、刑務、獄政等相關人員提倡固有武道，乃於 1900 年 8 月仿照日本內

地，在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設置武德會委員部，採獨立處理事務、各自向京都

總部負責之方式經營。1901 年 11 月統一全島各地委員部，於總督府警察本署內

設置「武德會臺灣地方委員部」，自此成為全島單一武德會分支機構。1906 年 4

月改稱「武德會臺灣支部」(以下簡稱「武德會」)，以歷任總督府民政(1920 年 1

月後改稱總務)長官擔任支部長。7
1907 年 5 月 26 日改制後的武德會臺灣支部舉

行發會式，會長大津麟平致辭之內容頗能顯示武德會的要旨，其中強調古代武士

之道，因時移勢變即今日之體育方法： 

 

帝國以武王天下帝國以武王天下帝國以武王天下帝國以武王天下，，，，弓矢與劍皆必援之武器也弓矢與劍皆必援之武器也弓矢與劍皆必援之武器也弓矢與劍皆必援之武器也。。。。相傳至今相傳至今相傳至今相傳至今，，，，萬萬萬萬世世世世一系一系一系一系，，，，我武我武我武我武

維維維維揚揚揚揚、、、、威武用張威武用張威武用張威武用張，，，，尚武之風尚武之風尚武之風尚武之風遂造成今日之強國遂造成今日之強國遂造成今日之強國遂造成今日之強國，，，，非偶然也非偶然也非偶然也非偶然也。。。。故武士道者幾故武士道者幾故武士道者幾故武士道者幾

為大和男子特有之國粹者也為大和男子特有之國粹者也為大和男子特有之國粹者也為大和男子特有之國粹者也。。。。 

      強兵之與富國強兵之與富國強兵之與富國強兵之與富國，，，，猶車猶車猶車猶車之有雙輪之有雙輪之有雙輪之有雙輪、、、、鳥之有兩翼鳥之有兩翼鳥之有兩翼鳥之有兩翼，，，，蓋有相密接而不可離之關係蓋有相密接而不可離之關係蓋有相密接而不可離之關係蓋有相密接而不可離之關係

也也也也。。。。夫強兵者夫強兵者夫強兵者夫強兵者，，，，實富國之前提實富國之前提實富國之前提實富國之前提(題題題題)也也也也、、、、先驅也先驅也先驅也先驅也。。。。果欲富國果欲富國果欲富國果欲富國，，，，未有不先之以未有不先之以未有不先之以未有不先之以

強兵者強兵者強兵者強兵者。。。。使一國尚武之氣餒使一國尚武之氣餒使一國尚武之氣餒使一國尚武之氣餒，，，，而流於文弱之風而流於文弱之風而流於文弱之風而流於文弱之風，，，，猶欲國家之隆昌興起者猶欲國家之隆昌興起者猶欲國家之隆昌興起者猶欲國家之隆昌興起者，，，，

未之有也未之有也未之有也未之有也。。。。我帝國以極東之小島帝國而能勝世界大國之滿清我帝國以極東之小島帝國而能勝世界大國之滿清我帝國以極東之小島帝國而能勝世界大國之滿清我帝國以極東之小島帝國而能勝世界大國之滿清，，，，膺一等強國膺一等強國膺一等強國膺一等強國

之斯拉夫族之斯拉夫族之斯拉夫族之斯拉夫族，，，，國威顯揚國威顯揚國威顯揚國威顯揚，，，，一躍而與歐美之列強一躍而與歐美之列強一躍而與歐美之列強一躍而與歐美之列強為為為為伍伍伍伍，，，，果何為哉果何為哉果何為哉果何為哉？？？？其原因雖其原因雖其原因雖其原因雖

多端多端多端多端，，，，而惟武士道之德而惟武士道之德而惟武士道之德而惟武士道之德，，，，實其重因也實其重因也實其重因也實其重因也。。。。此新渡戶博士所著之武士道此新渡戶博士所著之武士道此新渡戶博士所著之武士道此新渡戶博士所著之武士道，，，，一時一時一時一時

洛陽紙貴洛陽紙貴洛陽紙貴洛陽紙貴，，，，各國人士爭研究焉各國人士爭研究焉各國人士爭研究焉各國人士爭研究焉，，，，有由來也有由來也有由來也有由來也。。。。是故武士道者是故武士道者是故武士道者是故武士道者，，，，以不文之倫理以不文之倫理以不文之倫理以不文之倫理，，，，

無言之德教無言之德教無言之德教無言之德教，，，，支配我國之士人支配我國之士人支配我國之士人支配我國之士人，，，，與古武術有形影表裏之關係與古武術有形影表裏之關係與古武術有形影表裏之關係與古武術有形影表裏之關係，，，，不可掩之事不可掩之事不可掩之事不可掩之事

                                                 
4山本礼子，《米國對日占領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德會の興亡》，頁 85。  
5木下秀明，《スポ─ツの近代日本史》(東京：杏林書院，1970 年)，頁 102。  
6竹之下休藏，《體育五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 年)，頁 268-269。 
7〈武德會臺灣支部の事業一斑沿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96 號，1925 年 6 月，頁 44-54。有

關臺灣武德會的研究，可參考陳信安，〈臺灣日本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建築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辛德蘭，〈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兩岸發展史研究》，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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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實也實也實也。。。。然則古武術即我武士然則古武術即我武士然則古武術即我武士然則古武術即我武士道之所寓焉道之所寓焉道之所寓焉道之所寓焉，，，，不可不保護而擁衛之也不可不保護而擁衛之也不可不保護而擁衛之也不可不保護而擁衛之也。。。。所以使所以使所以使所以使

我國民修固有之武術我國民修固有之武術我國民修固有之武術我國民修固有之武術，，，，練其體力練其體力練其體力練其體力、、、、涵養武德涵養武德涵養武德涵養武德，，，，以養成進取勇為之風以養成進取勇為之風以養成進取勇為之風以養成進取勇為之風，，，，道不道不道不道不

外是也外是也外是也外是也。。。。時勢之變也時勢之變也時勢之變也時勢之變也，，，，兵器武術兵器武術兵器武術兵器武術，，，，有因而變遷者有因而變遷者有因而變遷者有因而變遷者，，，，即體育方法即體育方法即體育方法即體育方法，，，，亦不能不亦不能不亦不能不亦不能不

隨之而一變隨之而一變隨之而一變隨之而一變。。。。故與武士道有密接關係之古武術故與武士道有密接關係之古武術故與武士道有密接關係之古武術故與武士道有密接關係之古武術，，，，不免漸即於衰頹不免漸即於衰頹不免漸即於衰頹不免漸即於衰頹，，，，雖以我雖以我雖以我雖以我

國民之腦裏扶植之武士道國民之腦裏扶植之武士道國民之腦裏扶植之武士道國民之腦裏扶植之武士道，，，，根蒂已深根蒂已深根蒂已深根蒂已深，，，，必不與古武術共終始而消長必不與古武術共終始而消長必不與古武術共終始而消長必不與古武術共終始而消長。。。。然古然古然古然古

武術之衰頹武術之衰頹武術之衰頹武術之衰頹，，，，是即武士道之衰之漸也是即武士道之衰之漸也是即武士道之衰之漸也是即武士道之衰之漸也，，，，深慮遠謀之有識者深慮遠謀之有識者深慮遠謀之有識者深慮遠謀之有識者，，，，固不輕而忽之固不輕而忽之固不輕而忽之固不輕而忽之

也也也也。。。。此日清戰後此日清戰後此日清戰後此日清戰後，，，，武德會之所由創設也武德會之所由創設也武德會之所由創設也武德會之所由創設也，，，，其意在古武術之保護獎勵其意在古武術之保護獎勵其意在古武術之保護獎勵其意在古武術之保護獎勵，，，，及武及武及武及武

德之涵養養成而不怠者德之涵養養成而不怠者德之涵養養成而不怠者德之涵養養成而不怠者…………………… 

      本島改隸以後本島改隸以後本島改隸以後本島改隸以後，，，，當局者直以我國固有之武士道及尚武之風當局者直以我國固有之武士道及尚武之風當局者直以我國固有之武士道及尚武之風當局者直以我國固有之武士道及尚武之風氣鼓吹本島氣鼓吹本島氣鼓吹本島氣鼓吹本島。。。。故故故故

于武德之涵養于武德之涵養于武德之涵養于武德之涵養、、、、武術之鍛鍊武術之鍛鍊武術之鍛鍊武術之鍛鍊，，，，認為獎勵之必要者認為獎勵之必要者認為獎勵之必要者認為獎勵之必要者。。。。遂以昨年四月二十三日遂以昨年四月二十三日遂以昨年四月二十三日遂以昨年四月二十三日

設置支部設置支部設置支部設置支部，，，，昨日舉行盛大之發會式昨日舉行盛大之發會式昨日舉行盛大之發會式昨日舉行盛大之發會式。。。。而現在之會員而現在之會員而現在之會員而現在之會員，，，，已有七萬八千二百十已有七萬八千二百十已有七萬八千二百十已有七萬八千二百十

一人之數一人之數一人之數一人之數，，，，義金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圓九十七錢之額義金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圓九十七錢之額義金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圓九十七錢之額義金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圓九十七錢之額，，，，洵為同會可慶賀洵為同會可慶賀洵為同會可慶賀洵為同會可慶賀

之事也之事也之事也之事也。。。。 

帝國臣民之所在者帝國臣民之所在者帝國臣民之所在者帝國臣民之所在者，，，，無非武士道之彌綸無非武士道之彌綸無非武士道之彌綸無非武士道之彌綸(按按按按：：：：包羅週遍之意包羅週遍之意包羅週遍之意包羅週遍之意)，，，，武德之涵養武德之涵養武德之涵養武德之涵養

其可怠乎其可怠乎其可怠乎其可怠乎？？？？況新植民地況新植民地況新植民地況新植民地，，，，動有流于文弱放縱而赴浮華輕躁之弊動有流于文弱放縱而赴浮華輕躁之弊動有流于文弱放縱而赴浮華輕躁之弊動有流于文弱放縱而赴浮華輕躁之弊，，，，尚武氣風尚武氣風尚武氣風尚武氣風

之振作之振作之振作之振作，，，，視內地可謂尤急者視內地可謂尤急者視內地可謂尤急者視內地可謂尤急者。。。。臺灣支部臺灣支部臺灣支部臺灣支部，，，，以當局者之鼓舞而盛況如斯以當局者之鼓舞而盛況如斯以當局者之鼓舞而盛況如斯以當局者之鼓舞而盛況如斯，，，，自自自自

本島固有之武術參加其間本島固有之武術參加其間本島固有之武術參加其間本島固有之武術參加其間，，，，而島人之入會更日益夥而島人之入會更日益夥而島人之入會更日益夥而島人之入會更日益夥，，，，將來甚有多望也將來甚有多望也將來甚有多望也將來甚有多望也。。。。吾吾吾吾

儕當時之發會式儕當時之發會式儕當時之發會式儕當時之發會式，，，，而大浦會長遠涉之勞而大浦會長遠涉之勞而大浦會長遠涉之勞而大浦會長遠涉之勞，，，，竝竝竝竝大島以下理事之盡力大島以下理事之盡力大島以下理事之盡力大島以下理事之盡力，，，，尤為本尤為本尤為本尤為本

支部之前途祝焉支部之前途祝焉支部之前途祝焉支部之前途祝焉。。。。 

(節譯和文節譯和文節譯和文節譯和文)8 

大津氏直指武德會乃以日本固有的武士道及尚武風氣，以消弭本島人「文弱放

縱、浮華輕躁」之陋習。據辛德蘭研究指出，武德會臺灣支部透過祭拜武神、武

道講習與武術比賽活動，產生對日本武術團體的統合，以及對日本武道文化的認

同和社會教化功能。並藉由每年舉辦地區性和全島性武道大會，從中選拔優秀選

手組隊前往京都本部，參加全國性比武大會。9而武德會所經營之會務其中部分

則與體育密切關聯： 

 

武德會者勤儉之意義武德會者勤儉之意義武德會者勤儉之意義武德會者勤儉之意義，，，，振作人之元氣為體育之淵源振作人之元氣為體育之淵源振作人之元氣為體育之淵源振作人之元氣為體育之淵源，，，，各循夫秩序者也各循夫秩序者也各循夫秩序者也各循夫秩序者也。。。。本本本本

島人新附版圖島人新附版圖島人新附版圖島人新附版圖，，，，涵養涵養涵養涵養尚武之德性尚武之德性尚武之德性尚武之德性，，，，洵屬要務洵屬要務洵屬要務洵屬要務。。。。10
 

 

武德會成立後，提倡日本傳統武道中的柔道、劍道、弓道、馬術、相撲，以

及舉行游泳、賽跑、自行車等體育競賽。武德會的成員除了以軍、憲、警、刑務

人員為主，同時亦極力拉攏本島具有「武力」性質的人士，以便掌控其生活動向，

而這也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本島人從事體育運動的開端之一。11有關武德會本島

                                                 
8〈武德會支部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26 日，01 版。 
9辛德蘭，〈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頁 10-14。 
10

〈武德會務〉，《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18 日，03 版。 
11竹村豐俊，〈臺灣體育界の概況：體協創設以前〉，收於氏編《臺灣體育史》，頁 5-6。按：所謂

具有「武力性質」的人士，即指各地武術館、舞龍、舞獅、八家將等拳師和民間傳統陣頭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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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員之募集，通常由警察部門出動，命所轄下之地方保正，每人招募若干人，

募集愈多者愈是榮譽。而所應募之會員，又依所繳會費之多寡，區分為特別會員

和普通會員兩種，以 1907 年新竹廳為例，繳 5 圓即成為特別會員，繳 1 圓者則

是普通會員。12至於武德會之寄附金，有自由樂捐，也有行政命令攤派，更有令

警察進行勸誘、甚至依保甲或戶數強制徵收，若有逾期未繳者，則處以罰金。故

對人民而言，亦造成某種程度的壓力。13以長期擔任豐原地方保正的張麗俊為

例，在其所著《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即有多篇關於保正奉廳長之派，募集武德

會員和負責收取會費等記載。14
 

綜合上述，武德會既以涵養武德、切磋武藝、發揚國民精神為宗旨，又欲藉

此組織拉攏、掌控本島人的「武力人士」，故其附屬之體育俱樂部實為發展體育

的重要機構。 

 

