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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呈現足球的公共形象在 19 世紀中晚期英格蘭地區的演進，以及此形象

的演進如何促成現代足球(特別是協會足球)成形與流行，就是本論文的主要

目的。 

  目前學界對於現代足球起源與成形有兩種主要看法：出身社會中上層的

公學、大學師生，在 19 世紀中葉透過制定成文規則，「馴化」並保存此前社

會上原有的民俗足球，最後促成統一足球規則的努力──此為其一；修正派學

者則認為，早在公學、大學師生投入前，19 世紀中葉以前的英格蘭社會中早

已存在有組織、有規則的足球，而早期學者過分誇大了社會中上層對於現代

足球帶來的影響。然而，現有史料尚不足以證明上述足球活動實際如何進行、

組織，也無法顯示各種以「足球」為名的運動間是否有因果關係。 

  人們呈現過去的方式，足以暗示了他們希望別人，甚至是自己應該如何

看待目前的現實。足球的規則，以及人們希望足球所能承載的價值、作用，

都會隨著時間改變。除了用規則的出現與演變來追溯現代足球的起源，由制

定規則的群體來判斷現代足球受到哪一階級影響較深以外，從時人對於足球

的「印象」、「觀感」，也就是他們所相信的東西著手，或許更能推演出「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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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足球」的「概念」源起於何時。 

  《英格蘭 19 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即以此為目標，利用 19 世紀

《倫敦時報》的讀者投書，以及其他運動報紙和嚴肅期刊文章，試圖重建足球

在 19 世紀中晚期英格蘭輿論中的公共形象，繼而回應、調和學界已有的兩

種不同觀點。第一章〈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呈現公學觀點與修

正派學者的主張與其優劣擅場，並提出以足球的當代「形象」做為解決起源

問題的可能方式。第二章〈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上升的能見度(1858-63)〉

直接回到上述學術論爭所指向的關鍵時代，透過當時媒體上有關「統一足球

規則」的爭論來證明當時公學、大學師生與社會中上層人士對提高現代足球

運動地位的影響。第三章〈從惡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 世紀末輿論中足球形

象的演進〉，則綜觀整個 19 世紀，在長時段中呈現足球形象在英格蘭輿論中

的轉折，進一步突顯現代足球概念成形的時間。 

  透過足球形象的轉變與形塑，以及時人對於足球發展歷程的看法，我們

得以了解 19 世紀中晚期的英格蘭人為何投身一種新興的運動，從而接近他

們所追求的價值，並希望別人如何看待他們的所作所為。 

 

 

關鍵詞：現代足球 協會足球 《倫敦時報》讀者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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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起點 

  在臺灣，足球很難成為是鎂光燈的焦點。根據凱文‧阿拉維1(Kevin Alavy)

在一項有關「足球賽的核心電視觀眾占全國擁有電視機家庭的百分比」的調

查中，臺灣的數據非常不可思議：-0.8%──居然是負值！對此，英格蘭知名

的運動記者賽門‧庫柏(Simon Kuper)與倫敦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授

史提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的解釋是： 

臺灣人一定真的不喜歡足球。當然，雖然他們不可能拿到負收視率，

但我們的資料是結合實際觀看人數和每場比賽特性(在一天中的什麼

                                                      
  1 “Kavin Alavy “is head of analytics at Futures Sport & Entertainment. His job is to sit in London 

working out how many people really watch different sporting events, though in fact he is far 

more charming than that description implies. This is how he defines his work: ‘Very simply, are 

these sports event worth the massive investment that they typically cost, and how can my clients 

get even more value from their association with sport?’” Simon Kuper and Stefan Szymanski, 

Soccernomics: Why England Loses, Why Germany and Brazil Win, and Why the U.S., Japan, 

Australia, Turkey and Even Iraq Are Destined to Become the Kings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port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9) 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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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時間、是否是小組賽等等)所得到的最終數字。現實生活中臺灣人看球

的人數不會比零高多少。2 

可惜的是，他們並未探討原因，只用「臺灣人一定真的不喜歡足球」一語帶

過。根據臺灣本地社會學界的研究，在二次大戰之後的這六十多年間，棒球

與籃球之所以會成為臺灣地區的主流運動，與統治者試圖帶來的文化有極大

的關聯。當然，這些文化與足球幾乎沒有關連。3 

  我個人的生命經驗也能證明這個現象： 2004 年秋天，我加入系上的足

球隊，這是我投入足球運動的開始；此後九年，我一直都為同一隻球隊把守

大門。但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大學以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足球，第一次碰

到足球時已經是 20 歲，並不算早。至於看足球比賽則還要更晚，一直要到

2006 年的德國世界盃(FIFA World Cup Germany 2006)，我才第一次認真地坐在電

視機前面看比賽轉播──也就是說，至少有兩年的時間裡我不是觀眾

(spectator)，純粹只是個球員(player)。 

  隨著對這項運動投入的感情與心力漸深，我考取了教練(coach)與裁判

(referee)資格、推動校內聯賽(league)並擔任聯賽工作人員(league officer)。回顧這

些經歷和我所身處的環境──庫柏與西曼斯基口裡那個「一定是真的不喜歡

足球」的地方，讓我開始好奇：回到一個半世紀以前，現代足球運動──特

別是協會足球，是如何出現的？4在現代足球運動發展、成形的階段，究竟是

                                                      
  2 “The Taiwanese must really not like soccer. Of course, even they cannot achieve a negative 

rating in practice, but our data combine the actual viewing figures with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game (time of day, group match, and so forth) to produce a final figure. 

In real life the Taiwanese numbers do not come out far from zero.” Kuper and Szymanski 198. 

  3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

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47.1 (2009): 78-87。 

  4 1863年，英格蘭足球協會成立，伴隨著足協成立產生的是一份稱為《協會足球規則》(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的足球規則。按照英格蘭足協制訂的規則進行的足球，就稱

為協會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其規則一般稱為協會規則(Association rules)。在本文內

所出現的「足球」一詞，皆指協會足球。如果論及使用其他規則進行的足球，則會以其正

式名稱稱之。至於「現代足球」一詞，因為情況複雜，我將會在第一章〈斷裂或延續：現

代足球起源問題〉中再行討論。有關《協會足球規則》，見Football Association, Th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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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論．3． 

哪些因素吸引人們從事這樣的新興運動，在各種早已風行的各種運動中一躍

而成英格蘭地區最為風行的運動？為了解答這個疑惑，我決定先從學界已有

的研究開始了解起。 

二、 典範衝突 

學院派的運動史家一直急著跟那些庸俗的歷史解釋、豪門底蘊和懷舊

的態度保持距離。為了幫自己的研究主題塑造出合理學術研究領域的

名聲，他們孜孜矻矻，把運動放進更廣泛的社會背景裡，以及從中能

提點我們哪些歷史趨勢。在這種意義下，運動總被當成顆鏡頭，能讓

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面向看得更鮮明、更銳利。5 

  運動(當然包括足球)被看做是「合適的」歷史研究主題並不是太早的事，遲

至 1960、1970 年代才漸漸由零星的期刊文章(journal articles)、專書(monographs)

開始突圍，形成學術研究的次領域(sub-discipline)。以不列顛為研究地區的學術

活動，自然也反映了這個地區的主流運動：板球、賽馬，以及最為大宗的足

球。6這些研究便是我進入此一主題的開始。 

(一) 典範：正統詮釋(Orthodox interpretation) 

  單就足球起源的課題來說，較為「早期」的足球史經典，是詹姆士‧沃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1863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06). 

  5  “Academic historians of sport have been anxious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se more 

popula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 and from notions of heritage and nostalgia. Eager to establish 

the credentials of their subject as a legitimate area for scholarly inquiry, they have focused on 

how sport fits into the broader social milieu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wider historical trends. 

Sport has been envisaged in this sense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important aspects of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can be illuminated and set in sharper focus.” Matthew 

Taylor, Association Game: A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 (Harlow: Pearson, 2008) 2. 粗體為我

所加。 

  6 Taylo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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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文(James Walvin)於 1975 年所寫的《平民遊戲：不列顛足球社會史》7(The People's 

Game: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由於他的目標是寫出「一本明快簡單的

冊子，用廣大讀者們可以接受的風格，集中目前的學術發現」，所以這本書沒

有註腳，只在書末放上了撰寫各章時參考的書目。8東尼‧梅森(Tony Mason)所

寫的《協會足球與英格蘭社會，1863-1915》9(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English Society, 

1863-1915)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超越前者(畢竟這本書是有註腳的！)，是一本更為嚴

格的學術著作。在這些運動史、足球史典範專書的結構安排中，頭幾個章節

一定都會先回顧古代、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足球，接著進到現

代足球的形成、標誌性的誕生時間──1863 年 10 月 26 日，英格蘭足球協會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The FA)第一次開會的那一天──以及它後來的發展。10 

  這些章節篇幅通常很短，卻是撰寫現代足球史時，很難避開的一段歷史

──因為，現代足球的特色恰好來自於和前現代足球的對比。 

  前現代的足球通常被描寫為粗野、擾民、不利管理，是種「血腥、要命

的習俗」11(bloody and murdering practice)。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時增加、空地減

少等現象，這種「習俗」也漸漸消失於英格蘭社會；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

擁有空地與休閒時間的公學(Public School)師生卻將足球變得更加文明、溫和，

從而讓它在學校裡面保存了下來。不同公學畢業的學生進入大學或職場以

後，帶著母校的規則與其他學校的球員相遇；他們有感於彼此規則差異帶來

的不便，於是分別在幾個不同的時間、地點嘗試統一彼此的規則。1863 年成

立的英格蘭足球協會，就是這一連串努力帶來的成就。12接下來，1871 年由

英格蘭足協主辦的足球協會挑戰盃(The FA Challenge Cup, The FA Cup)、1882 年的

                                                      
  7 James Walvin, The People’s Game: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London: Allen Lane, 1975). 

  8 Walvin 9. 

  9 Tony Mason, 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English Society, 1863-1915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10 Walvin 9-49; Mason 9-20. 

 11 William James Murray, Football: A History of a World Game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4) 

4-7. 

 12 Murray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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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顛本土錦標賽(British Home Championship)和其所催生的國際足球協會委員

會(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 IFAB)，以及 1888 年成立的英格蘭足球聯

賽(Football League)，都為推廣足球規則以及吸引觀眾等不同方面帶來正面的影

響。在前現代足球轉變為現代足球的過程中，公學、大學等來自社會中上層

的參與者對足球的馴化顯然是最重要的關鍵。 

(二) 典範：修正主義詮釋(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然而，這種有點「惠格式歷史」(Whig history)的看法，在 21 世紀初漸漸受

到經濟與商業領域的史學家的挑戰：他們一方面質疑工業化的影響，一方面

細查前現代的習俗 (不只足球 )是否真的消失。比方說，約翰‧古斯通 (John 

Goulstone)的研究淡化了前現代足球暴力的一面，他力圖將之描繪成詼諧有趣、

需要個人或技巧的遊戲。13 

  不過，在所有這些持有異見的學者中，則以阿德良‧哈維(Adrian Harvey)的

質疑最為有力。他透過對運動商業文化的溯源，證明了早在英格蘭足球協會

成立之前，社會上的各種足球比賽就已經有裁判、以周為單位的賽事安排、

付費看球的觀眾與職業球員等有組織的運動文化。14哈維最重要的貢獻，或

許就在於提高學界對於謝菲爾德(Sheffield)足球文化的關注：他認為謝菲爾德

足球俱樂部(1857 年成立)及其成員所制定的《謝菲爾德規則》(Sheffield Rules)同樣

扮演了類似公學、大學師生和英格蘭足協的角色，其時間也早於 1863 年。15 

  不過，修正主義詮釋也同樣受到質疑：社會學家艾瑞克‧唐寧(Eric Dunning)

認為，由於難以從哈維與古斯通所使用的史料中，重建過往比賽的詳細規則

與場面實況(play)，因此也很難確認這些足球比賽及文化，是否成功的延續至

                                                      
 13 John Goulstone, Football’s Secret History (Upminster: 3-2 Books, 2001) 22-28. 

 14  Adrian Harvey, The Beginnings of a Commercial Sporting Culture in Britain, 1793-1850 

(Aldershot: Ashgate, 2004) 5. 

 15 Adrian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Football in Sheffield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occer and Rugb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18.4 

(2001):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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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今，甚至是影響現代足球的形成。16 

  總而言之，現代足球起源在運動史學界仍然沒有一定的答案。如果把眼

光轉向學術象牙塔以外，我們還會發現大多數的人仍舊認為現代足球發源自

公學。比方說，2006 年，牛津大學「飽蠹樓」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重新出版

了《1863 年協會足球規則》(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1863)；在導言裡面，

不列顛知名的媒體人梅爾文‧布拉格男爵(Melvyn Bragg, Baron Bragg)所描述的足

球歷史，仍然是一種近代以前的野蠻遊戲，在經過了公學、大學的文化洗禮

和英格蘭足協的推動後，進而席捲全英格蘭甚至全世界的進化過程。17 

  哪一種看法才是史實？短時間內不一定會有答案，但學界的莫衷一是卻

也讓我思考的課題開始轉向：無論史實是什麼，無論現代足球是否來自於社

會上層，為什麼「現代足球來自於公學、大學等上層階級對前現代足球的改

造、馴化」這樣的觀點可以如此深入人心？無論史實為何，現代的人們就是

有著這樣的印象？如果回到 19 世紀中葉，那些更靠近現代足球源起之時的

人們，看見的景象又是什麼？人們所認為的真實，或許，更是推動現代足球

發展的動力呢？ 

三、 研究問題、核心史料、時代斷限 

  「從後見之明看來，現代足球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足球協會的歷

史。」18西元 1906 年，時任英格蘭足球協會副會長19(Vice-President)的查爾斯‧

                                                      
 16 Eric Dunning, “Something of a Curate’s Egg: Comments on Adrian Harvey’s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18.4 (2001): 91. 

 17 Melvyn Bragg, Introduction, 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1863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06) 11-23. 

 18 “The history of modern football, it will thus be seen, is in a measure the history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Charles William Alcock, “Association Football,”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 

88 (1891): 283. 

 19 當時的會長是第十一代金奈德男爵，亞瑟．金奈德(Arthur Kinnaird, 11th Lord Kinnaird)。

他是第一位擔任英格蘭足球協會會長的貴族。自1939年起，足協的會長都由貴族擔任，

而且幾乎都是王室成員，包括今天的劍橋公爵威廉王子 (Prince William, Duk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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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阿爾庫克 (Charles William Alcock)在《足球：協會式遊戲》 (Football: The 

Association Game)一書的一開頭劈頭就這麼說： 

說實話，現代足球的復興，要從足球協會的成立開始說起……四十幾

年前在公學以外幾乎沒有，或者說壓根就沒有足球。在某些公學裏，

這種上世紀的半野蠻、激烈的運動還是以改良過的面貌保留了下來。

大部分的這些公學裏，足球只佔有相對次要的地位，僅被當成體能訓

練課程的一部分。從許多例子來看，每間學校都有都有他們自己特別

的玩法，這不啻於雪上加霜。……是足球協會最先看到用一套共同規

則來調和、吸收這些衝突的原素的可能。打從一開始足球協會就成功

在望。20 

  阿爾庫克就是當時的人，就連他也抱持著「現代足球來自於公學、大學

等上層階級對前現代足球的改造、馴化」的想法。他的態度令我想起布洛赫

(Marc Bloch)的警語：「任何研究，在追尋人類行為起源時，往往潛伏著同樣的

危險，即將祖先與原因混為一談」21──後世的歷史學家固然可以用自己的

後見之明來重新詮釋，甚至利用各種廣泛的史料獲致當代的人難以察覺的嶄

新洞見，但若提到當時代的氛圍與時人的信念，我們有什麼資格與當代的人

抗衡呢？會不會人們之所以認為現代足球起源自社會上層，並非因為有真正

的事實基礎，而是因為這樣的看法佔據著當時社會的主流，擁有更高的能見

                                                      
Cambridge)。 

 20  “The modern revival of football, indeed, practically dates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Association. . . Forty years ago there was little or no football outside the public schools. In some 

of them it still lingered, the survival in a modified form of course, of the rough and semi-

barbarous sport of the last century. Even in the majority of these, though, it only occupied a 

comparatively inferior position, regarded merely a part of the curriculum of physical training. . . 

What was worse, too, in many cases the schools had special codes, of their own. . . It was to 

assimilate these conflicting elements, and to harmonize th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common 

set of laws, that the Association first saw the light. At the outset, too, its success seems to be 

well assured.” Charles William Alcock, Football: The Association Gam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1. 

 21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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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度？ 

  這也就是我在研究中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地

區，足球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形象？輿論討論足球時，它展現了什麼樣的外

貌？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足球起源於何處？從 19 世紀中期現代足球漸漸成

形開始，一直到世紀之交的早期發展階段中，它的形象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19 世紀後半的英格蘭人又是如何解釋足球於 1860 年代以後的蓬勃發展？ 

  那麼，要如何知道人們心中對於足球抱持什麼樣的看法？幸運的是，19

世紀也正是英格蘭傳播業蓬勃發展的年代；幾乎各種不同群體、階層、興趣

的人都能找到喉舌管道。 

  談到英格蘭輿論，很難不去提及在艦隊街(Fleet Street)長期執牛耳的《倫敦

時報》(The Times)。創立於 1785 年的《倫敦時報》絕對稱的上「大報」(quality 

press)：從托瑪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在 1817 年成為主筆(editor)以來，《倫敦

時報》便以中產階級輿論捍衛者和改革派自居；不僅有可信、快速的國內外

消息來源，還能在與政府內部人士維持消息管道同時保持報紙內容的中立。

因此，即便《倫敦時報》在 19 世紀中期的售價是不算便宜的 5 便士(同樣是日

報形式的《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售價只要 1 便士)，仍然能達到 60,000 份的日

發行量。一直要到 1884 年喬治‧巴克(George Buckle)擔任主筆後，《倫敦時報》

才開始漸漸轉向保守與「帝國取向」(“Empire” orientated)。22每當有重大議題的

時候，《倫敦時報》的編輯也樂於提供版面刊登讀者投書(letter to the editor)交換

意見，主編也時不時加入發表看法。事實上，就在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的 1863

年中，恰好是《倫敦時報》的讀者投書，最終引起了各界有關統一足球規則

的熱烈討論。23 

  讀者投書能夠被看做反映讀者群體中各種不同意見的材料。因此我選擇

以《倫敦時報》從 1860 年代到 1900 年代間近 500 篇提及足球的社論與讀者

                                                      
 22 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ed., Dictionary of Nineteenth-Century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Academia Press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009) 627. 

 23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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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做為描繪、探討現代足球發展早期形象轉變的核心資料；與此同時，

一些以中上階級人士為發刊對象的期刊(periodicals)中也有與足球有關的討論，

這些也會成為佐證、補充的重要資料。由於《倫敦時報》在 1860 年代以前，

完全沒有任何與足球為主題的社論，因此我也參考其他運動報紙，如《貝爾

氏倫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或《原野》(The Field)等期刊中的報導加以補充。 

  上述各種日報(daily)、週報(weekly)、月刊(monthly)的出版背景，將會在正文

各章節中使用時各別說明。雖然沒有辦法確定這些報刊每一位讀者以及投書

作者的身分，但我刻意使用《倫敦時報》與其他被歸類為嚴肅讀物(serious 

reading)的刊物為核心史料，其中所能反映的輿論與看法，必定來自具有相當

教育程度的中上階級。因此從資料中反映的輿論，只能反映特定社會階級的

看法。 

  由於目前對現代足球起源眾說紛紜，但無論是正統詮釋或是修正主義詮

釋，1863 年英格蘭足協成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也是這次研究的時間

斷限的大約起點。然而有關於統一足球規則的討論並非這個時候才開始，加

上哈維等人的研究也不斷強調先於英格蘭足協與倫敦地區的足球文化，因此

我同樣會使用早於此一時間的資料，特別是 19 世紀初有關英格蘭運動與休

閒的風俗誌(book of customs)文獻。時間斷限的終點則是 1890 年代前後，在這

個時候的英格蘭，協會足球已經發展為英格蘭的主要運動之一──除了各地

紛紛成立的足協組織與俱樂部以外，由英格蘭足球協會、蘇格蘭足球協會

(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SFA)、愛爾蘭足球協會(Ir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IFA)以及

威爾士足球協會(Football Association of Wales, FAW)四國足協代表組成來制定足球

規則的組織，國際足球協會委員會在 1886 年正式誕生；允許職業球員的足

球聯賽也已經在 1888 年成立，裁判協會(Referees Association)也在 1893 年成立，

至此，協會足球已經初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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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四、 章節架構 

  本文除緒論、結論之外共有三章，但內容開展的方式不會是一般常見的

「你定義問題，你給出答案。」24事實上，伴隨著章節內容的演進，研究的問

題都應該要產生或多或少的改變，史料、時間斷限、研究論著也會配合局部

調整。 

  做為研究者，我並沒有預設的方向與答案；相反地，我好奇於「在現代

足球演化成型的時代中，是哪些因素吸引了當時的英格蘭人投入這個新興運

動」，進而是圖從現有學術研究中尋找答案。學界對現代足球起源的詮釋無法

形成定論，但其中兩種互相衝突的看法則讓我轉向，由當代輿論去尋找答案。

首先我將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年份前後十數年間的時間區段放大檢視，尋找

相關報導，以試圖回應、調和學界已有的兩種衝突詮釋；接下來則退後一步，

將前述的年份放進整個 19 世紀的長時間脈絡中，呈獻足球在公眾形象中的

變化，進一步顯示 19 世紀中期確實是現代足球發展的關鍵年代。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學界的討論與衝突是第一個重要的部分。第一章

〈斷裂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將介紹運動史研究領域中已經形成的兩種

有關現代足球起源的詮釋，以及我對此的思考。這一張可以大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沃爾文、梅森等人所提出的上層階級路線，包括了他們所建構的

前現代足球形象，以及公學、大學以至英格蘭足協的發展系譜；第二部分為

哈維領銜的修正主義詮釋，特別著重於 19 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葉之間公學外

的足球，以及謝菲爾德文化；第三部分則著重比較兩種路線的異同與優缺點，

我將嘗試解釋為什麼正統詮釋遭受修正主義者的削弱後，仍然具有大於後者

的影響力。 

  穿越了現代學術論辯的戰場後，第二章〈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上升

                                                      
 24 鄧利維(Patrick Dunleavy)著，趙欣譯，《博士論文寫作技巧：博士論文的計畫、起草、寫

作和完成》(Authoring a PHD: How to Plan, Draft, Write and Finish a Doctoral Thesis or 

Dissertation)(大連：東北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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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見度(1858-63)〉則直接回到論辯的核心時代──以 1858-63 年間，各公

學透過報章雜誌提倡制定通用足球規則的討論為中心，分析它們如何透過制

訂足球規則來提升、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解釋這些舉動為何能抬高足

球運動的社會能見度與高度。在這一章裡，具有核心意義的事件為《倫敦時

報》於 1863 年 10 月間刊登的投書，以及 1858-59 和 1861-62 間於其他運動

周報上的爭論。透過這三次的規則爭論，不僅能夠看到足球是如何被拿來當

作追求與鞏固地位的方法，還能看出來至少在媒體中，足球的起源(特別是現代

足球形成與規則制訂)與哪些群體有關。更有甚者，這也是足球開始承載特定價

值觀的重要開端。 

  如果說第二章是局部、微觀的手法，那麼第三章〈從惡名昭彰到男子氣

概：19 世紀末輿論中足球形象的演進〉則以宏觀的視野，觀察 19 世紀足球

形象有什麼樣的轉變，同時也能凸顯第二章論及的時間在整個 19 世紀的特

殊性。第一部分以 19 世紀前半英格蘭一地，有關運動與休閒的風俗誌(book of 

customs)和其它文字作品為核心，描繪此一時期輿論中的足球形象；第二部分

接下來以 1850 年代末期到 1880 年前後嚴肅刊物中時人對運動風氣的觀察，

以及《倫敦時報》中有關足球的投書，觀察足球運動的形象在輿論中開始產

生轉變的原因──第二章的內容，即坐落於這一段時間裡。第三部分則以

1889 年年末《倫敦時報》上，有關伊頓公學中強制球賽(compulsory game)的一

場長達近月的投書論戰為主要事件，呈現經過了大約 1/3 世紀的時間後，19

世紀末的英格蘭人是如何看待足球的。此時，人們論及足球時，不僅僅將其

看做一種健康的遊戲，更與教育、道德、階級、國家意識等一併討論。足球

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明顯成為一種承載多種不同價值觀的工具，這一章的

主題便在於釐清足球與哪些時人力圖追求的價值相連結。 

  本次的研究主要的概念並不複雜，論證也很簡單。它開始於我自身的關

懷與實踐，經過對運動史領域中至少兩種衝突詮釋的認識，而後對此問題所

提出的一個簡單的假設：很可能連 150 年前的英格蘭輿論，都相信現代足球

「發源於社會上層」的這個印象；即便它可能不合於史實，但仍然可以對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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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造成影響，因為人們相信它。正如勞勃‧歐本海默 (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所說： 

在廣闊鬆散、無人涉足的知識、經驗、信念和預想儲備庫中蘊含著無

數元素。一個新理論，即使它看起來囊括一切、無懈可擊，也只能針

對儲備庫中當前某個新奇或自相矛盾的元素……我們既不能快速地

重建思想大廈，也無須這樣做。25 

我無法在此說明為什麼人們相信它，也無法說明是哪些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傳播、塑造這樣的想法，因為重建整座思想大廈並非我的本意。我只希望能

透過限制範圍內的史料，呈現 1863-1903 年現代足球的形象變化，嘗試為這

一領域提供一些新的看法。 

                                                      
 25 “A discovery in science, or a new theory, even when it appears most unitary and most all-

embracing, deals with some immediate element of novelty or paradox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ar vaster, unanalysed, unarticulated reserves of knowledge, experience, faith, and 

presupposition. Our progress is narrow; it takes a vast world unchallenged and for granted. This 

is one reason why, however great the novelty or scope of new discovery, we neither can, nor 

need, rebuild the house of the mind very rapidly.” 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 Science an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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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斷裂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 

 

所有主流宗教都有創世神話……圍繞著從真實過去裏掘取來的成分，

發展出宗教敘事。社會也會倚靠著對過往特定事件引人入勝，又常過

份簡化的解讀，發展出政治、軍事和社會的神話。運動也沒什麼兩樣：

看看某些運動的神話，運動呈現過去的方式無可避免導引出它們偏好

的現在，我們能感覺到歷史對各種運動中的狂熱份子和當權派有什麼

意義。1 

  了解過去，其實是為了了解現在；人們呈現過去的方式，也就暗示了他

們希望別人，甚至是自己應該如何看待目前的現實。研究現代足球起源，有

                                                      
  1 “All major religions have creation myths . . . which take elements from a real past and develop 

a religious narrative around them. Societies also develop political, military, and social myths, 

based around attractive and usually simplistic readings of particular events from the past. Sport 

is no different: and through looking at some sport’s own myth, and at the way they present the 

past as leading inevitably to their own preferred present, we can get a sense of what history 

means to those sports’ enthusiasts and establishments.” Martin Polley, Sport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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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了解從 19 世紀中葉到世紀末的英格蘭輿論中，足球的過去(19 世紀中葉以

前)與現在(19 世紀中葉以降)竟是什麼模樣，並得以從中觀察那些支持足球的人

認同什麼樣的價值觀。如英格蘭知名運動記者亞瑟‧霍普克拉夫特(Arthur 

Hopcraft)2所言，「足球場上的行為其影響力固然不同於食物，但就像詩歌會影

響一些人，酒精會影響另外一些人：這是個性問題。」3在這一點上，足球完

全可以看成是一種足以反應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足以做為觀察人心變化的

刻度。 

  運動風氣瀰漫於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英格蘭社會，運動的風行反映了身

體觀的轉變，而身體觀──看待身體的方式則會與道德等價值觀緊密連結。

因此，研究現代足球運動形成、傳播的過程，或許能夠呈現從事這項運動的

人他們心理層面的變化。參與運動的人身處不同的階級、職業、教育背景、

地方和習俗……都會無可避免地把各自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帶進他所從事的

運動中。而在現代足球運動形成中哪一個階級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就很有可

能為這個運動塗上屬於他們階級的色彩，進而影響別人看待這個運動的方

式，以及吸引其他人從事的意願。 

  不過，「現代足球」一詞的存在，也就暗示著「非現代」、「前現代」足球

同樣存在。一般來說，許多學者都會把 1863 年成立的英格蘭足球協會看作

現代足球形成過程中重要的里程碑。畢竟，若從協會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 

soccer)、洛格比足球(Rugby football)、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澳式足球(Australian 

football)等各種有著「足球」之名的現代運動發展來看，協會足球無論從參與

人數、媒體能見度等指標來看，都遠超過其他的運動；而「協會足球」的名

字正來自於英格蘭足球協會的成立，以及其制定的《協會足球規則》(The Rules 

                                                      
  2 霍普克拉夫特(Arthur Hopcraft, 1932-2004)，英格蘭著名的電視劇作家，曾於《衛報》與

《觀察家》擔任運動記者。見“Arthur Hopcraft,” Wikipedia 8 May 2009. 

