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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運動權力的路上，婦女經過了冗長的奮鬥及努力，直
到現代奧運舉辦之初，才踏入奧運的殿堂，女性運動服裝的
變革表現出時代的意義及社會價值。本文以歷史研究法與文
獻分析法，探討現代奧運自 1896-1970 年間女性運動選手參
與所呈現的運動服裝改變歷程。本研究目的在試圖解析出女
性運動服裝演進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面向的意義。在
女性運動服裝的政治掌控方面，IOC 允許各運動成為奧運競
賽種類，及各運動服裝的改變及規則修訂，皆表示女性在運
動場上受操控的程度。在女性運動服裝的經濟指標方面，隨
著科技及經濟的進步，女性主義興起，女性爭取更多自由及
權利，而運動服裝就代表女性自主的象徵。在女性運動服裝
的社會文化方面，由於女性社會地位的不斷提升，也代表女
性身體自主的實際歷程。

關鍵詞：現代奧運、女性、運動服裝

139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五輯

壹、前言
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區別，可說是人類懂得以服裝來保護自己。1而人類
服裝發展到現在，也會因應不同的場合，而穿著不同機能的服裝。在運動場
上，不論是否為競技運動選手，我們通常都會穿著運動服裝以從事運動，而
女性運動員的服裝相較於男性運動員而言，演變可說是非常巨大。2大多數的
女子運動項目都有著大幅度的服裝變革，運動服裝改變的因素眾多，除了運
動時移動的便利及美觀外，也因應社會的潮流、科技的發展不斷的改變質料
及樣式。
為探究現代奧運發展過程期間，不同時代社會的變遷情形，本文將以歷
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自現代奧運初始的 1896 年為起點，並以二次世界大
戰（1940 年）為分界點，以女子運動項目為主要對象，分為 2 個時期描寫
1896~1940 年、1940~1970 年間女性運動選手參與現代奧運的情況，藉以瞭
解女性運動服裝改變的歷程，以及女性運動服裝的變遷所代表的政治掌控、
經濟指標及社會文化方面的意義。

貳、運動服裝的意涵
以服裝產生、演變、發展的角度來審視運動服裝的產生，可以認定由於
運動在著裝上的功能需求而產生了運動服裝。3運動服裝只有 100 多年的歷
史，相較於人類平常的服裝出現較晚，但在世界文化歷史長河中有著舉足輕
重的作用，運動服裝的變化和發展可充分反映人類衣冠文物的發展歷程。在
古希臘時代，人們認為「裸體競技」能展示出健康與純潔的美。這種不著任
4

何服裝來表現人體美的模式，是世界服裝史上獨有的奇特現象。 隨著社會經
濟、文化的發展，人們娛樂、比賽的形式也隨之改變，但仍只發展出少數特

1
2

3

4

林成子，《服裝設計》（台北：影清出版，1987），2-29。
張玲、吳澤文，
〈運動服裝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
《福建體育科技》
，21.6（福建：2002.12）
：
1-3。
劉英東，
〈運動服裝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
，24.2（瀋陽：2005.4）
：
48-49。
張玲、吳澤文，〈運動服裝發展的社會學分析〉《福建體育科技》
，2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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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運動時穿著的服裝，如馬術服、擊劍服等。5直至現代奧運推展、奧林匹克
運動與體育活動日益普及、參加人數漸增後，運動服裝才開始成形並依時代
不斷變化。
俗話說的好「人要衣裝，佛要金裝」，也就是說服裝能夠輕易的影響著
一個人的精神面貌，而運動服裝亦然。運動服裝不單是一種語言符號，也具
有象徵性與約定性的特質。6服飾的象徵性是運動服裝的一種本質特徵，不同
的服飾表現出不同的地位、社會階層；服飾的約定性也是運動服裝的一種特
殊功能，不同時代的社會所期許的服裝標準不同，也象徵當代社會對人的約
束。古代奧運的著裝可用「簡單大膽」來概括，而現代競技體育形成後的著
裝則是從繁雜開始，而後又逐漸走向輕、薄、短、露的運動服裝。7
在體育運動這條路上，女性經過了冗長的奮鬥及努力，直到第 2 屆現代
奧運才首度參賽，初時女性運動服裝是長及腳踝的連衣長裙，加上束腰馬甲、
襯裙和帽子等此類不適合活動的裝備，這代表現代奧運初期，對女性運動服
裝仍有濃厚的性別意識，並期許女性運動員符合女性應有的性別角色；其後
因應各時代經濟及科技的進步而有所改變，但女性運動服裝的變更仍表現出
不同時代女性的地位，並象徵當代社會對女性身體自主權的約束，而女性在
運動場上各項競賽的參與權更表示了女性受當代社會掌控的程度。