二二二二、、、、體育俱樂部體育俱樂部體育俱樂部體育俱樂部成立及舉辦成立及舉辦成立及舉辦成立及舉辦運動競賽運動競賽運動競賽運動競賽 

日本在臺人士，有鑑於本島休閒活動缺乏，為使身心充實，兼能矯正風俗，

故有必要創立專門的體育機構。15
1902 年 11 月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為提倡體

育運動及募集經費維持武德殿之運作，乃號召有志於體育者成立體育俱樂部。當

時以大津麟平(總督府警視)、藤原銀次郎(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平岡寅之助(大

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臼井新太郎等人為主要幹部，從事成立事宜。以下是

以年代順序為主，從 1902 年至 1909 年間舉辦運動競賽的情況。 

1902 年 12 月以大島久滿次(警視總長)、菊池末太郎(臺北廳長)為首，召集武

德會員及其他有志者創立體育俱樂部，獲得總督兒玉源太郎贊成及補助 1,500

圓，並選定武德會旁的空地之處(今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旁之停車場附近)，

先設立競馬場、自行車場，以及各種運動競技場。而所需土地 2,000 餘坪，則由

                                                                                                                                            
而所謂「本島人從事體育的開端」乃指一般社會人士而言，至於學校體育方面，則伴隨新式教育

的展開已先行實施。 
12〈募集武德會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2 日，04 版。 
13〈武德會募集寄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0 日，04 版；〈徵寄附金〉，《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31 日，04 版；〈是是非非〉，《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1 月 3 日，

夕刊 04 版。 
14例如，1907 年 4 月 29 日，「廳長北島國助臨場開會云：『言武德會募集之殷勤，各保正宜留心

辨(辦)理』云云」；同年 5 月 5 日，「遂往役場，取武德會徽章拾六個，欲派保內人負擔焉。」見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00 年)，頁 214、217。其他與武德會相關記載見《水竹居主人日記》，1907 年 5 月 1 日、

5 月 9 日、10 月 12 日、12 月 28 日；1911 年 8 月 8 日、12 月 27 日等。 
15〈體育俱樂部の設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1 月 26 日，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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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坡富豪陳雲林16免費出借(抑或無償徵收)。17此後自行車、田徑賽、馬術、弓

術、射擊、網球等運動開始盛行，此即為臺灣最早的大型運動場。其中自行車運

動特別興盛，一方面自十九世紀後期起，因歐美極為盛行而引起流行的時髦運

動。另一方面，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夫婦極熱愛騎自行車，認為是對身心大

有助益的休閒運動。故而經常舉辦各種賽會，包括例行性月會、各地的遠乘會(例

如從臺北騎到大溪)等。 

體育俱樂部設有武術、馬術、射擊、自行車、運動(包含棒球、軟網、足球、

保齡球、體操)等部，實包含日本傳統武術和近代西洋體育活動。同時開始舉行

各種運動競技會，競賽時亦邀請臺籍地方人士出席與會。18體育俱樂部是武德會

的附屬事業，成員以日本官紳名流為主體，尚未有臺籍人士擔任幹部。此俱樂部 

除作為發展臺灣社會體育的中樞機構、試圖提升臺灣的體育運動之外，更是有計

畫地配合武德會推展各項體育運動，尤其是運動會等戶外運動的舉行。 

1903 年 1 月於武德會演武場召開成立大會，來自總督府各部門高等官及民

間有志者共計百餘人，會中選舉幹部，共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會頭、警視總長

大島久滿次為副會頭、臺灣銀行頭取柳生一義為理事長。會中決議推選下列三人

為榮譽會員：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石塜英藏(總督府參事官 

長)。然後由大島副會頭指定各部理事人選──────── 

    

武術部武術部武術部武術部：：：：菊池末太郎菊池末太郎菊池末太郎菊池末太郎(臺北廳長臺北廳長臺北廳長臺北廳長)、、、、小松吉久小松吉久小松吉久小松吉久(臺北監獄長臺北監獄長臺北監獄長臺北監獄長)；；；； 

馬術部馬術部馬術部馬術部：：：：金子圭介金子圭介金子圭介金子圭介(郵船會臺北支店監督員郵船會臺北支店監督員郵船會臺北支店監督員郵船會臺北支店監督員)、、、、臼井新太郎臼井新太郎臼井新太郎臼井新太郎、、、、塜本喜三郎塜本喜三郎塜本喜三郎塜本喜三郎；；；； 

射擊部射擊部射擊部射擊部：：：：藤原幸三郎藤原幸三郎藤原幸三郎藤原幸三郎、、、、長嶺茂長嶺茂長嶺茂長嶺茂(辯護士辯護士辯護士辯護士)、、、、廣瀨鎮之廣瀨鎮之廣瀨鎮之廣瀨鎮之(圖書株式會社社長圖書株式會社社長圖書株式會社社長圖書株式會社社長)、、、、

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蛭田萬次郎蛭田萬次郎蛭田萬次郎蛭田萬次郎(商業銀行臺北支店員商業銀行臺北支店員商業銀行臺北支店員商業銀行臺北支店員)；；；； 

自行車部自行車部自行車部自行車部：：：：藤原銀次郎藤原銀次郎藤原銀次郎藤原銀次郎(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 

運動部運動部運動部運動部：：：：遠藤剛太郎遠藤剛太郎遠藤剛太郎遠藤剛太郎(鐵道部事務官鐵道部事務官鐵道部事務官鐵道部事務官)、、、、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土木課長土木課長土木課長土木課長)、、、、平岡寅之平岡寅之平岡寅之平岡寅之

助助助助(大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大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大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大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 

庶務會計庶務會計庶務會計庶務會計：：：：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警務課長警務課長警務課長警務課長)、、、、木村匡木村匡木村匡木村匡(臺灣商工銀行頭取臺灣商工銀行頭取臺灣商工銀行頭取臺灣商工銀行頭取)、、、、佐田家佐田家佐田家佐田家

年年年年(華南銀行相談役華南銀行相談役華南銀行相談役華南銀行相談役)。。。。19
 

 

                                                 
16陳雲林，1872(同治 11)年拔貢，1884 年任地方練董，法軍進犯基隆時，曾「備資募勇，斃敵多

名，屢著戰功」，劉銘傳上奏軍機處獎勵，獲「以知縣歸部選用」；1895 年臺灣民主國「設議院，

集紳士為議員，眾舉林維源為議長，辭不就，餘亦不出，唯拔貢陳雲林、廩生洪文光、街董白其

祥數人就職，以議軍國大事。」見薛紹元，《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本第

139 種，1962 年)，頁 427；未著撰人，《法軍侵臺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本第

192 種，1964 年)，頁 523-524；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本第 128

種，1962 年)，頁 93。 
17〈體育俱樂部創立事務の進行〉，《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2 月 3 日，02 版。 
18〈體育俱樂部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 月 2 日，02 版。 
19〈體育設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 月 14 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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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名單可知，體育俱樂部雖非正式官方機構，但組織成員乃來自總督府

各級官員及民間對體育運動有興趣者，而所謂的民間人士並非一般的普通老百

姓，而是具有相當地位的社會名流。至於總督府位階最高的前三名────────總督、民 

政長官、參事官長則位列榮譽會員，可見體育俱樂部的人事組織與官職高低和社

會地位有密切關聯，亦可視為在臺日人官民間從事體育休閒活動和聯絡交流感情

的半官方組織。 

1903 年 3 月體育俱樂部於城內武德會演技場舉辦第一回體育大會，由後藤

新平擔任會頭、石塜英藏為副會頭、大島久滿次為理事長。競技項目計有擊劍、

槍術、柔術、弓術、自行車競賽等項，其中最熱鬧者為自行車競賽，「競技場週

邊擁擠如堵」。警察本署全員出動負責維持秩序，以利大會依照順序進行。觀賞

的來賓則有兒玉總督、宇佐川軍務局長、井上勝子爵、各廳廳長、總督府各高等

官及文武職員，共計 200 餘名。參觀的群眾則有武德會員、體育俱樂部部員以及

家族親友計 2,000 餘名，盛況非常，「殆有應接不暇之慨」。20同年 7 月，體育俱

樂部於臺北武德殿召開幹部會議，因設備工事預算金額約 1,485 圓，故決議向會

員募集基本金，每月出金 1 圓，為期二年。募集人數，目標約 150 名，每人一年

12 圓，二年則得款 3,600 圓。若只募得 100 名，亦有 2,400 圓，扣除支出額 1,500

圓，尚有餘額可充預備費，可儲蓄生息以彌補經常費。21
 

1903 年 10 月在武德殿召開體育俱樂部總會及運動大會籌備委員會。出席者

為副會頭大島久滿次、總督府技師高橋辰次郎(時任土木局土木課長及臨時基隆

築港局工務課長)、臺北廳長佐藤友熊、吉雄大尉、警務課長圖師庄一郎，以及

前述藤原、佐田、廣瀨、金子等幹部。會中決議於 11 月 1 日舉行大會，是日若

下雨則改至 11 月 3 日之天長節。除會員之外，亦准許在臺內地人報名參賽，但

須先申請，以便於 10 月 25 日進行身體健康檢查，通過者方得以參加。獲勝者依

名次除頒發金、銀牌獎賞之外，第一名獎金 30 圓、第二名 15 圓、第三名 10 圓、

第四名 5 圓、第五名 3 圓。22
 

1903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體育俱樂部舉行第一屆秋季運動會，其競賽項

目計有：競走(四週)、競走(二週)、一人一腳競爭、三人四腳競爭、盲目提燈競

爭、障碍物競爭、擬馬競爭、戰鬪競爭、來賓競爭、玉取、ホウロク割等項。第

一屆秋季運動會之競賽規則及說明如下： 

 

                                                 
20〈體育俱樂部大會の模樣〉，《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17 日，02 版；〈體育會況〉，《臺灣

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19 日，03 版。 
21〈體育俱樂部役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7 月 12 日，05 版。 
22〈體育俱樂部總會等準備〉，《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7 日，02 版；〈準備體育總會〉，《臺

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9 日，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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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參賽者僅限會員參賽者僅限會員參賽者僅限會員參賽者僅限會員，，，，但非會員得以同時提出申請成為會員而報名參賽但非會員得以同時提出申請成為會員而報名參賽但非會員得以同時提出申請成為會員而報名參賽但非會員得以同時提出申請成為會員而報名參賽。。。。 

二二二二、、、、參賽者須於參賽者須於參賽者須於參賽者須於 27日前向理事日前向理事日前向理事日前向理事、、、、幹事提出報名幹事提出報名幹事提出報名幹事提出報名。。。。 

三三三三、、、、擬馬及三人四腳競走擬馬及三人四腳競走擬馬及三人四腳競走擬馬及三人四腳競走，，，，由報名者自行組隊參賽由報名者自行組隊參賽由報名者自行組隊參賽由報名者自行組隊參賽。。。。23
 

由上列比賽內容來看，當時的運動會除競技成分之外，亦含有濃厚的趣味競

賽性質和軍事模擬的意味。再從此次運動會的承辦人員來看，更可得知初期運動 

競賽的舉行，是由哪些人員承辦，各組幹部名單如下(未括弧者為職務不詳)： 

 

專務理事專務理事專務理事專務理事：：：：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高橋辰次郎(總督府土木課長總督府土木課長總督府土木課長總督府土木課長)。。。。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濱野彌四郎濱野彌四郎濱野彌四郎濱野彌四郎(土木課委員土木課委員土木課委員土木課委員)、、、、渡邊英太郎渡邊英太郎渡邊英太郎渡邊英太郎(鐵道部技師鐵道部技師鐵道部技師鐵道部技師)、、、、平岡寅之助平岡寅之助平岡寅之助平岡寅之助(大大大大

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阪汽車會社臺北支店長)。。。。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岩田五郎岩田五郎岩田五郎岩田五郎、、、、土為友茂土為友茂土為友茂土為友茂、、、、朝倉政次郎朝倉政次郎朝倉政次郎朝倉政次郎(土地調查局測量課員土地調查局測量課員土地調查局測量課員土地調查局測量課員)、、、、布施謙布施謙布施謙布施謙

太郎太郎太郎太郎(稅關監視官兼事務官稅關監視官兼事務官稅關監視官兼事務官稅關監視官兼事務官)、、、、德見常雄德見常雄德見常雄德見常雄(土地調查局測量課長土地調查局測量課長土地調查局測量課長土地調查局測量課長)、、、、三好三好三好三好

重彥重彥重彥重彥(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安井勝次安井勝次安井勝次安井勝次(地方法院院長地方法院院長地方法院院長地方法院院長)、、、、音羽守音羽守音羽守音羽守(鐵道部技鐵道部技鐵道部技鐵道部技

師師師師)、、、、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石本鏆太郎(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專賣局翻譯官)、、、、白石久貫白石久貫白石久貫白石久貫、、、、前野關一郎前野關一郎前野關一郎前野關一郎(臺北師範臺北師範臺北師範臺北師範

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24
 

庶務係庶務係庶務係庶務係：：：： 

係長係長係長係長：：：：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圖師庄一郎(警務課長警務課長警務課長警務課長)。。。。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賀來倉太賀來倉太賀來倉太賀來倉太(警務課巡查委員兼警部警務課巡查委員兼警部警務課巡查委員兼警部警務課巡查委員兼警部)、、、、柏柏柏柏蕃彌蕃彌蕃彌蕃彌(警務課兼警部警務課兼警部警務課兼警部警務課兼警部)、、、、小山小山小山小山

謙謙謙謙(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小野維年小野維年小野維年小野維年(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遠藤盛邦遠藤盛邦遠藤盛邦遠藤盛邦(保安課兼保安課兼保安課兼保安課兼

警部警部警部警部)。。。。 

囑託囑託囑託囑託：：：：山口德治山口德治山口德治山口德治(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警察本署兼警部)、、、、古藤誠藏古藤誠藏古藤誠藏古藤誠藏(警務課書記警務課書記警務課書記警務課書記)、、、、平田光雄平田光雄平田光雄平田光雄(警警警警

務課兼警部務課兼警部務課兼警部務課兼警部)、、、、黑江勇藏黑江勇藏黑江勇藏黑江勇藏(警務課雇員警務課雇員警務課雇員警務課雇員)、、、、荻田金六郎荻田金六郎荻田金六郎荻田金六郎、、、、財津久平財津久平財津久平財津久平、、、、牧牧牧牧