  3 “What happens on the football field matters, not in the way food matters but as poetry does to 

some people and alcohol does to others: it engages the personality.” 見Charles P. Korr, Rev.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 English Society, 1863-1915, by Tony Mason,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7.3 (198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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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15． 

of Association Football)。這也難怪在一篇介紹英格蘭足球協會發展歷程的文章，

劈頭第一句就這麼寫著： 

足球協會，英格蘭足球的主管機關，於 1863 年成立。「有組織的足球」

或「我們所知道的足球」從此誕生。以便以謝‧莫雷在 1862 年創立巴

恩斯足球俱樂部，這位倫敦的事務律師足以被稱作「足球協會之父」。

他並非出身公學，但幾個公學的校友加入了他創立的俱樂部，「熱烈」

爭論著比賽該怎麼進行。4 

  今年(2013)正好是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的 150 周年，而上述文字就出現在

為了慶祝這個特殊的年份而特別設計的官方網站上。但在運動史領域有關現

代足球的研究來說，「1863 年到底是不是個重要的年份」反而漸漸成為大哉

問。「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我們』在蠢蠢欲動，就有種價值觀存在。」5

「我們所知道的足球」和現代足球並非一蹴而就；那些相信「英格蘭足球協會

在 1863 年的成立」是現代足球起源的人，同樣也有著自己的價值觀，影響著

他們對「現代足球應該是什麼」所抱持的看法。 

  由於在近半世紀的運動史研究中有關現代足球起源的詮釋，首先出現的

是重視公學、大學、英格蘭足球協會的「正統觀點」：「現存正統觀點抱持的

看法是：我們所知道的現代玩法，是傳統民俗活動經過了國內精英公學和大

學理性化、文明化之後的產品。」；6與此同時，歷史研究本身也是歷史發展

                                                      
  4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English football’s governing body, was formed in 1863. ‘Organised 

football’ or ‘football as we know it’ dates from that time. Ebenezer Morley, a London solicitor 

who formed Barnes FC in 1862, could be called the ‘father’ of The Association. He wasn’t a 

public school man but old boys from several public schools joined his club and there were 

‘feverish’ disputes about the way the game should be played.” “The History of The FA,” 

TheFA.com,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16 February 2013. 

  5 “Whenever a ‘we’ gets underway, there is an ideology at work.” Régis Debray,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3) 140. 

  6 “An orthodox viewpoint has emerged which holds that the modern game as we know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rationalisation and civilisation of a traditional folk activity in the nation’s elite 

pub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Matthew Taylor, The Association Game: A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 (London: Longman, 200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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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研究者所採取的立場也難以和學術思潮的演變分離，因此，我會

先試圖將英格蘭足球史研究定位於運動史發展脈絡中，作為討論正統詮釋中

現代足球與前現代足球的形象的開始，再用同樣的方式將與正統觀點在很多

方面都對立的「修正主義者觀點」，同樣也放進更大的歷史脈絡中。 

一、 初生的運動史與足球研究 

  利物浦足球俱樂部 (Liverpool F. C.)傳奇教練比爾‧香克利 (William “Bill” 

Shankly, OBE)如是說：「有些人認為足球是攸關生死的事，這種態度讓我太失望

了。我可以向你打包票，足球遠比生命更、更、更重要。」7運動(sport)能激起

正面或負面的情緒，進而影響參與其中的人們的行為。就這一點來看，它的

影響力完全可以和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人類活動相比擬。 

  近四十年來，許多主要學科早已有運動相關的研究，如社會學家皮耶‧

布狄厄(Pierre Bourdieu)就曾以運動為研究主題；8經濟學家史提芬‧辛曼斯基

(Stefan Szymanski)亦曾出版數本膾炙人口的運動經濟學著作；9更有甚者，艾瑞

克‧唐寧(Eric Dunning)在 1960 年代撰寫的社會學博士論文便以運動為主題。

值得一提的是，唐寧的指導教授正是以《文明的進程》(Die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一書聞名於世的社會學家，諾伯亞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根據埃利亞斯

                                                      
  7 “Some people believe football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 a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at 

attitude. I can assure you it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Bill Shankly,” Wikipedia, 

29 Nov. 2011. 

  8 有關埃利亞斯的運動社會學，見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布狄厄亦有數篇重要

的運動研究論文，如Pierre Bourdieu,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6 (1978): 819-40; Pierre Bourdieu, “Historische und sociale Voraussetzungen modernen 

Sports,” Merkur 39 (1985): 575-90; Pierre Bourdieu, “Program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5.2 (1988): 153-61. 

  9 如Stefan Szymanski and Andrew Zimbalist, National Pastime: How Americans Play Baseball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Plays Socc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以及

Stefan Szymanski and Simon Kuper, Why England Lose: And other curious phenomena 

explained (London: HarperSpor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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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憶，唐寧當時與他討論是否有可能以運動──特別是足球──作為社會

科學研究的題目；若干年後，他們的研究成果最後集結成冊，便是《追求刺

激：文明進程中的運動與休閒》(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10 

  各領域的學者多半都把英格蘭視為現代運動的重要發源地。11阿蘭‧古

特曼(Allen Guttmann)以專業領域的術語為例，暗示英格蘭對於現代運動的形成

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語言對文化史是個有用的線索。軍事用語中頻繁出現的法文字(「尉官」

[lieutenant]、「偵查」[reconnaissance])和音樂裡的義大利文術語(「詠嘆調」[aria]、

「快板」[allegro])都是過去政治或藝術霸權的語言殘餘。暫且忽略像網球

或柔道這樣的例外，我們可以稍微誇張，宣稱英文是現代運動的語言。

德國足球迷為「好球員」(einen guten Kicker [kicker 為英文])大聲叫好，而法

國短跑選手在「助跑器」(le starting-block [starting-block 為英文])上緊張地等

待。拉丁美洲人為足球(fútbol [此為英文讀音的拉丁化])瘋狂。12 

相較之下，在歷史學領域中，運動成為學術研究對象的時間相對較晚，而英

格蘭地區有關整體運動史或個別運動項目的歷史，仍然是非常年輕的學科次

領域(sub-discipline)。「為何在 2000 年代運動史能出現在大學課堂、看作博士論

文和學術專書的合理領域，但在 1950 年代卻不？」13即便有 1920 年代晚期

                                                      
 10 Norbert Elias, Introduction, Quest for Excitement 19. 

 11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9 n1. 

 12 “Language provides a handy clue to cultural histor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French words 

in military parlance (lieutenant, reconnaissance) and of Italian terms in music (aria, allegro) 

are the linguistic residue of bygone political or artistic hegemony. Ignoring for the moment such 

exceptions as tennis and judo, we can say, with a bit exaggeration, that the language of modern 

sport is English. German soccer fans shout their admiration for einen guten Kicker and French 

sprinters wait nervously in le starting-block. Latin Americans are wild about fútbol.” Guttmann 

1. 

 13 “… why sports history is taught at universities and seen as a legitimate area for PhD theses and 

academic books in the 2000s, but was not in the 1950s …” Polle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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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開展的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開拓了歷史學的研究領域，若非 1950 年代英格

蘭共黨史家開始提倡下層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運動史研究恐怕也不會這

麼早出現。最直接的影響便來自於 1960 年代愛德華‧帕默爾‧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與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對農工業工人生活的研

究。約翰‧勞沃森(John Lowerson)認為，至少在不列顛地區，所有以運動為主題

的歷史研究，都應該歸功於湯普森的《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一書的啟發。14 

  倘若勞沃森的說法為真，那麼把 1970 年代起出現的運動史研究，或多

或少看作受到英格蘭共黨史家史觀影響的遺緒，也是很自然的推論。此外，

運動當然不是工人生活的全部，也不會是大眾娛樂的全部。研究一般大眾的

休閒生活，也不代表把運動看作獨立的研究主題。勞勃‧威廉‧麥孔姆森(Robert 

William Malcolmson)的先驅著作《1700-1850 英格蘭社會中的大眾娛樂》(Popular 

Recreations and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於 1973 年出版，其中運動只是各種休閒

活動中的一部分，並非他研究的重點。15 

   一直到 1975 年，詹姆士‧沃爾文(James Walvin)所寫的《平民遊戲：不列

顛足球社會史》16(The People's Game: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出版，史學界

才總算有了將足球的發展(主要是協會足球)放進社會脈絡下的一本著作，其中也

依舊隱含著對社會中、下層的關注。這並不教人意外：沃爾文大多數的學術

研究主題，集中在英格蘭的奴隸、奴隸貿易，以及下層人民的生活。17此外，

                                                      
 14 John Lowerson, “Opiate of the People and Stimulant of the Historian? – Some Issues in Sports 

History,” Historical Controversies and Historians, W. Lamont ed. (London: UCL Press, 1998) 

202. 

 15 Robert William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34-51. 

 16 James Walvin, The People’s Game: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London: Allen Lane, 1975). 

 17 見James Walvin, Black Pres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England (London: 

Orbach & Chambers Ltd, 1971); James Walvin, Black and White: The Negro and English 

Society, 1555-1945 (London: Allen Lane, 1973); James Walvin, English Urban Life (London: 

Hutchinson, 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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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足球史的開創研究還受制於資料的侷限，導致書中並未給出徵引資料出

處，因而也無法滿足今日學術著作的習慣要求。18但這畢竟是個開始。 

  到了 1980 年代，終於出現了以協會足球早期發展為主題的研究──東

尼‧梅森(Tony Mason)的《協會足球與英格蘭社會，1863-1915》(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English Society, 1863-1915)。他以主題式章節(而非時代先後)探討了協會足球的起

源與發展、俱樂部組成、業餘和職業球員、觀眾、酒精與賭博、運動媒體的

推波助瀾、比賽實際情況的重建，還有一個章節特別討論 19 世紀末協會足

球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然而綜觀全書，只有第一章與現代足球的起源有關，

餘下的部分幾乎都集中於討論 1870 年代，甚至是 1880 年代以後的現象。19 

  這條學術發展路線從湯普森與霍布斯邦等人開始，經過麥孔姆森，最後

成形於沃爾文和梅森的研究，其研究的重點多半放在工人階級和一般大眾

上。不過這不代表他們並未探討現代足球的起源，而且事實上，這些學者對

此的看法還頗為一致：現代足球，尤其是協會足球，是中世紀無序的民俗足

球(folk football)經過 19 世紀初期公學、大學師生的文明化(civilized)之後留下來

的遊戲──所謂的正統觀點。 

二、 與過往野蠻的斷裂：現代足球起源正統觀點 

  英格蘭常常被視為現代足球的發源地，而當今最為主流的三種足球──

協會足球、洛格比足球與美式足球卻並非都以腳踢為主。協會足球或其衍生

的其他變種(variants)如室內足球(Futsal)、海灘足球(Beach soccer)絕大多數都以腳、

頭胸部為處理球的身體部位，但洛格比與美式足球卻以用手帶球跑、用手傳

球為主，為什麼也叫足球？ 

  名稱的問題也曾經困擾過 19 世紀末的洛格比擁護者。有人認為洛格比

                                                      
 18 Matthew Taylor, “Football Archives and the Historian,” Business Archives: Sources and History 

78 (1999): 1-2. 

 19 Tony Mason, 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English Society, 1863-1915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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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足球根本就不該叫做足球，因為整場比賽下來，根本就沒有幾次用到腳。為

此，洛格比足球聯盟(Rugby Football Union)的官員還為此投書《貝爾氏倫敦生活》

(Bell’s Life in London)以反擊這種說法。20其實，19 世紀中葉以前的足球有各式各

樣的規則，某些以踢(kicking)為主要的動作，某些則允許用手帶球(carrying)或丟

球(throwing)，有些甚至根本沒有什麼踢的動作──但這些都叫做足球。21唐寧

提出了一種有趣的解釋：「足球」(football)裡的「足」(“foot”)並非指用腳踢球，

而是說從事這種活動的人是徒步(“on foot”)而非騎馬進行(“horse-riding”)。他的解

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種運動早期的性質──這是一種庶民的運動。22 

  在所有對於古代英格蘭足球歷史的追尋當中，1314 年都是個重要的年

份。這一年，為了維護地方安寧，倫敦市長尼可拉斯‧方東(Nicholas de Farndone)

在他的第二次任期中，以國王愛德華二世(Edward II, King of England)之名公告禁

止足球： 

……考慮到城內嚴重的喧嘩，尤其是足球在公共場合所掀起的混亂，

許多罪惡可能應運而生……作為國王的代表，我們命令禁止在城裏玩

這遊戲，違者下獄。23 

這是英文中首次出現「足球」一詞。在沃爾文看來，各級政府禁止足球的公

告層出不窮，這不僅意味著足球被當局視為粗野、暴力的遊戲，而且還挑戰

                                                      
 20 An Officer of the Rugby Football Union, “Football Reform,”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25. Nov. 1876: 5. 

 21 Malcolmson 34. 

 22 Eric Dunning and Kenneth Sheard, Barbarians, Gentlemen and Play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gby Football (London: Routledge, 1979) 23; William J. Murray, The 

World’s Game: A History of Soccer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2; Eric 

Dunning, Sport Matters: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Sport,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88. 

 23 “. . . whereas there is great uproar in the City, through certain tumults arising from great footballs 

in the fields of the public, from which many evils may perchance arise . . . we do command and 

do forbid, on the King’s behalf, upon pain of imprisonment, that such game shall be practised 

henceforth within the city.” Hugh Hornby, Uppies and Downies: The Extraordinary Football 

Games of Britain (Swindon: English Heritage, 20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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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21． 

到地方與國家政府對於社會控制的容忍限度──除了前述來自方東的公告

外，許多提及足球的古老文獻都不斷提到足球造成的人身傷害和社會動亂，

「這遊戲就只是在不特定的年輕人群之間不清不楚的競賽，常常在極為狹窄

的城市巷道中玩得放縱，製造噪音和財產損失，吸引有暴力傾向的人來加入

戰局。」24 

  大約從 16 世紀開始，民俗足球便成為英格蘭地區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的主要活動之一；對於統治菁英來說，在四旬齋(Lent)前夕來場充滿「嘉

年華」(carnival)精神的懺悔日足球(Shrove football)，透過一種倒轉社會秩序的方

式，將有助於釋放來自社會底層的各種情緒累積；畢竟當時的政府組織對於

社會的控制力不如今天，水要滾了，總得掀掀鍋蓋。25此外，若從民眾的角度

來看，無論參加活動的是球員還是觀眾，民俗遊戲都有聚集人群的作用，也

因此像是足球這樣的活動也曾被用來當作聚眾向社會上層抗議的工具。1683

年，劍橋郡伊利島(Isle of Ely, Cambridgeshire)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而足球活動

就是聚眾抗議最好的偽裝。26 

  民俗足球不太可能是上層的，有「教養」的活動；它的某些功能與現代

的足球很類似，除了塑造地方認同以外，也有許多紀錄顯示不同的行會也會

組隊彼此對抗──換句話說，群眾足球可以用來解決很多社群矛盾。然而，

這種「街頭足球」的破壞力非常大：除了身體傷害以外，還會帶來許多財產

損失。由於帶有相當多的暴力成分，18 世紀前當局常常週期性禁止群眾足球，

只是成效甚微。27在 19 世紀中葉英格蘭國內鐵路網開始建立之前，城鎮、鄉

                                                      
 24 “The game was simply an ill-defined contest between indeterminate crowds of youths, often 

played in riotous fashion, often in tightly restricted city street, producing uproar and damage to 

property, and attracting to the fray anyone with an inclination to violence.” James Walvin, The 

People’s Game: The History of Football Revisited (Edinburgh: Mainstream, 2000) 14. 

 25 Walvin The People’s Game 15. 

 26 Malcolmson 39-40. 

 27 Eric Dunning and Graham Curry, “Public Schools, Status Rival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Sport History: Figurational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 Eric 

Dunning, Dominic Malcolm and Ivan Waddington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村間的交通稱不上方便。在交通情形的限制或「保護」下，各地區逃過禁令

而保存下來的群眾足球在遊戲方法上有很大的差異：場地大小可以從一條

街、整個城鎮甚至到數個城鎮的規模，參與人數可以從個位數起跳，甚至包

括城鎮中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28這種大規模且具殺傷力的活動，從社會發

展的角度來看有也促進社群團結的功用：不僅只是球員之間的團結，還包括

了觀眾的認同感。29 

  然而，這個時候的群眾足球若與今天各種冠以足球之名的運動相比，還

是有非常大的距離；現代的足球運動不僅場地、人數有一定限制，還有嚴格

的規則、裁判。除此之外，人們賦予足球運動的價值更是前所未見。那麼，

這樣的前現代的、民俗的足球如何轉化為現今有著規則、組織、系統的發展

與推行的現代足球？ 

  回答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要回顧 18、19 世紀之交英格蘭地區的運動風

氣。麥孔姆森認為，從 18 世紀末開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對群眾足球等傳統

運動帶來打擊。30城市裏中產階級的出現也對足球帶來負面影響，這些中產

階級不希望群眾足球造成自己的財產損失，因而會試圖讓市政當局禁止類似

活動；從 1760 到 1832 年，圈地運動(enclosures)又出現一個高峰，讓城市以外

可以使用的空曠土地也越來越少，31農民甚至用「爭取踢球的空間」為理由來

反抗圈地。32此外，更多的工廠設立，以及越來越多的農業土地被工業所用，

意味著工人不但有著越來越規律、越來越長的工時，而越來越狹窄的都市巷

道也不方便遊戲進行。就連在 1863 年時的《倫敦時報》(The Times)也還能看到

反對在街道上遊戲的投書，雖然這等於從反面告訴我們──明明就還有人在

                                                      
 28 Mason 8. 

 29 Mason 10. 

 30 Malcolmson 89-117. 

 31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25-29. 

 32 Adrian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Untol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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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23． 

街道上玩： 

就算在沒那麼繁忙的街道和廣場玩板球、棒擊木片(tip-cat)或足球，毫

無疑問能讓許多單純的孩子得到極大的樂趣，我們還是禁止在馬路上

玩這些遊戲。33 

  以德比(Derby)為例，當地在許多聖人節日都會有足球遊戲，常常都是數

百人把整個城鎮當作比賽場地。34打從 1830 年開始，地方工業家、商業家、

店主便開始聯合起來要求禁止群眾足球，對他們來說足球不但嚴重影響地方

經濟，迫使他們在有足球進行的時候閉門謝客，還會鼓勵喝酒、賭博這些傷

風敗俗的活動。這也讓他們開始向市政當局施壓，例如 1845 年，德比市長便

宣布足球是非法的遊戲。35其實從 17 世紀初到 19 世紀中葉，英格蘭各地都

有這樣的禁令。36宗教人士看待休閒活動的方式也帶來負面的影響，循道宗

(Methodist)與福音派(Evangelical)更是認為這些運動根本就是不道德的，而這也成

為群眾足球消失的重要原因。例如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對休閒放鬆就抱

持反對態度；隨著宗教事業的成功，他的個人意見也對社會造成影響。37在一

些學者的眼中，民俗足球從此之後也就日漸衰微。38 

  不管這些壓抑民俗活動的舉動是否成功，只要國家對社會控制的程度越

來越深，這些活動受到的限制就會越來越多。但是，仍然有一種地方可以時

                                                      
 33 “We don’t allow cricket, or tip-cat, or football, in our thoroughfares, although these games would 

doubtless afford infinite delight to thousands of innocent boys were they tolerated in our less 

frequented streets and squares.” Paterfamilias, Letter, Times 05 Aug. 1863: 12. 

 34 Taylor 21. 

 35  Anthony Delves, “Popular Recre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in Derby, 1800-1980,” Popular 

Culture and Class Conflict, 1590-1914, Eileen Yeo and Stephen Yeo ed.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1) 89-127. 

 36 Malcolmson 138-45. 

 37 Edward Paul Stigant, “Method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1760-1821: A Study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diss., University of Keele, 1968, 197-200. 

 38 Richard Holt, Sport and the British: A Moder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 Francis P. Magoun, A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871 (Cologne: 

Anglistische Arbeite, 1938) 70-71, 96; Mas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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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不時就來場球賽，這就是公學。公學學生不僅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可以運

動，學校也提供了運動所需要的場地。在公學裡面，各種團體運動，特別是

參賽人數最多的足球有著特別的功能。對於公學學生來說，足球變成維繫與

展示學長、學弟間從屬關係(pupil control)的活動：學弟會被要求去扶球門柱，

甚至是被叫去排排站，充當球門柱或邊線。在 1830-1840 年間的公學改革中，

負責管教學生的人則進一步賦予足球其它的功能：師長們認為，足球可以有

效的占據學生在學習以外的時間，他們也就沒有時間去為非作歹；一旦學生

踢完球，拖著疲憊的身軀上床睡覺，他們就沒有精力去手淫或是共譜同性戀

曲。39 1850 年代以後的強身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鼓勵男子氣概，而足

球看起來正可以促進許多德行，像是互助(co-operation)、團隊合作(teamwork)、領

導才能(leadership)、意志力(pluck)、勇氣(courage)跟自制(self-restraint)。40 

  雖然每間公學的足球規則，從場地、人數到更細緻的玩法(game play)都有

許多不同之處，但和公學外的足球相比，公學足球與民俗足球仍然有許多各

自的特色。就以公學足球來說：首先，學校裡的教職員與學生不僅有能力，

而且也的確把規則從口傳變成書面規則；第二，球場大小通常是固定的；第

三，對抗的球員人數比較相等；第四，被允許的身體暴力程度降低很多。其

中，研究者多半把制定書面規則看作是關鍵：因為書面規則的出現，等於提

供了學校教師一種在課餘時間間接控制學生的方法。隨著規則的不斷演進，

球場大小、參賽人數以及動作限制都漸漸納入規則管轄的範圍。41 

  大約在 1845 或 1846 年，洛格比公學出現了第一份書面規則，接著伊頓

公學(Eton College)在 1847 年也制定了它們的規則。從這些規則當中已經可以

                                                      
 39 Antony Easthope, What a Man's Gotta Do: The Masculine Myth in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0) 70; David Kirk, John Nauright, Stephanie Hanrahan, Doune Macdonald and 

Ian Jobling, The Sociocultural Foundations of Human Movement (Melbourne: Macmillan 

Education AU, 1996) 210; Axel Bundgaard, Muscle and Manliness: The Rise of Sport in 

American Boarding School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3. 

 40 Mason 11-13. 

 41 Taylo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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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25． 

看到現代足球運動的一些雛形：首先，洛格比規則(Rugby rules)裡的球門就像是

今日的洛格比足球一樣，呈 H 型；伊頓公學的球門以兩根柱子代表，並無今

日協會足球球門那樣的橫梁(crossbar)，但是規則也規定球只有在通過兩門柱間

且低於門柱頂端才算得分。這與今天的協會足球極為相像。此外，伊頓公學

規定球員不可以「偷跑」(“sneak-in”)，大意是等在對方的球門那裡等著隊友傳

球來射門得分，與今天足球的越位(offside)規則非常類似。42洛格比規則與伊頓

規則最為分歧的一點，在於後者規定只有在阻止對方射門時，才可以用手，

用手帶著球跑是絕對禁止的；相反地，洛格比規則沒有這樣的限制。43 

  1960-80 年代的學者多半認為從 1840 年代間公學足球跟 1863 年英格蘭

足球協會的成立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而在這 20 年間承先啟後的則是

牛津與劍橋兩所大學。大約從 1850 年代開始，足球也在這兩所大學裡興盛

起來。不同的公學學生進入大學後，如果想一起踢球，就得面對不同規則帶

來的衝突。目前已知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在 1838、1842、1846、1848、1856

等年份都曾發表過綜合各校版本的規則；44而由來自伊頓公學、哈洛公學

(Harrow)、洛格比公學、馬爾堡學院 (Marlborough Collage)、沙利士伯理公學

(Shrewsbury School)與西敏寺公學(Westminster School)的畢業生在 1863 年完成的規

則，更成為同年成立的英格蘭足球協會制定規則時的範本。45 

  在正統觀點裡，公學在現代足球發展的過程中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公

學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時代中依舊擁有足球所需的場地，學生亦有足夠的空

閒時間玩球；教師與宗教人士也把運動看作是管教青年的方法，而公學中的

學生與職員都有能力將規則訴諸文字。透過他們，足球從常常造成紛亂和統

治問題的民俗足球，轉向規範嚴密、承載價值的現代足球。 

                                                      
 42 Charles William Alcock, “Association Football,”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 88 (1891) 286. 

 43 Taylor 23; 54 n13, n14. 

 44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41-43. 