參、二次大戰前的女性運動服裝
一、女性運動服裝的政治掌控意旨
現代奧運初期，女性能夠參與的運動局限於服裝與日常服裝無異，仍可
受當代社會價值規範的運動項目，如現代奧運早期開放女性參賽的網球、高
爾夫球及射箭項目(如圖 3-1)，這幾種運動都是女性參與運動時，是穿著束腰
馬甲、襯裙和帽子，加上長及腳踝的連衣長裙等此類符合社會規範之服裝項
目。像最為普及、一般大眾均可參加的各種田徑的跑步項目，卻不是早期開
放的女性參賽項目，由此可明顯看出當時女性即使能參與現代奧運，但仍擺
5
6

7

劉英東，
〈運動服裝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24.2：48-49。
賈冬冬，〈女子羽毛球運動員著裝的發展趨勢試析〉
，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14.7（北
京：2006.7）：45-47。
黃亞玲，〈運動服裝的發展歷史〉，《中國學校體育》（北京：2000.3），3，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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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不了社會規範的枷鎖。直至 1908 年第 4 屆奧運會，溜冰成為比賽項目，當
時女子選手的服裝仍和女子網球、高爾夫球服裝相似（如圖 3-2）。

8

圖 3-1 1908 年奧運女子射箭選手

圖 3-2 1908 年奧運雙人溜冰冠軍9

第二屆奧運後，國際奧委會對於女性參賽既不禁止也不正式承認，直到
1924 年奧運憲章才正式允許婦女參加奧運會，同年女性選手超過 100 名，經
過長期努力後，女性終於在第 8 屆奧運獲得正式參加奧運的資格。10由於當時
奧委會對女性持有成見，以男性的眼光認定女性選手只適合從事「較不累」
的運動項目，因此女子運動競賽開放的很慢，直到 1928 年的阿姆斯特丹奧運
女性才首度在田徑場亮相，首次出場的女性田徑選手多穿長袖或短袖上衣及
短褲參賽（如圖 3-3）。當年的女子 800 公尺比賽，運動員跑過終點後皆累倒
在地。11為此奧委會認定對身體結構虛弱的女人而言，800 公尺已超過其體能
12
極限，結果自此女子 800 公尺被迫取消，直到 1960 年才恢復， 而這 30 多年

的停滯也對女子中長跑造成了長久的傷害。

81
91
10

11

12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台北：中華台北奧林匹克委員會，2004），98。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102。
Gueorguiev, N. 著，《奧林匹克運動分析》（陳金盈、原振文譯）（台北：文化大學
出版部，1999），27-30。
畢恆達，
〈女子超越男子世界記錄的運動項目〉
，
《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HERS》第 8，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hdbih/%B9q%A4l%B3%F8%B2%C4%A4K%B4%C
1.htm#女子超越男子世界記錄的運動項目？2007 年 4 月 7 日檢索。
黃承富，《奧運 100 年》（台北：麥田出版社，1996），7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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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3