田清吉田清吉田清吉田清吉。。。。 

接待係接待係接待係接待係：：：： 

      係長係長係長係長：：：：加藤尚志加藤尚志加藤尚志加藤尚志(文書課事務官兼課長心得文書課事務官兼課長心得文書課事務官兼課長心得文書課事務官兼課長心得)。。。。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三好重彥三好重彥三好重彥三好重彥(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外事課翻譯官)、、、、谷信敬谷信敬谷信敬谷信敬(土地調查局翻譯官土地調查局翻譯官土地調查局翻譯官土地調查局翻譯官)、、、、清水重隆清水重隆清水重隆清水重隆(臺臺臺臺

灣拓殖會社灣拓殖會社灣拓殖會社灣拓殖會社)。。。。 

囑託囑託囑託囑託：：：：山田寅之助山田寅之助山田寅之助山田寅之助(衛生課海港檢疫官衛生課海港檢疫官衛生課海港檢疫官衛生課海港檢疫官)、、、、五谷昌平五谷昌平五谷昌平五谷昌平(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鹿沼留鹿沼留鹿沼留鹿沼留

吉吉吉吉(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衛生課技手)、、、、上田恭輔上田恭輔上田恭輔上田恭輔(覆審法院囑託覆審法院囑託覆審法院囑託覆審法院囑託)、、、、矢矢矢矢島鶴太郎島鶴太郎島鶴太郎島鶴太郎、、、、有泉長次有泉長次有泉長次有泉長次

郎郎郎郎、、、、戶村素平戶村素平戶村素平戶村素平(臺灣銀行店員臺灣銀行店員臺灣銀行店員臺灣銀行店員)。。。。 

警備係警備係警備係警備係：：：： 

      係長係長係長係長：：：：原修次郎原修次郎原修次郎原修次郎(保安課長保安課長保安課長保安課長)。。。。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大山綱岳大山綱岳大山綱岳大山綱岳(臺北廰警務課長臺北廰警務課長臺北廰警務課長臺北廰警務課長)、、、、平賀安太平賀安太平賀安太平賀安太(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保安課警部)。。。。 

                                                 
23「盲目提燈競走」是以白布遮住雙眼而賽跑，抵達終點前燈火熄滅則喪失資格；「三人四腳」

是將三人併列，中間的人兩腳與左右兩邊的人的腳相縛而賽跑；一人一腳是在賽跑途中用白布將

雙手雙腳縛住，最先到達終點者得勝；「戰鬪競走」是在砲火連發的聲音(以爆竹聲模擬)中，各

自攜帶(日本)國旗突圍入對方陣營，並將國旗立於對方城堡者獲勝；擬馬競爭即人背人的騎馬

戰；玉取，たまとり，向空中擲出數球，兩手傳遞不使落地的擲球技藝，持續時間較長者獲勝；

「ホウロク割」則不解其意。見〈體育俱樂部の秋季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20

日，05 版。 
24〈體育俱樂部の秋季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20 日，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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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囑託囑託囑託囑託：：：：渡邊順親渡邊順親渡邊順親渡邊順親(衛生課第一警察管區勤務衛生課第一警察管區勤務衛生課第一警察管區勤務衛生課第一警察管區勤務)、、、、古賀嘉一郎古賀嘉一郎古賀嘉一郎古賀嘉一郎(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

阪口幾次郎阪口幾次郎阪口幾次郎阪口幾次郎(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衛生課警部)、、、、岡田義行岡田義行岡田義行岡田義行(衛生課委員衛生課委員衛生課委員衛生課委員)、、、、安武金六安武金六安武金六安武金六。。。。25
 

 

大致上，體育俱樂部舉行運動會仍由總督府各官職人員及社會人士(應是體 

育俱樂部會員)負責辦理，唯警務人員承擔重要的工作分量是一大特色，甚至警

察本署全員出動負責維持秩序，以利大會依照順序進行。再者，體育俱樂部的副 

會頭是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而庶務係和警備係分別由警務課長圖師庄一郎和保 

安課長原修次郎率領所屬警務人員擔任，此現象一則顯示當時的體育運作與警察 

單位密切關聯；二則當眾多官員及紳商重要人士出席的場合，調派警力、戒備森 

嚴，應是日本向來的官場文化和官威作風的排場展示；三則臺灣新附未久，武裝 

抗日活動仍時有所聞，尤其在此重要場合、官紳雲集，部署警力也具有防範臺灣

人而作之舉措。 

1903 年 11 月 8 日體育俱樂部於武德殿召開第二回總會，由會頭後藤新平擔

任會議主席，推選中橋德五郎(大阪商船會社社長)為名譽會員。當時計有名譽會

員 3 名、正會員 188 名、普通會員 113 名，會員有逐日增加之勢。上述體育俱樂

部成立之時，從兒玉總督獲得寄附金 1,500 圓，其中 1,300 圓用於建造自行車競

技場、馬術部馬場、弓術部射擊場等設備。隨著會員人數增加，以及競技水準的 

進步，各項設備實有擴充的必要，故須向有志者及會員募款。此次以 2,800 圓為

目標，預定用來擴建自行車競技場、馬術部新馬廄的興建及馬匹的購買，和其他

各項運動設備的整頓。26會議後舉辦武術部及自行車部競賽，其中後藤新平因平

日即愛好自行車運動，為獎勵體育親自參加體育俱樂部幹部及官紳名流此一分組

的自行車競賽。而臺灣銀行頭取柳生一義及洋商三美裕之羅茹氏(サミユ─ルの

ロ─ズ)，各提供 500 圓獎金給此組的優勝者。最後由後藤新平獲勝，並將獎金

1,000 圓捐作俱樂部經費而傳為佳話。27體育俱樂部自此年起，即積極舉辦、提

倡各項運動競賽，此後更成為固定賽事。 

1904 年 3 月體育俱樂部幹部於武德殿召開春季運動會協議會，當時正值日

俄戰爭交鋒時期，故主張以儉約為主，並提倡尚武精神以提升民心士氣，遂決定

舉行振武運動會。28會中並選出下列各部委員：委員長高橋辰次郎、運動部委員

                                                 
25〈體育俱樂部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31 日，05 版。 
26〈體育俱樂部第二回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1 月 10 日，02 版。 
27後藤新平身為民政長官，竟也能不計身份脫去フロックコ─ト(frock coat，男子西式禮服)上衣，

而與橫山技師，竹島、持地兩參事官，橫澤秘書官、土屋判官等人同場跨輪競速，觀眾們也競相

爭睹，可見盛況非常。見〈體育俱樂部第二回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1 月 10 日，02

版；〈體育俱樂部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1 月 11 日，03 版。 
28體育俱樂部除作為運動用途之外，也是日本官民的聯誼集會場所，例如在 1904 年 2 月，因日

俄戰爭屢傳捷報，故選在體育俱樂部召開戰勝祝賀會。2 月 11 日上午十時，參加者約 150 名，

式畢，由尾立檢察官長帶領高呼三聲萬歲。又臺北廳長佐藤友熊提議，爾後每當捷報傳來，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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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岡寅之助、自行車部委員伏馬知明、弓術部委員萩原孝三郎、馬術部委員大津

麟平、武術部委員小松吉久、會計委員木村匡，再由各委員商定舉辦的時間和方 

式。29其後決定在 4 月 24 日舉行振武運動會，其主旨和競技要點如下： 

 

一一一一、、、、本次大會乃以慰勞軍人軍眷及撫恤其遺族為目的本次大會乃以慰勞軍人軍眷及撫恤其遺族為目的本次大會乃以慰勞軍人軍眷及撫恤其遺族為目的本次大會乃以慰勞軍人軍眷及撫恤其遺族為目的，，，，故決定發售入場券故決定發售入場券故決定發售入場券故決定發售入場券

(採門票制採門票制採門票制採門票制)。。。。 

二二二二、、、、大會發給會員每人入場券一張大會發給會員每人入場券一張大會發給會員每人入場券一張大會發給會員每人入場券一張，，，，會員之外凡對運動會有興趣者皆可購會員之外凡對運動會有興趣者皆可購會員之外凡對運動會有興趣者皆可購會員之外凡對運動會有興趣者皆可購

買買買買。。。。 

三三三三、、、、除購買入場券之外除購買入場券之外除購買入場券之外除購買入場券之外，，，，亦歡迎各界踴躍捐款亦歡迎各界踴躍捐款亦歡迎各界踴躍捐款亦歡迎各界踴躍捐款。。。。 

四四四四、、、、入場券及其他收入入場券及其他收入入場券及其他收入入場券及其他收入，，，，扣除大會開銷扣除大會開銷扣除大會開銷扣除大會開銷，，，，所剩餘經費作為慰勞撫恤之用所剩餘經費作為慰勞撫恤之用所剩餘經費作為慰勞撫恤之用所剩餘經費作為慰勞撫恤之用，，，，

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轉贈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轉贈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轉贈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轉贈。。。。 

五五五五、、、、競技分為武術競技分為武術競技分為武術競技分為武術、、、、柔術柔術柔術柔術、、、、馬術馬術馬術馬術、、、、弓術弓術弓術弓術、、、、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田徑運田徑運田徑運田徑運動等項動等項動等項動等項，，，，優勝者優勝者優勝者優勝者

各得獎牌獎品各得獎牌獎品各得獎牌獎品各得獎牌獎品。。。。 

      六六六六、、、、為使當天與會者方便起見為使當天與會者方便起見為使當天與會者方便起見為使當天與會者方便起見，，，，大會備有酒肆大會備有酒肆大會備有酒肆大會備有酒肆、、、、茶水點心和午餐茶水點心和午餐茶水點心和午餐茶水點心和午餐，，，，但須繳但須繳但須繳但須繳

交相當的金額交相當的金額交相當的金額交相當的金額。。。。30
 

 

從競賽要點得知，除會員之外，一般民眾亦可購票入場觀賽。同時，運動會也販

賣茶水、點心及其他商品。依此次運動會收支決算，收入合計 757 圓 47 錢，其

中入場券賣出 663 圓 97 錢；寄附金 93 圓 50 錢。支出 547 圓 30 錢 5 厘，扣除 

後尚有 211 圓 16 錢 5 童之餘額，全數捐作軍人撫恤救護費之用。31由於適值戰爭

期間，體育俱樂部舉辦活動與政治、軍事性目的有密切關聯。當時臺灣雖未直受

到戰火波及，但既是日本殖民地，仍不免處在同仇敵愾的氛圍之下，而使運動賽

會富涵體育競技之外的意義。 

1905 年 6 月體育俱樂部大型自行車道、步道及自行車練習場興建完工(地點

即日後之總督府)。此工程經費達 2,600 餘圓，全數由募捐而來，主要寄附者有後

藤新平、大島久滿次、柳生一義、木村陽二郎、小松利三郎(基隆在住內地人常

設委員)等人。其中自行車道長達一哩(1,600 公尺)、徒步運動場 274 間(按：「間」

為長度單位，1 間=2 公尺)、自行車練習場面積達 212 坪等設備。若再將馬場、

弓術、武術場地合併，則臺北已具備完善的體育運動設施。而自行車道的工程規

                                                                                                                                            
射煙火告知消息，煙火初發時，家家戶戶即懸掛國旗，迨發射第三發煙火，即聚集於俱樂部。至

此，眾人舉杯互相慶賀，然後由樂隊帶頭進行市區遊行一圈，大約由北門街出發，向北行至臺北

廳前，在此稍作停留高呼萬歲；再往府前街前進，轉入西門街，到總督府前再高呼萬歲，然後散

會。〈戰勝祝賀會の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2 月 13 日，05 版；〈臺北戰勝祝賀會之景

況〉，《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2 月 14 日，05 版。 
29〈體育俱樂部春季運動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3 月 26 日，02 版；〈會事彙誌〉，《臺灣

日日新報》，1904 年 3 月 27 日，05 版。 
30〈振武大運動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4 月 19 日，05 版。 
31〈振武大會收支決算〉，《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5 月 26 日，04 版。 



第三章 體育統制機構： 

從武德會體育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 

 

 

 
                                                         

 121 

模，更號稱是「東洋第一」。32體育俱樂部內並設有售賣部及酒吧，販售啤酒、

汽水、冰淇淋、水果等物品，並裝有 1,200 瓦的燈光照明，可於夜間從事運動。

體育俱樂部通常是會員的活動場所，會員並可攜伴入場，加上新公園的運動設備

完工，臺北市民即有此兩大運動場所，可在閒暇時間從事跑步、騎自行車等運動

鍛練身體。或者散步、喝冰涼飲料的休閒好去處。33
 

1905 年 11 月 19 日體育俱樂部舉行秋季大會，計有武術(柔、劍術)、馬術、

弓術、自行車及運動賽等項目。運動賽於自行車道中間進行，其內容項目有競走

(賽跑五、三、二、一圈)、障碍物賽跑、幅飛(跳遠)、高飛(跳高)、ハンマ─投げ

(擲鏈球)、二人三腳(400 公尺)、旗取(搶奪軍旗)、千鳥競走(小學生團體賽跑)、

戴囊競走(袋鼠跳)、競走(賽跑十圈)、柵飛競走(跨欄)等項。
34
1906 年 1 月因兒玉 

總督先前擔任對俄戰爭之總參謀長，戰勝之後於體育俱樂部運動場盛大舉辦凱旋

歸來歡迎會。出席者有體育俱樂部各部委員、奏任官、奏任待遇者、各官衙部局

判任官代表、各廳內地人代表共 20 名、各廳本島人代表共 20 名、各地方代表、

各團體代表、其他名譽職代表、外國紳士代表等，各穿著制服或正式禮服參加，

並佩戴體育俱樂部所發之識別徽章。儀式開始，由委員長(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先

導總督進場，以下副委員長(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文武敕任官及海軍參謀長、

外國領事、各廳內地人代表、各廳本島人代表、各地方廳長、總督府秘書官、副

官隨從等參列。歡迎會由副委員長擔任司儀，再由委員長及本島人總代表(辜顯

榮)朗讀祝辭，再由總督致答辭，最後在委員長帶領高呼三聲「總督萬歲」之後

結束儀式。35
 

此外，為慶祝總督凱歸，體育俱樂部召開臨時大會，於下午一時至五時舉行

演武競技賽，仍舊分為武術、馬術、弓術、運動、自行車等五大項，各優勝者可

得總督親筆揮毫的絹面賞狀。總督不但蒞臨觀賞，而且親自下場競賽，與參謀長

谷田文衛、旅團長須永武義等 17 名高級官員參加提燈賽跑，據報紙所載，兒玉

總督甚至得到優異的成績。36
 

                                                 
32〈體育俱樂部手入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5 月 19 日，05 版。按：「手入」即日文て

いれ，修改之意。 
33〈體育俱樂部の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6 月 6 日，02 版。按：顯然地，在體育俱樂