 45 Taylo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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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三、 延續：修正主義者觀點 

  到了 1990 年代，開始有研究者對正統觀點提出質疑。他們主要的爭論

環繞在幾個問題上：究竟民俗足球是不是真的因為工業化、都市化而消失

了？而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除了一般所知的民俗足球與公學中的足球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足球活動或組織存在？如果有的話，它們的影響力又有多

大？ 

  這些出現於 1990 年代的變化和新觀點，或許也應證了班乃狄托‧克羅

采(Benedetto Croce)「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的斷

言。46談到工業化，至少在 1980 年代之後，就已經有歷史學者發現從 19 世

紀末到 20 世紀 70 年代之間，對於工業革命的評價與看法不斷在產生變化。

而這些變化都與當時社會的現況有關。47由於學界對於工業革命的性質有了

不同的看法，漸漸將工業革命解釋為緩慢改變而非革命，對於工業革命對社

會各層面帶來的影響也有不同的解釋。 

  過去史學家認為工業化帶來更長、更嚴格的工時，但奈爾‧川特(Neil 

Tranter)表示只有某些特定型態的工廠中，一小部分的工人受到延長工時的影

響而無法從事過往的休閒活動，但大部分與各地節慶有關的前現代運動賽事

依舊存在於 1830 與 1840 年代，而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緩慢進程也不足以讓群

眾足球在一夕之間消失。48阿德良‧哈維(Adrian Harvey)對於 1793 至 1850 年間

職業運動的研究，顯示當時的英格蘭就存在利益導向的運動活動，其中也包

含了付費入場的觀眾(fee-paying crowds)、職業運動員(professional players)、以周為

基礎的活動時程安排，以及嚴格約束的規則、裁判(referees, umpire)或比賽官員

(officials)。換句話說，這些運動賽事並非如過去所認為的無序、沒有規則，反

                                                      
 46 George Allan, “Croce and Whitehead on Concrescence,” Process Studies 2 2 (1972): 95-111. 

 47 David Cannadine,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0-1980,” 

Past and Present 103 (1984): 131-72. 

 48  Neil Tranter, Spor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Britain, 17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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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組織(organized)的活動。他的看法是，1880 年代於英格蘭全境大鳴大放

的商業運動文化，早在 1850 年代就已經開始發展了。49 

  這些研究還是從整體運動文化著手。到了世紀之交，哈維則針對現代足

球起源的正統觀點連開數槍。1999 年的〈足球消失的關聯：現代足球發展的

真實故事〉(“Football’s Missing Link: The Real 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Football”)，

2001 年的〈國家運動編年中的重要時代：謝菲爾德足球與現代足球和洛格比

的誕生〉(“‘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Football in Sheffield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occer and Rugby”)，以及 2005 年的《足球：第一個一百年：沒說的故事》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Untold Story)接連讓現代足球起源第一次成為

學術論辯的議題。 

  六年間，他逐步發展出他的主要論點──英格蘭在 19 世紀時，社會上

存在著遠比一般認為的來得更多類型的足球。50公學足球規則太過難懂，只

有公學內的師生才能理解，因而不利於在社會上傳播──至少在 1860 年以

前，公學足球對公學外的社會影響不大，反倒有證據顯示在 1830-1860 年間，

許多與公學沒有關係的足球隊和俱樂部存在，這些球隊所踢的足球不僅並非

像以前的學者認為的那麼粗野，甚至有著和公學足球一樣詳盡的規則。51透

過研究 1870 年代以前不列顛地區發展最為可觀的謝菲爾德(Sheffield)足球文

化，哈維相信認為該地區的足球文化是獨立發展的現象，並非像過去認為的

受到公學足球的影響。52更有甚者，他甚至認為若非公學足球以及以倫敦為

                                                      
 49  Adrian Harvey, The beginnings of a Commercial Sporting Culture in Britain, 1793-1850 

(Aldershot: Ashgate, 2004) 5. 

 50 Adrian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The Real 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Football,” 

Sport in Europe: Politics, Class, Gender, James Anthony Mangan ed. (London: Routledge, 

1999) 97-104; Adrian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Football in 

Sheffield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occer and Rugb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18.4 (2001): 54-55. 

 51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95-97;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55-59;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51-91. 

 52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104-11;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59-63;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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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英格蘭足球協會的存在，統一的足球規則可能早就出現了，也不會出

現協會足球和洛格比足球分別由不同組織管理的現象。53 

  哈維所使用的主要史料集中在各種運動報刊(sporting press)。運動報紙的大

量發行證明足球等運動在民間依舊盛行，比方說 1822 至 1886 年間羅伯特‧

貝爾(Robert Bell)發行的《貝爾氏倫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上不只報導比賽

過程，還有球員招募與各種球具的廣告；正是從這份報紙中，他歸納出地方

學校、俱樂部、各地駐軍與職業組織都有組成自己的球隊。54哈維的觀點是：

公學外的民俗足球的確有沒落的傾向，但是時間上要晚於 1850 年，而且社

會上不僅僅有懺悔日足球，可能還存在著其他有組織的足球賽事；反倒是公

學以及公學畢業生帶來的「業餘足球」為了力圖與商業化清界線，造成商業

運動文化在 1850 年後出現延遲發展，這才導致後來的研究認為民間沒有其

他形式的足球存在。事實上，從《貝爾氏倫敦生活》可以看到，從 1835 年到

1850 年代間，不斷有民間自發組成的組織來安排賽程與分配門票收入，許多

組織的年代比公學的足球社還要更早。55 

  關於懺悔日足球與公學足球外的其他足球文化，哈維則用薩里足球俱樂

部(Surrey Football Club)和謝菲爾德足球文化為例子。1849 年，威廉．丹尼遜56 

(William Denison)與薩里郡板球俱樂部(Surrey Cricket Club)的成員成立了薩里足球

俱樂部，甚至也有自己的幾點規則，明訂比賽人數、球場與球門大小。除此

之外，裁判也並不少見，甚至在 1842 年就已經有中立裁判的紀錄。57而最受

哈維重視的則是 1857 年創設的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Sheffield Football Club)。該

俱樂部的成立類似於薩里足球俱樂部的例子，同樣是由當地板球隊成員組成

                                                      
 53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113-14;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77-79;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126-66. 

 54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71-75. 

 55 Taylor 26; Harvey, First Hundred Years, 55-75. 

 56 丹尼遜 (Sir William Thomas Denison, 1801-1856)是當時有名的板球選手。見“William 

Denison,” Wikipedia 16 May 2009. 

 57 Taylor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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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 1858 年 10 月 21 日，施行於該俱樂部的《謝菲爾德規則》(Sheffield Rules)

誕生了。58《謝菲爾德規則》中固然有與伊頓公學中流行的規則類似的條文，

但是它也同樣有著這些公學沒有的規則：比方說在遭受犯規的時候，被侵犯

的球隊可以獲得自由球(free-kick)，反倒在公學足球的規則裡並沒有出現任何

對犯規的處罰。59從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的紀錄裡可以看到，當時俱樂部的

確有向各公學索取規則，但球隊成員認為這些規則並不方便使用，於是修改

那些不合己意的規則，最後完成了第一版的《謝菲爾德規則》。60無論真相如

何，從規則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到地方的足球發展並不完全是受公學的影響。

雖然比倫敦的足球協會成立稍晚(1867)，但謝菲爾德足球協會(Sheffield Football 

Association)在中北部的影響也大於倫敦的足球協會，更在未來的數十年間領導

了幾乎整個中北部的足球發展。使用《謝菲爾德規則》的球隊也遠比使用《足

球協會規則》(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1863)的還要更多──這些球隊甚至無

法跟大倫敦區(Great London)以外的球隊比賽，以免產生衝突。61 

四、 正統觀點的提示：輿論的作用 

  綜合正統觀點與修正主義者觀點，可以看出英格蘭現代足球的發展可能

不只公學足球──大學──英格蘭足球協會這一條路線。除了代表中上階級

的公學成員外，社會中也有其他的發展脈絡。其實，無論是正統觀點或修正

觀點，他們都試圖處理這個問題：十九世紀中葉前後的足球有什麼樣的關係。

差別在於，究竟是場斷裂，還是其中仍有某種延續？ 

  正統觀點認為 19 世紀前的民俗足球是種常在節日進行的，場地大小不

限，沒有什麼規則的粗暴運動。受到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影響，18 世紀末群眾

開始失去從事足球遊戲的地點與時間，而公學學生卻因為場地、時間充裕，

                                                      
 58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97. 

 59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110. 

 60 Percy Marshall Young, Football in Sheffield (London: Stanley Paul, 1962) 17-18. 

 61 Taylo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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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保存足球，並且把群眾足球改造成現代足球的主要功臣。沃爾文和梅森

一致認為足球被引入公學時，就是用來作為學長學弟制(prefect-fagging system)，

一套上下階級體系以維持秩序的一種方法。62而成文的遊戲規則，則彷彿是

校園中的紳士規則(gentlemen codes)一樣，約束著球場上應該有和不能有的行

為。不同公學的畢業生將各自的規則帶到牛津、劍橋等大學，為了能一起參

與球賽，勢必要統一規則。而這最後也預示了英格蘭足球協會的出現。63公學

──大學──足球協會的這條連線，構成了傳統上認為的，由暴力、無規則

的民俗足球往現代足球發展的主要路徑。64沃爾文和梅森關注的焦點，放在

社會上層──公學和大學。在他們勾勒的圖像裡，現代足球的出現既延續了

傳統庶民足球，也改造了它。過程中，公學教師因為教育目的而利用之，而

公學的畢業生再將這個運動帶往他們未來人生的落腳處。足球在 19 世紀被

刻意引入公學校園，並且在公學中發展出嚴格的成文規則，似乎正是越來越

嚴格的人身與行為控制的例證。65而這些發展，都與社會的中、上層(公學、大

學學生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沃爾文和梅森這些公學路線的學

者，便是這樣看待足球在公學校園中的發展。 

  然而，修正主義者並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至少在「社會上層關係密切」

這一點上。緣於對工業化的看法不同以往，研究者因此質疑工業化與都市化

是不是真的讓群眾消失了；而新史料如俱樂部紀錄跟運動報紙的使用，也讓

他們懷疑在公學之外，還有其他的民間組織同樣透過制定規則跟賽程安排，

延續或改變過去的民俗足球。他們也表示最早制定成文規則的並非公學，而

是各地的足球俱樂部。另外，以謝菲爾德地區為例，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所

使用的足球規則早已流通多時，這也意味著該俱樂部在當地早已扮演有如地

區性足球協會般的推廣、管理角色。修正主義者利用「現代足球有多個起源」，

                                                      
 62 Walvin 33, 36-37; Mason 11-13; Taylor 22. 

 63 Taylor 23-24. 

 64 Taylor 21 

 65 Mason 10; Young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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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消除足球運動成形過程中來自社會上層的影響，而這一點正是公學路線

立基的論點。不管是制定成文規則的角色，或是傳播足球運動的貢獻都受到

質疑。公學路線似乎不再那麼權威。 

  不過，修正觀點雖然大大削弱了公學路線的重要性，卻沒有辦法解釋足

球在 1860 年代以降蓬勃發展的原因，而這正是正統觀點最為有力之處。此

外，哈維據以為證的薩里與謝菲爾德兩間足球俱樂部，其成員雖然不全出身

公學，但仍然是由來自預科學校(collegiate school)或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的學

生為主。如果說現代足球在早期並不屬於社會上層，同樣地，它也不屬於社

會下層。至少在 19 世紀中期，足球仍然不是工人從事的運動。甚至連哈維也

承認，在謝菲爾德地區的足球俱樂部，都可以歸類成中產階級組成；更有甚

者，即便同樣是中產階級，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的創始成員其職業更可以說

中產階級中的上層；這種身分上的落差也讓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在當地的足

球文化中，保持對其他中產階級所組成的俱樂部或球隊的實質影響力。66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兩種對於足球起源有著衝突的解釋呢？公學路線與

修正主義兩種觀點的衝突，讓現代足球的起源顯得撲朔迷離，有關這個運動

的「真實」(truth)或是其發展的推動力，都無法確定。但是，綜合公學路線的

觀點和修正主義的史料耙梳，我們仍然可以知道一些「事實」(facts)、「面向」

(facets)或「現象」(phenomena)。 

  第一，運動與控制(或是教育、個性的形塑)有關，而且身心皆然。第二，無

論公學路線的說法是否合乎史實，「現代足球起源於社會上層」或「現代足球

脫胎自公學師生保存、改造後的庶民足球」這樣的看法始終瀰漫於現代大眾

的認知領域裡。就以在獨立電視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 ITV)主持《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 1978-2010)長達 32 年之久的媒體人，梅爾文‧布拉格男爵為例。

他在《改變世界的十二本書》(12 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裡，不僅把《1863

年協會足球規則》(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1863)和牛頓的《數學原理》

                                                      
 66 Harvey, “‘An Epoch in the Annals of National Sport’” 59-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Principia Mathematica)、《大憲章》(Magna Carta)、莎士比亞的《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和《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Bible)相提並論，他還把在英格蘭推動足球運

動、制定統一成文規則的功勞歸功於公學學生、畢業生，以及他們在 1863 年

成立的英格蘭足球協會(Football Association, The FA)。67布拉格提到了幾個有名的

例子，用來凸顯足球對控制公學學生行為舉止的貢獻： 

1797 年，羅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發生了動亂，結果當局出動軍隊，當

眾宣讀懲治暴亂的法條，才把這次事件平息下來。1808 年，當時還年

輕的拜倫(Byron)領頭，在哈羅公學(Harrow School)率眾反抗不受歡迎的校

長。1818 年在溫徹斯特，帶著刺刀的民兵平息另一次男學生的造反。

這是發展足球的肥沃土壤。有時學校當局鼓勵他們，說：他們認為與

其造反，不如就踢球吧。68 

  但如果我們因為修正主義的看法──公學對現代足球運動的貢獻不如

一般人認為的重要──而把這類「普遍的誤解」全部歸因於公學路線學者的

研究，這並不合理。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關於這一點，哈維對正統觀點的攻擊反倒給了我提示。 

現代足球發展的傳統說法強調公學的角色，這種觀點很大程度上來自

該運動最有影響力的早期史家，哈洛公學校友 C‧W‧阿爾庫克[Charles 

William Alcock]。對他來說，歷史是進步的。這種進步是透過「理性化

過」的公學足球在全國民眾之中的傳播來表現的。這種運動的其他種

類完全無法引起他的興趣。比方說，他幾乎忽略了謝菲爾德穩定的足

球文化，無視至少在 1868 年以前其組織遠比足球協會來的龐大的事

實。69 

                                                      
 67 布拉格(Melvyn Bragg)著，何灣嵐譯，《改變世界的十二本書》(12 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臺北市：聯經，2008) 88、93、96-98、101。 

 68 布拉格著，何灣嵐譯，《改變世界的十二本書》93。 

 69 “Conventional accou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otball stress the role of the public 

schools, a view derived in large measure from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game’s early historians, 

the Old Harrovian C. W. Alcock. For him, history was progress. This was express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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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說法來自於 1891 年 1 月刊登在《英格蘭插圖雜誌》(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上一篇名為〈協會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的文章，作者正是當時任

職英格蘭足球協會秘書長的阿爾庫克。70從 1870 年起，阿爾庫克擔任這一職

位長達 25 年，1870 年他促成了協會足球發展史上第一場國際比賽(參賽方為英

格蘭與蘇格蘭)，1871/72 賽季舉辦了第一屆的足球協會挑戰盃，更帶領英格蘭

足球協會在 1880 年代通過業餘(amateurism)與職業化(professionalism)之爭。與其

說阿爾庫克為協會足球撰寫書面歷史，不如說他是實際投身、創造了協會足

球的歷史。 

  然而，在〈協會足球〉一文中，阿爾庫克並沒有像哈維所說的那樣，忽

略謝菲爾德的足球文化。他在追溯公學外的足球發展時，更是首先提到了謝

菲爾德足球俱樂部，之後才提到英格蘭足球協會： 

或許更早以前有一兩隻落單的足球隊存在，但我所能找到最早有組織

完善、堅實基礎上經營的俱樂部的證據，出現在 1857 年。這一年見證

了謝菲爾德俱樂部的誕生，直到最近，它仍然是足球協會轄下最有影

響力的俱樂部之一，營運良好，說不定還是這王國裡唯一能自誇在超

過三十年的時間從不間斷，經營有效成長的足球組織。 

不過，即便把最重要的功勞歸給謝菲爾德俱樂部，與此同時也不能否

認開創了協會式遊戲的榮譽實際上屬於倫敦和倫敦人。71 

                                                      
spread of the ‘rationalised’ football of the public schools throughout the population. Alternative 

varieties of the game were of no interest to him. For example, he barely even noticed the 

substantial football culture of Sheffield, despite the fact that until at least 1868 in its organisation 

it was far bigger than the FA.”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92. 

 70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115 n1. 

 71 “There may possibly have been a stray nomadic eleven or two at a prior date, but the earliest 

trace of a Club properly organized and conducted on a really sound basis as far as I can find is 

in 1857. That year saw the formation of the Sheffield Club, which was until very latel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ssociation Clubs, is still doing good work, and is perhaps the only football 

organization in th kingdom which can boast an uninterrupted career of usefulness extending 

over thirty years.” “Still, while allowing the Sheffield Club all the distinction of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o London and Londoners practically belongs the cred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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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先來說說刊登了這篇文章的《英格蘭插圖雜誌》吧。《英格蘭插圖雜誌》

是本要價 1 先令的月刊，老少咸宜的內容包含了小說(fiction)、遊記(articles on 

travel)、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歷史(history)、科普

(popular science)，讓渴望新知但教育程度一般的民眾得以一窺堂奧；與此同時，

運動報導也是該刊的強項。72這份刊物由創立於 1843 年的麥克米倫出版社

(Macmillan Publishers)發行，該出版社一直延續到今日，成為占據美國出版市場

的六巨頭之一。1892 年時，麥克米倫的第二代掌門人弗雷德里克‧麥克米倫

(Frederick Macmillan)曾經說過「要是讓『不列顛大媽』覺得這雜誌上有什麼東西

不對，我們可是會被讀者投書給淹沒的」。73 

  在〈協會足球〉裡，阿爾庫克描述的現代足球歷史一樣是以公學為主軸，

與沃爾文等人提出的正統詮釋相去無幾，「正如即將看到的那樣，現代足球的

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足球協會的歷史。」74如果《英格蘭插圖雜誌》的讀者

和麥克米倫出版社的編輯覺得阿爾庫克所寫的內容有不準確的地方，很難想

像他們會鴉雀無聲。如果說身分、立場各異的讀者們在當時進行一場大規模

的計畫共謀，好自我欺騙並誤導後世，顯然不合常理。 

這一類的起源神話肩負使命，要告訴支持某種運動的人們「這運動打

哪兒來」。它們提供了各種各樣的歷史年代、傳統、社會上的正統和國

家認同。無論有哪些作用，這些神話呈現了運動表述其歷史的方式之

一。75 

                                                      
the inception of the Association game. . . .” Alcock 282. 

 72 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ed., Dictionary of Nineteenth-Century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Academia Press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009) 201-03. 

 73 “We are inundated with letters if anything appears in its pages to which the “British Matron” 

finds it possible to take exception . . .” Brake and Demoor 203. 

 74 Alcock 283. 

 75 “Creation myths such as these serve the purpose of telling a sport’s followers where the sport 

has come from. They can variously offer age, heritage, social legitima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atever their function, such myths show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sports present their own 

history.” Polle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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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裂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35． 

  無論現代足球有多少種起源解釋，也無論這些解釋各自有多少材料的支

持，真正能在時間的長河中造成影響也包括了各種與足球有關的看法與觀

點。那麼，從 19 世紀中葉一直到 20 世紀的頭幾年，當時的英格蘭人是否也

認為現代足球起源自社會上層？或者說，現代足球是否有著「來自社會上層」

的形象？阿爾庫克的看法我們已經知道了：他認為現代足球起源受惠於倫敦

的公學甚多。但除了他個人的看法外，輿論中人們的看法又是什麼呢？接下

來我決定轉向現代足球形成的早期階段，重新探討當代的人們對於他們心目

中過去的足球和現在的足球有什麼看法，才能了解 19 世紀下半葉的英格蘭

人對於足球的看法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這些轉變對於足球運動的推行又

有什麼影響。 

  談到英格蘭輿論，很難不提到以日報形式(daily)發行的《倫敦時報》。以

《倫敦時報》做為代表性輿論的原因無他，就是因為這份報紙在當時的英格蘭

社會擁有極高的能見度與影響力。76優秀的新聞品質、報導速度、開放態度和

對輿論的巨大影響力，讓這份報紙得到「雷神」(Thunderer)的雅號。77在一封寫

於 1854 年的信裏，《倫敦時報》的老板約翰‧沃特三世(John Walter III)甚至說

過「朋友和對手都承認《倫敦時報》能廢立將軍、首相和政府」。78雖然《倫

敦時報》並非運動報紙，但英格蘭足球協會的成立、協會足球與洛格比足球

的差異、足球的各種作用與功能，都在《倫敦時報》有過熱烈討論。接下來

我將以《倫敦時報》的社論與讀者投書為核心，再次從 1863 年英格蘭足球協

會成立前後為起點，觀察接下來三十餘年間有關足球的討論，並從中呈現當

代輿論對足球的看法，了解有那些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當時與足球相連，影

響了現代足球的推廣。 

  

                                                      
 76 Ivon Asquith, “The Structur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780-1855,” Newspaper 

History,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ed, (London: Constable, 1978) 104. 

 77 Sabine Gieszinger, The History of Advertising Language: the Advertisements in The Times from 

1788 to 1996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28-29. 

 78 Anonymous,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vol. 2 (London: Times books, 1939)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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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見度的提升
(1858-63) 

 

一、 為什麼看《倫敦時報》？ 

  1785 年 1 月 1 日，《倫敦時報》開始發刊，當時這份報紙還叫做《每日

寰宇記事》(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903 年年中，國際足球協會委員會在年

會中通過了一版修訂過的協會足球規則，足球的 1902/03 賽季也畫下句點。

在這 118 年間，《倫敦時報》一共有 395 篇社論(editorial/leader)與讀者投書(letter 

to the editor)曾經提到「足球」一詞。 

  當然，不是每一篇的主題都和足球有關。比方說，1848 年《倫敦時報》

的編輯用「政治足球」(political football)來比喻那些在政界被互相推諉的人、事、

物；1有些則只是提及各種遊戲活動時，順道提一下足球而已──1844 年，屬

名「剝削仇視者」(A Hater of Abuse)的人投書《倫敦時報》，抗議白金漢郡巴克

                                                      
  1 Editorial, Times 23 May 18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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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蘭 (Buckland, Buckinghamshire)因為圈地而喪失遊憩空間時，表示市政委員們

(Commissioners)為一般人留下來的休閒空間只有「坐落在河岸邊充滿又大、又

深的危險坑洞的地方」，「沒可能在上面玩板球或足球，更不可能玩彈球遊戲；

孩子們得冒著骨折的危險，甚至在那些陡坡間丟掉性命。」2 

  不過，就算是這種不是以足球為主題、與足球關係甚淺的討論，對於了

解人們心中有關足球的印象也有些許幫助。就拿「剝削仇視者」的信來看，

為什麼在舉例說明一般人或小孩的休閒娛樂時，他提到的不是賽馬(horse-

racing)、網球(tennis)、打獵(shooting)，而是足球與板球？只要這一類的例子夠多

(事實上也的確夠多)，或許就能推論對於當時的人來說，足球在某些情況下的確

是他們心中最先想到，或最具代表性的活動。幸運的是，在這一百多年間，

確確實實提到足球的文章越來越多。19 世紀中之前，只有 11 篇投書和社論

提及足球；1850 和 60 年代有 57 篇，1870 和 80 年代有 101 篇，而從 1890 到

1903 年間則有 234 篇。這種增加的幅度並不令人意外，幾乎是跟足球的蓬勃

發展平行並列的。 

  從 1870 年前後開始，全英格蘭，乃至於全不列顛各地成立了許多俱樂

部跟足球協會。1873 年蘇格蘭足球協會(Scottish Football Association)成立，而威

爾斯足球協會 (Football Association of Wales)與愛爾蘭足球協會 (Irish Football 

Association)則分別在 1876 年 1880 年成立。除了這些以全國(nation)為單位的協

會外，還有很多地區性的協會：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在 1877 年成立足球協

會，蘭開夏 (Lancashire)1878 年成立足球協會， 1879 年輪到諾桑伯蘭

(Northumberland)，而利物浦 (Liverpool)、施洛普郡 (Shropshire)、北安普頓郡

(Northamptonshire)、諾丁漢郡(Nottinghamshire)在 1882 年同時成立了足球協會。 

  這些協會轄下的俱樂部數量也越來越多，以蘭開夏足球協會(Lancashire 

                                                      
  2 “. . . on which of a bank full of large, deep, and dangerous holes, o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play at cricket or football, and scarcely marbles; and the children are in danger of breaking their 

limbs of losing their lives amongst the declivities.” A Hater of Abuses, Letter, Times 13 Nov. 

18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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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39． 

Football Association)為例，1878 年成立時有 28 支球隊，四年後增加到 62 支，到

了 1886 年已經成長到 114 支球隊。1879 年，謝菲爾德足球協會(Sheffield Football 

Association)轄有 40 個俱樂部以及 5,000 名球員。3如果說到了 1880 年代，足球

已經是英格蘭的主要運動之一，應不為過。 

  《倫敦時報》不是運動報紙，而是嚴肅的全國性大報，運動相關報導對

這份報紙來說通常是邊緣主題，但這卻也是用這份報紙來觀察運動在社會中

的角色的決家原因。對於哪些運動事件適合讓他們的讀者閱讀，《倫敦時報》

的編輯有著高度的選擇性。1880 年代起，新聞的特色漸漸由詮釋性的社論

(interpretative commentaries)轉向消息描述和簡短的編輯主筆文章(brief leaders)，這也

讓以外事新聞 (foreign news)、國會辯論 (parliamentary debates)、眾多特派記者

(correspondents)和長篇報導聞名的《倫敦時報》遭受打擊──雖然在 19 世紀中

葉時獨占鰲頭，但到了世紀末《倫敦時報》的銷售量下滑到 41,000 份，而 1896

年才開始發行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每天卻能狂銷 80 萬份。4 

  從 1870 年代開始，中間階級(middle-class)對於運動的投入促成了運動刊物

像雨後春筍般出現，而這些刊物也把營利押寶在中間階級對運動的投入上，

因而不斷強調運動的身體與精神價值。5對於一般性的日報來說，要不要在自

家版面裏為運動新聞增加篇幅，就是一種必須面對的壓力；但這卻也是《倫

敦時報》的價值所在：對內容選擇和品質的堅持，使得這份報紙被說是「本

質上是份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報紙」(virtually a mid-Victorian newspaper)，6但能讓

編輯放上版面的新聞，也必然是這些堅持傳統的「雷神」們認為值得讀者一

讀的消息和看法。如果有哪些與足球有關的討論能夠登上《倫敦時報》的大

                                                      
  3  Neil Tranter, Spor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Britain, 17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25. 

  4 Sabine Gieszinger, The History of Advertising Language: The Advertisements in The Times from 

1788 to 1996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29. 