1928 年首次出現女子田徑競賽-女子跳高冠軍。

二、女性運動服裝的經濟指標意涵
19 世紀中，西方女權主義開始發展，1888 年國際婦女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在華盛頓成立。自此女權主義展開抗爭，19 世紀末
女性可以進入大學，1893 年紐西蘭的婦女首先取得投票權。第一次世界大戰
期間，英、法等國大量招募婦女代替入伍的男性，男女有別的原則不得不打
破，女性開始擁有工作權；直至戰後，共有 20 個國家的婦女取得投票權。14
19 世紀後半，政府為禁止婦女「放蕩」的服裝，立法規定女性泳衣的樣
式，依法規定女性的泳衣必須從頸部覆蓋到膝蓋。15之後由於女權主義提倡，
才使當代女性擺脫這些強加在她們身上的限制，並發展出樣式較簡單的新式
泳裝，但婦女仍需著束腰胸衣於泳衣下。16澳大利亞的游泳選手安妮特‧凱勒
曼是讓女性泳裝真正適合游泳的人。1907 年她因穿大膽的短褲腿連體泳裝而
被逮捕，此後便開始設計合乎實際需要的泳裝，並從而發展出緊身且表現體
育精神的泳裝（如圖 3-4）。凱勒曼設計的游泳節目在 1916 年至 1952 年之
間啟發了一系列有關水上運動的電影，這些以女運動員為主角的電影塑造了
婦女的積極形象以及「女性身體自主」的新規則。17
女子游泳終於在 1912 年成為奧運競賽種類，共 42 名女性參賽，足見女
性選手已無視於保守人士眼中身軀暴露的問題，這對日後女性挺進奧運大大
13
14
15

16
17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168。
Michel, A. 著，《女權主義》（張南星譯）（台北：遠流，1989），31-88。
張洵、張褔昌，〈女性泳裝的歷史形態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分析〉，《藝術與設計(理
論)》（北京：2007）5：146-148。
黃大壯（1988）。運動服裝趣史。北京：體育文化導刊，3。
張洵、張褔昌，〈女性泳裝的歷史形態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分析〉，《藝術與設計(理
論)》5：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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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起了激勵作用。18當年女性游泳選手的泳裝各異（如圖 3-5），穿著半長褲
腿無袖連體泳裝的范妮．杜拉克在許多項目中獨占鰲頭，但她為免泳裝引起
爭議，直到賽前都一直穿著長毛巾袍。到了 1920 年左右，人們才終於體認到
泳裝的設計必須切合實際，而普遍改成較接近現今連身平口泳裝的樣式。到
了 1930 年後期，女子泳裝更分為兩件式，類似現今的兩截式泳衣，下半身到
大腿根部的平角泳褲，且在腹部用環和帶子將之連接起來。19女性在掌控經濟
自主權後，終於也逐漸開始在運動場上擁有運動自主的權力。

圖 3-4 20 世紀初的泳衣20

圖 3-5 第 5 屆奧運的女性游泳
21

100 公尺前三名。

三、女性運動服裝的社會文化價值
自古人們即認為女性不適合運動，參與運動可能致死。現代奧運起源於
祭祀宙斯的古代奧運，當時僅允許男性參加，婦女和奴隸没有參觀的權利，
違者處死。22而後更由於男性喜好女性搖搖欲墜的嬌弱姿態，導致中國女性自
23
小纏足之惡習， 當時的婦女連走路都有困難；而西方則因男性喜好而以束腹

勒出女性的柳腰，製造纖弱愛憐的形象，這不但壓迫到肺臟，還造成呼吸困
18
19
20

21
22
23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106-123。
劉英東，〈運動服裝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
，24.2：48-49。
張洵、張褔昌，〈女性泳裝的歷史形態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分析〉，《藝術與設計（理
論）》5：146-148。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121。
吳文忠，《體育史》（台北：正中書局，1977），36-97。
李少華編著，《服飾演變的趨勢》（台北：台彩文化，1990），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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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昏厥、致死的情況。24在 1900 年第 2 屆現代奧運，女性無緣登入運動殿
堂的景況被打破，但僅止於網球及高爾夫兩項。拿下 5 屆溫布頓女網冠軍的
選手 Charlotte Cooper 獲得女單和混雙的金牌（如圖 3-6）
。而高爾夫賽比賽 9
洞，結果 Margaret Abbott 獲得金牌，她回憶說：
「其他選手不了解自然天候
和草紋。且有些選手穿著不利揮桿的緊身長裙參賽（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
會，2007）
。」25此時的女性高爾夫球服裝（如圖 3-7）是緊身上衣，衣袖是寛
鬆的只有袖口部分收緊，但裙子仍長至腳踝。26