部主導之下，臺北雖已建有大型運動場，但得以享用此設備者實以內地人為主，臺籍人士僅少數

與日本人關係友好者而已。〈體育俱樂部の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6 月 6 日，02 版。 
34〈體育俱樂部秋季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17 日，05 版。 
35〈式の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2 月 22 日，02 版。 
36〈體育俱樂部の歡迎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7 日，05 版；〈優勝者の受賞〉，《臺

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17 日，02 版。按：提燈賽跑的規則是競賽者相隔數丈、一字排開，

臉戴面具、以紙遮眼，手持燈籠內點燭火，將遠方小旗取下回到原點，過程中火不可熄滅，速度

最快者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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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 5 月 26 日新改制的武德會臺灣地方支部舉行發會式及武德大祭，體

育俱樂部正會員每人可得三張入場券、普通會員則是二張，以供會員家族親人入

場觀賞，會員本身則配戴俱樂部徽章即可免持門票入內。37此次武德大祭儀式，

武德會暨體育俱樂部大會所發出的邀請函包括總督府各官衙高等官，以及民間紳

士夫人方面：武德會支部長夫人、支部副長夫人、常議員夫人、體育俱樂部會頭 

夫人、副會頭夫人、理事長夫人、各部理事夫人、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長及副支

部長等人。38此次體育俱樂部大會並推選出新會頭祝辰巳(即新任民政長官)、新

名譽會員佐久間左馬太(即新任總督)，並決議新設游泳部。39雖然是日天氣陰晴

參半，觀眾仍數以萬計。各項競技中又以自行車及戴囊競走「最博人喝采」；而

徒步競走，各校學生亦多有參與者；至於弓術部參賽者雖多，「而觀者殊少，未

免稍形冷淡。」40
 

190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於體育俱樂部網球場舉行聯合網

球大會，參加者計有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銀行、三井物產會社、體育俱樂部等隊

伍。比賽分為城內組(臺灣銀行及體育俱樂部)和城外組(鐵道部及三井物產)。共 

有十二隊(組)參賽，比賽採軟式雙打、五盤三勝制，最後由城內組獲勝。同日上

午十時，亦舉行棒球比賽，因尚未興建棒球場，故於體育俱樂部草坪(芝生，し

ばぶ)進行。41
 

1908 年 8 月 30 日上午八點舉行武德會臺灣支部大會之武德祭，隨後舉行體

育俱樂部大會及運動會，本屆邀請武德會京都本部商議員兼常議員鳥海弘毅、劍

術教士內海高治、柔術教士佐藤法賢等人士前來切磋指導，同時也廣邀本島人參

加演武大會。又此年舉行的自行車競賽，由原本僅限於體育俱樂部會員參加，改

為普及於一般民眾，凡有志者皆歡迎報名，並可於體育俱樂部自行車練習場預先

進行練習。再者，參賽期間，觀眾若搭乘沿岸汽船、汽車等工具，可享交通費並

二成至三成的折扣優待。42此屆體育俱樂部大會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截止，除

武術、馬術、弓術、自行車之外，又舉行田徑比賽，項目包括：200 公尺(小學生)、

400 公尺、800 公尺、一人一腳、二人三腳、障碍物賽跑、ボタン(鈕扣)縫附競爭

(來賓)、戴囊競爭、千鳥競爭(小學生)、旗取競爭(奪旗)等項。此屆運動會之自行

車競賽有一本島人周明料(科)速度飛快，其他人皆莫與相比，奪標後猶(體力)綽

綽餘裕、繞場一圈，且手舞足蹈、盡展神技。其他如馬術則乘馬以鬪技也，或乘

                                                 
37〈體育俱樂部の入場券〉，《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21 日，02 版。 
38〈武德會の案內狀〉，《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21 日，02 版。 
39〈體育俱樂部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30 日，02 版。 
40〈體育俱樂部大會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26 日，02 版。 
41〈本日の聯合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1 月 23 日，02 版。 
42〈武德大會と競技〉，《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12 日，05 版；〈武德會支部大會〉，《臺灣

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28 日，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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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背囊以競走，或乘馬打球，間有騎馬擊鬥，皆有勇往之雄，儼若沙場對壘，觀

者精神為之鼓動。而其他各項運動，或從各校學生中選出，亦皆訓練精至。43此

外，新增加棒球和網球兩項目，棒球由參賽者分成紅、白兩隊相對抗，從下午一

點開始比賽；網球則由臺銀、鐵道部、淡水稅關局、三井物產、三十四銀行(臺

灣支店)、法院、臺北醫院、總督府中學校、體育俱樂部等隊參賽，亦分成紅、

白兩組進行對抗。整體而言，運動風氣有愈來愈興盛的趨勢。44
 

1909 年於體育俱樂部運動場舉行第一屆臺北棒球聯賽，由中學校、中學會、

成淵學校、霜月俱樂部等四支隊伍各派數名選手，然後混合組成黑、白兩隊競技，

每隊選手皆正好 9 人。此為四校聯合舉辦棒球賽之嚆矢，當時尚未建有正式的棒

球場，故場地設於運動場中央，場邊設有來賓席、選手席、普通觀眾席、茶水點

心處等。會場諸般事務則由各校學生共同擔任。此賽事乃由總督府及各校教師、

民間人士共同贊助，當時計畫每年舉辦二至三次比賽。45
 

從以上體育俱樂部舉辦歷屆運動比賽的過程來看，日俄戰爭可謂臺灣體育發

展的明顯轉捩點，一則日本暫時遠離戰爭，致力於國家各方面發展；二則統治臺

灣漸久，而武裝抗日行動漸少，治臺政策逐漸溫和，故日俄戰後體育俱樂部所舉

辦的運動比賽，逐漸去除趣味性和軍事性，而注入更多、更純的運動競技成分。 

 

三三三三、、、、體育俱樂部的解散體育俱樂部的解散體育俱樂部的解散體育俱樂部的解散 

自 1903 年起，臺灣神社祭典祭式場及餘興場，皆設於武德會體育俱樂部內，

然在 1911 年，其地已預定為新建總督府之建地，不能復以之為用。遂於該年 7

月 5 日召開理事會議，決定移往苗圃一隅(今臺北植物園內)。預計用地約 3,000 

坪，除興建武德殿、弓術部、馬術部以外，並設立網球場等設備。46翌年(1912)

起，武德殿在植物園內的各項建築及體育設施陸續完工，乃以此地為主要的運動

場所。 

另一方面，由於時勢之變遷、社會之進步，也影響到體育俱樂部的運作。1916

年 9 月 4 日體育俱樂部各相關幹部，齊集民政長官官邸，商議關於體育俱樂部解

散及武德會承接事宜。47此因當時各項體育運動已臻盛行，亦逐漸各自舉辦賽 

                                                 
43〈武德會況〉，《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9 月 1 日，05 版。 
44本次競賽獲勝者可得金、銀牌等獎品，乃由武德會京都本部所寄附，見〈體育俱樂部大會〉，《臺

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28 日，05 版；〈本日の武德殿〉，《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30

日，07 版。 
45

 〈打球聯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8 月 12 日，05 版；〈打球準備〉，《漢文臺灣日

日新報》，1909 年 8 月 15 日，07 版。 
46〈武德殿議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10 日，02 版。 
47〈解散體育俱樂部〉，《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9 月 6 日，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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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體育俱樂部的組織已不足以領導龐雜之業務，遂告解散。48例如，自行車部

已由業者獨立經營，並經常舉辦競賽；運動部內又分為網球、棒球和其他各種田

徑及趣味競賽。畢竟體育俱樂部無法統率及總括如此眾多的運動團體和競賽；划

船部亦由淡水稅關、鐵道部、水上警察、臺灣銀行、郵船會社成立運動機構，不

須仰賴體育俱樂部之後援而能自行營運；弓術、馬術、游泳等部，本屬武德會臺

灣支部經營統轄，經協商後，體育俱樂部解散之後由武德會接管弓術、馬術、游

泳等部，其餘各項運動則正式獨立運作，而暫時無統合機構。49體育俱樂部的解

散，正顯示由於臺灣體育運動的日益蓬勃發展，已面臨必須轉變既有的組織架

構，成立一個專責的體育統制單位的時機，並且有朝向西式體育運動組織發展，

同時漸脫日本傳統武術的軌跡。下文再進一步討論。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臺灣體育獎勵會臺灣體育獎勵會臺灣體育獎勵會臺灣體育獎勵會 

    一一一一、、、、臺灣體育獎勵會的成立臺灣體育獎勵會的成立臺灣體育獎勵會的成立臺灣體育獎勵會的成立 

在體育俱樂部解散之前，臺灣社會的運動風氣已頗為興盛(按：應是指在臺

內地人而言)，各單項運動紛紛獨立運作，為更加提倡運動風氣，總督府於 1915

年成立臺灣體育獎勵會，由總督府工事部長兼作業所長高橋辰次郎擔任會長、臺

北廳長加福豐次為副會長，高橋氏原本即擔任北部棒球暨網球協會會長，加福氏

則為北部棒球協會副會長，而棒球和網球自日治初期起，即為在臺日人最盛行的

運動項目，此時更扮演體育發展的帶頭角色。體育獎勵會之目的以振興國民尚武

精神、獎勵研究運動競技、普及體育休閒活動為宗旨，內含總務、棒球、網球、

相撲、田徑、游泳等部門。50其會則如下： 

一一一一、、、、本會名稱為臺灣體育獎勵會本會名稱為臺灣體育獎勵會本會名稱為臺灣體育獎勵會本會名稱為臺灣體育獎勵會。。。。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會總部設於臺北會總部設於臺北會總部設於臺北會總部設於臺北，，，，並於必要之地設置分並於必要之地設置分並於必要之地設置分並於必要之地設置分部部部部。。。。 

  三三三三、、、、本會以涵養國民武德為宗旨本會以涵養國民武德為宗旨本會以涵養國民武德為宗旨本會以涵養國民武德為宗旨，，，，獎勵研究各種體育競技獎勵研究各種體育競技獎勵研究各種體育競技獎勵研究各種體育競技，，，，以及普及各式以及普及各式以及普及各式以及普及各式

高尚的休閒活動為目的高尚的休閒活動為目的高尚的休閒活動為目的高尚的休閒活動為目的。。。。 

  四四四四、、、、本會為達成上列第三項的之目的本會為達成上列第三項的之目的本會為達成上列第三項的之目的本會為達成上列第三項的之目的，，，，每月一次發行機關雜誌每月一次發行機關雜誌每月一次發行機關雜誌每月一次發行機關雜誌《《《《運動運動運動運動とととと趣趣趣趣

味味味味》》》》給予會員給予會員給予會員給予會員。。。。 

  五五五五、、、、本會會員分為贊助會員及正會員兩種本會會員分為贊助會員及正會員兩種本會會員分為贊助會員及正會員兩種本會會員分為贊助會員及正會員兩種，，，，區別如下區別如下區別如下區別如下：：：：                 

(1)贊助會員參予籌畫設計贊助會員參予籌畫設計贊助會員參予籌畫設計贊助會員參予籌畫設計，，，，以提升本會會務發展以提升本會會務發展以提升本會會務發展以提升本會會務發展；；；；而且每月繳交基而且每月繳交基而且每月繳交基而且每月繳交基

本維持費伍圓以上者本維持費伍圓以上者本維持費伍圓以上者本維持費伍圓以上者。。。。 

                                                 
48〈俱樂部解散善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9 月 9 日，06 版。 
49〈俱樂部解散善後〉，《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9 月 9 日，06 版。 
50

 伊藤猛三郎編輯，〈發刋の辭〉，《臺灣運動界》，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10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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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會員可參與本會活動正會員可參與本會活動正會員可參與本會活動正會員可參與本會活動，，，，為使會務昌隆為使會務昌隆為使會務昌隆為使會務昌隆，，，，每月應繳交會費貳圓每月應繳交會費貳圓每月應繳交會費貳圓每月應繳交會費貳圓。。。。 

  六六六六、、、、本會設置會長一名本會設置會長一名本會設置會長一名本會設置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評議員及幹事評議員及幹事評議員及幹事評議員及幹事若干名若干名若干名若干名，，，，以執行會務以執行會務以執行會務以執行會務。。。。 

  七七七七、、、、本會得視情況需要本會得視情況需要本會得視情況需要本會得視情況需要，，，，隨時召集評議員及幹事開會隨時召集評議員及幹事開會隨時召集評議員及幹事開會隨時召集評議員及幹事開會。。。。51
 

 

有鑑於當時各單項運動日益蓬勃興盛，而體育俱樂部並無實際領導、指揮之

權力、能力和財力，乃有體育獎勵會的成立。但由於資料不足，目前尚無法得知 

體育獎勵會究竟有無「於必要之地設置支部」，亦不詳其是否曾經舉行重大運動

賽事，僅知曾經主辦北部及中南部網球選手排名賽。52大致而言，此會對於臺灣

體育發展最大的貢獻即先後發行專業運動雜誌《臺灣運動界》和《運動と趣味》，

以報導賽事消息和提倡運動風氣，有關此二種雜誌的內容參見緒論及第二章第二

節，此不贅言。值得一提的是，《臺灣運動界》及《運動と趣味》每期均刊登大

量各類運動用品的廣告，其中標示品牌、價格、款式等圖文並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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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臺灣體育獎勵會成員之身份背景臺灣體育獎勵會成員之身份背景臺灣體育獎勵會成員之身份背景臺灣體育獎勵會成員之身份背景 

依據 1916 年 11 月發行的《運動と趣味》創刊號，其中列出該會維持費主要

寄附者名單(未依姓氏順序排列)，但並未註明該位人士的官方或民間身份職務，

若能查清楚贊助會務人士的身份背景，對於瞭解當時總督府成立臺灣體育獎勵會 

的實際運作情形有極大的幫助，故筆者查閱日治時期各種名人錄、人物誌及《臺

灣日日新報》作出對照列於下表： 

 

表表表表 3333----1111：：：：臺灣體育獎勵會主要寄附者名單臺灣體育獎勵會主要寄附者名單臺灣體育獎勵會主要寄附者名單臺灣體育獎勵會主要寄附者名單    

姓名 官／民身份職務 

佐田家年 臺灣銀行監查役、華南銀行相談役 

飯沼剛一 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 

赤司初太郎 臺北商工協會常議員、府後會評議員 

齋藤豐次郎 臺灣商工協會常議員 

赤石定藏 臺灣日日新報社長 

毛利千代次 實業協會評議員、鐵道部事務官、澤井組(營建工程)支配人 

                                                 
51〈會則〉，《運動と趣味》，第 2 卷第 3 號，1917 年 3 月，頁 53。 
52當時的網球排名方法很特殊，即將全島網球選手依地區分為北部和中南部兩者，再依球員所站