  5 Raymond Boyle and Richard Haynes, Football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4) 26. 

  6 Anonymous,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vol. 4/I (London: Times books, 195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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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雅之堂，對於當時的人一定具有重要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863 年 10 月，《倫敦時報》創刊後的第 78 年首

次刊登了以足球為主題的讀者投書；後來編輯們為其後一連串的投書安了個

標題：「足球大哉問」(“The Great Football Question”)。7不到一個月後，英格蘭足球

協會就在倫敦成立了，兩件事的時間點如此接近絕非只是巧合。 

二、 「來自伊頓」引起的「足球大哉問」 

  1863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一位伊頓公學(Eton College)的學生趁著周末

的空閒寫信給《倫敦時報》的編輯，希望向這份聲譽卓著的報紙借用一些空

間來引起有關足球規則的討論。屬名「來自伊頓」(Etonensis)的他這麼寫著： 

最近在您同業的專欄裡，出現一封以足球為主題的信，其中論及缺少

共同承認的遊戲規則所帶來的困擾，藉著這個機會，我想對這個攸關

公學權益的主題做點評論。我本身是伊頓人，而我們踢的足球在許多

方面上都和西敏寺、洛格比、哈洛，以及大部分的倫敦俱樂部都有根

本的不同。這樣的差異，已經妨礙了各校與各俱樂部間安排、進行比

賽；更有甚者，除了來自自己的隊友以外，球員都得不到很會踢球的

稱讚。8 

  緊接著是他的個人經驗：1861 與 1862 這兩年，伊頓公學與西敏寺公學

(Westminster School)相約鏖戰，但規則的歧異卻讓比賽冗長而危險：1861 年的比

                                                      
  7 “The Great Football Question,” Letter, Times 07 Oct. 1863: 12. 

  8 “A letter having lately appeared in the columns of one of your contemporaries on the subject of 

footb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onsequent upon there being no general and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rules of this game, I seize this opportunity of making a few remarks on a subject 

so fraught with interest for public schools. I am myself an Etonian, and the game of football as 

played by us differs essentially in most respects from that played at Westminster, Rugby, 

Harrow, and most of the London clubs. Now, this difference prevents matches being made or 

played between either school or club; and, furthermore, prevents a player from gaining the credit 

of playing well anywhere but among his own associates.”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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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41． 

賽一直到第 11 小時才由伊頓公學僥倖打入一球；1862 年，同樣在第 11 小

時，伊頓公學的王牌選手被打倒在地，摔斷胳膊。不同規則帶來的種種不便，

正是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先生，所有這些不便之處，都可能靠著制定一套到處都能使用的足球

規則而避免。我看，就讓伊頓、西敏寺和洛格比的足球隊隊長，連同

一、兩間倫敦俱樂部的主席和兩所大學中任何一所的成員，開會制定

一套共同遊戲規則吧。 

 想當然爾，各公學極不情願放棄它們原有的玩法，那它們或許可以

在自己學校裡繼續這麼玩，而各校和各俱樂部間則採用新規則來比

賽。準此，不同規則的差異就消失了，足球或許就有機會能在各種運

動中，得到一種健康、男子氣概的運動理當擁有的地位，而比賽沒有

固定規則所帶來的困擾也都能避免。9 

  隔天《倫敦時報》很快就登出來自哈洛(Harrow)公學學生的回應。「來自哈

洛」(Harroviensis)極力反對「來自伊頓」提出的「制定共同規則，在校際和俱

樂部間比賽使用」建議： 

在上述的學校裡，現在已經很少感受到不同規則帶來的不便了，因為

根據地主隊的規則來比賽早就是約定俗成的事……「運氣球」和骨折

在足球裡從沒少發生過，這不該用比賽中雙方火氣以外的原因來解

釋。我認為各校應該保留自己的規則，同時指定個委員會，負責在各

                                                      
  9 “Now, Sir, all these annoyances might be prevented by the framing of set rules for the game of 

football to be played everywhere. Say, let the captains of the football elevens at Eton, 

Westminster, and Rugby, and the presidents of one or two London clubs meet, with members of 

either University, and frame rules for one universal game. The public Schools would no doubt 

be very un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old game, and so they might very well keep it up among 

themselves, while the new rules might be observed at any match between schools or clubs, and, 

the advantages being thus equalized, football might then stand a chance of occupying, among 

other games, the rank which so healthy and manly a sport deserves to hold, while all the 

inconvenience consequent upon playing a game with no fixed rules would be avoided.”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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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校規則中選出一種讓其他地方普遍使用；至於校際比賽則根據不同的

主場來調整，使用符合當地承認的規則。10 

  「來自哈洛」信中明確表現出部分公學的保守態度：「主要還是因為各校

都為自己的遊戲自豪，而我確定無論如何，哈洛和其他人一樣不想接受新規

則，管它是『來自伊頓』還是英格蘭首席法官制訂的。」11他的意見基本上就

是保持現況，頂多在各校的規則中選一種供俱樂部的比賽使用。 

  不過，「來自伊頓」也深知各校之間的競爭心態，讓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

的規則，就算有個委員會選出來其中一校規則給學校和俱樂部，或是俱樂部

之間的比賽使用，也會造成該校學生或畢業生在未來數年間稱霸各地足球

賽；對於其他學校來說，「羅馬就成了被征服者的首都了」(Roma triumphati dum 

caput orbis erit)。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更覺得應該要從頭制訂全新的規則，

何況「沒有哪種現存的規則好到不用改進，這是一石二鳥的好機會。」12 

  至於查特豪斯公學 (Charteshouse School)、西敏寺公學和溫徹斯特公學

(Winchester College)的代表對「來自伊頓」的提議卻抱持著正面態度。「嘉都西

人」(“Carthusianus”，查特豪斯學生的暱稱)說：「有關於足球應該要大幅改革，必須

像板球有套普遍接受的規則，我和『來自伊頓』有完全一致的看法。」13而「來

                                                      
 10  “Very little inconvenience is at present experienced at the above-mentioned schools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rules, since it is the general custom to play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ground; . . . “fluked” goals and broken bones are by no means 

exceptional occurrences in football, 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no other cause beyond the mutual 

violence of the game.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schools should each keep their own game, and 

that one of them should be selected by a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purpose, and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elsewhere; while matches between schools might be played alternately on their 

respective grounds, and adhering to the regulations there acknowledged.” Harroviensis, Letter, 

Times 06 Oct. 1863: 5. 

 11 “. . . chiefly because each school is proud of its game, and I am sure that Harrow, at any rate, 

would be equally unwilling to adopt new rules, whether framed by ‘Etonensis’ or the Lord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 Harroviensis, Letter, Times 10 Oct. 1863: 11. 

 12 “. . . none of the games as played at present are too good not to admit of improvement, and thus 

two birds may be killed with one stone.”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9 Oct. 1863: 9. 

 13 “I quite concur with the views of ‘Etonensis’ upon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as in cr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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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43． 

自西敏寺」(“Westmonasteriensis”)在這點上走的比「來自伊頓」還要更遠： 

在自己地盤上延用舊規則，和其他學校和俱樂部時卻規定要換一套規

則，我不認為這會讓情況變得更好，就算對手同樣也得換規則也一樣。

您那位投書作者「來自哈洛」，說各校都不願在自己的場地上放棄自己

的規則，但忍受但為了接受一種，而且是唯一一種足球規則所帶來的

明顯益處而忍受一時不快，這不是很值得嗎？14 

  在這麼多的公學裏，洛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的態度算是最隱晦的。一直

到最後，《倫敦時報》才刊登了「來自洛格比」(“Rugbæensis”)的簡短投書。 

我想，沒有哪間公學會願意把原有的規則擺在一邊，我也不認為提倡

共同規則有什麼用；但我倒覺得不同的公學或許能熟悉一下彼此的規

則，以便在友誼賽的時候時可以派上用場。如果哈洛去洛格比玩洛格

比足球，他們就用洛格比的規則，反之亦然；換做伊頓、溫徹斯特和

西敏寺的話，也比照辦理。15 

  他的意見幾乎與「來自哈洛」完全相同，只是更進一步建議每間學校都

去學習其他學校的規則，而這也是《倫敦時報》「足球大哉問」系列的最後一

篇投書，時間是 1863 年 10 月 10 日。 

                                                      
universally received rules for football, and susceptible of great reform.” Carthusianus, Letter, 

Times 06 Oct. 1863: 5. 

 14 “. . . I do not think that it would make matters any better for each school or club to continue 

playing according to its own rules on its own ground, and being compelled to alter them when 

playing against another school or club, even though that school or club be compelled to alter its 

rules also. Your correspondent ‘Harroviensis’ says that each school would be unwilling to give 

up its own rules on its own ground, but surely it would be worth while to put up with a little 

temporary inconvenience for the sake of such a manifest benefit as the acknowledgment of one, 

and only one, set of rules for football?” Westmonasteriensis, Letter, Times 07 Oct. 1863: 12. 

 15 “I don’t think any public school would ever lay aside their old rules, so I do not think it the least 

use proposing such a thing; but I think the different public schools might learn each other’s 

rules, so as to be able to play according to them in any friendly match between the said schools; 

so that if Harrow came to play Rugby at Rugby they would play the Rugby rules, and vice versâ, 

and the same with Eton, Winchester, and Westminster.” Rugbæensis, Letter, Times 10 Oct. 

186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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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是否要有套統一的足球規則」是 1860 年代早期最為主要的足球議題。

「來自伊頓」選擇在《倫敦時報》上討論此議題很可能與《倫敦時報》的特性

有關：《倫敦時報》每日出刊，效果迅速即時，從投書者信末留下的投稿時間

就可略見端倪：「來自伊頓」10 月 3 日的投書在兩天後(10 月 5 日)刊出，見報

當天，持反對意見的「來自哈洛」與支持意見的「嘉都西人」便投書回應，

並在隔天(10 月 6 日)刊出。在 19 世紀中葉，足球多半是秋冬之際開始進行的

活動，也因此「嘉都西人」便表示希望在當年結束前能夠解決規則問題。16換

言之，投書《倫敦時報》是為了時效性。當時有名的運動報紙如《貝爾氏倫

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與《運動公報》(Sporting Gazette)、《原野》(The Field)

皆採周報(weekly)的形式發刊。「來自伊頓」很可能不想多等 7 天，便投稿《倫

敦時報》。 

  他的做法的確有用。 

  不過，「嘉都西人」並非第一個拿板球當榜樣的足球人；同樣的，對一份

統一的足球規則的呼籲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但始終沒有成功。那麼，「來自伊

頓」在《倫敦時報》投書，同年英格蘭足球協會於焉成立的事實之間是巧合，

還是真的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統一足球規則對於公學生來說為什麼這麼

重要？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要回顧當時各公學足球人的互動情

況；由於《倫敦時報》此前也從來沒有以足球規則為主題的社論和投書，若

要重建這些互動，還必須參考其他運動報紙。 

三、 1858-59與1860-61見諸報端的規則爭議 

  如果細看投書者的出身，伊頓、哈洛、查特豪斯、西敏寺、溫徹斯特與

洛格比是英格蘭最早的 6 所公學，地理位置都集中在英格蘭東南的倫敦。從

1861 到 1864 年間，第四代克拉倫登伯爵維利爾斯(George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主持的皇家委員會調查了 9 所知名公學的歲入(revenues)、校務管理

                                                      
 16 Carthusianus, Letter, Times 06 Oct. 186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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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45． 

(management)、學業與教務(studies and instruction)，而根據調查而寫成的《克拉倫

登報告》以及隨之而來的《1868 年公學法案》(Public School Act 1868)中最後列

出了 7 所學校，讓它們的校務與王室(Crown)、英格蘭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

脫鉤，課程安排從此可以跨出古典教育的範疇，自由度大增；而且，克拉倫

登委員會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改良伊頓公學的管理與財政。17 

  參與「足球大哉問」的 6 所公學全部名列《1868 年公學法案》中，在當

時英格蘭人的心目中，它們是名列前茅的頂尖名校。唯一列在法案中，卻沒

有任何學生投書《倫敦時報》的學校是舒茲伯里公學(Shrewsbury School)。這並

不讓人意外：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以前，根據舒茲伯里公學年鑑，該校僅僅

在 1840 年代曾經與洛格比交手過兩次，之後再也沒有任何與其他公學在足

球場上互動的紀錄。18舒茲伯里地處英格蘭中西地(West Midlands)，距離伊頓 225

公里，和溫徹斯特差了 238 公里，就連距離它最近的洛格比公學也有 120 公

里以上的路程。在相關的議題上，舒茲伯里自然是比較安靜的。而其他 6 所

公學學生很可能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不僅更有機會彼此切磋，也很可能對

於倫敦近郊肯特(Kent)與薩里(Surrey)兩地的板球運動有非常深刻的了解。瑪莉

勒本板球俱樂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 MCC)為板球提供了統一規則，公學的學

生們很難不去注意到這個事實，就像先前「嘉都西人」在投書裏說的那樣。 

  在19世紀中葉，公學間的友誼賽並不少見。西敏寺除了常和伊頓公學比

賽外，哈洛公學也是他們的對手，他們似乎是與最多學校交流的隊伍。19根據

阿德良‧哈維(Adrian Harvey)的統計，從1827到1863年間，西敏寺公學曾與至少

5所不同的學校比過11場友誼賽。20「來自伊頓」信中所寫也能證明西敏寺在

                                                      
 17 Clarendon Report: English Public Schoo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oemmes Press, 

2005). 

 18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Untold 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45. 

Harvey quoted in G. Fisher, Annals of Shrewsbury School (London: Methuen, 1899) 404-05. 

 19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Harroviensis, Letter, Times 06 Oct. 1863: 5. 

 20 哈維的統計中包含11所學校，分別是西敏寺公學、哈洛公學、洛格比公學、伊頓公學、馬

爾堡公學(Marlborough College)、溫切斯特公學、拉德雷公學(Radley College)、舒茲伯利

公學(Shrewsbury School)、卡爾特公學、黑利伯瑞公學(Haileybury College)、威靈頓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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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當時的足球圈中有著特別的角色：「如果，在所有足球俱樂部間最為居中的西

敏寺願意起頭，其他俱樂部很快就會跟進，我們或許就能得到那似乎公認必

不可少的東西了。」21 

  各校間不同的規則正是「來自伊頓」發難的主因：1861、1862 年伊頓公

學與西敏寺公學的友誼賽，採用的規則是兩校規則的妥協(但更接近西敏寺公學

一些)，「來自伊頓」把兩校為了比賽而作的妥協規則看成球賽無聊且危險的原

因。22規則妥協的方法很多，比方說，一場哈洛公學與溫徹斯特公學兩校畢業

生間的比賽，規則用哈洛的，球卻用溫徹斯特的──當時各校用球的形狀、

大小與重量都不相同，不同用球的影響並不小於不同的規則。23有些時候，比

賽雙方會把比賽時間切成兩半，輪流使用雙方不同的規則。據說這便是足球

賽分為上、下半場的由來。24 

  不只是校際比賽，連規則相近的比賽也會有認知的問題：1860 年 2 月 24

日，馬爾堡公學舉行了一場洛格比公學畢業生和馬爾堡學生的對抗賽；事實

上馬爾堡的規則承襲自洛格比規則，但仍然有些許不同。25畢業生隊由 20 位

洛格比和 5 名馬爾堡畢業生組成，但在學學生隊居然有 60 人！不僅人數不

同，連得分方式的認定也不同；場邊觀戰的《貝爾氏倫敦生活》記者便說這

場比賽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各校的足球規則應該調整一下了。26 

  1863 年 10 月《倫敦時報》刊登的「足球大哉問」系列投書反映了這個

現象，但這不是統一足球規則的討論第一次見諸報端。1858 年 12 月 19 日，

                                                      
(Wellington College)。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46. 

 21 “If Westminster, as being the most central of all the football clubs, w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he 

other clubs would soon follow, and we might then gain what seems to be universally considered 

such a desideratum.”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9 Oct. 1863: 9. 

 22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23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4 Dec. 1859: 6. 

 24 布拉格(Melvyn Bragg)著，何灣嵐譯，《改變世界的十二本書》(12 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臺北市：聯經，2008) 96。 

 25 Harvey 47. 

 26 “Football at Marlborough,”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4 March 186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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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47． 

《貝爾氏倫敦生活》出現這樣一份投書： 

我希望透過您寶貴專欄的影響力……來喚起一些對於一種受歡迎程

度僅次於板球，卻因為規則問題而被忽略的遊戲的關注。我指的是足

球遊戲。在我國，每間大一點的文法學校……都用自己特別的規則在

玩。小一點的學校也一樣選用自己的規則，結果是幾乎每場比賽都在

吵架，還因為規則不同所以幾乎沒法解決。為什麼足球不能像其他任

何一種遊戲那樣，遵守固定的規則？這難道不值得關心嗎？ 27 

  署名「年輕人」(Juvenis)的這位讀者雖然表現得相當急切，但遣詞用字還

算平和；反倒是《貝爾氏倫敦生活》的編輯在文章下面的附註，點燃了接下

來各公學間的戰火：「伊頓規則有出版了；比較小的學校為什麼不一致採用

它？」28 

  此言一出，洛格比的學生第一個跳腳。 

可洛格比規則也有出版，而且我很確定洛格比人絕對不會同意採用任

何其他學校的規則，憑什麼不是每個地方都用洛格比規則？既然足球

是洛格比特有的遊戲，我自豪地說，它早就流傳到世界上的每個角落

了……。29 

                                                      
 27 “I hope through the agency of your valuable columns . . . to call some attention to a game second 

only to cricket in popularity, but which I think has been much neglected as regards it rules. I 

refer to the game of football. All the large grammar schools of our country . . . play each with 

peculiar laws of its own. Smaller schools choose their own rules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in almost every match disputes arise, which from the difference of rules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settle. Now why should not football be regulated by fixed laws as well 

as any other game?” Juvenis,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9 Dec. 1858: 

7. 

 28 “The Eton rules are printed; why should not smaller schools agree to adopt them?” Juvenis,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9 Dec. 1858: 7. 

 29 “But Rugby rules are printed, and, as I am sure that Rugbœana would never agree to take their 

rules from any other school, why could not Rugby rules be played everywhere? For football is 

a game peculiar to Rugby, though I am glad to say that it has spread to every quarter of the 

world . . .” Floreat Rugbœa,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26 Dec. 185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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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但他驕傲的態度卻讓其他公學學生群起攻之。「老威克罕人」(An Old Wykehamist，

溫徹斯特畢業生之意)回答他： 

「為什麼不用洛格比規則？」出於同等的尊重，我告訴你，就只是因為

其他學校希望讓這運動還稱得上叫足球，對一種常把手當成腳的一部

分的遊戲感到興趣缺缺。我可沒注意到足球是種「洛格比特有的遊

戲」……。30 

  除了洛格比與溫徹斯特以外，伊頓、馬爾堡和其他學生也紛紛加入。31最

後報社編輯決定中止這個專欄，免得越來越多的謾罵出現，「或許可以這麼推

論，不同學校在球場上相見毫無疑問是不明智的。」32 

  或許是事過境遷，1861 年時又一次有人呼籲統一足球規則。這次打頭陣

的是「西敏寺人」(A Westminster)： 

編輯先生：希望您願意在您寶貴的版面上，給我一些篇幅來談談足球。

各公學都用各自的規則來踢足球。規則間的差異大到各校沒法和彼此

競賽。為什麼足球沒能像板球那樣，有一套所有人都該遵守的規則

呢？只要幾隻公學足球隊的隊長開個會，或許就能解決了；會前他們

或許能藉由您的專欄，就他們學校玩遊戲的規則中存在最大差異的地

方先行溝通，比方說拉住對手(holding)、帶球跑(running with the ball)、用拳

                                                      
 30 “‘Why could not Rugby rules be play?’ I answer, with equal sincerity, simply because other 

schools are desirous of keeping up the game of football, and do not care about playing a game 

in which the hand so often assumes the part of the foot. I was not aware that football was a 

‘game peculiar to Rugby’ . . .” An Old Wykehamist,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2 Jan. 1859: 7. 

 31  Blue Jersey,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2 Jan. 1859: 7. A 

Wykehamist,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2 Jan. 1859: 7. Floreat 

Etona,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2 Jan. 1859: 7. Rugbiensis,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9 Jan. 1859: 6. Red Jersey,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9 Jan. 1859: 6. Red Jersey,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6 Jan. 1859: 7. “The Best Drop,”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6 Jan. 1859: 7. 

 32 “The inference seems to be that it will undoubtedly be unadvisable for different schools to meet 

at this game.”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6 Jan. 185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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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49． 

頭擊球(hitting the ball with fist)等等。33 

  「西敏寺人」所說的差異處是拉對手、抱著球跑和拳擊球──很明顯是

洛格比規則的特色。隔天，一位署名“D. D.”的讀者更是不無諷刺：「在洛格

比，這遊戲就是種難以形容的大雜燴，近乎於壁球(fives)、摔跤(wrestling)、賽

跑(racing)和足球(football)，但又不完全能將之稱為這任何一種運動。」34為了解

決相關的爭議，“D. D.”提出了足球共同規則應該要有的四點原則。其中第三

與第四點分別與發邊線球和越位規則有關，對遊戲本身影響其實不大，而洛

格比規則的越位規則本來就是各校當中最嚴格的。但第一與第二點完全是針

對洛格比規則而來：「第一……足球本質上是個用腳的遊戲；因此，除了完全

必要時才能用手」，「這個遊戲本身已經夠危險了，因此要仔細地防止所有像

是絆人(tripping up)、用手推人(pushing with hands)、『踢腿』(“hacking”)和粗野隨意踢

人等習慣。」35這當然又引起洛格比人的回應，「就他對絆人、手推人、『踢腿』

的看法，我只能說我看不出來，要是不圍擠(mauled)或踢翻他的腳(“‘hack’over”)，

還可以怎麼樣去阻擋一個球員」；對他來說洛格比遊戲是「用雙腳來光明磊

落、十足男子氣概地爭搶，在無暇的友誼中，洛格比孩子們以力量和勇氣面

                                                      
 33 “Mr Editor: Will you give me a small space in your valuable paper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football. The various public schools play this 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rules. These 

differ so much as to render it impossible for many of the schools to play matches with each 

other. Why should not football, like cricket, have one code of laws, which all should be bound 

to observe? This might be settled by a meeting of captains of the football elevens of the several 

schools; pervious to which perhaps they would communicate, through your columns, the rules 

observed by their schools on those points in their game on which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exists, 

such as holding and running with the ball, hitting the ball with fist, &c.” A Westminster,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0 Nov. 1861: 3. 

 34 “At Rugby, the game is an indescribable medley, approximating closely to fives, wrestling, 

racing, and football, but not fairly entitled to lay claim to any game in particular.” D. D.,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8 Dec. 1861: 6. 

 35 “First . . . football is essentially a game for the feet; hands, therefore, ought to be used no more 

than is strictly necessary.” “The game is of itself dangerous enough, and all such practices as 

tripping up, pushing with the hands, “hacking,” and wild and indiscriminate kicking, ought to 

be carefully avoided.” D. D.,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8 Dec. 186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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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對彼此。」36 

四、 公學地位競爭與上升的足球議題層級 

  綜觀 1858-59、1861-62 兩個賽季的投書者爭論的內容，表面上是希望各

校減少規則差異，但實際上大多都是針對洛格比規則而來。報紙專欄中呈現

的洛格比規則特色，就是用手帶球跑、用手拉扯來阻擋對手、踢脛骨、身體

衝撞爭球，而許多反對的投書都來自於伊頓和溫徹斯特。 

  為什麼是伊頓和溫徹斯特這兩間學校？為什麼要針對用手？這對該校

學生的重要性究竟在哪？ 

  艾瑞克‧唐寧(Eric Dunning)與格拉漢姆‧科瑞(Graham Curry)把 19 世紀中葉

各公學制定成文規則的舉動，當成諾伯亞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提出的

歐洲文明進程(civilizing process in Europe)的一個例子：埃利亞斯認為，禮節或行

為準則的演進和上層階級面對中間階級崛起有很大的關係──一方面，崛起

的中間階級會學習、接受上層階級的禮節與行為準則，而這又反過頭來促使

上層階級發展出更「有教養」(refined)、更加嚴密的自我控制(self control)，好用

來重新畫清社會階級界線。37如果把現代足球發展放進埃利亞斯的思路中，

上層階級和崛起的中間階級在各校足球規則制定爭論中，對應的正巧就是伊

頓與洛格比兩所公學。 

  《1868 年公學法案》列出來的 7 所公學建校時間各有差異，按照建校年

份起算分別為西敏寺(1179)、哈洛(1243)、溫徹斯特(1382)、伊頓(1440)、舒茲伯

里(1552)、洛格比(1567)與查特豪斯(1611)。然而，其中西敏寺、哈洛都曾因為不

同的原因中斷營運，前者在 1560 年重建，後者在 1572 才獲得皇家特許(Royal 

                                                      
 36 “With respect to his remark about tripping up, pushing with hands, and ‘hacking,’ I merely say 

that I cannot see how a player can be stopped without he is either mauled or ‘hack’over . . .” 

“An open, manly struggle with feet and shins, and the strength an pluck of Rugby boys against 

each other, in perfect friendship . . .” An Old Rugbœan,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5 Dec. 1861: 1. 

 37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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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51． 

Charter)。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後，實際上校務營運不曾中斷的公學裡，歷史最

為悠久的就是溫徹斯特與伊頓兩間學校。洛格比公學不只在建校歷史上遠遠

不及，校譽建立的時間也更晚──至少在 18 世紀末前，該校的規模也只能

稱得上是地方文法學校38(grammer school)，經歷了 1828 年托瑪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擔任校長以來的各項改革以後，洛格比才一躍成為名校，洛格比特色

的足球也隨之出名。39 

  事實上，洛格比足球用手帶球跑的特色也不很長。傳說中，這是由於威

廉‧韋伯‧艾利斯(William Webb Ellis)在 1823 年時偶然把這種玩法帶進洛格比，

但沒有人可以證實這一點；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 1820 年代以前，洛格比公

學內的足球並不允許用帶球跑。40就連圍擠和爭球(scrimmage)等備受其他學校

批評的玩法可能也沒有很長的歷史： 1845 年洛格比的成文規則中雖然已經

有了並列爭球的紀錄，但在 1856 年 11 月 30 日，《貝爾氏倫敦生活》刊登了

一篇很可能是洛格比校友的投書，信中指責當時的洛格比足球場上不斷出現

圍擠和爭球的現象，而這對傳統規則「除非球彈跳，不然不能用手拿球」是

種冒犯。41雖然無法確定投書者的確切年齡，但若洛格比規則中的爭球和圍

擠真的是用手持球所帶來的現象，那麼這些現象出現的時間恐怕也在 1820 年

代以後，1845 年以前。 

  唐寧與科瑞認為，洛格比公學制定成文規則的舉動刺激了伊頓公學的學

生。作為英格蘭第二古老的公學，由亨利六世(Henry VI)所設，地處溫莎(Windsor)

的伊頓公學其學生多半是來自王家宮廷(royal court)和社會高層的子弟，他們在

                                                      
 38 大約在16世紀時，英格蘭許多城鎮中都設立了教授拉丁文的學校。這些學校漸漸成為重要

的中學(secondary schools)，其中少數能夠接近公學的水準。見“grammar school, 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1989,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 Apr. 2007. 