圖 3-6 1900 年女性奧運網球選手27

圖 3-7 1900 年女性奧運高爾夫
28

球選手

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應女性網球運動選手競技內涵的提升，女性網球服
裝也有所改變。1919 年，法國選手蘇珊‧蘭葛倫（Suzanne Lenglen）改長袖
為短袖，並配以寬鬆的過膝百褶裙和長襪（如圖 3-8），這身輕便裝備幫助她
獲得了 2 次奧運金牌和 6 次溫網冠軍。29她在 1919 年到 1926 年間，只輸過一
24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廣東：西江大學學報，1997），33.1：41-45。
原康夫著，《服飾的世界地圖》（余秋菊譯）（台北：玉山社，2006），73-86。
Lurie, A. 著，《解讀服裝》（李長青譯）（台北：商鼎文化，1994），31-89。
25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3 月 14 日檢索。
26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33.1：41-45。
27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53。
28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53。
29
胡慧，
〈一部網球的另類史〉
，
《新世紀周刊》
，
（海南：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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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比賽。她也是第一個轉入職業的網球選手，於 1926 年間展開兩年旋風式的
職業網球巡迴賽。30最早成為奧運賽事的網球運動，服裝自此正式由著束腰馬
甲及連衣長裙改變為短袖、無袖上衣搭配及膝短裙，只是當時的網球服裝和
鞋襪的顏色仍以白色為主，求其優雅。

圖 3-8 法國女性網球金牌選手蘇珊‧蘭葛倫 Suzanne Lenglen31
此後，女性網球服裝的變革越來越多：1936 年海倫‧雅各布斯首次穿著
短褲進行比賽並輕鬆獲勝；1939 年，溫網冠軍鮑比‧里格斯以白 T 恤替代白
襯衫；但這時期女選手們對服裝的大膽創新和革新並沒有獲得廣泛認可，當
時蘇珊‧蘭葛倫的「短袖＋百褶裙」被譏笑為「田徑運動員的裝扮」，海倫‧
雅各布斯的短褲被斥責「有傷風化」。32由此可見，1940 年前的女性雖已進
入現代奧運的大門，但在運動服裝改革的旅途上仍明顯受社會輿論影響。

肆、二次大戰以後的女性運動服裝
一、女性運動服裝的政治掌控意旨
在世人不斷努力下，各屆奧運不斷增加女子運動項目，女性運動員也不
再需要著馬甲、長裙參賽；但在 1928 年女子 800 公尺被迫取消後，等了 32
年才恢復，奧委會此舉對女子中長跑造成了長久的傷害。在現代奧運的前 80
年，女子項目的增加始終非常緩慢，從 1948 年的第 14 屆奧運會到 1968 年的
第 19 屆奧運會，整整 20 年，女子比賽的大項只增加了 2 項、小項也不過增
30
31
32

巫宏榮，《網球的第一本書》（台北：益群書店，2004），35-88。
巫宏榮，《網球的第一本書》，35-88。
胡慧，〈一部網球的另類史〉，
《新世紀周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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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0 項。33且直到 1966 年女性選手想參加馬拉松時，當代人們仍認定女性體
能無法負荷；1967 年凱薩琳．史威哲成為波士頓馬拉松賽第一位有正式比賽
號碼的女性，但仍在開跑不久就有人勸她退出競賽。事實上，現在我們知道
在一些需要特殊耐力的比賽，女性的表現已不遜於男性。在馬拉松賽、24 小
34
時賽跑及長距離游泳項目中，都曾由女性運動員奪冠。 但各時代人們對女性

的偏見仍是不少，甚至一些陰陽人或男性選手為了奪牌不惜假扮女性參賽，
因此 1968 年第 19 屆墨西哥奧運會為維護女性運動員的參賽權，展開了奧運
會歷史上的首次正式性別與興奮劑檢查。例如波蘭田徑名將愛克羅布克斯
卡，在 1964 年表現出色，但卻在 1967 年經染色體檢查出性別歸屬問題而被
禁賽。1968 年的女子 80 米跨欄世界紀錄保持人也未參賽，傳聞也是害怕未
能通過性別檢查而自動消失。35
1968 年也是女性在運動場上的一個重大的里程碑，在墨西哥奧運會開幕
典禮上，最後手持聖火進入奧運會主場地的是一位女性運動員 Enriqueta
Basilio（如圖 3-9），由她點燃此次的大會聖火。36這也是奧運會歷史上，幾
千年來第一位點燃大會聖火的女性，象徵女性運動員在奧運會歷史中的各種
努力都得到了肯定，更象徵與男性享有相同的權利時代終於來臨。