位置分為前衛和後衛(即今之前排、後排，前、後排固定站位，可見是軟式雙打排名)，然後依球

技高低分為橫綱、大關、關脇、小結、前頭諸等級。很有趣的現象是，以日本傳統武道的位階劃

分方式而給予西式運動做排名，而排行榜內各等級的選手全部是日本人。見〈庭球界番附〉，《運

動と趣味》，第 3 卷第 2 號，1918 年 3 月，頁數模糊不清；〈庭球選手番附〉，《臺灣日日新報》，

1916 年 2 月 16 日，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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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福豐次 臺北廳長 

濱口勇吉 臺灣建築會社監查役、臺灣煉瓦(製磚)會社取締役 

石井常英 覆審法院院長 

小松楠彌 臺灣自動車會社社長 

李延禧 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 

木村匡 臺灣實業協會會長 

林松壽 林本源松記事務所主人、林本源興拓會社社長 

星野政敏 總督府林務官 

林鶴壽 新高銀行取締役、林本源鶴記事務所主人 

中川小十郎 臺灣銀行副頭取 

渡邊武良 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長 

高橋辰次郎 總督府工事部部長、作業所所長 

辜顯榮 總督府評議員、大和行行主 

木村泰治 臺北漁市會社專務取締役 

後宮信太郎 臺灣紡織會社取締役、北投窯業會社長 

邨松一造 臺灣商工銀行常務取締役、臺灣煉瓦(製磚)會社監查役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運動運動運動運動とととと趣味趣味趣味趣味》》》》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創刊號，，，，1916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64；；；； 

《《《《臺灣總臺灣總臺灣總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督府職員錄督府職員錄督府職員錄》》》》(大正大正大正大正 5、、、、6年年年年)、《、《、《、《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 

《《《《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等等等等。。。。 

 

上表 22 名主要寄附者之中，具有正式官方身分者 5 人，其餘皆為紳商名流

之輩，若與先前的體育俱樂部相較，明顯看出有更多的社會人士參與，象徵組織

成員的來源有更加擴大的趨勢。由於大部分人士並非僅擁有一個官民身分，故無

法一一詳列，但從中可清楚得知，贊助者非官員即紳商名流。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有四位臺籍人士，即李延禧、53林松壽、54林鶴壽、55辜顯榮等人。56此亦體育

                                                 
53李延禧(1883~1859)，臺北市人，臺北富商李春生之孫、李景盛次子。早年赴日留學，至美遊學，

1916 年新高銀行成立時任常務取締役，1922 年繼其父為頭取(總經理)，1924 年新高銀行合併於

臺灣商工銀行，改任副頭取，期間亦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後辭職移居東京，任大成火災保險

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戰後滯留日本，因病至中國天津就醫，1959 年病逝於中國。見王美雪撰，

〈李延禧〉，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頁 0378。 
54林松壽(1898-1945)，臺北板橋人。林維源第五子，自幼即聰敏過人，東京學習院高等科畢業。

1923 年擔任北京政府交通署長，與北京政府要員交遊甚廣，1925 年歸臺創辦資本額一百五十萬

圓的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並任林本源松記事務所主人、林本源柏記、祖記二產業會社重役。專

營房地產買賣及農業及造林事業，舉凡公債、公司債、有價證券仲介買賣等事業，績效卓著。見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533-534；林進發，《臺灣官

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 年)，頁 152-153。 
55林鶴壽(1884~1937.3)，臺北人，屬板橋林家三房林維德系。鶴壽漢學造詣深，精通英、日文，

30 歲即任林本源製糖會社社長，一生事業主要經營錢莊，有建祥號、益昌號、裕記謙棧等；又

任新高銀行董事，投資臺灣電氣工業株式會社。另外又於上海經營房地產，在英租界擁屋 200

間，在法租界有洋樓 4 至 8 間，但其在上海的產業後來被中共所接掌。亦在鼓浪嶼和記崎興建八

卦樓，即今廈門歷史博物館。見許雪姬撰，〈林鶴壽〉，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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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時期未有之現象。臺籍人士能夠以主要寄附者身份加入日本人為主體的體

育組織，至少顯示此輩人士具備相當程度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以及和日本人維

持友好密切的關係，而成為被拉攏的對象。此外，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是日本在臺

灣財力、勢力都極雄厚的財團，該會社臺北支店與臺灣體育發展也有極密切的關

係，其支店長自 1902 年體育俱樂部時期起，到臺灣體育獎勵會，甚至 1920 年成

立的臺灣體育協會，一直都擔任重要幹部之職務。 

此外，1917 年 3 月《運動と趣味》雜誌刊載臺灣體育獎勵會的主要幹部及

會員名單，可以進一步得知當時是由哪些人士提倡或贊助體育活動。至於臺灣籍

人士方面，則新增林熊徵、57吳昌才、58李錫陽、許梓桑等人，59再加上前述李延

禧諸人，可見能入得此會者，都是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與殖民政府關係友

好的「民間有力者」，但都只是贊助會員的身份，尚未有人擔任幹部。其名單如

下表： 

 

 

 

                                                                                                                                            
頁 0503。 
56辜顯榮(1866.2.2~1937.12.9)，字耀星，彰化鹿港人。1884 年赴上海、南京等地設商號，經營糖

業。1888 年因助平施九緞之亂有功，獲賞五品軍功。1895 年臺灣割予日本，日軍登陸後，臺北

城陷入無政府狀態，街巷人人自危，紳商乃集議迎接日軍入城鎮撫，辜等自願前往，日軍遂兵不

血刃進城。總督府建立之初，倡議設保良局，又自請到臺中、鹿港等地招降紳富。1896 年與李

春生同獲總督府敘勳六等，1897 年獲總督府頒授紳章。1899 年出任全臺「官鹽賣捌組合長」，創

立大和製鹽株式會社。1909 年被選為臺中廳參事，獲得經銷鴉片之特權。1914 年與林獻堂等發

起創辦臺中中學。1923 年在總督府慫恿下，與林熊徵等成立「公益會」，以反對林獻堂等人推動

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 年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評議員。1934 年由日皇敕選為貴族院議

員。1937 年赴東京出席貴族院臨時會議時，因宿疾復發過世。見歐素瑛撰，〈辜顯榮〉，收於許

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0908-0909。 
57林熊徵(1888.11.5~1946.11.27)，字薇閣，板橋人。1895 年乙未之役與家族成員內渡，1909 年在

日人的慫恿、協助下成立林本源製糖會社並任社長，1933 年 1 月任華南銀行總理。在公職方面，

曾任臺北廳參事、大稻埕區長、臺北州協議會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935 年起即長住日

本。日本戰敗後返臺，以其家世當選臺灣省商會聯合會理事長、華南銀行籌備處主任，曾代表臺

灣赴南京召開全國商業會議，1946 年 11 月過世。見許雪姬撰，〈林熊徵〉，收於許雪姬總策畫，

《臺灣歷史辭典》，頁 0494。 
58吳昌才(1883.9.28~1928.3.5)，臺北人，父吳英奇為北臺著名郊商，從事閩粵臺貿易運輸業，並

經營鴉片代售、煙草批發業。乙未割臺後出任艋舺保良局副局長，1896 年起實施民政，為防匪

亂，乃與李春生等北臺紳商合組「士商公會」，協助建立保甲制度。1901 年任臺北廳農會幹事，

1907 年任臺北製糖會社監查役，1909 年獲頒紳章，1911 年升為艋舺區長，1927 年膺選為總督府

評議會員，1928 年以臺人為主的臺北商業會成立，會長辜顯榮，吳昌才任副會長，唯任職不久

即過世。見蔡說麗撰，〈吳昌才〉，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0349-0350。 
59許梓桑(1874.11~1945)，字迺蘭，基隆人，淡水縣庠生。日人領臺後，任基隆區街庄長事務所

書記，1901 年獲頒紳章，1903 年任基隆區街庄長，街庄改制後升任區長。1921 年復擢升為基隆

街助役，未幾退職。歷任基隆總商會會長、公益社理事等職，1937 年任臺北州會議員，服務地

方 40 餘年。見蔡說麗撰，〈許梓桑〉，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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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2222：：：：臺灣體育獎勵會幹部及贊助會員名單及其身份臺灣體育獎勵會幹部及贊助會員名單及其身份臺灣體育獎勵會幹部及贊助會員名單及其身份臺灣體育獎勵會幹部及贊助會員名單及其身份    

職務 姓名 官／民身份 

會長 高橋辰次郎 總督府工事部部長、作業所所長 

副會長 加福豐次 臺北廳長 

總幹事 本西憲勝 臺灣新聞社編輯 

評議員 飯塜祇吉 鐵道部事務官 

 花田節 臺灣日日新報社取締役兼總編輯 

 西岡健之 臺北廳農會基隆支會長 

 戶田友一 通信局技師 

 音羽守 鐵道部工作課長 

 樫谷政鶴 殖產局技師 

 鎌田正威 土木局庶務課長 

 加福均三 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 

 柏熊福太郎 臺灣實業協會評議員 

 河村徹 通信局監理課長(兼贊助會員) 

 長嶺茂 辯護士 

 枝德二 臺南廳長 

 佐田家年 臺灣銀行監查役、華南銀行相談役 

 江口良三郎 警察本署理蕃課長 

 小松吉久 宜蘭廳長 

 木村匡 臺灣實業協會會長/臺北商工銀行頭取 

 北川恒俊 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店長 

 宮田倉太  

 水野春次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幹事 伊勢田剛 本島野球界先輩 

 速水和彥 鐵道部技手 

 鳥山隆夫 鐵道部職員 

 垣田林左衛門 總督府地方警視 

 高瀨信郎 通信局海事課雇員 

 中村俊二 鐵道部運輸課觀光係長 

 高橋俊平 臺北廳農會事務係囑託 

 長屋富吉 鐵道部職員 

 野野村納 鐵道部職員 

 小早川篤四郎 總督府勤務 

 湯川充雄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久木榮 警察本署警部兼衛生課勤務 

 森永信光 總督府翻譯官 

編輯部員 吉田野人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輯 

 中島遮莫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寺島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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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島水馬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贊助會員 高田元治郎 殖產局局長 

 新元鹿之助 鐵道部營業課長 

 賀來佐賀太郎 專賣局局長 

 高木友枝 總督府技師/中央研究所所長 

 廣瀨吉郎 通信局局長 

 堀內次雄 醫學校校長 

 稻垣長次郎 臺北醫院院長 

 山形要助 工事部工務課長 

 河村徹 通信局監理課長 

 市來半次郎 臺東廳長 

 石井光次郎 總督官房參事官、秘書官 

 梅谷光貞 警察本署保安課長 

 大久保留次郎 警務課長 

 池田鳴遠 專賣局庶務課長 

 江口良三郎 警察本署理蕃課長 

 淺野安吉 殖產局事務官 

 小林音八 財務局主計課長 

 菊池武芳 財務局會計課長 

 法水了禪 總督府翻譯官 

 森永信光 總督府翻譯官 

 楠正秋 總督府文書課長、統計課長、參事官 

 石井為吉 法務部部長 

 西岡英夫 臺北廳財務課長 

 高田雄種 警察本署地方課囑託兼學務課地方部勤務 

 賀田直治 總督府技師 

 阿部嘉七 殖產局庶務課長 

 藤野幹 殖產局糖務課長 

 山田秀雄 殖產局技師 

 今川淵 臺北廳農會副會長 

 堀內政一 總督府技師、林本源製糖所專務取締役 

 飯塜祇吉 鐵道部事務官 

 音羽守 鐵道部工作課長 

 永田正吉 營林局局長 

 石井常英 法院覆審法院長 

 角源泉 土木局局長 

 鎌田正威 土木局庶務課長 

 加福均三 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 

 戶田友一 總督府通信技師 

 樫谷政鶴 殖產局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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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阪千助 殖產局商工課長 

 關口長之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井澤真民 臺北廰警務課長 

 西岡健之 臺北廳農會基隆支會長 

 木村匡 臺灣實業協會會長/臺北商工銀行頭取 

 中川小十郎 財務局局長 

 飯沼剛一 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 

 赤司初太郎 臺北商工協會常議員、府後會評議員 

 齋藤豐次郎 臺灣商工協會常議員 

 太田一平 三十四銀行臺灣支店總支配人兼臺北支店長 

 渡邊武良 三十四銀行支店長 

 小松楠彌 臺北商工會長、臺灣電氣工業會社社長 

 星野政敏 總督府林務官 

 毛利千代次 臺灣實業協會評議員 

 佐田家年 臺灣銀行監查役、華南銀行相談役 

 邨松一造 臺灣商工銀行常務取締役、臺灣煉瓦會社監查役 

 三好德三郎 臺北商工會副會長 

 木村泰治 北投窯業監查役 

 後宮信太郎 臺灣紡織會社取締役、北投窯業會社長 

 柏熊福太郎 臺灣製紙會社專務取締役 

 木村八生 木村組組合長 

 成富小十 臺北印刷會社取締役、府後會評議員 

 杉浦和作 大日本新聞社臺灣支局主任 

 中辻喜次郎 臺灣鐵道會社取締役、臺灣實業協會評議員 

 李延禧 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 

 林熊徵 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 

 林鶴壽 新高銀行取締役、林本源鶴記事務所主人 

 林松壽 林本源松記事務所主人 

 辜顯榮 總督府評議員、大和行行主 

 長嶺茂 辯護士 

 石阪新太郎 郵船會社社長 

 本間健兒 臺北本間病院院長 

 安藤元節 臺北自由通信社長 

 小林竹次  

 橫田童石  

 安田勝次郎 辯護士 

 姉齒松平 高等法院判官 

 石原幸作 臺灣日日新報取締役兼支配人 

 吳昌才 艋舺區長、自動車會社取締役 

 中山秀之 殖產局囑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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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卷俊夫 臺灣倉庫會社常務取締役 