 39 Eric Dunning and Kenneth Sheard, Barbarians, Gentlemen and Play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gby Football (London: Routledge, 1979) 74-75. 

 40 W. J. Baker, “William Webb Ellis and the Origins of Rugby Football: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Victorian Myth,” Albion 13 (1981): 117-30. 

 41 “That the ball is not to be taken up except on the bound. . . .” J. H. Fawcett, “Football at Rugby 

School,”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30 Nov. 185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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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1847 年也將成文足球規則付梓，嚴格限制手部使用──「雙手是人類最為重

要的身體部位，伊頓人在遊戲中明確禁止使用雙手，藉此要求球員必須學會

實行極為高度的自我控制」，把挑戰他們的洛格比人打回原本的高度。42 

  如果把 1863 年的「足球大哉問」放進上述脈絡，許多細節就會浮現出

來。 

先生，所有這些不便之處，都可能靠著制定一套到處都能使用的足球

規則而避免。我看，就讓伊頓、西敏寺和洛格比的足球隊隊長，連同

一、兩間倫敦俱樂部的主席和兩所大學中任何一所的成員，開會制定

一套共同遊戲規則吧。43 

「來自伊頓」建議的委員會名單中有三所公學，其中兩所幾乎不准用手──

1850 年代後，西敏寺的足球也跟隨伊頓的步調，開始嚴格限制手的使用。44

他提及公學球隊時的用詞「足球十一人」(football elevens)也暗藏玄機：足球隊

一隊 11 個人是伊頓公學長久以來的特色，這甚至可以追溯到成文規則出現

以前；45但洛格比規則傳統上是以 15-20 人一隊為主，而且經常可以見到兩隊

人數不同的情況。46此外，「兩所大學中任一所」(either University)一詞若放進英

格蘭的語境中，代表的只會是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單以劍橋來看，由各公

學畢業生組成的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Cambridge University Football Club)從 1838 年

起就不斷制訂足球規則，但這個俱樂部許多成員都來自三一學院 (Trinity 

                                                      
 42 “The hand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bodily implements of humans and, by placing virtual 

taboo on their use in a game, the Etonians were demanding that players should learn to exercise 

self-control of a very high order.” Eric Dunning and Graham Curry, “Public Schools, Status 

Rival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Sport History: Figurational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Eric Dunning, Dominic Malcolm and Ivan Waddington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4-45. 

 43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44 Dunning and Curry 45. 

 45 Percy Marshall Young, A History of British Football (London: Stanley Paul, 1968) 67-68. 亦可

參照“Eton College,” The Morning Post 05 Dec. 1845: 5. 

 46  Dunning and Sheard 90. 亦可參照“Football at Marlborough,”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4 Mar. 1860: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53． 

College)──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伊頓畢業生。47換言之，無論「來自伊頓」的

意圖為何，他的建議實質上等於是為自己招兵買馬。 

  與此同時，「足球大哉問」出現在《倫敦時報》上還有比時效性來得更為

重要的效果。「最近有封以足球，還有這遊戲缺少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所帶來

的不便為主題的信，出現在您們同業的專欄裏」48，「來自伊頓」所看到的是

1863 年 9 月底《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讀者投書，其中便呼籲設立「足

球議會」(“Football Parliament”)。49如果「來自伊頓」單純只為了時效性以及能見

度，他就應該選擇繼續投書在當時日發行量高達 24 萬份的《每日電訊報》，

而非銷量僅有這個數字 1/6 的《倫敦時報》，而事實是他卻選擇了後者。50不

過，如果我們從投書見報的後續效應來觀察，選擇《倫敦時報》的原因更有

可能是為了提升足球規則議題在輿論中的重量──要知道，報紙的銷量並不

代表一切，報紙讀者群的身分地位才是關鍵。 

  報紙受眾的差異與其不同的影響力，不只表現在日報上，以每週出刊一

次為慣例的運動週報上也能看出分量的不同。 

  從 1858 年起，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足球規則的爭議，除了 1858/59 和

1861/62 兩次在《貝爾氏倫敦生活》的爭論之外，1861 年 12 月 14 日的《原

野》(The Field)還出現了這樣的文字： 

如果一群從不同學校聚在一起的年輕人打算聖誕節的時候玩場足球，

會發生什麼？伊頓人醉心於自家規則，然後因為洛格比規則不夠高尚

                                                      
 47 Graham Curry, “The Trinity Conne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Member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Sports Historian 

22.2 (2002): 46-73. 
48 “A letter having lately appeared in the columns of one of your contemporaries on the subject of 

footb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onsequent upon there being no general and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rules of this game. . . .”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49 Jennifer Macrory, Running with the Ball: Birth of Rugby Football (London: Collins Willow, 

1991) 166. 
50 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ed., Dictionary of Nineteenth-Century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Academia Press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009) 159, 627-28; 

Gieszing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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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而嗤之以鼻；與此同時洛格比人反駁「搶球開賽」和「偷跑」不合他

們的胃口，而且才不會因為自己的小腿受傷或「圍搶」、「爭球」而膽

怯。51 

  在「來自伊頓」投書《倫敦時報》以前，至今幾次相關的議題都只在每

周發行一次的運動報紙中出現。但運動報紙的讀者也有社會階層的差異：中

上階級或許也會閱讀《貝爾氏倫敦生活》，但這份報紙的讀者群主要還是由下

層階級組成的。52相較之下，以中、上層階級為主要讀者的《運動公報》53和

《原野》卻甚少出現與足球規則有關的討論。 

  這個現象卻因為《倫敦時報》刊登了「來自伊頓」等公學生的投書而開

始改變。「足球大哉問」從 1863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持續到 10 月 10 日星期

六，而周末正好是運動報紙發刊的日期。在這一天，《運動公報》的編輯罕見

地在最顯著的位置登出了 1,084 字的長文，鉅細靡遺地說明了當前足球運動

面臨的情況，並且摘要、整理了《倫敦時報》上各校投書的內容。文章的結

尾是這樣的： 

作為任何積極步驟的開始，整個問題的正反雙方都應該充分討論；我

們只想這麼補充：《運動公報》的版面，將會對所有想對這有趣主題發

表意見的人開放。但有件事我們非常肯定──在我們有份同時於公開

與私人比賽中普遍承認、接受的規則以前，足球永遠沒有辦法在英格

蘭的全民運動中，占有其愛好者所渴望獲得的光榮地位──「冬月中

的板球」。54 

                                                      
51 “What happens when a game of football is proposed at Christmas among a party of young men 

assembled from different schools? . . . The Eton man is enamoured of his own rules, and turns 

up his nose at Rugby as not sufficiently aristocratic; while the Rugbeian retorts that ‘bullying’ 

and ‘sneaking’ are not to his taste, and that he is not afraid of his shins or of a ‘maul’ or 

‘scrimmage.’” The Field: The Country Gentleman’s Newspaper 14 Dec. 1861: 525. 

 52 Brake and Demoor 46-47. 

 53 “In its first edition on 1 November its opening address promised the readers a ‘class’ journal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Noblemen and Gentlemen.’” Brake and Demoor 592-93. 

 54 “As a preliminary to any active step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whole question ough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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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55． 

  由於這一期《運動公報》的發刊日正是 10 月 10 日，這也意味著它的編

輯並沒有等到《倫敦時報》投書完全落幕就決定出刊，也因此他們並未摘錄

到「來自哈洛」與「來自洛格比」在這一天的回應。與此同時，同一天發刊

的《貝爾氏倫敦生活》甚至還沒有意識到這個議題將以不同的規模捲土重來，

僅僅在尋常版面上登出了十字軍(Crusaders)對西敏寺、以及洛格比和西敏寺兩

所學校校內對抗賽的消息。55這個看似細微的差異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橫跨

1863-64 年的冬天裡，所有關於足球規則的深度討論幾乎都集中在《運動公

報》的版面上，包括了「足球愛好者」(A Football Lover)對各校足球規則差異、

優劣的長篇分析，以及他和厄平罕公學(Uppingham School)教師約翰‧查爾斯‧

特林(John Charles Thring)之間長達月餘的討論。56值得一提的是，特林正巧也是

                                                      
thoroughly ventilated; and we need scarcely add that the columns of ‘The Sporting Gazette’ will 

be open to any correspondents who may be desirous of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n this interesting 

topic. Of one thing, however, we are convinces – that until we have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and accepted code of laws for the regulation of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atches, Football can 

never attain the proud position among the national sports of England which its admirers so 

fondly look forward to – the ‘cricket of the winter months.’” “Football,”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10 Oct. 1863: 787. 

 55 “Football,”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0 Oct. 1863: 7. 

 56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17 Oct. 1863: 803;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24 Oct. 1863: 820;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Its Mental and Physical 

Advantages as the National Winter Pastime,”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14 Nov. 1863: 868;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Some Comments of the Existing Controversy, and a Comparison 

of Some of the Principal Rules,”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21 Nov. 1863: 884;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Sporting Gazette 21 Nov. 1863: 884; A Lover of Football, “A Comparison of the 

Principal Rules as Played in the Leading Codes of Laws,”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28 Nov. 

1863: 900; “Football Association,” Sporting Gazette 28 Nov. 1863: 900;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ading Features of the Rugby, Eton, Harrow, Winchester, 

Charterhouse, Westminster, and Cambridge Rules,”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05 Dec. 1863: 

917; J. C. Thring,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05 Dec. 1863: 918;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The Improbability of the Conjunc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Laws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12 Dec. 1863: 934;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12 Dec. 1863: 934;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Sporting 

Gazette 12 Dec. 1863: 934;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A Few Hints to Ai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Code,”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19 Dec. 1863: 949; J. C. Thring,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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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年制定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規則的成員之一。 

  「來自伊頓」投書《倫敦時報》的選擇，一方面反映了各公學之間(特別

是伊頓與洛格比)透過足球共同規則來提升自己地位的現象，同時也讓足球脫離

平價運動報紙和日報，一躍成為《倫敦時報》和《運動公報》這些屬於社會

中上階級的媒體其報導中的議題。10 月初開始的這場筆仗，刺激劍橋大學足

球俱樂部在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前後重新修訂了俱樂部的足球規則。57參與

修訂的俱樂部成員來自 6 所公學(舒茲伯利、伊頓、哈洛、洛格比、馬爾堡與西敏寺)，

足球協會當時的秘書長以便以謝‧考布‧莫雷(Ebenezer Cobb Morley)，繼而將 1863

年新修訂的規則定調為各公學勢力協調後的成果，把這份「看來是照顧到遊

戲所有必要條件最簡潔的方式」大半延用到《協會足球規則》。58這無疑是「足

球大哉問」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運動公報》的編輯在 1863 年末年度回顧

時所說的話，則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足球議題高度的提升與《倫敦時報》的

關係： 

對於足球，我們還有什麼好說呢？它不是已經充斥著每一份報紙了

嗎？偉大的《倫敦時報》自己不也登了它的投書，而且，不就是那些

老師和校長們在誇獎它、制定它的規則嗎？59 

  這些誇獎足球，制訂足球規則的老師和校長們，當然也包括約翰‧查爾

                                                      
Sporting Gazette 19 Dec. 1863: 950;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26 Dec. 

1863: 965; J. C. Thring,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26 Dec. 1863: 965;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Some Final Hint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Rules,”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02 Jan. 1864: 6;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02 Jan. 1864: 7; J. C. 

Thring,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02 Jan. 1864: 7; A Lover of Football, “Football: A Few 

Arguments in Favour of ‘Carrying the Ball,’ and a Feature that Ought not to be Abolished,”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16 Jan. 1864: 52; A Lover of Football,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16 

Jan. 1864: 52; J. C. Thring, Letter, Sporting Gazette 16 Jan. 1864: 52. 

 57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28 Nov. 1863: 6. 

 58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Sporting Gazette 28 Nov. 1863: 900. 

 59 “Of Football what need we say? Are not all the papers full of it? Does not the great Times itself 

publish its letters, and the very pedagogues and archididascali sing its praises and codify its 

laws?” “Eighteen Hundred and Sixty-Three,”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26 Dec. 1863: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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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能見度的提升(1858-83)．57． 

斯‧特林，還有他擔任厄平罕公學校長的長兄愛德華‧特林(Edward Thring)。他

們倆都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哥哥來自三一學院，弟弟則是聖約翰學院(St. 

John College)。60愛德華於 1853 年成為厄平罕公學校長，1887 年在任內去世時，

他已經為這間學校奉獻了 34 年的生命。身為一位強身派基督徒 (Muscular 

Christian)，加上希臘──文藝復興式的全人理想(Graeco-Renaissance ideal of the whole 

man)，愛德華‧特林的教育哲學強調品格(character)、思維(intellect)與身體(body)三

者的和諧：他在傳統課程(traditional curriculum)之外，還加進了音樂、繪畫、語

言以及運動(games)──為此他不但用自己的財產幫助學校取得運動場地與設

施，更為厄平罕引入了有計畫的板球與足球活動。愛德華的弟弟約翰‧查爾

斯為厄平罕所設計的《厄平罕規則》(Uppinham Rules)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對這

對兄弟來說，運動是帶有道德意義的。61 

  「來自伊頓」的文字裡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只要能有統一的足球規則，

「足球或許就有機會能在其他各種運動中，占據一種健康、陽剛的運動理應獲

得的地位」。62回到 1844 年，里奇蒙公爵(Charles Gordon-Lennox, 5th Duke of Richmond)

向上議院(House of Lords)提交了「陽剛運動放寬法案」(“Manly Sports Relief Bill”)，

在這份法案裡共列出 18 種曾被視為「誤人」(deceitful)、「無序」(disorderly)與「放

縱」(excessive)的運動，應該要獲得某種程度的解禁。63這些在 1844 已被稱為

「陽剛」的運動裡，並不包括足球。顯然到了 1863 年，至少在公學裡，看法

已經開始扭轉了。不過，足球與道德之間雖然隱約開始有了關聯，但仍然處

                                                      
 60 Graham Curry, “Forgotten Man: The Contribution of John Dyer Cartwright to the Football Rules 

Debate,” Soccer and Society 4.1 (2003): 74. Donald P. Leinster-Mackay, “Thring, Edward 

(1821–188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24 June 2013. 

 61  James Anthony Mangan,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Educational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6-47. 

 62 “Football might then stand a chance of occupying, among other games, the rank which so healthy 

and manly a sport deserves to hold. . . .”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63 “Manly Sports Relief Bill,”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4 Feb. 18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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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於萌芽的階段。在下一章裡，我們將會看到在「足球大哉問」之後，一直到

1903 年將近 40 年間的《倫敦時報》社論、投書與其他嚴肅期刊的文自中，

足球的形象以及與道德的關聯如何從模糊轉變為清晰，進而對足球運動的擴

張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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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惡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世紀末輿論中
足球形象的演進 

 

一、 從惡名昭彰到消失街頭：19世紀初期的足球形象 

  「來自伊頓」(Etonensis)在《倫敦時報》(The Times)上的投書，是現代足球第

一次出現在全國性的大報(quality press)上。他在信裡用「健康與陽剛」(healthy and 

manly)來形容這個運動。然而縱觀整個 19 世紀，這種正面的形象可不是自始

至終都跟隨著足球。 

  讓我們先回到 1801 年。這一年，以研究古玩出名的約瑟夫‧史特拉特

(Joseph Strutt)出了本內容涵蓋了各式各樣的娛樂活動，叫《英格蘭人的運動與

休閒》(The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在球類運動的章節裡，他寫

了手球(Hand-ball)、手網球(Hand Tennis or Fives)、網球(Tennis)、壁球(Rackets)、草地

網球(Lawn Tennis)、板棍球(Hurling)、曲棍球(Hockey)、高爾夫(Golf)、板球與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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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等十多種遊戲，其中篇幅 多的是網球和手球。1關於足球，他從愛德華三世

(Edward III)的時代說起，談到這個遊戲在當時因為妨礙了練箭(archery)而被下令

禁止，也談到一旦玩到場子熱了，暴力的程度就會上升，球員之間無禮地踢

彼此。2事實上，他在開篇就這麼說：「足球先前在英格蘭的社會下層裡相當

流行，然而近年來似乎已經淪落得惡名昭彰，也因此很少在玩了。」3 

  史特拉特當時已屆暮年，打從出生以來大半人生都在倫敦生活的他於

1802 年離世，是 18 世紀末知名的雕刻家、畫家與研究禮儀風俗的學者。4 《英

格蘭人的運動與休閒》出版後，成為當時的名著；即便在將近半個世紀後的 

1847 年，雜誌《評論》(Critic)的編輯依舊給予《英格蘭人的運動與休閒》相

當高的評價： 

就我們的理解，對於史特拉特那本引人入勝、別具一格，談英格蘭人

運動與休閒的的書，《評論》的讀者很少會感到陌生；我們也向少數的

那些讀者推薦這本書。在這個國家裡，幾乎不可能有圖書館找不到這

本書；我們保證，讀者若接受我們的推薦，就會發現這書頁比浪漫小

說更有趣，也更具有教育意義。5 

《評論》這本雜誌來頭也不小，它原本是 1843 年發行的《法律時報》(Law Times)

當中的一部分，並在同年的 11 月獨立成刊；這代表它的讀者幾乎與《法律時

                                                      
  1 Joseph Strutt, The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mpany, 

1801) 80-104. 

  2 Strutt 94. 

  3 “It was formerly much in vogue among the common of England, though of late years it seems 

to have fallen into disrepute and is but little practiced.” Strutt 93. 

  4  Jennifer Harris, “Strutt, Joseph (1749–1802),”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7 July 2013. 

  5 “There are, we apprehend, few readers of The Critic unfamiliar with Strutt’s charming and 

refreshing book upon the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English; to those few we recommend it. 

There is scarcely a library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a copy may not be found; and we promise the 

readers who adopt this recommendation that they will find its pages as entertaining and vastly 

more instructive than a romance.” “Sport, Pastimes, and Customs of London, Ancient and 

Modern,” Editorial, Critic 14 Aug. 184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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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惡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世紀末輿論中足球形象的演進．61． 

報》一樣，是既有錢又受過教育的職業人士。6若從史特拉斯 1801 年的著作

來看，至少就他所知，足球在十八世紀是流行在下層階級的運動，在世紀末

的時候還因為形象問題而漸漸消失於市井之間；而《評論》對《英格蘭人的

運動與休閒》的評價，也算為這本書的可信度背了書。 

  另外一本時代稍晚的風物誌，約莎法‧阿斯平(Jehoshaphat Aspin)於 1832 年

出版的《英格蘭人的古代習俗、運動與休閒》(Ancient Customs,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English)對於足球的描述幾乎完全照抄自史特拉特的作品，但是當年的讀

者卻依舊買帳。7或許 19 世紀初期至中期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就是這麼看待

足球，就算內容換湯不換藥也完全不影響銷路。出版於史特拉特仙遊近半世

紀後的 1847 年，作者不詳的《倫敦古今運動與休閒》(Sports, Pastimes, and Customs 

of London, Ancient and Modern)只用了一小段文字就輕描淡寫帶過足球。這本書的

書名雖然表現了想囊括古今風俗的意圖，但對於當代的足球甚至丁點都沒提

到。至於古代的部分，作者除了提到亨利二世(Henry II)時英格蘭就有足球以外，

他甚至還拿威廉‧費茨史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的作品《高貴倫敦城剪影》

(Descriptio Nobilissimi Civitatis Londoniae, ‘A Description of the Noble City of London’)中對於

某種不知名球類的描述來充數。8費茨史蒂芬是托瑪斯‧貝克(Thomas Becker)的

私人秘書，貝克死於 1170 年，而《宏偉倫敦城剪影》一書則是費茨史蒂芬拿

來當作他為貝克所寫的傳記《聖托瑪斯的生平》(Vita Sancti Thomae, ‘Life of St. 

Thomas’)的前言。9這中間可是差了快 700 年。 

  到了 1853 年，《新運動雜誌》(New Sporting Magazine)刊出〈作為全國性運動

推手的俱樂部〉(“Clubs as Accessories of the National Sports”)一文，裡面甚至完全沒

                                                      
  6 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ed., Dictionary of Nineteenth-Century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Academia Press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009) 154. 

  7 Jehoshaphat Aspin, Ancient Customs,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English (London: John Harris, 

1832) 214-16. 

  8 Anonymous, Sports, pastimes, and customs of London,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Cradock 

& Company, 1847) 55. 

  9  A. J. Duggan, “William fitz Stephen (fl. 1162–117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9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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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及足球。《新運動雜誌》的營運情況非常特別，由於自詡由一群「重視樂

趣更勝於獲利的紳士所創辦的」運動刊物，它事實上長期處於虧損，能夠吸

引稿件完全是因為編輯勞勃‧史密斯‧色提斯(Robert Smith Surtees)的投入，確保

了刊物內容的高水準──其實，很多文章都是色提斯自己化名寫的。10色提

斯家的社會地位同樣不低，他的父親安東尼(Anthony Surtees)是太平紳士(Justice 

of Peace)，舅舅克里斯多弗‧布萊克特(Christopher Blackett)則是維拉姆(Wylam)的國

會議員(Member of Parliament)，而色提斯本人不到 20 歲就在倫敦生活了。11 

  在這些以受過教育的中上階級為讀者，也同樣由中上階級的人所寫的作

品當中，足球並沒有多好的形象，也同樣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這一點也可

以從 1844 年的《陽剛運動放寬法案》(Manly Sports Relief Bill)看出來。這份法案

是由上議院(House of Lords)的里奇蒙公爵查爾斯‧戈登─萊諾克斯(Charles Gordon-

Lennox, 5th Duke of Richmond)所提出的，為的是要讓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各種充

滿男子氣慨、廣受讚賞的運動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這份法案裡共列出 18 種

曾被視為「誤人」(deceitful)、「無序」(disorderly)與「放縱」(excessive)的運動，讓

它們獲得相當的承認，其中則包括板球、網球、高爾夫、摔角(wrestling matches)、

賽船(boat races and Regattas)以及它們的衍生運動；然而，這 18 種運動並不包括

足球。12 

  即便《貝爾氏倫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等運動報紙很早就開始刊登

足球賽後報導(match report)，但這並不表示足球已經被廣泛承認為健康的運動，

至少還沒進入社會中上層的眼皮底下。《貝爾氏倫敦生活》雖然歷史悠久、發

行量大，但遠沒有《原野》(The Field)來得講究和紳士派頭，而《原野》開始出

                                                      
 10 “. . . Established by gentlemen who carried it on more for amusement than for profit.” Brake and 

Demoor 445-46; Creven, “Clubs as Accessories of the National Sports,” New Sporting Magazine 

Apr. 1853): 235-247. 

 11 Norman Gash, “Surtees, Robert Smith (1805–186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7 July 2013. 

 12 “Manly Sports Relief Bill,”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04 Feb. 18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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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關足球規則和公學競爭風氣的報導，更是 1861 年以後的事了。13 

  雖然足球在 19 世紀前半葉並沒有得到輿論的肯定，但是從史特拉特、

阿斯平與無名作者分別在 1801、1832 以及 1847 的風物誌，以及「陽剛運動

放寬法案」來看，英格蘭人對於運動的熱衷已經開始出現了。此外，19 世紀

中期的英格蘭人對於大眾娛樂的變化也有相當敏感。1839 年《新月刊雜誌》

(New Monthly Magazine)的編輯考察了當前的大眾娛樂(public amusements)時，就發現

從 18 世紀末開始，大眾娛樂有了大規模的轉變，而被保留下來的一方面要

符合文明的演進(比方說，要能動腦)，另一方面則必須是高尚(elegant)、有同理心

(humane)以及難以反對的(unobjectionable)；此外，則是把下層階級的娛樂做出改

良(refinement)。而被棄絕的娛樂則多半是被看作殘酷、血腥的活動，比方說鬥

狗(dog-fight)、捕獸(badger-baiting)或拳擊(Prize-fighting, or pugilism)，而且這種譴責是

從上層階級開始的。14值得注意的是，板球至少在 1830 年代就已經獲得相當

不錯的名聲了：「在我們的休閒中是 健康、 無可挑剔的完美結合──充滿

朝氣、活力、逸聞和新鮮感；就算沒投過板球的人也會充滿興趣，而對我們

王國裡的投手與打擊手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5這也難怪 1858/59、

1861/62 以及 1863/64 賽季的公學學生們會希望足球向板球看齊。 

  這些描述英格蘭風俗、運動與休閒活動的書籍、文章等資料，出版時間

都在 1850 年前後；其中足以呈現 19 世紀前半葉的人對於 18 世紀末起，一

直到他們自己生存年代之間各種休閒運動的印象。從這個角度來看，19 世紀

的前半葉時，足球在中、上階級人士眼裡並不明顯。然而情況從 1850 年代中

以後開始出現了變化。 

                                                      
 13 Anonymous, “Manly Sport: Their Use and Their Abuse,” Universal Review 2 (1859): 724; The 

Field: The Country Gentleman’s Newspaper 14 Dec. 1861: 525. 

 14 “Public Amusements,” Editorial, New Monthly Magazine and Humorist 56.223 (1839): 289, 294, 

300, 304. 

 15 “British Sports and Pastimes,” Monthly Magazine, or, British Register 15.89 (1833):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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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湯姆•布朗畢業以後：1850年代末足球形象的轉變 

  托瑪斯‧休斯(Thomas Hughes)於 1857 年出版的小說《湯姆‧布朗的學校生

活》16(Tom Brown’s School Days)可以說是 早將足球與道德以及公學教育連繫在

一起的作品。17如果把這本書的出現當做一個標誌，再考慮到 19 世紀中葉前

介紹英格蘭運動休閒的文字作品中幾乎沒有給予足球任何正面肯定的事實，

那麼足球開始被看成是具有正面色彩的運動，很可能是 1857 年前後發生的

事。1859 年，在《寰宇回顧》(Universal Review)上一篇名為〈陽剛運動的功用與

濫用〉(“Manly Sports: Their Use and Their Abuse”)的文章理所當然提及板球，但值得

注意的是：足球也開始和其他一些運動一樣，被看做是個健康的遊戲。 

要有怎麼樣的辯才，才配得上去讚賞板球這麼個充滿勇氣、技巧、速

度、毅力、堅定眼神和不屈精神的高尚遊戲呢？健康和力量──所有

被賜與這兩種世上最偉大天資的英格蘭男孩，以及那些小時候體能教

育被忽略的人們，都該學著打板球、踢足球、划船、游泳、駕帆船、

跑跳和擊劍……18 

雖然足球在這段文字裡面更像是個添頭，但是文章中也提及了有男子氣概的

運動對於所有良好教育都是 基本的部分，只有娘娘腔(the effeminate)、清教徒

(the puritanical)、沒有邏輯的人(the illogical)才會對這樣的運動嗤之以鼻：「在很多

情況下，早點投入男人的運動可以讓這個世界省去不少煩惱和麻煩……健全

的心靈，經常要從健康的身體裡才能找到。」19 

                                                      
 16 Thomas Hughes, Tom Brown’s School Days (Cambridge: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57). 

 17 Tony Collin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Rugby Un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3-11. 