圖 3-9
33
34

35

36
37

37

第一位點燃奧會聖火的女性運動員

Guttmann, A., 著，《婦女體育史》（徐元民譯）（台北市：師大書苑，2002），29-84。
Aburdene, P. & Naisbitt, J.著，《女性大趨勢》
（陳廣譯）。
（台北：台視文化，1993），
35-56。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3 月 14 日檢索。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309-328。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7 月 2 日檢索。

147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五輯

二、女性運動服裝的經濟指標意涵
二次大戰後，隨著科技與經濟的進步，第二波女性主義興起，女性爭取
更多自由及權力，這次的婦女解放運動強調婦女在法律、政治、經濟、文化、
38
教育等方面受到壓抑及不平等對待的處境。 更重要的是聯合國在 1948 年通

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序言中即強調
男女平等權利的信念，及一連串保障女性的宣言和公約，從中可看出女性權
利逐漸受到正視的過程及「男女平權」觀念的演變。39
此時，女權運動已成為全球性的風潮，女性同樣也積極爭取運動領域的
權利和機會，不過，當代男性仍普遍有認為女性運動員結婚後，就應放棄她
的運動生涯的偏見。但媽媽級「荷蘭女飛人」-弗蘭希娜‧布蘭克絲‧柯恩打
破了這項岐視，當時因二次大戰，奧運會中斷兩屆，之後沒人認為一個 30
歲的媽媽選手能再有所作為，當代田徑選手通常穿著白色短袖或無袖上衣及
短褲（如圖 3-10），賽前很多人反對她復出，他們不同意一個已婚的女人，
把時間投入在田徑場，還把大腿露出來，穿著短褲四處走動。但事實證明她
不但在 100 公尺短跑奪下個人第一面奧運金牌。接著也在 80 公尺跨欄、200
公尺及 400 公尺接力拿下金牌，成為第一個單屆獲得 4 面金牌的女選手。40
隨著女性權利逐漸受到正視，參與奧運的女性選手也由二次大戰前 1936
年的 331 人，於 1952 年大舉突破 500 大關，並在世人不斷努力下於 1972 年
的慕尼黑奧運正式突破 1000 人。41且運動場上也不再排斥媽媽選手，美國女
子跳水運動員 Patricia McCormick 在 1956 年奧運前五個月，才成為媽媽級選
手，她包辦 1952 年和 1956 年兩屆奧運會跳板跳水和跳台跳水金牌。此外，
美國另一位跳台跳水銀牌的 Juno Irwin，在參加墨爾本奧運時也已是 3 個孩子
42
的母親。 此後，隨著男女性別平等的推動，女性得到真正的運動自主權，也

不再發生質疑女性選手婚後不該參與運動的消息了。
38
39

40
41
42

呂秀蓮，《新女性主義》
，（台北：前衛，1990），12-69。
林麗容，《從「兩性平權」論女性參與休閒運動之發展》，（第五屆東北亞體育運動
史學術研討會，2003），55-89。
黃承富，《奧運 100 年》，83-88。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193-351。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7 月 2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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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年，美國選手格西‧莫蘭在溫網秀出一件超短裙搭配平角襯褲的新
潮球衣。這款球衣風靡了整個五六十年代，因為穿上它女選手們再也不用擔
心「走光」問題。431970 年網球著名女子運動員埃弗雷特（Chris Evert）參加
了改革運動服裝的行列，埃弗雷特穿著無袖連身超短裙裝參與網球賽（如圖
3-11），讓女子運動選手更方便運動，也讓女性運動服裝不再成為限制運動
場上男女平權的工具，自此女子運動服裝開始真正朝其功能性發展。44

45

圖 3-10 「荷蘭女飛人」Francina Blankers Koen

圖 3-11 女子網球選手-埃弗雷特

46

女子泳裝最巨大的革新是比基尼泳裝的出現。1940 年代美國在太平洋上
的比基尼島進行多次原子彈試爆。1946 年法國巴黎的泳裝設計師 Louis Reard
推出一套新式泳裝，這種泳裝由兩個部分組成且只在旁邊和背後繫帶（如圖
47
3-12）。在當時這是一項爆炸性的創新，此類型的泳裝因此而得名。 到了 50