 李錫陽  

 保木利吉 總督府海事官 

 堀內廣助 總督府工業部技師 

 大越大藏 作業所電氣課長 

 八田與一 總督府土木課技師 

 關口泰 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前田兼雄 總督府技手 

 佐倉侃二 大倉商事臺北出張所長 

 生野數馬 彰化銀行臺北支店長 

 速水經憲 通信局事務官 

 堀田真猿 辯護士 

 服部仁藏 鐵道部庶務課長 

 武藤針五郎 桃園廳長 

 山內小藤二 桃園廳警務課長 

 館與吉 桃園廳庶務課長 

 高山仰 新竹廳長 

 渡邊發藏 新竹廳庶務課長 

 草野義一 新竹廳警務課長 

 三村三平 臺中廳長 

 小山三郎 臺中廳庶務課長 

 枝德二 臺南廳長 

 野村勘四郎 郵便局臺南局長 

 大橋重衛 臺北廰庶務課長 

 小松吉久 宜蘭廳長 

 吉澤房枝  

 三宅八重 臺北第二高女雇員 

 松本多喜枝  

 中島速  

 梅野清太 基隆肥料株式會社監查役 

 佐村義一  

 太田虎太郎  

 岡本正市  

 石阪莊作 基隆船具屋店主 

 三上喜千藏 基隆警務課長 

 近江時五郎 基隆信用組合長、臺灣鑛業副會長 

 山田寅之助 港務所庶務課長 

 久恒忠次 臺灣水產會社監查役 

 藤田伊奈介 基隆肥料會社評議員、基隆公益社評議員 

 許梓桑 臺灣水產監查役、基隆漁業會社取締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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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秋介 基隆商工會評議員 

 古田種次郎 基隆商工會評議員 

 小野房之助  

 明比憲吾 發動機船保險會社社長、基隆防疫組合委員 

 竹川旭海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運動運動運動運動とととと趣味趣味趣味趣味》》》》，，，，第第第第 2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3號號號號，，，，191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53-55；《；《；《；《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大正大正大正

5、、、、6年年年年)、、、、《《《《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士鑑》、》、》、》、《《《《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臺灣人物誌》、《》、《》、《》、《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人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等等等等。。。。 

 

上列名單共計 163 位人士，已查出身份職務者 153 人，其中民間人士 40 位，

占 24.5%。而具官員身份或任職於政府部門者 113 人，占 68.7%(警察部門 8 人，

警務課長皆是會員)，其中遍及總督府多個單位之局、課首長或所屬人員，筆者

推斷此應是總督府「勸誘」及「指派」各單位主管加入為會員，再由此輩人士按

月繳會費，以維持會務基本運作。至於臺籍人士，雖有李延禧等 8 人，但皆為贊

助會員，尚未有擔任幹部者。再者，由此表亦可看出，當時在體育界所擔任的職

務或地位，大約與其官職或社會地位成正比或相對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臺灣體育協會臺灣體育協會臺灣體育協會臺灣體育協會 

一一一一、、、、    下村宏與下村宏與下村宏與下村宏與臺灣體育協會的成立臺灣體育協會的成立臺灣體育協會的成立臺灣體育協會的成立 

大正年間(1912-1926)，是臺灣體育運動發展的重大轉變時期────────隨著臺灣社

會、經濟、教育狀況的進步，以及政治局勢的安定，各種運動得到興盛發展的良

好環境，不僅競技項目增多、規模擴大，而且所需經費也逐漸增加。如上節所述，

原本為維持武德殿運作的體育俱樂部，因經費及組織不足支應而演變成須仰賴武

德會撥款補助。另一方面，當時盛行的自行車競賽已由業者自行贊助舉辦；而網

球、棒球業已發展成全島性的熱門運動，貧弱而無實權的體育俱樂部已無法統轄

包辦如此眾多的運動競賽，遂於 1916 年解散。 

此時，田徑運動(日文為「陸上競技」)亦開始盛行，而田徑(俗稱「運動之母」)

對於整體運動風氣的提升有直接的關聯。臺灣的田徑運動大約興起於 1907 年左

右，當時的運動項目大多屬於趣味遊戲性質的慢跑競賽。後來，以競技方式呈現

的田徑比賽，大約始於 1920 年，以臺北二葉會(與臺南青葉會為當時南北兩大田

徑團體)舉辦田徑賽為嚆矢，此與近藤敏夫、箕輪平三兩氏的指導與提倡密切相

關。近藤敏夫是 1919 年東京帝大出身的中距離徑賽紀錄保持者，對於運動具有

深刻的理解與抱負。近藤氏於 1920 年來臺任職於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箕輪

氏任職於工業講習所(今臺北科技大學)。即由近藤、箕輪分別擔任徑賽與田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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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在新公園開始教授二葉俱樂部成員田徑技巧，再加上民政長官下村宏的支持

(其本身為田徑愛好者，運動會時亦參加競賽)，60二葉會主辦的田徑賽況愈來愈

熱烈，雖然僅限於二葉會會員，但實為臺灣最初的正式田徑比賽。1921 年北部

二葉會與南部青葉會，號稱臺灣南北二大田徑運動團體，致力提倡田徑運動。而

當時淡水中學校長是來自加拿大的 Kenneth W. Dowie(羅虔益)，其本身即是加拿

大田徑界的權威人士，在其悉心指導練習之下，淡水中學的實力頗受運動界所稱

頌。1922 年臺灣體育協會聘請 Franklin H.Brown 氏來臺，擔任田徑、排球、籃球

等項教練，於是，球技部亦開始萌芽。稍後的足球、曲棍球、橄欖球等亦相繼興

起，開始組成隊伍進行練習、比賽。61
 

受到田徑比賽開始舉辦的刺激，網球比賽的舉行也更盛行，尤其是南北對抗

賽的盛會、官廳與民間的對抗賽等等，再加上棒球及其他各項運動都已發展到頗

為興盛的地步，實在有必要創設一個統一的、專責的體育統制機構。1920 年 11

月 25 日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召集各運動競技團體會商，以既有的北部野球協

會、北部庭球協會，以及二葉會(臺北)等三大運動團體為基礎，整合成立臺灣體

育協會。62臺灣體育協會(簡稱「臺灣體協」)之宗旨在圖謀國民身體之健全及精

神之充實，並以獎勵體育事業之發達為目的。臺灣體協之成立，堪稱臺灣體育發

展已達成熟階段，然而，體育協會並非臺灣獨有或首創，其與朝鮮體育協會、滿

洲體育協會等機構，同樣皆可視為大日本體育協會(1912 成立)在殖民地(或勢力

範圍)的延伸及分支機構。 

臺灣體協的辦公處所設於總督府文教局內，成立之時，計有總務、會計、庭

球、野球、田徑、相撲等六個部門；1923 年增設游泳部，1929 年再增設球技部(籃、

排、桌等其它各種球類)；1930 年起，網球部再分為軟、硬二部單獨運作，各部

                                                 
60下村宏(1875-1957)，號海南，和歌山人，大正至昭和前期政界、新聞界重要人物。1898 年東京

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進入遞信省從此活躍於官場，歷任郵便貯金局長、為替貯金局長等職。1915

年受明石原二郎總督任命為民政長官(1920 年起改稱總務長官)，1919 年獲頒法學博士學位。1921

年 9 月卸職返日，受大阪朝日新聞社長村山龍平之請擔任該社取締役，1922 年任專務取締役，

1923 年起任日本體育協會常務理事，1930 年任朝日新聞副社長，為經營該社的實際負責人，1936

年離職。1937 擔任貴族院議員、1938 年任日本體育協會會長，1943 年任日本放送協會會長，1945

年任鈴木貫太郎內閣之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至戰爭結束。著有《新聞に入りて》、《終戰秘史》

等書，並以短歌、隨筆聞名。見臼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等編，《日本近現代人

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 年)，頁 524。  
61竹村豐俊，〈臺灣運動界の變遷〉，《臺灣時報》1933 年 3 月號，頁 153-155。 
62北部野球協會創立於 1915 年 1 月，北部庭球協會創於 1915 年 3 月，當時仍是臺灣體育獎勵會

時期。而二葉會乃 1920 年初，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店員近藤敏夫所倡立，以田徑為主要

運動項目。見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8 年)，頁 119；北村敏，

〈臺灣體育協會陸上競技部の回顧〉，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頁 242；臺灣體育協會編，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ノ沿革》(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23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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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部長一名。63自下村宏倡立體育協會起，歷任會長皆由總務長官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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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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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的宗旨既在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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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臺灣體協選拔出代表臺灣的運動選手

參加全日本帝國的總比賽。64如此，經由體育競賽的舉行，臺灣亦被納入日本體

育發展的一個環節。至於臺灣體協的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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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財團補助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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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是故，臺灣體

育協會雖名為「財團法人」，實則受總督府人力、物力、經費、行政等資源之挹

注才能維持運作。 

1920 年起，臺灣體協開始實施臺灣標準紀錄，各項競賽採用科學化的成績

登錄制度，選手們也有不斷追求更高、更快、更遠的目標，突破紀錄更成為運動

員競相爭逐的一大榮耀。66
1921 年日本國參加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其

中李延澤等四位選手即從臺灣選拔而出，當時總督府及官方媒體《臺灣時報》、《臺

灣日日新報》等盛讚從臺灣地區選拔出來的選手代表日本對外參賽，實是難得的

寶貴經驗。67同時，上海地區主要辦紙如《申報》、《時事新報》等，於競賽期間

特別發行專刊，逐日報導賽會消息，其中雖有大略介紹中、日、菲三個參賽國家

的代表隊，但其中皆無提到代表日本的臺灣選手。68
 

 

二二二二、、、、    人事組織人事組織人事組織人事組織 

若與先前的體育俱樂部、臺灣體育獎勵會作比較，臺灣體育協會幹部亦由官

紳名流組成，但自體協開始，官位／職位或社會地位較低的「專業人士」亦擔任

幹部之職，而幹部的身份背景和職業類別亦較此前更廣、更多樣化。再者，從中

亦可明顯看出臺灣籍人士參與的角色更為加重，歷屆幹部之中已有多人擔任重要

                                                 
63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協會創立以來役員表〉，收於氏編，《臺灣體育史》，頁 30-32。 
64竹村豐俊，〈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沿革〉，收於氏編《臺灣體育史》，頁 7-29。 
65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昭和十七年版(上)，(東京：臺灣通信社，1942)，頁 211。 
66〈臺灣記錄を突破して 月桂冠を得るは誰ぞ〉，《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6 月 27 日，07 版。 
67下村宏，〈觀臺灣體育協會〉(二)，《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0 月 27 日，05 版；〈上海ヘ臺灣

代表選手派遣〉，《臺灣時報》，1921 年 6 月，頁 114-115。 
68〈申報遠東運動會特刊〉第一至第七號，《申報》(上海)，1921 年 5 月 30 日至 1921 年 6 月 5

日；〈學燈特刊 遠東運動會號〉，第一至第六輯，《時事新報》(上海)，1921 年 5 月 30 日至 1921

年 6 月 4 日。按：當時介紹個別選手的基本資料尚未完整詳盡，大多是以運動項目分析各隊整體

實力而已。臺灣選手未被特別報導，可能是因運動實力並未達到備受矚目的程度，也可能只是被

視為一般的日本選手，不必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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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者。例如：林熊徵(自成立起一直擔任理事)、李延禧(監事、理事)、許丙(田

徑部幹事、理事)、69蔡彬淮(監事)。70林熊徵與李延禧更是自體育獎勵會時代即

加入擔任贊助會員(參見前節)。這些臺籍人士的共同特點之一，即皆為有錢的紳

商階級，而且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的民間「協力者」。所以，林熊徵認為臺灣體

育協會是促進內臺親善的橋樑，其來有自。71本論文〈附錄六〉為 1920 年成立

至 1933 年間的體協幹部名單，筆者依此再翻查日治時期各種名人錄及報紙，以

列出其身份職務背景，從中可看出體協幹部的特性如下： 

1、歷任會長皆由當時的總務長官擔任，而新總務長官上任之同時，即成為新任

體育協會會長，由此亦可見體協官方色彩之一端。 

2、實際負責會務運作的常務理事，1920 至 1924 年由鐵道部長新元鹿之助擔任，

而自 1925 年起，改由歷任文教局長擔任，並於此後形成制度，顯示教育與體

育的密切關聯。 

3、會計部所屬皆由總督府官房會計課人員擔任，顯示財務方面的人事任用與總

督府內部直接關連，此又是臺灣體協與總督府關係密切之例證。 

4、理、監事人選乃由官方與民間人士占相當之比例共同組成，而臺籍人士自臺

灣體協成立起，即一直同時有擔任理、監事者，其中又以前述林熊徵、李延

禧、許丙、蔡彬淮等「有力人士」為代表人物。再者，體育俱樂部時期及體

育獎勵會時期，臺人僅加入成為會員，尚未有任幹部者，而體協幹部的臺籍

人士中，不僅數量及職務均明顯增加，亦顯示體育已逐漸向臺籍人士落實推

行。 

5、1920 年創立時，設有總務、會計、網球、棒球、田徑、相撲等部。1923 年起

增設游泳部；1929 年增設球技部，內含足、籃、排、桌等項目；1932 年原本

的軟式網球之外，硬式網球單獨成為一部，由此大約可知當時各項運動盛行

的程度與先後次序。 

                                                 
69許丙(1891-1963)，臺北淡水人。1911 年，臺北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後，進入林本源總事務所任

職，1916 年出任林本源第一房庶務長，1918 年任淡水信用組合理事，1920 年 10 月被任命為臺

北市協議會議員，1921 年任大永興業株式會社取締役、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查役，1927 年任

臺北州協議會員，1930 年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1945 年 4 月更被敕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其憑

藉靈活的處世手腕，巧妙運用政商互動關係，累積豐沛財富與人脈，活躍於商場。戰後，於 1946

年 2 月因參加「臺灣獨立事件」嫌疑而被捕，翌年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個月，1950 年任臺灣省

政府顧問，1953 年任中日文化經濟協會顧問，1963 年過世。見許雪姬編，《許丙．許伯埏回想錄》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頁 404-405。按：許丙長期在林本源長房林熊徵家

中擔任「家長」(總管)，協助林家經營事業，並做為林家與日本政要間的橋樑，堪稱日本統治臺

灣最重要的協力者之一，但在許丙的回想錄及年譜，皆未提到其曾經長期擔任臺灣體育協會理事

之職；而《臺灣人士鑑》則有關於許丙擔任體育協會理事的紀錄。 
70蔡彬淮(1877-?)，臺北人，1896 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傳習所，其後鑽研漢學，並經營實業有成。

1923 年擔任臺北市協議會員，1925 年任臺北州協議會員，並歷任體育協會幹事等職。見興南新

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年)，頁 170。 
71林熊徵，〈內臺親善の楔〉，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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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專業運動人士成為幹部有愈見增多的現象，例如，北村敏、近藤敏夫、鴻澤