 18 “What eloquence could sufficiently sound the praises of the noble game of cricket; of the 

courage, skill, speed, endurance, sureness of eye and steadiness of nerve required to play it well? 

Every boy in England, blessed with those two greatest of earth endowments, health and strength 

– and every man too, if when a boy his physical education was neglected – should learn to play 

cricket, kick foot-ball, row, swin, manage a sailing-boat, run, jump, fence. . .” “Manly Sports: 

Their Use and Their Abuse,” Universal Review 2 (1859): 734. 

 19 “An early practice of manly sports would have in many cases saved the world much trouble and 

vexation . . . the mens sana, which is usually found in the corpus sanum,” “Manly Sport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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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上述的變化與 1858/59、1861/62 兩賽季出現在《貝爾氏倫敦生活》

上的規則爭論與《原野》1861 年的報導放在一起，便足以推論從 1857 年前

後開始，足球的輿論形象已經開始改變了。 

  對於當時的公學生來說，制定統一的足球規則是為了減少這個運動帶來

的紛爭以及身體傷害；伊頓的學生透過制定更為嚴格限制手部使用的足球規

則，來區隔、證明自己地位的優越；與此同時，這一做法也合於減少運動傷

害的訴求，而這也正是英格蘭的休閒活動從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以來一貫

的發展方向。「來自伊頓」在 1863 年引起的「足球大哉問」(“The Great Football 

Question”)，也證明了代表社會上層的公學生對於足球的關注，足以提高足球

在輿論中的能見度。足球的形象也由此漸漸往上攀升，開始成為氣候。 

  對於 1858/59 賽季之後的人來說，制定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足球規則至

少涉及三種不同理念的拉鋸，其中 顯而易見的一點是解決各公學、俱樂部

間的比賽因為規則差異所造成的衝突；只是，從各公學互不相讓的態度裡，

所有人都知道各校的足球規則都不單純是份規則，而是各校學生群體認同的

載體。在這兩股相反方向的對抗中破壞平衡的，則是對「作為一種運動的足

球」賦予的道德期許。 

  這種道德期許並非針對哪一間學校的特定規則：各公學的足球規則雖然

各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以足球為名的運動；當「來自伊頓」用「陽剛與健康」

來形容足球的時候，他並不是專指伊頓公學規則的足球，也不是任何一種足

球規則，就只是足球。事實上，這也符合於一般人的語言習慣，在先前所提

及的各種 19 世紀初期到中期的書籍、投書與新聞報導中，很少有作者特別

強調文中所說的是哪一種特定規則的足球；換言之，一般人心裡都有種有關

足球的抽象概念，只是各有差異，而 為關鍵的一點是：「陽剛與健康」等道

德期許是和抽象的足球概念結合的，這也為規則爭論中期待統一的一方增加

了重量。然而這些道德期許與足球之間的關係還不夠清晰，除了「陽剛與健

                                                      
Use and Their Abuse,” Universal Review 2 (1859):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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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外，在 1863 年前後的文獻裡沒有對道德與足球間的關連有更詳細的

說明。此外，各公學的自我認同也依舊強大，這也為英格蘭足球協會的發展

帶來隱憂：即便足球協會在 1863 年 10 月就已經成立，並且在 12 月時就已

經公佈了新制定的規則，但所有人都看的出來英格蘭足球協會急需解決的就

是代表性的問題，這一點也能從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早期的篳路藍縷略見一

二。 

  1863 年 11 月 24 日，代表 10 間俱樂部的 19 位代表在英格蘭足球協會的

會議上通過了一份充滿洛格比特色的規則，不僅容許帶球跑(running with the ball, 

or carrying)，同時也允許防守隊員在面對進攻球員帶球跑的時候，可以自由衝

撞(charge)、拉人(hold)、踢腿(hack)、用手搶球(wrest)，只要不要一邊拉人又一邊

踢腿就好；但當時的足球協會秘書，代表巴恩斯足球俱樂部(Barnes Football Club)

的以便以謝‧莫雷(Ebenezer Morley)以及代表森林俱樂部(Forest Football Club)的約

翰‧佛斯特‧阿爾庫克20(John Forster Alcock)仍提出動議，建議在拍板定案以前，

先把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Cambridge University Football Club)新修訂的足球規則也

列入考量，特別是因為這份規則是由來自不同公學的代表完成的，而且「要

是有來自大學的支持的話是件好事」 (“it would be well to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Universities”)。21不過，莫雷與阿爾庫克卻在 12 月 8 日足球協會第六次的會議

中，趁支持洛格比規則的與會代表人數 少的時機，剔除了帶球跑和踢腿等

元素，導致許多使用洛格比式規則的俱樂部退出。22 

  雖然勝之不武，但阿爾庫克的考量也有他的道理：1864 年 1 月底，《倫

敦回顧》(London Review of Politics, Society,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的編輯便支持倫

敦的足球協會繞過保守勢力強大的各公學，向劍橋規則靠攏，如此一來便能

成功為英格蘭足球創造一份固定的規則；畢竟和公學生相比，大學生的足球

                                                      
 20 後來那位從1870年起，擔任英格蘭足球協會秘書長長達25年、叱吒足球與板球領域的查爾

斯‧威廉‧阿爾庫克(Charles William Alcock)，正是他的親弟弟。 

 21 “Football Association,”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28 Nov. 1863: 6. 

 22 Adrian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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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更長，也更知道什麼叫足球。23莫雷的看法更是點出了一個要點：劍橋的

規則，是知名的紳士們(“gentlemen of note”)制定的。24只是到了同年的春天之後，

輿論對於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以及英格蘭足球協會是否可以成功地領導足

球規則已經不再樂觀；25連《運動公報》(Sporting Gazette)的編輯在討論板球發

展現況時，都拿足球協會當作失敗的例子：因為，具有影響力的協會成員，

居然拒絕大多數代表所通過的決議。26 

  短時間來看，英格蘭足球協會並沒有成功克服各公學對傳統規則的堅

持，但支持統一規則的立論中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也就是對於暴力的排斥。

從先前足球規則與公學地位競爭的討論中，就可以看到激起各公學熱烈討論

的不只是規則不同，還有洛格比規則中的帶球跑、踢小腿、圍搶(maul)和爭球

(scrimmage)的危險性──其中帶球跑 為關鍵，因為踢小腿和圍搶都是防守方

針對隊手帶球進攻所採取的手段，「有件事很清楚，要不是因為有帶球，踢小

腿就很荒謬。」27 

伊頓的玩法完全禁止帶球跑。除了擲球進場以外，球永遠不會停在手

上。既然永遠不會用腳以外的部位帶球，洛格比足球那種衝著帶球球

員的人身暴力就毫無必要。雖然沒有明確禁止，但踢小腿和脛骨在伊

頓幾乎看不到，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必要。推人是違例的，用手接

球、丟球或用手擊球也是。……只要每間學校都堅持己見，就沒有共

同運動可言；但要是覺得這還有點價值的話，毫無疑問一定可以設計

                                                      
 23 “Football,” Editorial, London Review of Politics, Society,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23 Jan. 

1864: 84. 

 24 “Football Association,”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28 Nov. 1863: 6. 

 25 “Football,” Chambers’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s 11 (1864): 173. 

 26 “Cricket in Parliament,” Editorial, Sporting Gazette 23 Apr. 1864: 307. 

 27 J. H. Fawcett, “Football at Rugby School,”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30 Nov. 1856: 8; An Old Rugbœan, Letter,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5 

Dec. 1861: 1; “One thing seems obvious, that without carrying, hacking is ridiculous.” 

“Football,” Editorial, London Review of Politics, Society,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23 Jan. 

186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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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共通的體系，同時不會嚴重影響各公學自己的運動──而洛格

比永遠例外。…… 

 能言善道的伊頓人憤怒堅持著：首先，要動手動腳(因為踢小腿和拉人)

的運動是野蠻的；第二，這不能叫足球。28 

  然而在 1863/64 賽季前後，使用洛格比規則的球隊並不在少數──這一

樣要歸功於休斯 1857 年出版的暢銷小說《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這本書

大大宣傳了洛格比公學以及洛格比足球的名聲，讓許多當時新設的學校採用

洛格比規則，例如 1830 年設立的私立布萊克希斯學校(Blackheath Proprietary 

School)和 1859 年才創校的威靈頓學院(Wellington College)。休斯筆下的洛格比足

球簡直就是男子氣慨的化身，而這在當年英法關係緊張的時候顯得特別吸引

人。29值得一提的是，布萊克希斯正是在 1863 年帶頭退出英格蘭足球協會的

學校。 

  不過，就像 1863 年的「足球大哉問」需要從 1858/59 賽季開始累積好幾

年的能量，針對洛格比規則中暴力的回應也需要一段醞釀期；而且這醞釀的

能量中，也包括當時社會整體運動風氣的提升，對粗野、暴力的反對以及對

文明形象的要求。自此，情況開始不利於允許大量身體衝撞的洛格比規則。 

                                                      
 28 “The Eton play forbids carrying of the ball altogether. The ball never rests in the hand at all; but 

at most passes through it to the ground. As the ball is never carried otherwise than between the 

feet, no personal violence is required, as at Rugby, to take it from the holder. Hacking and 

shinning, though not positively forbidden at Eton, are seldom se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are not necessary. Pushing is illegal, nor may the ball be caught, thrown, or even struck 

with the hand. . . . While each school holds its own, none can play a common game; but if it 

were worth while, there is no doubt a common system might be arranged, which would not 

seriously injure sport at any public school – Rugby always excepted. . . . Etonians insist, with 

vehemence and plausibility, first, that the hand and foot game is barbarous (for it involves 

hacking and holding); and secondly, that it is not football.” “Football,” Editorial, London Review 

of Politics, Society,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23 Jan. 1864: 85. 

 29 Collins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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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讓足球只是足球：形象受損的洛格比 

  1869年9月23日，《倫敦時報》刊登了「旁觀者」(A Looker-On)的投書，再

次提及各俱樂部之間使用不同規則所造成的不便。如果幾個大城市俱樂部那

些公學畢業的隊長能夠一起制定規則，相信大家都會接受。但更關鍵的是下

面這段話：「沒必要用像大家都知道的『踢小腿』、『掐脖子』、『揪領子』，這

麼得體的詞形容的動作，讓遊戲裡本就難免的粗暴更加惡化。」30這是第一次

有人在《倫敦時報》上明確提及這些元素，雖然「旁觀者」沒有明說是哪一

種規則，但這些明顯是洛格比規則的特色。 

  隔天《倫敦時報》很快地刊登一篇對「旁觀者」的回應。「前秘書」(Ex-

Secretary)看到「旁觀者」的文章後投書再次提倡統一規則，希望改變當前大部

分俱樂部所採用的規則。他的主要論點有二：其一，各個俱樂部都有自己的

規則，意味著沒有辦法真正比較俱樂部之間技巧的高下，但踢出好看的技巧

才是支撐這種運動的方法。 

足球必然是個激烈危險的遊戲，但也有太多不必要的危險隨著常用的

野蠻規則而引入；「踢小腿」和「掐脖子」一定要完全廢止；「絆人」

既危險又沒必要，至於「推人」也不惶多讓。對於合理的衝撞，我想

不會有太多反對意見，但只要帶球跑還沒被廢止，足球就不可能安全

而平和。要是對手速度很快，而確實阻擋他又是你的責任，那你當然

得訴諸粗暴的手段……。31 

                                                      
 30 “The inevitable roughness of the game does not need to be aggravated by the processes which 

are known by such elegant terms as ‘hacking,’ ‘scragging,’ ‘collaring,’ &c. Good play can 

require no such auxiliaries.” A Look-on, “Foot Ball,” Letter, Times 23 Sep. 1869: 7. 

 31 “Football is necessarily a rough and dangerous game, but much needless danger is imported into 

the game by the brutal rules often adopted; ‘Hacking’ and ‘scragging’ must be utterly abolished; 

‘tripping’ is dangerous and unnecessary, and ‘pushing’ is almost as bad. I do not think there can 

be much objection to a legitimate ‘charge,’ but the game can never be mild and safe until holding 

and running with the ball is abolished. If a man runs fast and it is your duty to stop him 

effectually, you must resort to rough measures. . . .” Ex-Secretary, “Football,” Letter, Times 25 

Sep. 18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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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秘書」在文中強調自己對於推廣足球付出過許多心力，文中還檢討了協會

足球規則並不流行的原因，加上他的筆名，都像在暗示自己是英格蘭足球協

會的成員。有趣的是，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時的秘書莫雷於 1867-1874 年間

接任主席，換句話說，如果投書的人是想表是自己是英格蘭足球協會的前任

秘書，那麼這很有可能就是莫雷本人的投書。32 

  兩個月後，《倫敦時報》刊出了一則來自洛格比公學學生的投書。投書的

內容是這樣的──日前在洛格比公學有位學生在踢足球的時候嚴重受傷，為

了不讓別人對洛格比足球產生抱持偏見，他希望解釋事發的經過，以正視聽： 

洛馬克斯先生的意外是我記憶裡最慘的，但這很大一部分要怪他自

己。幾周前曾經有過提案要改變遊戲規則的一部分，也就是導致洛馬

克斯先生受傷的，技術上稱之為「圍搶」的部分。提案後來失敗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洛馬克斯先生強力的反對。 

 比賽時，學舍隊一名球員當時正帶球前進，洛馬克斯先生力圖阻擋

他時卻跌倒了，引來半打的人壓在他身上。 

 我寫這封信，是因為覺得您應該知道真相，這完全就是個意外，我

們希望很快就能看到遊戲規則改變，如果當時有成功的話這就不會發

生了。33 

雖然投書者堅持這起事件單純是當事人自己造成的意外，卻也不斷強調要是

規則中沒有「圍搶」，意外就不會發生了；而我們已經從兩個月前「前秘書」

                                                      
 32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Wikipedia, 2009, Jan. 12, 2009. 

 33 “Mr. Lomax’s accident – the worst within recollection – is due in great measure to himself. A 

few weeks ago an attempt was made to change the part of the game, technically called ‘mauling,’ 

from which Mr. Lomax received his hurt. The attempt was unsuccessful, chiefly owing to the 

vigorous opposition of Mr. Lomax. During the match Mr. Lomax endeavoured to pull over one 

of the School-house side, who was pressing forward with the ball, and in so doing he fell down, 

drawing some half dozen upon himself.” “My object in writing is that you should know the 

truth, that it was a pure accident, and that i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if that change had been 

made in the game which we soon hope to see.” One of the School-House Twenty, “A Football 

Accident,” Letter, Times 30 Nov. 186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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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書，以及近 10 年前的規則論爭中，知道「圍搶」、「爭球」等動作，都是

用手持球所帶來的後果。 

  差不多就在這封投書後整整一年，1870 年 11 月 23 日，「外科醫生」(A 

Surgeon)也在《倫敦時報》上投書說自己在過去幾周內看到太多因為「踢小腿」

而受傷的例子：有人鎖骨斷裂(collar-bone broken)，有人是膝蓋或腳踝嚴重受傷，

還有人鼠蹊部(groin)受創甚深[真慘]，還有不少人是撐著拐杖回家的。他認為踢

小腿根本「與比賽完全無關，卻常常帶來終身傷害、滋生憎恨。」34接下來 10

天，有「洛格比人」(Rugbeiensis)投書指責他誇大造假，「目擊者」(An Eye-Witness)

說沒有任何意外是踢小腿造成的。35不過，「外科醫生」仍然堅定不移地批判

洛格比規則的這個特色： 

難道「踢小腿」是足球合理的一部分嗎？難道還有其他公學也這麼玩

嗎？難道這不是充滿危險嗎？難道這不是用來挾怨報復的手段嗎？

難道公報上所記錄的某個男孩的死，是因為洛格比規則中的「踢小

腿」，而這還不足以證明這該被禁止了嗎？足球是個有男子氣慨的運

動，就算公平競爭時也會發生意外，但「踢小腿」不該在比賽裡占有

一席之地，在我看來這是個既野蠻又不必要的添加物。36 

  這場爭論在洛格比校醫勞勃‧法古哈森(Robert Farquharson)投書後歸於平

靜：他承認有學生死在比賽中，但這是因為在與對方球員相撞時腹部遭受嚴

                                                      
 34 “A practice that has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the game, but which frequently injures for life, 

and licence for a malignant grudge.” A Surgeon, “Rugby and Its Football,” Letter, Times 23 

Nov. 1870: 6. 

 35 Rugbeiensis, Letter, Times 26 Nov. 1870: 6; An Eye-Witness, Letter, Times 26 Nov. 1870: 6. 

 36 “Is ‘hacking’ a legitimate part of football? Is it practised at any other public school? Is it not 

fraught with great danger? May it not be the means of paying off an old grudge? And was not 

the death of a boy recorded in the public papers as the result of ｀hacking’ played in accordance 

with Rugby rules quite sufficient to justify its being discontinued. Football is a manly game, 

and accidents will occur even when played fairly, but ‘hacking’ forms no part of the game, and 

is to my mind a brutal and unnecessary addition.” A Surgeon, “Rugby Football,” Letter, Times 

28 Nov. 18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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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撞擊，而不是因為「踢小腿」。37即便許多洛格比的學生、畢業生跳出來為

洛格比規則辯護，我們還是不難發現《倫敦時報》上有關足球的投書，多半

都是針對含有許多野蠻(brutal)元素的洛格比規則。就在同一個賽季，為了與逐

漸成長的協會足球競爭，洛格比足球聯盟(Rugby Football Union, RFU)終於在 1871

年 1 月 23 日成立，做為制定洛格比足球規則與管轄球隊的官方組織。與此

同時，聯盟通過的洛格比規則中便明令禁止「踢小腿」，但這並不代表英格蘭

各地所有使用洛格比規則的球隊都會遵守這項規定；其中 有趣的例子就是

洛格比足球公認的起源地，洛格比公學──20 年後，這間學校才成為洛格比

聯盟的一份子。38 

  除了《倫敦時報》在 1869/70 與 1870/71 兩個賽季中刊登的攻擊洛格比

規則的投書以外，在一些更為嚴肅、完全以中上階級(middle-to upper-class)為讀

者群的刊物中，也能找到對洛格比規則的厭惡以及對協會規則的讚揚。月刊

《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便是其中之一：這份很有可能是英格蘭 古

老的雜誌(於 1731 年開始發行)，是 19 世紀早期所有雜誌在版面形式與內容上的

模範；在 1870 年的時候《紳士雜誌》擁有 10,000 本以上的月銷售量，而綜

觀整個 19 世紀，為這份刊物提供稿件的不乏像薩穆爾‧泰勒‧科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與亨

利‧金斯萊(Henry Kingsley)──金斯萊的長兄，就是那位與休斯一同掀起強身

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狂潮的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39 

  1873 年 4 月號的《紳士雜誌》刊登了一篇討論當代足球發展的文章，篇

名就叫〈足球〉(“Football”)。這篇文章寫在 4 月，冬夏兩季不同運動交替的時

節，冬季運動的代表──足球，將在這時讓位給夏季的代表板球，也因此這

篇文章更有總結當年足球發展的意味。「天狼星」(Sirius)──作者的筆名──

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到足球在現在的風行程度，已經越過學生的年紀，進入更

                                                      
 37 Robert Farquharson, “Rugby Football,” Letter, Times 02 Dec. 1870: 6. 

 38 Collins 19-21. 

 39 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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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社會等級了： 

看起來足球也能得到板球一直以來所享有的那種擁戴。……一般認為

足球是唯一與板球不分軒輊的冬季戶外運動，也是冬天時有益健康的

替代方案。不過，足球可不只在學校中風行。……在這麼多離開校園

時光良久，仍然持續投身足球的名人裡，或許可以提提首相的兒子、

也是惠特比 (Whitby)的國會議員威廉．亨利．格拉斯東 (William Henry 

Gladstone)。40 

他認為之所以說足球是板球的補充，其實是因為許多板球員為了在冬季維持

體能而從事足球。41「如此流行、大受歡迎又有益健康的運動，倘若沒有個常

設的議會和一套規則，讓全國所有俱樂部遭遇困難或意見紛歧時得以遵循與

聲請仲裁，這不是個既詭異又可悲的事實嗎？」42 

  「天狼星」首先提及了公學中的洛格比足球，它的知名度以及地位──

特別是因為知名的小說《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讓洛格比足球的擁護者深

信洛格比之於足球不僅有著像瑪莉勒本板球俱樂部 (Marylebone Cricket Club, 

MCC)之於板球的崇高地位，甚至不應該對這套規則做出任何一丁點更動。然

而，「天狼星」卻認為這是種非常守舊的心態，就是這種公學生的自負，阻礙

了足球運動發展和統一規則的出現。 

  不過，協會足球就不一樣了。 

                                                      
 40 “And there appears to be as much popularity attainable for football as there has already been 

conferred on cricket. . . . Football, then, is generally recognised as the only good out-door winter 

game which can at all approximate to cricket and be a healthy auxiliary to it. But it is not at the 

schools only that football is popular. . . . And among the many celebrities who continue to 

practise the game, long after their schoolboy days, may be mentioned Mr. W. H. Gladstone, son 

of the Premier and M. P. for Whitby.” Sirius, “Football,” Gentleman’s Magazine 10 (1873): 

385. 

 41 Sirius 386. 

 42 “But is it not a singular as well as a lamentable fact that a game so popular, so widespread, and 

so conducive to health, should not have a regularly constituted parliament, and a code of rules 

which all club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uld obey and appeal to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of 

difficulty or of disagreement?” Sirius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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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促進與推廣足球，足球協會在 1863 年成立，就是出於這令人讚

賞的目的。所有俱樂部成員間的合作受到鼓勵，而其中許多俱樂部也

直接支持著足球協會，其餘則遵循著協會官方所推廣的遊戲規則。43 

 協會規則相當嚴格，嚴格禁止像踢脛骨這類的行為。他們的規則還

沒被全國普遍接受，這實在令人痛心。44 

  時間進到 1875 年。伯克郡(Berkshire)沃辛教區長瑞斯(S. G. Rees, Rector of 

Wasing)未來的女婿希德尼‧布蘭森(Sydney Branson)死於球場上的意外；瑞斯因

此在《倫敦時報》上呼籲要消滅足球。45隔天「一位父親」(A Father)很快地表

達了對瑞斯的支持： 

不同於伊頓、哈洛規則的玩法，對於使用所謂的「洛格比規則」來玩

的足球，我非常同意瑞斯先生的評論。這兩種運動根本不一樣，後者

之所以危險，就是因為用手來玩會帶來您讀者信中提及的殘忍行為，

讓一種運動從單純的足球墮落成足球、手球、扭打和摔角的混合。出

於我對「洛格比遊戲」的認識，這些壞處讓我很久以前就下定決心，

絕對不會把我兒子送到一所這樣踢球的學校，就算這學校其他方面再

優秀也一樣。46 

                                                      
 43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n 1863 for the laudable purpose of promoting and 

extending the game. The co-operation for members of all clubs was invited, and it is very 

satisfactory to state that a very large number of clubs directly support the association, while 

many others follow the law promulgated by its authority.” Sirius 387-88.  

 44 “The association rules are quite sufficiently severe, and in them such a thing as hacking is strictly 

forbidden. It is sadly to be deplored that their rules are not generally adop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 Sirius 391. 

 45 “Accidents may happen in hunting, cricket, and boating, but this is a fight, where injuries are 

directly inflicted by one man upon another. It is a game essentially brutal, and if not played in 

a brutal manner it is thought of no account.” S. G. Rees, Letter, Times 25 Mar, 1875: 7. 

 46 “I quite agree with Mr. Rees’s remarks on the game of football as played under what is known 

as the ‘Rugby Rules,’ and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game as player under the Eton and Harrow 

rules. The two game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and it is the use of the hands in the former game 

which constitutes the danger, gives rise to the ‘brutality’ mentioned by your correspondent, and 

makes a game that should be only football degenerate into one that is a mixture of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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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洛格比足球的攻擊到達了高峰。1880年12月底，《倫敦時報》刊登了

里奇蒙文法學校(Richmond Grammar School)的退休老師E. C. 克拉克(E. C. Clark)的

投書，以及一位自稱曾經是他的學生的“A”對此的回應。克拉克就像前面提

過的人那樣，強烈反對洛格比規則的特色：「不管是什麼讓『踢小腿』、『爭球』

與隨之而來的結果持續存在，透過立法去撲滅之就是個成就。合理改革的唯

一機會，就掌握在各足球俱樂部隊長與領導人的良知與合作上。」47 

  克拉克的學生“A”對此所提出的回應，幾乎是1863年「足球大哉問」面世

以來唯一平衡看待協會足球與洛格比足球的投書。他認為，無論是洛格比足

球聯盟或英格蘭足球協會，都是為了兩個目的而努力：第一，兩組織都是為

了要提供一套統一的規則，讓全國從事足球運動的人能在平等的情況下遊

戲；第二，它們都致力於降低比賽中不必要的傷害。意外畢竟是意外，「錯在

球員，不在遊戲；如果我們這個充滿男子氣概的運動，只因為少數不能控制

衝動的人而被禁止，對英格蘭來說這將會是個悲哀的日子。」48 

  自從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協會足球規則》出版開始，一直到 1880 年

代約 20 年的時間裡，足球在英格蘭媒體中漸漸出現了有別以往的面目，以

及兩種不同「樣貌」的足球：代表盤球系統(foot game, or non-carrying system)的協

會足球，以及持球系統(carrying system)的洛格比足球。49 1887 年，《倫敦時報》

的編輯做了一次足球發展回顧，內容提及兩種不同的足球規則：洛格比聯盟

                                                      
handball, tussling, and wrestling. Such are the evils, in my opinion of the ‘Rugby game’ that I 

have long ago determined never to send any of my sons to a public school where it is played, 

however good the school might be in other respects.” A Father, Letter, Times 25 Mar 1875: 7. 

 47 “If anything could perpetuate ‘hacking,’ ‘scrimmages,’ and all their natural results, it would be 

an effort to put them down by legislation. The only chance of a rational reform lies in the good 

sense and united action of the captains and leading men in football clubs.” “Football Accidents,” 

Letter, Times 16 Dec. 1880: 7. 

 48 “But the fault is in the players, not in the game, and it would be a sad day for England were our 

manly sports to be tabooed for the sake of a few who cannot temper their impetuosity.” A. 

“Football,” Letter, Times 25 Dec. 1880: 7. 

 49 “Football,” Editorial, London Review of Politics, Society,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23 Jan. 

186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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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Rugby Union Rules)與協會規則(Association Rules)，前者可以用手持球，後者

則完全禁止。在文中，洛格比規則的足球更加粗野與激烈，彷彿荷馬式的戰

鬥(Homeric battle)，但協會足球的篇幅超過四分之三，這似乎也暗示了在《倫敦

時報》的讀者群中，對於協會足球的關注是高過洛格比足球的。50 

  從 1850 年代末期開始，足球逐漸與道德觀和社會中瀰漫的運動風氣結

合，公學生因為地位競爭而加強了對足球的關注，而畢業後的他們繼續在大

學與社會中延續這個運動，並進一步提高這個運動的能見度。1880 年代的人

回顧近 25 年來足球的復興(revival of football)時，他看到的會是這樣的情景：在

本世紀的前半，因為人民越來越有教養(civilized)，足球粗野的形象讓踢球的人

越來越少，似乎只有公學中的足球沒有這麼壞的形象。熱衷於足球的公學生

只算得上男孩(boy)，但他們一旦成為大學生，就被看做是男人(man)，是他們

的投入讓足球在 25 年內成為與板球一樣風行的運動。51不過，就英格蘭運動

與休閒的發展方向來說，能夠從 18 世紀以前延續到 19 世紀的娛樂，也都經

過這種文明化的過程。52 

  如同“A”的看法，無論是洛格比足球聯盟或英格蘭足球協會的成立，都

是為了減少運動傷害，也的確合於上述的發展方向。但是從 1860 和 1870 年

代出現在《倫敦時報》以及其他嚴肅刊物上的言論來看，洛格比足球依舊保

存了許多被當時的人認為是野蠻的成分。中、上層社會對文明化的要求，以

及協會足球和洛格比足球的對比，也讓前者的聲勢與球員人述在這 20 年中

逐漸超越前者。正如 1884 年《原野》上這段話所說：「很可能下層階級的人

比較喜歡看洛格比聯盟的比賽，但協會足球規則更能得到中上階級的青睞，

即便是冷感的倫敦，體面的人們也會[在主要的足球比賽時]聚集成群，這就是個

明顯的證據。」53 

                                                      
 50 Editorial, Times 14 Apr. 1887: 9. 

 51 “The Game of Football,” Editorial, Once a Week 9.210 (1878): 230-32. 

 52 “The Game of Football,” Editorial, Once a Week 9.210 (1878): 230; “Public Amusements,” 

Editorial, New Monthly Magazine and Humorist 56.223 (1839): 289, 294, 300, 304. 

 53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lower classes prefer watching a Rugby Union game, but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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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伊頓新暴政：公學中的強制足球賽 

  從 1860 至 1880 年代間洛格比足球越來越差的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到人

們心目中對「足球應該要是個文明遊戲」的期許；而 1889 年年末《倫敦時

報》的又一場論戰，就更能呈現對於 19 世紀末的人來說，足球到底與多少種

他們想要追求的價值結合在一起，進而成為獲取那些價值的手段。 

  1889 年 9 月 20 號這天，一位署名為「來自伊頓」的讀者投書到《倫敦

時報》。一開始《倫敦時報》編輯為「來自伊頓」的投書下了個比較聳動的標

題：「伊頓新暴政」(“A ‘New Tyranny’ at Eton”)。因為有讀者反對用「暴政」(tyranny)

這麼強烈的字眼來描述發生的事件，報社編輯在事件開始六天後也把標題一

率改為「公學中的強制球賽」(“Compulsory Games at Public Schools”)，一直持續到

1889 年 10 月 14 號落幕為止。54 

  「來自伊頓」的投書開頭是這樣的： 

這幾天我身邊有個在伊頓念五年級的男孩，當我聽到他一點都不喜歡

那兒時我真的很意外，尤其是因為他在學校表現出色，學到各種優秀

的品格。那，到底是怎麼了？…… 

 在他身處的學舍和其他某些學舍的學生長淫威之下，不只低年級學

生要像以前那樣不定時負責「支援板球賽」(“cricket-fagging”)，連五年級

學生都被迫在夏天一周打十四場板球，在冬天的短晝裡一周踢五次足

球。 55 

                                                      
Association rules find more favour in the eyes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is made amply 

evident by the crowds of respectable people that assemble [for major soccer matches] even in 

apathetic London.” Collins qtd. in Field 12 Jan. 1884, see Collins 42, 226 n54. 

 54 “Compulsory Games at Public Schools,” Times 26 Sep. 1889: 9. 

 55 “I have had an Eton fifth form boy with me a few days, and was astonished to hear that he does 

not like it at all, though he has done well there and brought home a very good character in all 

respects. What, then, is the matter? . . . By mere tyranny of the head boys in his and a few other 

houses, not merely are ‘lower boys’ liable to occasional ‘cricket-fagging’ as of old, but even 

fifth form boys are made to play cricket 14 times a week in summer and football five times a 

week in the short days in winter.” Etonensis, “A ‘New Tyranny’ at Eton,” Letter, Times 20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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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要透過投書報端，促使有關單位正視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學生被強

迫參加運動活動，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指正瀰漫於學校教育的某種「歪風」： 

我知道很難說服某些人，體能活動並非知名公學和大學教育裏最重要

的事情。……無怪乎我們這些偏好伊頓的老支持者們，常常聽到「男

孩們在伊頓學不到東西」的說法。如果孩子自己的閱讀時間或真正的

樂趣就這麼任由運動暴君給霸占，對於那些唱衰伊頓的人，我們也無

力反駁。56 

  投書的 後，他甚至說自己決定不留下本名，以免學校的有心人士查出

那男孩是誰。「我問這孩子，如果不想玩，他們為什麼不拒絕？我得到了簡單

明瞭的回答：他們會被痛打，也不敢告訴老師──這老師想必不是好老師，

對發生在自己舍區底下的事充耳不聞。」57論戰的核心事件很簡單：「來自伊

頓」親戚的小孩被強迫參加板球與足球比賽，他認為並不合理，但伊頓公學

的教師顯然對此不聞不問。 

  事實證明，「來自伊頓」的謹慎態度並非裝腔作勢。投書見報後的短短 17

天裏，就累積了來自 57 位不同讀者，一共 64 篇的投書刊登在《倫敦時報》

上。投書立場各異，有人質疑他所說的強迫運動是否真有這麼嚴重，也有人

質疑他詆毀伊頓公學的名聲。打從 一開始，「來自伊頓」就碰到了強勁的對

手：署名「巴克利斯」(Balcarres)的第二十六代克勞福伯爵，詹姆士‧林賽(James 

Lindsay, 26th Earl of Crawford)指責「來自伊頓」的投書，是封詆毀了伊頓與其他

                                                      
1889: 6. 

 56 “I know it is difficult to convince some people that athletics are not the primary business of 

education at great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 . . It is no wonder that we prejudiced old 

recommenders of Eton are so often faced with the answer that boys learn nothing there. And if 

the boys are to have all their own time for either reading, or their own real amusements usurped 

by athletic tyrants, we shall have no reply to the denouncers of Eton.” Etonensis, “A ‘New 

Tyranny’ at Eton,” Letter, Times 20 Sep. 1889: 6. 

 57 “I asked this boy why they do not refuse to play if they do not like it, to which I got the simple 

answer that they would be licked, and dare not complain to the master, who must be a very bad 

one, and must shut his eyes and ears to what goes on under them in his house.” Etonensis, “A 

‘New Tyranny’ at Eton,” Letter, Times 20 Sep. 188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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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的黑函，是他發明的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bloodcurdling horror)；不但不願意

告知學校老師，還不敢公開自己的姓名。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下面這段： 

的確，現在有些伊頓的男孩會找藉口完全脫身於球賽，只因為不喜歡

那些能幫助他們身心成長的訓練；只要有家長的許可，他就能理直氣

壯地當個懶人。因為強制球賽而防患於未然的不良行為簡直不可估

量。58 

  光從 一開始的交鋒就可以發現林賽說溜嘴了。他在文章一開始否認伊

頓公學有強制球賽的情事，卻又在 後面自己褒獎了強制球賽的存在。而且，

對此抱有相同意見的大有人在。「伊頓人」(Etonian)在隔日也表示， 

如果「來自伊頓」曾經有過任何管理學舍的經驗(就算是五十年前也好)，

他就會知道，若要防止在伊頓享有的極度自由被濫用，強制足球是最

好措施，而在夏季學期，沒有任何強制體能活動的時候，校內風氣就

會因為不計其數的遊手好閒而惡化。59 

剛結束在伊頓四年半求學經歷的「伊頓人」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有強制板球，

也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存在。不過，「有時候是有強制所有學生一個星期踢五

場足球賽的規定。」60「知名的哈洛人」(A Well-Known Harrovian)措辭更為激烈： 

如果你的投書人署名「一個伊頓男孩的慈母」，那我們都會好意地原諒

他的來信。……「來自伊頓」打算用什麼路子來塑造未來身居要職的

人？……如果英格蘭的子民都按照這個做法的話，她將會走向何方？

                                                      
 58 “Indeed, there are now boys at Eton who are wholly excused from games on account of their 

dislike for the exercise which would develop them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a boy only needs 

permission from his parents to become legalized loafer. The amount of mischief prevented by 

compulsory games is incredible.” Balcarres, Letter, Times 23 Sep. 1889: 4. 

 59 “If ‘Etonensis’ had had (even 50 years ago) any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 house, he would have 

known that compulsory football is the best safeguard against abuse of the great liberty enjoyed 

at Eton, and that during the summer term, when no physical exercise is compulsory, the tone of 

the school deteriorates owing to the enormous amount of ‘loafing.’” Etonian, Letter, Times 24 

Sep. 1889: 7. 

 60 Etonian, Letter, Times 24 Sep. 188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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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法國的年輕人在每一種男人的事情上都比不贏英格蘭人？因

為他們逃避球賽。說運動對我們的學校是詛咒的人真是大膽。……「寓

健全精神于健全身體。」……看看我們周圍那些合體魄與腦袋為一爐

的彪炳榜樣。難道「來自伊頓」認為像掌璽官、奇提法官、總檢察長、

三一學院院長、哈洛公學校長，或聖安德魯主教他們會後悔年輕時花

在球賽上的時間嗎？「來自伊頓」能在任何行業中的佼佼者裡找到一

個以前念書時不願意參加球賽的人嗎？我看他不行。 

 現在，對[心靈]健康與體格有益的、屬於我們國家的偉大運動，或許

會毀了一個人，卻能拯救上千個人的生涯。讓男孩，是的，只要有必

要的話就強迫他去參加比賽，他便能更好的融入未來的生活，有功於

自己的使命──有些[良好的]本性只能透過皮肉來體悟。許多勝仗早在

我們學校的操場就贏下來了。61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論調。有些投書理性地指出不願運動的學生，不

一定就是道德淪喪的學生，過於強調學校裡優秀的運動員的話，就彷彿其他

人對社會一點用處都沒有。62「前哈洛公學校長」(Former Head of the School at Harrow)

                                                      
 61 “If your correspondent had signed himself ‘An Eton Boy’s fond Mamma’ we all could have 

pardoned the at any rate well meaning of the letter . . . And on what lines would ‘Etonensis’ 

have our future men of position moulded? Where would England be if all her sons followed this 

code? Why is it that the French young man is such a weakling in everything man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English? Because he loathes games. Bold is the man who openly states that 

athletics are a curse to our schools. . . .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 . . . Look at the brilliant 

examples around us of athletics and brains combined. Does ‘Etonensis’ suppose that the Master 

of the Rolls, Mr. Justice Chitty, the Attorney-General, the Master of Trinity, the Head Master 

of Harrow, or the Bishop of St. Andrew regret the hours they devoted in their early youth to 

games? Can ‘Etonensis’ show us a single man at the top of the tree in any profession who was 

not a willing participator in games at his school? Me think not. . . . Now, for one life that has 

been ruined a thousand have been saved by the influence for good our great national games have 

on our health and physique. Let a boy, yes, and if necessary compel a boy to – for there are some 

natures that can only be reasoned with through the skin – take part in games and he will be the 

better fitted in after-life to do credit to his calling. The playing-fields of our schools have won 

many a victory.” A Well-Known Harrovian, Letter, Times 25 Sep. 1889: 5. 

 62 A “Not So Well Known as He Would Like to Be” Old Etonian, Letter, Times 27 Sep. 188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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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為參與其他活動也不應該看作是遊手好閒。不過， 重要的問題不是強

制運動的情況究竟有多少，而是不管是哪種運動需要強制推行，都應該要公

開地認可，並且規定玩幾場、時間長度。這種強制也應該由當局認可。超過

規定的都是不合法的霸凌(bullying)。他還任職於哈洛公學的時候就存在這種恃

強欺弱(但沒有「來自伊頓」說的這麼嚴重)。林賽的信也證明當代存在此一現象。

他認為公眾有權力從伊頓校方那了解強制球賽究竟是否合法，而支持強制球

賽的人也不應該用道德來妝點他們的論點。63 

  事情越演越烈，連《倫敦時報》的編輯都不得不為此撰寫文章，表達立

場好讓此事降溫。64到 後，「來自伊頓」只好用一種嘲諷的語氣來結束這場

論爭： 

考慮到稱不上低的死亡率，和它最近的發展所帶來的道德影響的關

聯，足球理所當然是個值得大力推行且好處多多的遊戲，越早強迫新

生開始越好。我不再對此或之後的來信有任何評論，希望運動愛好者

們開心。65 

  隨著投書越來越多，對於「來自伊頓」一開始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實，已

經不再是討論的核心；更多人把目光的焦點放在強制運動(compulsory games)的

優缺點以及效用上。那麼，當時的人為什麼要用強迫的方式要求學生運動？

為什麼強制運動的項目是以足球為大宗？這是否代表當時的人認為足球在

這麼多運動裡， 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足球到底與多少種深受歡迎的價值

結合在一起，讓人們意圖利用足球來接近、沾染這些價值？ 

                                                      
 63 Former Head of the School at Harrow, Letter, Times 28 Sep. 1889: 8. 

 64 Editorial, Times 08 Oct. 1889: 9. 

 65 “Between not unfrequent deaths from football, and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of its moral effects, 

it must be pronounced a highly beneficial game to enforce and to initiate new boys into by 

compuls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 make no other comment on this or on the late 

correspondence, which I hope the athleticists enjoyed.” Etonensis, “The Result of Football at 

Eton,” Letter, Times 14 Oct. 188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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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優秀高貴的遊戲」：足球、運動崇拜與價值觀 

  足球之所以會成為強制運動的大宗，與英格蘭學制以及季節性的背景脫

離不了干係。 

  英格蘭各級教育採取三學期制(trimester)，秋學期(Autumn Term)由 9 月初到

12 月中，春學期(Spring Term)由 1 月初到拉撒路星期六(Lazarus Saturday)的前一

日，夏學期(Summer Term)則由復活節後的第二個星期一到 7 月中。按照這種分

期方式，學生在校時間大部分都在秋、冬、春季初；而足球和板球分別作為

冬季、夏季運動的代表，以復活節為界，這代表足球是學生在校時間 為主

要的季節性運動。66 

  正如同 1863 年的「足球大哉問」發生在秋冬之交，「伊頓新暴政」從 9

月開始延燒也挺順理成章。先前「伊頓人」就曾經表示，在他就讀伊頓公學

時並沒有強制板球，只有強制足球。足球當然不是當時唯一的一種運動，但

投書中討論 多的，同時也是當時強制運動 主要的項目，還是足球。此外，

即便在伊頓，協會足球也已經在 1860 年代取代它們傳統的「原野足球」(Field 

Game)成為 主要的校內運動了。67 

  足球之所以受到青睞，還有道德教育的目的。對此，「哈洛公學前校長」

的投書提供了一個關鍵詞──運動崇拜(athleticism)： 

法國和德國教育當局最近才驚覺到單方面強調智育的壞處；現在正是

名校的校長們該醒醒，意識到有種單方面運動崇拜存在的時候了，這

恰好是這些宣稱要去譴責運動崇拜的誇張校長們，透過塑造過多的運

動偶像、用運動才能當作聘任教師的主要考量和其他幾種方法所培

養、鼓勵出的運動崇拜。68 

                                                      
 66 Editorial, Times 14 Apr. 1887: 9. 

 67 Hugh Hornby, Uppies and Downies: The Extraordinary Football Games of Britain (Swindon: 

English Heritage, 2008) 176. 

 68  “French and German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are just awaking to the evils of a one-sided 

intellectualism; it is high time that the heads of our great schools should awake to the fac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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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運動崇拜？「根據情況，它是一種『偽論證』(‘pseudo-reasoning’)，

一種比方說對地位、權力野心的巧妙合理化；同時它也構成了一套偽裝成事

實以強化投入的價值判準。」69當然，是透過實踐、投身於鍛鍊體能的方式來

妝點的。從消極地阻止遊手好閒或不良行為，到積極的磨練性格、塑造良好

的道德都包括在內。 

  綜觀「伊頓新暴政」事件中，絕大多數支持強制足球賽的人都抱持這樣

的看法。比方說，「知名的哈洛人」就覺得學生一旦獲得自由，便只會耽於逸

樂，「要是他讓一個不打算參加比賽的男孩完全支配自己的課外時間，『閱讀

用的時間』和『給他真正的娛樂的時間』──八成會是滿足貪吃的口腹之慾、

沒用的小說，鐵定不會是經典作品。」70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投石是[哈洛公學的]男孩子們主要的娛樂消遣，他

們還扔得奇準無比。連條狗都不想在哈洛山丘討生活。馬要是得拉著牠主人

的貨車靠近學校，常常都得少隻眼睛。」71公學學生會在課餘時間搗亂的印象

持續了很久。強制足球賽首要的作用就是減少這些不當行為，與此同時還要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one-sided athleticism, and athleticism which, by making too much of 

athletic heroes, by appointing masters mainly for their athletic attainments, and in a number of 

small ways, is often fostered and encouraged by head masters who profess to deplore its 

exaggeration.” Former Head of the School at Harrow, Letter, Times 28 Sep. 1889: 8. 

 69 “. . . that is was, on occasion, a form of ‘pseudo-reasoning’, a deliberate rationalisation for 

ambitions such as status and power; and that it constituted value-judgements masquerading as 

facts to reinforce commitment.” James Anthony Mangan, “Prologue,”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Educational 

Ideology (Oxon: Routledge, 2006) 6. 

 70 “He would let a boy have entirely his own way in out of school hours so as to give him, if he 

will not play games, ‘time for reading’ – usually worthless novels, never certainly classics – and 

‘time for his own real amusement’ – generally meaing satisfying the cravings of a gluttonous 

stomach.” A Well-Known Harrovian, Letter, Times 25 Sep. 1889: 5. 

 71 “Stone-throwing was the principal leisure occupation of the boys and they performed with deadly 

accuracy. No dog could live on Harrow Hill. Ponies frequently lost their eyes if they had to pull 

their owners' cart near the school.” Ronald Ralph Williams, Christianity and Sound Learning: 

The Educational Work of J. C. Vaughan (Doncaster: Doncaster Grammar School, 19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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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避免學生偷懶(loafing)。72 

  但更為重要的是足球的積極面，畢竟如果只是要消耗時間，其他活動沒

道理不能達成。正如當時的知名建築師威廉．懷特73(William White, F. S. A.)在投

書裏所說：「它[足球]毫無疑問是 優秀也 高貴的遊戲之一」。74那麼，有那

些優秀且高貴的道德是他們想透過強制足球賽而達到的呢？ 

  首先是男子氣概。 具代表性的一段來自「牛津大學的哈洛人」(Oxonian-

Harrovian)的投書： 

「來自哈洛」只因為不懂帶球推進為什麼能培養男子氣概，就指謫所有

公學裡的球賽都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就讓我來指點「來自哈洛」那

些我以為他自己的公學經驗早該教會他的東西吧，那就是毫不妥協的

榮譽、熾熱的抱負、對「學校」或「學舍」的狂熱「愛國心」、堅毅的

紀律、鼓舞身心的鍛鍊就發生在板球和足球場上，若用以前哈洛公學

裡傳唱的好歌來說，就是那「五十年來」，「無慍怒的奮鬥，無邪念的

創造」，構成了那些被完美地接受的品格，好讓男孩得以成為最高貴意

義上的男人。我確信假使「來自哈洛」去問當今任何一位了不起的人

物，那些在生命的戰鬥裡獲得最偉大的成功、贏得桂冠的人們「是在

什麼地方開始成就那些一旦少了就沒法攀爬上階梯頂端，毫不退縮的

堅忍不拔、服從上級、克敵制勝而寬宏俠義的儀節」的話，我敢相信，

十個裡有九個會回首他們的學校時光，然後告訴他，這是在足球場上

演的模擬戰爭和板球賽的刺激對抗裡學到的。75 

                                                      
 72 Balcarres, Letter, Times 23 Sep. 1889: 4; Etonian, Letter, Times 24 Sep. 1889: 7; An Old Public 

Schoolmaster, Letter, Times 26 Sep. 1889: 9. 

 73 懷特在十九世紀以哥德復興式建築(Gothic Revival architecture)聞名英格蘭，在康瓦耳

(Cornwall)、倫敦等地仍留存許多他的手筆。見Gill Hunter, “White, William (1825–190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14 July 2013. 

 74 “It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finest and noblest of games.” William White, F.S.A., Letter, Times 

26 Sep. 1889: 9. 

 75 “‘Harroviensis’ does not see how manliness can be developed by the propulsion of a ball, and 

therefore condemns all public school games as childish. . . . but let me point out to ‘Harrov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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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惡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世紀末輿論中足球形象的演進．85． 

  「讓男孩得以成為 高貴意義上的男人的品格」──這就是許多人抱持

的想法。有些教師甚至表示：有過公學經驗(同時當過老師和學生)後再到更高的

教育機構服務的人，更能了解訓練與教育社會全體成員的道德能力和腦袋的

方法所具有的價值。自我約束(self-discipline)的價值、對他人的義務(duty towards 

others)是書本裡學不到的。強制球賽不只不該禁止，更要及早推行全國。76 

  「來自伊頓的另一人」(Alter Etonensis)與其他一些人則從社交的觀點來看

這件事：學生應該要學習為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自己的理念。同樣地，他也

會學到即便自己並不願意，仍應該要適時地加入，免得讓自己不受歡迎。伊

頓公學的問題在於炫富、好逸惡勞不再是娘娘腔(effeminate mind)的象徵，反而

變成更為文明的展現(a sign of superior civilization)。如果不參加球賽，他們也就失

去了運動中能磨去他們性格稜角的體格與道德訓練。77 

  強制足球賽除了男子氣概以外，還聯結、傳達、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認同

或國家意識。「如果英格蘭的子民都按照這個做法的話，她將要走向何方？為

什麼法國的年輕人在每一種男人的事情上都比不贏英格蘭人？因為他們逃

避球賽。」78強制足球賽甚至和英格蘭的未來連在一塊兒。而「英格蘭的男孩

                                                      
what I should have thought his own public school career would have taught him, that in the 

cricket or football field it is the scrupulous honour, the burning ambition, the zealous 

“patriotism” to “the school” or the “house,” the rigid discipline, the exercise that invigorates the 

body and mind, and, in the words of the fine old Harrow song, “Forty years on,” the “strife 

without anger, and art without malice,” that constitute those qualities that are so eminently 

adapted for making a boy a man in the noblest sense. I firmly believe that were “Harroviensis” 

to ask any of our great men of the present day, who have fought the battle of life with the greatest 

success, and have won its laurels, where they first learned to obtain that indefatigable 

perseverance, that subordination to superiors, and that magnanimous and chivalrous courtesy to 

successful and vanquished rivals, without which they could never have reached the top of the 

ladder, I am convinced that nine out of ten would look back to their school days, and tell him 

that it was in the mimic warfare of the football-field and the exciting contest of the cricket 

match.” Oxonian-Harrovian, Letter, Times 30 Sep. 1889: 3. 

 76 H. C. Dickins, Letter, Times 30 Sep. 1889: 3. 

 77 Alter Etonensis, Letter, Times 28 Sep. 1889: 8. 

 78 A Well-Known Harrovian, Letter, Times 25 Sep. 1889: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6．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應該要承受考驗，因為他們是英格蘭的男孩」。79 

  在這些投書裡，法國人不只一次被用來當作差勁的對照組，這也讓人忍

俊不住。「一位哈洛公學男孩的父親」(A Father of a Boy at Harrow School)曾與一位

法國的老師比較過英格蘭和法國的公學教育，而那位法國老師哀嘆自己的國

家沒有像英格蘭公學裡這樣的球賽。在他眼中，這卻是解決年輕人放蕩不羈

好的解藥。假日時，英格蘭的學生會衝向球場，而法國學生只會發呆空想

(idle thoughts)。80此言或許不假，就像「哈洛公學前校長」所說，「法國和德國

教育當局 近才驚覺到一味偏頗於理智的壞處」，81許多當時的人都抱持著法

國教育缺少運動的看法。 

  其實在「伊頓新暴政」事件的前一年，就有幾篇《倫敦時報》社論提到

了英法之間的比較，在法國老師的眼裡，他們「擔心娛樂時間會提供[使壞]的

機會，而不是成為對學習的受歡迎的補足和對應。在英格蘭人眼底，這個問

題一直都是學究氣的法國制度中顯而易見的。」82在《倫敦時報》的編輯筆

下，在英格蘭一般都對法國年輕人有著不運動，只幹壞事的印象。因為許多

把小孩送去法國或德國完成學業的家長都發現自己的小孩回國以後，道德都

變得敗壞了。83運動──特別是足球──多少有點英格蘭民族認同的味道。 

  此外，運動場上的表現也和職業成就連在一起。不只「牛津大學的哈洛

人」在他的激烈言詞裡要「來自哈洛」去問那些「當今任何一位了不起的人

物，那些在生命的戰鬥裡獲得 偉大的成功、贏得桂冠的人們」對於強制球

                                                      
 79 Alter Etonensis, Letter, Times 28 Sep. 1889: 8. 

 80 A Father of a Boy at Harrow School, Letter, Times 03 Oct. 1889: 8. 

 81 Former Head of the School at Harrow, Letter, Times 28 Sep. 1889: 8. 

 82 “Recreation time is dreaded as afford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at [mischief], rather than welcomed 

as a counterpart and supplement to study. To Englishmen this blemish in the French scholastic 

regimen has always been apparent.” Editorial, Times 25 Oct. 1888: 9. 

 83 “At all events, a belief prevails in this country that French youths devote little or none of their 

leisure to developing their bodily activity, but give it up to indolence and its brood of bad habits. 