吾老、福田慶三、石塜長臣(以上田徑)；村橋昌二、野口清一、稻葉稔(以上

網球)；鳥山隆夫(棒、網球雙棲)、湯川充雄(棒球)；藤本秀松(游泳)等人。 

7、軍警方面人員未在體育協會擔任要職，是其與體育俱樂部及體育獎勵會最大

的不同點。體協幹部中，唯有川崎卓吾(警務局長)曾擔任監事一職(1920-1922

年)，其餘幹部則皆非軍警相關人員，此亦與體育俱樂部、體育獎勵會時期之

重大差異。 

8、在體育組織中的地位與其官位或社會地位呈正比，此現象與體育俱樂部、體

育獎勵會時期相同。例如，會長官位最高，理、監事亦皆有相當地位的官民

身份。而各部門中，部長的官職或地位，一定高於幹事。此情況應是體育協

會仍不失其具有官方色彩，以及日本文化重視身份地位的象徵。 

9、雖然女子體育已達相當之程度，女子運動員也人才輩出，但尚無女性擔任體

協幹部。 

以上是體育協會本部的人事組織情況。此外，臺灣體協各地方支部的組織架構也

是值得注意的觀察重點，其情形大致如下： 

1、臺北支部長由臺灣體育協會常務理事擔任，各部部長及幹事由本部各部長及

幹事兼任。 

2、除臺北支部以外，各州廳設地方支部，以各州廳地名為支部名稱，辦公地點

設於各州廳政府之內。地方支部設支部長一人，由各州廳行政首長擔任，支

部長再任命適當人選擔任各部長。 

3、各州廳支部得於轄下郡市設立(某地)體協分會，由支部長任命郡守擔任分會

長。 

4、地方支部及分會，其經費來源則有會費、捐款、補助金等三項。72
 

此外，根據臺灣體協於 1933 年所作調查統計，臺灣地區的各運動團體，其成 

立時間、代表人、會員人數、會費金額等，都有詳細紀錄(參見附錄七)。從中可

知，不論從中央到地方、或從社會到學校，各運動團體的主事者絕大多數都是日

本人士，臺籍人士唯有在街庄以下地區性分會才有擔任代表人的機會。73
 

 

                                                 
72〈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支部章程〉，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頁 22-29。 
73據筆者統計，社會人士共計 721 個運動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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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校運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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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290 位皆是日本人(93.6%)，亦是日本人居壓倒性多數。見臺灣體育協會

編，《臺灣ニ於ケル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 



第三章 體育統制機構： 

從武德會體育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 

 

 

 
                                                         

 137 

三三三三、、、、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自後藤新平、大島久滿次等人創立體育俱樂部起，此後歷任民政長官(1920

年後改稱總務長官)熱心推動，致使各項運動蓬勃發展。然而，隨著運動風氣的

興盛，各種運動團體紛紛獨立運作、不相統屬，難免在寄附金的募集方面產生排

擠效應，並增加指揮管轄、組織運作方面的困擾。至 1920 年，下村宏倡立臺灣

體育協會之時，由於當時臺灣整體財政經濟狀況非常良好，各製糖會社、三井及

其他會社寄附金多達 25,000 圓，即以此基本金孳生利息，加上會員所繳會費維

持會務基本運作。另一方面，由於向政府官員進行強制勸募寄附金的行為引起反

彈，74故在 1924 年，由體協會長後藤文夫(總務長官)以設立前總督(田健治郎和

內田嘉吉)紀念財團的方式募集資金、專款用於體育發展而使財源壓力獲得舒

解。75至於各地方體協支部則從各州廳編列之體育獎勵費作為主要經費來源。76茲

將其過程略述如下： 

1924 年 5 月 31 日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以提倡體育為目的，召集總督府各部局

長、鐵道部、專賣局、法院、稅關、臺北州、臺北市等單位代表，以及民間人士

高木友枝、三村三平、木村匡、三好德三郎、林熊徵、李延禧、吳昌才等官民合

計四十餘人在(總務長官)官邸召開會議。後藤氏指出，田總督在位 5 年，其功績

至今仍令人稱道，應仿傚佐久間、安東、明石等卸任總督之前例，成立在任紀念

事業基金。會中一致贊成設立前總督田健治郎紀念財團，資產總額為 5 萬圓。再

討論此財團之用途，三村氏提議，佐久間總督時代積極獎勵教育事業，而在田總

督獎勵之下，運動競技界氣象煥然一新，有愈來愈興盛的趨勢。為使將來發展能

更上層樓，應以獎勵體育運動作為財團設立的主要目的，此議遂獲通過。並推舉

成立發起人總代表(委員長)為總務長官、委員則有尾崎、相賀、古木、東、武藤、

井村、三村、北村、江崎、林熊徵等 10 人。至於資金募集的方式，大致上仿傚

此前祝賀皇太子成婚之時，官民集資於新宿御苑捐建臺灣亭的方式辦理。77即官

員方面負擔 5,000 圓，四分之一(即 1,250 圓)由判任官五級俸以上捐款；一般民

間人士負擔 5,000 圓；其餘金額由各銀行及會社捐獻。本日會議結果呈報內田嘉

吉總督，並致電報奉告田前總督。78其後，田健治郎則自日本回電表示感到無上

                                                 
74〈田財團の寄附募集率〉，《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12 日，02 版。 
75音羽守(體育協會庭球部長)，〈本島體育界の回顧〉，《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2 月 28 日，夕

刊 02 版。 
76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昭和十七年版(上)，(東京：臺灣通信社，1942)，頁 211。 
77

1924 年，總督府為祝賀皇太子成婚大典，乃號召全島官民集資 5 萬圓，於新宿御苑興建一座古

雅而具純臺灣風味的建築物，此即新宿臺灣亭的由來。見〈御成婚奉祝記念 獻上品決定 御所內

に古雅な臺灣風の建物を建築して獻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 月 11 日，07 版。 
78〈在任中の功勞を記念すべく 田財團の成立 目的は體育の獎勵〉，《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1 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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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深表致謝之意。79
  

一個多月後，田健治郎總督紀念財團開始募集(徵收)捐款，依官職高低從月

俸中扣除一定比例之金額，其徵募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3333----3333：：：：田健治郎總督紀念財團官職捐款徵收比例田健治郎總督紀念財團官職捐款徵收比例田健治郎總督紀念財團官職捐款徵收比例田健治郎總督紀念財團官職捐款徵收比例及及及及金額表金額表金額表金額表    

官職 捐款總額 每月實收金額 

敕任官 月俸 6% 每月收 1.5%，七月起收四個月。 

奏任官 月俸 4% 每月收 1%，七月起收四個月。 

判任官(五級以上) 月俸 3.2% 每月收 0.8，七月起收四個月。 

又，待遇官(薪水收入與本官相同待遇者)比照本官比率捐出；判任官六級以下

及囑託、雇員等，歡迎自由捐獻。8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田財團田財團田財團田財團のののの寄附募集率寄附募集率寄附募集率寄附募集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24192419241924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02020202 版版版版。。。。    

1926 年 11 月 10 日募集資金已達 47,000 餘圓之數，以紀念田總督治臺功績、

專用於獎勵體育事業的財團正式成立，對臺灣體育協會的運作資金是一大挹注，

並已申請獲准設立為財團法人。而該財團法人事務所設於總督府內，以後藤文夫

總務長官為團長。81同時又將成立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兩位總督在任紀念事

業，其中內田財團資產 1 萬圓，亦專門用於體育獎勵；伊澤財團資產額 3 萬圓，

則用於促進內臺融合為目的。82此外，由於下村宏創立臺灣體育協會，致力推動

體育發展而貢獻卓著，故被稱為「本島運動界的恩人」。下村氏卸任後，繼任者

賀來佐賀太郎與總督府內各部局長及臺北民間人士商議，決定以「海南(按：下

村宏之號)博士紀念事業」為名，向官民募集 15,000 圓，以作為體育協會的發展

基金。83
 

如上所述，臺灣體協經費來源乃為會員所繳會費、各界捐贈之寄附金，以及

總督府設立財團之補助金等三大項。除會費與寄附金之外，財團補助金實有強制

徵募之性質，難怪會引起反彈。84若從人事、組織、經費來看，臺灣體協確定為

一準官方性質的體育機構。 

                                                 
79〈田男爵より謝電來る〉，《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6 月 2 日，02 版。 
80〈田財團の寄附募集率〉，《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12 日，02 版。 
81〈前二總督財團議定運用法〉，《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12 日，夕刊 04 版；〈田財團設

立 十日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12 日 04 版；〈田氏から感謝狀到著 財團組織の

盡力に對し〉，《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2 月 12 日，夕刊 01 版。 
82〈前二總督財團運用方法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11 日，02 版。 
83〈海南博士紀念事業は官民から一萬五千圓を募つて 體育協會の基金とするに決す〉，《臺灣

日日新報》，1921 年 8 月 16 日，07 版。 
84〈田財團の寄附募集率〉，《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12 日，02 版。按：田財團之募集雖

引起反彈，但仍強制從官員薪俸中依比例徵收，以作為總督府對臺灣體協的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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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臺灣體育協會的功能與影響臺灣體育協會的功能與影響臺灣體育協會的功能與影響臺灣體育協會的功能與影響 

體育協會成立宗旨既在獎勵提倡體育運動，又是全臺最高體育統制機構，故

每年由其下屬之各地方支部舉辦地區性比賽，獲勝者再參加體協主辦的全島性競

賽，其中較受注目的是網球、棒球、田徑和相撲等項目。自 1923 年起，每年派

遣選手參加甲子園棒球賽；以及 1924 年起，全國體育節的配合實施和明治神宮

競技賽的參加，皆象徵臺灣的體育發展已與日本內地密切結合。體協成立之後，

臺灣運動風氣大為興盛，體育實有全面性和飛躍性的進展，堪稱「體育運動的全

盛時代」。筆者根據臺灣體育協會在 1933 年所作之調查，統計出社會人士部分，

全臺灣共有 721 個體育運動團體，其成立時間多集中在大正後期至昭和初期(其

成立時間、會員數、會費等詳見附錄)。若以單項運動作區分，前三名依序為棒

球(217 個)、網球(212 個)、武道(柔、劍道通算共 131 個)。至於學校團體部分，

總計 43 所學校，球隊數量依序排名為：網球 40(35 軟、3 硬、2 不詳)；棒球 28(12

軟 16 硬)；田徑 38；游泳 30；籃球 25；排球 23 隊。85茲再以 1937 年臺灣體育

協會各項收入支出金額為例，說明其經費收支運用情形。 

表表表表 3333----4444：：：：1937193719371937 年臺灣體育協會收入年臺灣體育協會收入年臺灣體育協會收入年臺灣體育協會收入支出狀況表支出狀況表支出狀況表支出狀況表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動產收入 1,600 圓 總務部 14,526 圓 

總督府補助金 18,442 圓 軟式網球部 ,120 圓 

田財團補助金 1,800 圓 硬式網球部 ,354 圓 

內田財團補助金 ,500 圓 棒球部 11,440 圓 

臺灣教育會補助金 ,600 圓 田徑部 3,830 圓 

雜項收入 2,665 圓 相撲部 1,420 圓 

臺、菲水上競技賽 5,550 圓 游泳部 ,870 圓 

合計 31,157 圓 臺、菲水上競技賽 7,447 圓 

  球技部 ,550 圓 

  合計 40,557 圓 

收支結算：透支 9,400 圓整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オオオオ””””大會大會大會大會にににに主力集中主力集中主力集中主力集中    臺灣體協臺灣體協臺灣體協臺灣體協のののの積極豫算積極豫算積極豫算積極豫算    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のののの飛躍增加飛躍增加飛躍增加飛躍增加でででで    旺旺旺旺んなんなんなんな新新新新

規事業遂行規事業遂行規事業遂行規事業遂行〉，《〉，《〉，《〉，《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37193719371937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07070707 版版版版。。。。    

體協對此預算表作出說明，詳如下列引文： 

 

臺灣體育協會本年度預算編列必須以兩大方向作考量臺灣體育協會本年度預算編列必須以兩大方向作考量臺灣體育協會本年度預算編列必須以兩大方向作考量臺灣體育協會本年度預算編列必須以兩大方向作考量，，，，即是否站在日本體即是否站在日本體即是否站在日本體即是否站在日本體

育界的全體主義立場之下發展育界的全體主義立場之下發展育界的全體主義立場之下發展育界的全體主義立場之下發展，，，，又是否能正確把握當前臺灣體育發展的動又是否能正確把握當前臺灣體育發展的動又是否能正確把握當前臺灣體育發展的動又是否能正確把握當前臺灣體育發展的動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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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會員總數，因不乏同一人同時間重複參加其它運動團體的情況，故無法計算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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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向。。。。本年度預算編列是依本年度預算編列是依本年度預算編列是依本年度預算編列是依 1940年東京將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指導年東京將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指導年東京將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指導年東京將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指導

方針方針方針方針，，，，臺灣重點項目為田徑與游泳臺灣重點項目為田徑與游泳臺灣重點項目為田徑與游泳臺灣重點項目為田徑與游泳，，，，但其他競技項目仍應積極發展但其他競技項目仍應積極發展但其他競技項目仍應積極發展但其他競技項目仍應積極發展。。。。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去年去年去年去年 3月月月月，，，，臺臺臺臺灣體協向總督府提出補助金增額建議案灣體協向總督府提出補助金增額建議案灣體協向總督府提出補助金增額建議案灣體協向總督府提出補助金增額建議案，，，，而後獲得通過而後獲得通過而後獲得通過而後獲得通過，，，，共共共共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15,000圓補助金圓補助金圓補助金圓補助金。。。。收入預算共計收入預算共計收入預算共計收入預算共計 31,157圓圓圓圓，，，，比起去年度的比起去年度的比起去年度的比起去年度的 8,287圓圓圓圓，，，，

計增加計增加計增加計增加 22,870圓圓圓圓，，，，實有跳躍性的提升實有跳躍性的提升實有跳躍性的提升實有跳躍性的提升。。。。其中來自總督府的補助金其中來自總督府的補助金其中來自總督府的補助金其中來自總督府的補助金額額額額 18,442

圓圓圓圓，，，，占收入總額占收入總額占收入總額占收入總額 59%；；；；若再加上田財團若再加上田財團若再加上田財團若再加上田財團、、、、內田財團內田財團內田財團內田財團、、、、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會(按按按按：：：：以以以以

上三者主事者皆為總務長官上三者主事者皆為總務長官上三者主事者皆為總務長官上三者主事者皆為總務長官)等補助金計等補助金計等補助金計等補助金計 2,900圓圓圓圓，，，，則各項補助金額總計達則各項補助金額總計達則各項補助金額總計達則各項補助金額總計達

21,342圓圓圓圓，，，，占收入占收入占收入占收入 68%。。。。從臺灣體協長遠發展來看從臺灣體協長遠發展來看從臺灣體協長遠發展來看從臺灣體協長遠發展來看，，，，公部門的補助金必公部門的補助金必公部門的補助金必公部門的補助金必

須持續挹注須持續挹注須持續挹注須持續挹注，，，，而體協本身也要設法增闢財源而體協本身也要設法增闢財源而體協本身也要設法增闢財源而體協本身也要設法增闢財源。。。。從本年度收入情況來看從本年度收入情況來看從本年度收入情況來看從本年度收入情況來看，，，，各各各各

項運動門票收入比去年度增加約有項運動門票收入比去年度增加約有項運動門票收入比去年度增加約有項運動門票收入比去年度增加約有 1,620圓圓圓圓，，，，也是今後值得關切的事也是今後值得關切的事也是今後值得關切的事也是今後值得關切的事。。。。支支支支

出方面出方面出方面出方面，，，，最大宗者為總務部支出最大宗者為總務部支出最大宗者為總務部支出最大宗者為總務部支出，，，，其中又以派遣選手參加第八屆明治神宮其中又以派遣選手參加第八屆明治神宮其中又以派遣選手參加第八屆明治神宮其中又以派遣選手參加第八屆明治神宮

競技賽約競技賽約競技賽約競技賽約 6,000圓居首圓居首圓居首圓居首，，，，其他如舉辦講習會其他如舉辦講習會其他如舉辦講習會其他如舉辦講習會、、、、地方支部業務的補助地方支部業務的補助地方支部業務的補助地方支部業務的補助，，，，而定而定而定而定

期刊物的出版期刊物的出版期刊物的出版期刊物的出版、、、、臺灣體育最初貢臺灣體育最初貢臺灣體育最初貢臺灣體育最初貢獻者的表揚獻者的表揚獻者的表揚獻者的表揚，，，，也是本年度新規劃的執行項也是本年度新規劃的執行項也是本年度新規劃的執行項也是本年度新規劃的執行項

目目目目。86
 

 

從此段引文內容得知，臺灣體育協會編列預算的兩大方向是「站在日本體育界的

全體主義立場之下發展」，以及「正確把握當前臺灣體育發展的動向」。既有將近

7 成的財源收入來自總督府補助金，必然使體協成為官方政治運作的機構，變成

日本體育界在殖民地的延伸組織，同時也加強臺灣與日本內地之間體育運動方面

的聯繫。下表再以 1937 年臺灣體育協會舉辦之競賽項目為例，說明該年度之會

務： 

表表表表 3333----5555：：：：1937193719371937 年臺灣體育協會舉辦之運動競賽項目表年臺灣體育協會舉辦之運動競賽項目表年臺灣體育協會舉辦之運動競賽項目表年臺灣體育協會舉辦之運動競賽項目表    

時間 地點 性別 項目 

5 月 1-2 日 臺北 男/女 臺菲水上競技對抗賽臺灣選手預選賽暨建功

神社奉納競賽 

5 月 9-14 日 臺北 男/女 臺菲水上競技臺灣選手集訓練習 

5 月 15-17 日 臺北 男/女 臺菲水上競技大賽 

6 月中旬 臺北  馬拉松賽程測定 

6 月 20 日 臺北 男 第七屆全臺灣大學高專相撲大賽 

6 月 19-21 日 嘉義 男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第一次預選賽 

7 月 10-12 日 臺南 男 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預選賽決賽 

7 月 10-11 日 臺北 男/女 全臺灣與內地田徑對抗賽臺灣代表隊選拔賽 

7 月 14-20 日 臺北 男 全臺灣與內地田徑隊對抗賽臺灣代表隊集訓 

7 月 23-26 日 臺北 男 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臺灣預選賽 

7 月 24-25 日 新竹 女 全臺灣女子中等學校網球大賽 

7 月下旬 臺北 男 全臺灣與內地田徑隊對抗賽 

                                                 
86〈”オ”大會に主力集中 臺灣體協の積極豫算 二萬二千餘圓の飛躍增加で 旺んな新規事業遂

行〉，《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31 日，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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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8 月 1 臺北 男/女 第十二屆全臺灣水上競技大賽 

8 月 7-8 日 高雄 男 全臺灣男子中等學校網球大賽 

8 月 21-22 日 臺北 男/女 全島教員暨青年團田徑大賽 

8 月 28-29 日 臺中 男/女 第九屆男女中等學校游泳大賽兼明治神宮臺

灣地方預選賽 

9 月 4-5 日 臺南 男 全島支部網球對抗賽 

9 月 4-5 日 臺北 男/女 全臺灣排球大賽 

9 月 5 日 臺北 男 學生與社會人士田徑對抗賽 

9 月中旬 東京 男/女 明治神宮游泳參賽選手出發 

9 月 18-19、

26 日 

臺北 男/女 全臺灣男女硬式網球大賽 

9 月 25-26 日 臺北 男/女 第十八屆全臺灣田徑大賽 

9 月 25-26 日 臺北 女 第六屆女子中等學校田徑大賽 

未定 臺北 男 第一屆全臺灣相撲大賽 

10 月 2-3 日 臺北 男 全臺灣曲棍球大賽 

10 月 2-3 日 臺南 男 全臺灣足球大賽 

10 月中旬  男/女 明治神宮游泳代表隊返臺 

10 月中旬 東京 男/女 明治神宮大賽田徑、網球、球技隊出發 

11 月中旬  男/女 明治神宮大賽田徑、網球、球技隊出發 

11 月 21-23

日 

臺北 男 全島支部棒球對抗賽 

12 月 4-5 日 臺北 女 全臺灣女子籃球大賽 

12 月中旬 臺北  昭和十二年度紀錄審查委員會 

12 月 11-12

日 

臺北 男 全臺灣籃球大賽 

1 月 2-3 日 嘉義 男 第十四屆全臺灣軟式網球大賽 

1 月中旬 臺北  昭和十二年度紀錄審查委員會 

1 月中旬 臺北 男 全島橄欖球選拔賽 

未定 臺北 男/女 田徑運動講習會 

    資資資資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オオオオ””””大會大會大會大會にににに主力集中主力集中主力集中主力集中    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臺灣體協協協協のののの積極豫算積極豫算積極豫算積極豫算    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二萬二千餘圓のののの飛躍增加飛躍增加飛躍增加飛躍增加でででで    旺旺旺旺んなんなんなんな

新規事業遂行新規事業遂行新規事業遂行新規事業遂行〉，《〉，《〉，《〉，《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1937193719371937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07070707 版版版版。。。。 

體育協會既是最高層級的體育統制機構，自 1920 年成立起，各項「全島性」

重要運動賽事主要由其所舉辦，至 1930 年代，臺灣的體育運動已發展到相當成

熟的境界。87一方面全島性運動競技的舉辦有助臺灣「一體化」的加強，另一方

面，經由臺灣選拔代表的「島外派遣」，而與日本內地的體育發展更密切地結合

在一起，當然，也象徵臺灣體育運動有了更深程度的「日本化」。 

                                                 
87有關臺灣體育協會從成立至 1932 年間，其組織沿革及所辦理的重要運動事項，參見竹村豐俊

編，《臺灣體育史》，頁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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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與朝鮮體育協會的比較與朝鮮體育協會的比較與朝鮮體育協會的比較與朝鮮體育協會的比較 

體育協會並非臺灣所獨有或首創，其與朝鮮體育協會、滿洲體育協會等機

構，同樣可視為大日本體育協會在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延伸及分支機構。88朝

鮮體育協會(簡稱朝鮮體協)設立於 1919 年 2 月 18 日，是日本內閣推行「內地延

長主義」方針之下，實施「內鮮融合政策」的具體表現之一。而臺灣體協的成立

比朝鮮晚一年，其過程與朝鮮頗有類似之處。例如：皆由網球、棒球此兩種最盛

行的單項運動團體為骨幹，擴大整合其他組織而成。朝鮮是由「京城庭球團」和

「京城野球協會」為主。兩者的會則和組織架構也近似，89但朝鮮體協的組織較

完整且陣容較龐大：設有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名譽顧問三人，另有評議員、

理事、幹事若干人不等。至 1932 年，全朝鮮各道共設有 79 個體協支部，而臺灣

則僅有五州三廳加嘉義市，總共 9 個地方支部而已。再者，朝鮮體協與臺灣體協

同樣是由日本人主導，主要幹部絕大多數皆以日本人擔任，兩者同樣都有少數幾

位朝鮮人／臺灣人出任幹部。而最大的差異處在於，朝鮮體協成立的翌年

(1920)，在「三一運動」民族意識高張的氛圍之下，由朝鮮人主導、以朝鮮人為

主體的「朝鮮體育會」(與朝鮮體協僅一字之差)成立，並與朝鮮體協形成分庭抗

禮之勢。90反觀臺灣，則無成立臺灣人為主體的體育組織與日本人進行對抗。 

再者，若參照本論文〈附錄六 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名單〉，可看出朝鮮體協主

要領導幹部的身份背景與臺灣體協有所不同。例如，臺灣體協會長一直由總務長

官擔任，而朝鮮體協會長美濃部俊吉(朝鮮銀行總裁)、副會長高野省三(三井物產

京城支店長、京城網球界領導者)、副會長櫻井小一(朝鮮殖產銀行理事)、評議員

安藤又三郎(京城鐵道局長)、評議員黑澤明九郎(京城鐵道次長)、理事井上致(龍

山鐵道部野球總取締役)等。91似乎朝鮮官員在體協所扮演的角色不若臺灣明顯，

而是以民間會社人士為主。誠然，若將臺灣與朝鮮兩地體育協會進行全面性比

較，必定能釐清諸多日治時期殖民地體育發展的問題，但因目前掌握資料仍屬有

限，尚無法作更多的分析。 

                                                 
88大日本體育協會成立於 1912 年，其組織規模十分龐大滿，涵蓋全日本各府縣，並將各種單項

運動協會納入其中，主要運動項目如棒球、網球、田徑、游泳等，單項協會的規模即比整個臺灣

體育協會龐大。而臺灣與朝鮮同為受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以兩者作比較則可看出日本在殖民地發

展體育運動有何差異性。有關大日本體育協會的成立、沿革、人事、組織及會務運作，可參考大

日本體育協會編，《大日本體育協會史(上卷)》(東京：第一書房，1936 年)、《大日本體育協會史

(下卷)》(東京：第一書房，1983 年)、《大日本體育協會史(補遺)》(東京：第一書房，1983 年)。 
89朝鮮體育協會會則刊登於《朝鮮新聞》，1919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內容為漢字字體)。見西尾

達雄，《日本植民地下朝鮮における學校體育政策》(東京：明石書店，2003 年)，頁 300-301； 
90西尾達雄，《日本植民地下朝鮮における學校體育政策》，頁 283-286；291-292。  
91西尾達雄，《日本植民地下朝鮮における學校體育政策》，頁 283-284。 



第三章 體育統制機構： 

從武德會體育俱樂部到臺灣體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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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 結結結結 

十九世紀起，伴隨著歐美列強勢力的擴張而將近代式體育運動推廣至全球各

地。日本明治維新起高唱「脫亞入歐」，致力學習、仿效西洋文明和生活形態，

體育運動亦是其中之一。1895 年日本實行維新已有所成，此時亦將學自歐美的

西式體育運動以及日本固有的傳統武道在臺灣推行，故使臺灣的體育運動────────不

論西式或日式，都帶有濃厚的日本血緣，同時也使得臺灣的體育組織成為日本體

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以及臺灣的運動競賽成為日本全國賽事的地區性預

選賽。即便如此，隨著體育組織和硬體設施的建立與發展；以及日治中期以後，

臺灣政治與社會達到相當程度的安定，再加上經濟、教育、文化、生活水準各方

面皆有長足的進步，這些都是發展現代式體育運動的基本條件。 

從武德會、體育俱樂部、體育獎勵會到臺灣體育協會的發展過程，可謂一脈

相承，組織規模及運作內容也日趨盛大且成熟。整體而言，隨著日本統治漸久，

體育有更全面、更深入、更成熟的發展，臺籍人士的參與程度亦是如此，而此情

況又與日本在臺統治時間和成果以及日臺關係成正比。若與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

朝鮮作比較，從運動項目的內容和發展過程來看，朝鮮與臺灣其實有很大的相似

度────────從近代運動競技導入的時間來看，大約與臺灣同樣是起於 1895 年以後；

從運動項目內容來看，體操、田徑、劍道、游泳、射擊、棒球、足球、自行車、

籃球、柔道、冰上、網球、馬術、拳擊、排球、划船、桌球、滑雪、曲棍球等亦

與台灣雷同，差異之處在於受先天條件限制，臺灣並不適合發展冬季運動。
92
但

兩者最大的相異之處，在於「抵抗」是朝鮮在日本統治時期發展體育運動的一大

特色，即朝鮮人具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企圖與統治者爭奪體育發展的主導

權，以及提倡民族體育的發展，1910 年代的「三一運動」即含有對日本人成立「朝

鮮體育協會」的抵制行動。
93
由於與日本對抗的意味長期存在，正是戰後韓國的

體育運動發展逐漸可與日本分庭抗禮的重要原動力。反觀臺灣，日本在臺灣的殖

民統治和發展體育運動，反抗的程度不若朝鮮嚴重，迨至戰後日本人離開，來自

舊中國的新政權，由於長期分治造成的隔閡，以致對於臺灣的體育發展形成一段

很長的空窗期和磨合期，也讓臺灣的體育發展和整體實力遭到挫折，這樣的影

響，時至今日仍然顯而易見。 

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組織和運作情形並非「他山之石」，而是曾經在臺灣確

實施行過的事跡。其中統制單位層級之高、政府官員、社會名流人士的親身參與，

                                                 
92大韓體育會，《大韓體育史》(漢城：大韓體育會，1965 年)，頁 35-61。轉引自李學來(著)、黃

鎬淑(譯)，《韓國近代體育史研究》，第三章〈日帝殖民地體育政策和民族體育的對應〉(台北：師

大書苑，2000 年)，頁 103。 
93李學來(著)、黃鎬淑(譯)，《韓國近代體育史研究》，頁 91-121。 



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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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總督、民政／總務長官等政府高層對體育賽事的重視等等，實可作為今後發

展體育運動事業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