This belief is supported by what is a matter of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English boys sent by 

their parents to France – or Germany, for the matter of that – to finish their education generally 

return with their moral tone distinctly lowered.” Editorial, Times 28 May 188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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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惡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世紀末輿論中足球形象的演進．87． 

賽的看法，「另一個老伊頓人」還提到一件事：現在，倘若從知名大學畢業的

年輕紳士們想在公學裡求個教職，如果他只有學業表現卻沒有運動能力，那

鐵定處處碰壁。84另外，考慮到公學畢業生未來坐辦公室(sedentary)對健康的傷

害，強制運動就顯得更為重要，在進入職場前先幫他們把身子骨養好。85 

  「坐辦公室」其實也暗示了當時人心中公學畢業生的出路。而公學學生

的階級也被拿來討論。“A. G. C.”的投書裡說，過去伊頓公學的學生多半由鄉

紳(country gentlemen)子弟組成，本來就習慣於各種戶外活動；但現在鄉紳不再

像過去那麼風光，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將子弟往公學裡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

中新興的有錢人子弟──不只有錢，習慣的也是城市裡閒散不動的生活。86 

  1889年10月8日，《倫敦時報》刊登了編輯撰寫的專欄文章來總結「伊頓

新暴政」：「現今對比賽和運動的崇拜，或許特別是在我們的公學，比起別的

地方真的過了頭」，但他也同意目前的制度雖然有問題，卻仍舊好到讓鄰居法

國人忌妒──強制球賽的價值還是獲得了他的肯定： 

男子氣概是我們的公學系統設計來提倡的美德中的一種──有人認

為顯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毫無疑問，在我們的公學和大學裡被誇

大了的輿論，聲稱運動追求是通往男子氣概的捷徑；板球與足球則是

最方便、最有吸引力也最便宜的運動形式。這就是強制足球與板球的

正當化理由──雖然伊頓有沒有強制板球倒挺值得懷疑的。87 

  從 1863 年到 1889 年這 26 年間，《倫敦時報》的讀者投書、社論以及其

他嚴肅刊物的文章中來看，它們對足球形象的描繪似乎朝向某個方向前進

                                                      
 84 Another Old Etonian, Letter, Times 30 Sep. 1889: 3. 

 85 Olim Haileyburiensis, Letter, Times 27 Sep. 1889: 8. 

 86 A. G. C., Letter, Times 02 Oct. 1889: 4. 

 87 “Manliness is one of the virtues – some think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 which our public-

school system is designed to teach. . . . Public opinion – no doubt exaggerated at our pub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 has pronounced athletic pursuits a short cut to manliness; and cricket 

and football the most convenient, most attractive, and most inexpensive form of athletics. This 

is the justification for compulsory football and cricket – although it seems doubtful whether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compulsory cricket at Eton. . .” Editorial, Times 08 Oct. 1889: 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著。1863 年的「足球大哉問」試圖要提高足球在各種運動中的地位，擴大其

影響力。「來自伊頓」(1863 那一位)只簡單提到了「健康」(healthy)與「陽剛」(manly)，

而其他回應的投書者也把重點放在比賽的流暢進行、減少衝突和受傷事件

上。各公學的自我認同仍然強烈到讓統一規則難以實行，英格蘭足球協會成

立後並未立即獲得各地的重視。但從 1860 年代末到 1880 年代初，輿論對未

統一的足球規則，特別是洛格比規則帶來傷害日漸敏感。身體傷害不再只被

看做球員自己的問題，而是規則、制度的野蠻與不文明所造成的。1889 年的

「伊頓新暴政」則清楚地呈現了足球與道德(男子氣概)、民族認同和身分追求的

關係。 

  綜觀整個 19 世紀，足球的形象是從一種惡名昭彰的運動開始的，經過

1850 年代末期以後成為良好的運動，並在世紀末轉變為道德的載體(moral 

vehicle)。這樣的形象也反過來促進了足球的發展。一方面是越來越文明、富有

道德意涵的足球形象，另一方面則是透過追求球場上的表現以晉升文明之

流。這種渴望不只存在於社會上層對地位的保持，也會透過報紙輿論或教育

不斷地往社會的其他階級滲透。「許多英格蘭人能夠共享像是娛樂、社會模仿

(social emulation)、追求品味、新奇與流行這樣的啟蒙渴望。啟蒙文化在觸手可

及的範圍內創造了一個令人羨慕的世界。」88足球正是其中之一。 

                                                      
 88  “Many Englishmen were able to share Enlightenment aspirations for amusement, social 

emulation, the pursuit of taste, novelty and fashion. Enlightenment culture created an enviable 

world within clutching distance.” Roy Porter,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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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讓我們重新回想 1906 年時，查爾斯．威廉．阿爾庫克(Charles William Alcock)

所說的話：「從後見之明看來，現代足球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足球協會的

歷史。」1 

說實話，現代足球的復興，要從足球協會的成立開始說起……四十幾

年前在公學以外幾乎沒有，或者說壓根就沒有足球。在某些公學裏，

這種上世紀的半野蠻、激烈的運動還是以改良過的面貌保留了下來。

大部分的這些公學裏，足球只佔有相對次要的地位，僅被當成體能訓

練課程的一部分。從許多例子來看，每間學校都有都有他們自己特別

的玩法，這不啻於雪上加霜。……是足球協會最先看到用一套共同規

則來調和、吸收這些衝突的原素的可能。打從一開始足球協會就成功

在望。2 

                                                      
  1 “The history of modern football, it will thus be seen, is in a measure the history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Charles William Alcock, “Association Football,”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 

88 (1891): 283. 

 2 “The modern revival of football, indeed, practically dates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Association. . . 

Forty years ago there was little or no football outside the public schools. In some of them it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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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阿爾庫克出生於 1842 年 12 月 2 日，在哈洛公學(Harrow School)受教育，

並且在 1859 年和他的兄長約翰‧佛斯特‧阿爾庫克(John Forster Alcock)一起創

立了森林足球俱樂部(Forest Football Club)。英格蘭足球協會的成立少不了他的付

出。事實上，他還是 1870 年代足球場上知名的中鋒(centre-forward)之一。3 

  到了《足球：協會遊戲》第二版發行的 1906 年時，已經 64 歲的阿爾庫

克當然不可能出現在足球場上(阿爾庫克於 1907 年 2 月謝世)，他的角色從場上的

球員轉變為場外的推動者。除了歷任足球協會的各個重要職務以外，他也在

報章雜誌上撰文或出版專書來推動協會足球，《足球：協會遊戲》就是其中之

一。這本書分為 11 章，其中前三章〈足球協會形成〉、〈協會式遊戲的成長〉

(“The Growth of the Association Game”)和〈足球協會的發展〉 (“The Progress of the 

Association”)可以說是英格蘭足球協會與現代足球發展 43 年來的歷史回顧。4 

  當然，這是協會足球版本的故事。內容講述一群使用各公學足球規則的

人，為了讓足球運動能夠更為蓬勃發展，減少因為規則不同而帶來的衝突，

因而成立英格蘭足球協會，制定一套所有人都能夠接受的共同足球規則。在

這個過程裡，由於支持洛格比規則的俱樂部紛紛退出，最後統一足球規則的

目標並沒有成功。 

  但足球協會依舊成立了，並且在隨後的數十年間，不斷地修訂規則、舉

辦英格蘭足球協會挑戰者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Challenge Cup)和英格蘭、蘇格

蘭間的國際友誼賽等方式，由幾無影響力轉為舉足輕重的足球組織；甚至還

                                                      
lingered, the survival in a modified form of course, of the rough and semi-barbarous sport of the 

last century. Even in the majority of these, though, it only occupied a comparatively inferior 

position, regarded merely a part of the curriculum of physical training. . . What was worse, too, 

in many cases the schools had special codes, of their own. . . It was to assimilate these conflicting 

elements, and to harmonize th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common set of laws, that the 

Association first saw the light. At the outset, too, its success seems to be well assured.” Charles 

William Alcock, Football: The Association Gam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1. 

  3  Richard Holt, “Alcock, Charles William (1842-190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8 Apr. 2013. 

  4 Alcock, Football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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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由倫敦往北部發展，不僅成功地將英格蘭中部影響力最大的謝菲爾德足

球俱樂部(Sheffield Football Club)納入足球協會的管轄之下，還改變了蘇格蘭地區

以洛格比足球為主的生態……。5不過，不管足球協會成立後有著什麼樣的發

展，足球協會之所以成立，就代表存在著許多來自不同公學的規則；在阿爾

庫克的回憶中，公學保存、改良了 19 世紀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足球遊戲，而

19 世紀中以前在公學外的社會是幾乎沒有足球的。如果這個版本的現代足球

歷史屬實，那麼，現代足球完全是由出身中上層階級的公學師生所帶來的；

這也意味著現代足球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更有可能受到中上階級價值觀的影

響。 

  然而在目前的學術界中，以阿德良‧哈維(Adrian Harvey)為首的看法卻截然

不同。他透過對運動週報的分析，特別是《貝爾氏倫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

呈現出 19 世紀中葉社會上的足球活動；6此外，他試圖提高謝菲爾德(Sheffield)

地區的足球文化，特別是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透過制定規則對該地區其他球

隊的影響，這證明早在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以前，倫敦以外的地區就已經存

在有組織的運動文化。 

  更有甚者，哈維認為謝菲爾德足球俱樂部成員制定規則時，並未受到公

學足球規則的影響；7至於現代足球的要素(成文規則、管理組織等)在公學、大學

與英格蘭足球協會之外的一般社會也都存在。對於哈維來說，公學的角色被

過度強調了──溯其本源，是因為出身於哈洛公學的阿爾庫克對於足球的發

展抱持著進步史觀，他撰寫的現代足球歷史只著重於公學足球在英格蘭的傳

播，而他對於運動界的影響力則強化了他的主張。8 

                                                      
  5 Alcock, Football 1-29. 

  6 Adrian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Untold 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51-91. 

  7 Harvey, Footb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92-125, especially 96-97. 

  8 Adrian Harvey, “Football’s Missing Link: The Real 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Football,” 

Sport in Europe: Politics, Class, Gender, ed. James Anthony Mangan (London: Routledge, 

1999) 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阿爾庫克的確是重要人物。做為運動領域的管理者，他除了擔任 1870 至

1895 年間英格蘭足球協會秘書長以外，同時還是裁判協會(Referees Association)

第一任主席、薩里足球協會(Surrey Football Association)主席、倫敦足球協會(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副主席；他在其他運動項目上也是一號人物，曾經擔任過薩

里郡板球俱樂部(Surrey County Cricket Club)秘書長、里奇蒙運動協會(Richmond 

Athletic Association)主席與王家中薩里高爾夫俱樂部(Royal Mid-Surrey Golf Club)副

主席。作為一位運動記者，阿爾庫克在 20 多歲的時候，便開始為《原野》(The 

Field)等運動報紙提供報導，還一手創辦了《足球年鑑》(Football Annual)、週報

《板球》(Cricket)，以及撰寫先前提到的《足球：協會遊戲》等專書──「他毫

無疑問是身處協會足球形成時代中最重要的一號人物，對板球的發展來說幾

乎也一樣有影響力。在兩種異軍突起的冬、夏季全國性運動形成的年代裡，

他是唯一同時對這兩種運動都握有實權的官員，可說是英格蘭運動的幕後推

手。」9 

  但與此同時，阿爾庫克依舊是 19 世紀的英格蘭人，他對足球、板球或運

動媒體的影響力再大，都不是瞬間出現的；他所有的公開言論與寫作都有閱

聽人，這也就意味著他的說法也同樣要接受同時代人的檢證。如果當代的人

對於阿爾庫克的說法有任何意見，萬萬沒有發現問題卻一致緘默、留給超過

150 年之後的人再來翻案的義務。更為合理的推論是：對於 19 世紀下半葉的

英格蘭人來說，他們對於自己所身處時代的「現代足球」、「以前的足球」的

看法，若非與阿爾庫克的看法一致，至少也是接近的。那麼，在維多利亞時

期的英格蘭地區，足球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形象？輿論討論足球時，它展現了

什麼樣的外貌？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足球起源於何處？從 19 世紀中期現代

                                                      
  9 “He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of his time in the shaping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almost as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cket. As the only official with real power in 

both emergent summer and winter national sports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he was the 

éminence grise of English sport.” Richard Holt, “Alcock, Charles William (1842-190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 8 Ap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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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漸漸成形開始，一直到世紀之交的早期發展階段中，它的形象又有什麼

樣的改變？19 世紀後半的英格蘭人又是如何看待足球於 1860 年代以後的蓬

勃發展？ 

  所有的歷史學家幾乎都得從後見之明決定從哪一個時代下手最為關鍵，

成立於 1863 年的英格蘭足球協會以及隨之而來的《協會足球規則》(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Football)顯然是個明顯的時代，規則問題則是促成英格蘭足球協會

成立的主因。從 1858/59 與 1861/62 賽季的《貝爾氏倫敦生活》以及 1863/64

賽季《倫敦時報》、《貝爾氏倫敦生活》、《運動公報》(Sporting Gazette)以讀者投

書中呈現的規則爭論來看，引起並參與爭論的代表幾乎全數來自於公學，而

且是當時英格蘭社會公認最為頂尖的幾所學校：無論是 1858/59 賽季的「昌

盛洛格比」(Floreat Rugbœa)、「老威克罕人」(An Old Wykehamist)、「昌盛伊頓」(Floreat 

Etona)，1861/62 賽季的「西敏寺人」(A Westminster)、「老洛格比人」(An Old Rugbœan)

或是 1863/64 賽季的「來自伊頓」(Etonensis)、「來自哈洛」(Harroviensis)、「嘉都

西人」 (Carthusianus)、「來自西敏寺」 (Westmonasteriensis)和「來自洛格比」

(“Rugbæensis”)全部都是來自伊頓 (Eton College)、哈洛 (Harrow School)、溫徹斯特

(Winchester College)、西敏寺(Westminster School)、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School)以及

洛格比(Rugby School)的公學學生、畢業生或教師。 

  《貝爾氏倫敦生活》頭一次出現哈維不斷強調的謝菲爾德俱樂部，是在

1863 年 12 月 5 日有關英格蘭足球協會第四次會議紀錄的報導裡：足球協會

秘書長以便以謝‧莫雷(Ebenezer Morley)在會上宣讀上次會議以來的所有來信，

其中就有謝菲爾德俱樂部秘書長威廉‧徹斯特曼(William Chesterman)的來信，信

上除了傳達加入足球協會的意願外，還包括了對於 11 月 24 日那份充滿洛格

比特色規則的否定看法。10然而就在該次會議時，以便以謝‧莫雷(Ebenezer 

Morley)與約翰‧佛斯特‧阿爾庫克(John Forster Alcock)就已經提出動議要參考劍

橋大學足球俱樂部(Cambridge University Football Club)所新修訂的規則了。他們的

                                                      
 10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Bell’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Chronicle 12 Dec. 18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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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提議顯然沒有受到謝菲爾德的影響。 

  在隨後的英格蘭足球協會第四次會議於 12 月 1 日舉行，會上提出的新

版本足球協會規則便已禁止帶球跑(running with the ball)與踢小腿(hacking)；而徹

斯特曼的來信寫在 11 月 30 日，很可能是會議當天才從謝菲爾德寄到倫敦

的，謝菲爾德俱樂部對於英格蘭足球協會新起草的規則完全沒有影響，在此

之後的規則討論中也完全不見該俱樂部的蹤影(在《運動公報》亦然)。對於這個

時候參與規則爭論、制定統一規則的人來說，他們的視野範圍裡主要還是只

有公學、大學，以及倫敦鄰近的俱樂部，其他像是謝菲爾德等地的影響完全

沒有出現在媒體上──也就是說，當時閱讀《貝爾氏倫敦生活》、《運動公報》

以及《倫敦時報》的讀者，只看得到一開始引起爭論的公學，以及回應爭論、

制定規則的大學與倫敦各俱樂部。 

  由於對於 1860 年代前後的人來說，最要緊的是規則衝突問題，而不是

足球歷史問題，所以這三次規則論爭中幾乎沒有關於足球過往形象的討論。

不過，就從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風俗誌(book of customs)以及介紹休閒活動的雜

誌文章中，還是可以發現足球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人腦海中，沒有太好的

形象；導致足球活動越來越少出現的原因，也正是敗壞的形象。一直要到 1857

年托瑪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Tom Brown’s School 

Days)以及 1860 年代前後的三次規則爭論之中，足球才漸漸被看作是健康有

益的運動。 

  1863 年《倫敦時報》的「足球大哉問」(“The Great Football Question”)呈現了

數年之間公學學生如何前仆後繼，透過統一足球規則的競爭為自己學校的社

會地位一爭高下。另一方面，「來自伊頓」投書到《倫敦時報》則能夠從兩個

角度來看──其一，《倫敦時報》刊登一系列投書的這個事實，引起了更多以

往並不關注規則論爭的運動刊物的注意，在這個時候紛紛提供版面給規則討

論之用；其二，《倫敦時報》願意刊登純粹以足球運動為主題的投書，也能反

映這個運動不再被當作單純的玩樂，而是可以讓《倫敦時報》的編輯看成是

讀者值得一讀的事情。考慮到《倫敦時報》的讀者群多半來自社會的中上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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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這也意味著相關的議題已經是社會中上層所能接受了的。 

  隨著時間進入到 1870 年代，足球因為身體傷害的問題再度成為《倫敦

時報》以及其他嚴肅刊物的議題。1863 年足球人的問題是有太多種不同規則，

這一點在 1870 年代以後已經解決，也就是隨著時間演進而出現的兩種主要

系統：協會規則及洛格比規則的足球。其中，洛格比足球允許用手帶球的規

則，以及為了防守對手的動作而隨之而來的各種身體傷害，讓洛格比規則成

為野蠻的代名詞；與此同時，協會足球則因為英格蘭足球協會成立之初就是

以減少場上衝突為號召，加上洛格比此時所遭受的輿論抨擊而獲得相對較為

文明的形象，這兩種不同規則的足球便因為不同的名聲而開始出現地位差

距。 

  到了 1890 年代前後，從《倫敦時報》一場有關公學中強制運動(compulsory 

games)的論戰中，更可以看到足球已經與「男子氣概」(manliness)、毫不妥協的

榮譽(scrupulous honour)、熾熱的抱負(burning ambition)、「愛國心」(patriotism)、堅毅

的紀律(rigid discipline)、鼓舞身心的鍛鍊(the exercise that invigorates the body and mind)

連結在一起，甚至已經成為國家的特色之一；一旦足球與這些人們希望追求

的價值連結在一起以後，就會有人為了追求這些價值而投入足球。 

  打從足球在 1860 年代因為規則爭論而進入媒體的時候，就是和公學聯

繫在一起的。公學中的運動風氣也成為公學的特色，這種運動風氣在某些學

校是有意識培養，作為管理學生的工具之用。根據詹姆士‧安東尼‧曼根(James 

Anthony Mangan)的研究，哈洛公學在查爾斯‧約翰‧佛翰(Charles John Vaughan)擔

任校長期間(1845-1859)開始透過推行運動來達到管束學生的目的；阿爾庫克家

的兩兄弟，就是畢業於佛翰治下的哈洛公學。11 

  畢業於伊頓公學的愛德華‧特林則是另外一個例子。他從學生生涯起便

熱愛運動，於是在 1853 至 1887 年間擔任厄平罕公學(Uppingmah School)校長時

                                                      
 11  James Anthony Mangan,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Educational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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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馮奕達 英格蘭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 

便致力於將身心合一的教育哲學，透過推廣運動的方式灌注在自己的學校

裡。他的親弟弟，時任厄平罕公學教師的約翰‧查爾斯‧特林(John Charles Thring)

不僅是最早參與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於 1847 年制定共同足球規則的人，他

也與哥哥愛德華分享了一樣的教育哲學，在不失其男子氣概又同時兼顧文明

化的前提下，於 1861 年制定足球規則供厄平罕公學學生使用。強調運動也

因此被看作是上層階級教育的特色，進而被其他學校加以模仿。12 

  換句話說，無論 1860 年代前後因為《倫敦時報》、《貝爾氏倫敦生活》、

《運動公報》、《原野》的讀者投書、社論，因而一躍出現在公眾面前的足球其

真實起源為何，打從一開始出現在輿論的時候，它就已經和公學、上層階級

聯繫在一起，成為社會模仿(social emulation)的對象。而這種彷彿突然誕生的現

代足球與過去的足球最大的不同，就是形象上的差異：「現代足球來自公學的

改良」的說法既是吸引人投入的原因，也符合社會朝向減少身體傷害、自我

約束的發展方向。 

  回到足球起源議題上。究竟什麼是「現代足球」(modern football)？阿爾庫

克與當時的人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並沒有提出明確的定義。他們更多關注

於敘述足球從古至今的變化，特別是 19 世紀中葉的公學對足球進行的改造

與文明化。如果以協會足球與洛格比足球為例，這兩種足球的特色可以說是

透過彼此對照呈現的差異來互相定義的：前者朝向嚴格限制手部使用的方向

前進，後者則是以手帶球移動為主，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任何一方不使用手

或不使用腳來處理球──當然，現今協會足球只有守門員才能在禁區中有條

件地使用手處理球。由於製造技術與科技程度的問題，19 世紀末以前沒有辦

法製造出接近正球形且彈跳均勻的球，這也就意味著球在比賽中的動態是很

難預測的。13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手接、拋球是確保比賽順利進行的重要方

                                                      
 12 Mangan, Athleticism 43-49; Graham Curry, “Forgotten Man: The Contribution of John Dyer 

Cartwright to the Football Rules Debate,” Soccer and Society 4.1 (2003): 74-75; John Charles 

Thring, The Winter Game: Rules of Football (Uppingham: J. Hawthorn, 1861) 9-10. 

 13 Gavin Kitching, “‘Old’ Football and the ‘New’ Codes: 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s of 

Football’ Debate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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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換句話說，以嚴格限制手部使用為發展方向的協會足球，不可能在 19 世

紀初以前發展出來。無論是哪一間公學、俱樂部所使用的哪一種規則，對於

手或腳的使用都只是相對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用某種絕對性的量表來決定

在一場比賽中有多少比例的手部或腳部使用，來決定現代足球的誕生。 

  此外，如果以成文規則制定，或是像阿蘭‧古特曼(Allen Guttmann)提出的

成立組織、世俗化、數量化等數種標準來決定足球何時成為「現代足球」也

很奇怪。14這些分類與定義方式，事實上是將某些已經被貼上「現代」標籤的

運動加以歸納而得出的共通點，同樣的，這樣的分類與定義方式也不存在於

19 世紀英格蘭人的腦海中。至少就「現代」足球看來，讓當代的人感受到足

球與以往不同的地方，還是形象的差異：當一個運動能夠與當代所認同、追

求的價值判斷(value-judgements)有著一致的方向時，它就現代了，文明了。從後

世學者所歸納出的定義來追求一種運動的起源，完全可以應證「刻舟求劍」

這句成語。對於當代的人來說，形象與價值的轉折才是關鍵；他們心目中的

起源，關係到從事的人可以把自己妝點成什麼樣的身分，以及尋求什麼樣的

價值。 

[1878 年英格蘭人對古代足球的描述] 很難確定足球是什麼時候出現在我們

之間的。也很難說它是否就是費茨史蒂芬談到亨利二世時期倫敦人的

休閒活動時，所說的那種球類遊戲；或許英格蘭歷史中官方首次提到

足球是在 1349 年，當時愛德華三世領悟到有必要禁止我們的足球和

其他幾種遊戲，因為它們會妨礙他的子民從事重要的射術練習。15 

                                                      
of Sport 28.13 (2011): 1740. 

 14 Allen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55. 

 15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football originated among us.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is is the 

ball-game Fitzstephen speaks of among the pastimes of the Londoners in the time of Henry II.; 

perhaps the first authentic mention of it in English history is when Edward III., in 1349, found 

it necessary to put down our game and several other, because they interfered with the all-

important practice of archery among his subjects.” Robert R. MacGregor, “Old Football 

Gossip,” Belgravia: A London Magazine 34.136 (1878):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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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年] 足球先前在英格蘭的社會下層裡相當流行，然而近年來似

乎已經淪落得惡名昭彰，也因此很少在玩了。16 

 [1859 年] 要有怎麼樣的辯才，才配得上去讚賞板球這麼個充滿勇氣、

技巧、速度、毅力、堅定的眼神和不屈的精神的高尚遊戲呢？所有被

賜與健康和力量這兩種世界上最偉大的天資的英格蘭男孩，以及那些

在小的時候體能教育被忽略的人們，都該學著打板球、踢足球、划船、

游泳、駕帆船、跑跳和擊劍……17 

 [1863 年] 想當然爾，各公學極不情願放棄它們原有的玩法，那它們

或許可以在自己學校裡繼續這麼玩，而各校和各俱樂部間則採用新規

則來比賽。準此，不同規則的差異就消失了，足球或許就有機會能在

各種運動中，得到一種健康、男子氣概的運動理當擁有的地位，同時

比賽沒有固定規則所帶來的困擾也都能避免。18  

 [1880 年] 在里奇蒙公學時，我也踢足球。……過去的二十年中我一

直有踢球，也見證、甚至是參與每一種想得到的足球種類，因此我能

證明比賽踢法的變革穩穩地朝著更溫和而非更粗野的方向。……所有

強調力量和衝勁、眼光銳利和動作敏捷的遊戲都會帶來意外；毫無疑

                                                      
 16 “It was formerly much in vogue among the common of England, though of late years it seems 

to have fallen into disrepute and is but little practiced.” Joseph Strutt, The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mpany, 1801) 93. 

 17 “What eloquence could sufficiently sound the praises of the noble game of cricket; of the 

courage, skill, speed, endurance, sureness of eye and steadiness of nerve required to play it well? 

Every boy in England, blessed with those two greatest of earth endowments, health and strength 

– and every man too, if when a boy his physical education was neglected – should learn to play 

cricket, kick foot-ball, row, swin, manage a sailing-boat, run, jump, fence. . .” “Manly Sports: 

Their Use and Their Abuse,” Universal Review 2 (1859): 734. 

 18 “The public schools would no doubt be very un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old game, and so they 

might very well keep it up among themselves, while the new rules might be observed at any 

match between schools or clubs, . . .  football might then stand a chance of occupying, among 

other games, the rank which so healthy and manly a sport deserves to hold while all the 

inconvenience consequent upon playing a game with no fixed rules would be avoided.” 

Etonensis, Letter, Times 05 Oct. 18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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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道德約束力的不足和伴隨年輕人天性而來的魯莽、急躁，難免會

讓危險升級。但這錯在球員，不在遊戲；如果我們這個充滿男子氣概

的運動，只因為少數不能控制衝動的人而被禁止，對英格蘭來說這將

會是個悲哀的日子。19  

 [1889 年] 談到足球場，這可是我們所(應該要)引以為傲的、不列顛所

有勇氣和體魄的溫床。更有甚者，正是偉大的威靈頓公爵說了「滑鐵

盧戰役早就贏在伊頓的球場上了！」20 

  運用後見之明，從 19 世紀英格蘭人說過的這些話，足球形象的轉變和

現代足球的誕生似乎就很明顯了──雖然威靈頓公爵從來沒有說過滑鐵盧

戰役是贏在伊頓公學球場上。 

  

                                                      
 19 “I, too, played football at Richmond School. . . . For the last 20 years I have played regularly, 

and have witnessed or taken part in almost every conceivable form of the game, and I can testify 

that the changes have been steadily tending towards gentler, not rougher play. . . . Accidents are 

incidental to any game requiring strength and dash and quickness of eye, and hand, and foot; 

and, doubtless, the risks are occasionally aggravated by the recklessness and impetuosity 

incidental to young manhood and defect of moral restraint. But the fault is in the players, not in 

the game, and it would be a sad day for England were our manly sports to be tabooed for the 

sake of a few who cannot temper their impetuosity.” A., Letter, Times 25 Dec. 1880: 7. 

 20 “As for football field, it is the nursery of all that British pluck and physique of which we all are 

(or ought to be) so proud. Further, who but the great Duke of Wellington said tha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in the playing fields of Eton!’” Pius Etonensis, Letter, Times 27 Sep. 188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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