年代後期，這種泳裝已演化成僅遮三點的比基尼式。因應游泳競賽提出的降
低阻力的功能性要求，當時競賽泳裝也盡量減少布料以為因應，女子泳裝遮
掩身體的面積便也逐步縮小。48
43

44
45
46
47

48

胡慧，
〈一部網球的另類史〉
，
《新世紀周刊》（海南：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
4。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33.1：41-45。
鄭良一，
《奧林匹克運動會 100 年紀念》（台北：胡氏圖書出版社，2004），59。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33.1：41-45。
維基百科，
（比基尼泳衣）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9F%BA%
E5%B0%BC%E6%B3%B3%E8%A1%A3,2007，4 月 11 日檢索。
劉英東，〈運動服裝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
，24.2：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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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年東京奧運會，排球成了奧運第一項女子團隊運動，當時女子排球
服裝多為合身上衣、加上 3 角緊身夾腳褲（如圖 3-13）日本為亞洲地區較早
西化之國家，故較容易接受此類較曝露的服裝，但日本女排就身材而言，根
本無法與西方選手相比，但卻在魔鬼教頭大松博文嚴格訓練之下，以魚躍翻
滾撲救球這種以防守彌補攻擊能力較欠缺的身材劣勢，在東京奧運會奪下金
牌。49日本「東洋魔女」獲得金牌不僅提高婦女在日本的地位，且給予正在經
濟起飛的日本一股強大的推力，奠定了日本的工商業界紛紛以組訓運動團隊
來回饋社會的典範。50

圖 3-12 第一個穿比基尼的姑娘﹕

圖 3-13 1964 年日本「東洋魔女」

米歇琳娜·貝爾納迪尼51

與蘇聯的金牌戰52

1968 年墨西哥奧運會女子 80 米跨欄賽中，紀政成為從 1928 年增設女子
田徑以來，亞洲女性運動員第一位獲得獎牌的選手。冠軍 Maureen Caird 以
10 秒 3 打破奧運紀錄。銀牌 Kilborn 和銅牌紀政幾乎同時通過終點，成績都
是 10 秒 4，也都打破奧運紀錄。雖然只得到銅牌，但是紀政在 1970 年 6~7
月間，打破 6 次世界紀錄，包括 100 米、100 碼、200 米、220 碼和 100 米跨
欄。當年獲選為「世界最佳運動員」，1970 年也被國際體育新聞界稱為「紀

49

50
51

52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7 月 2 日檢索。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288-308。
維基百科，
（比基尼泳衣）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9F%BA%
E5%B0%BC%E6%B3%B3%E8%A1%A3,2007，4 月 11 日檢索。
鄭良一，
《奧林匹克運動會 100 年紀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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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年」。53自此亞洲女性也在世界運動舞台上得到更高的地位。
為了因應社會的潮流、科技的發展、移動的便利及美觀，運動服裝不斷
改變質料及樣式，且女性運動員的服裝比起男性運動員有更巨大的改變。54自
現代奧運於 1896 年舉辦以來，男子運動員由長、短袖上衣和短褲到後來的緊
身跨欄背心和短褲，並沒有很大的差異；但女性運動服裝則呈現「跳躍」式
的變化。女性運動服裝的發展過程，可以從女性運動服在身體上覆蓋率的變
化一目了然，19 世紀末為 94%，20 世紀初為 82%，20 年代為 57%。60 年代
後女性運動服變得更加簡縮，覆蓋率從 60 年代的 39%、70 年代的 31%，到
55
80 年代比基尼盛行，覆蓋率僅為 9%。 女性運動服裝隨時代的改變過程，也

代表女性身體自主的實際歷程。

五、結語
自 1896 年初辦現代奧運不許女性參賽，到後來陸續增加女子運動項目，
與參加奧運的女性運動選手人數逐年上升的現象中可知，運動不再是男性的
純粹領域，女性參與運動之路已經開啟了另一新氣象。從第二屆奧運女性運
動員的 0.2%，到 1936 年的 8.1%，二次大戰後 1948 年的倫敦奧運中增加至
9.4%，到 1976 年蒙特婁奧運會時，女性運動員已佔參賽者的 20.6%。56表示
隨著科技及經濟的進步，女性社會地位不斷地提升，女性已擁有更多自由及
權利，真正參與競技最高殿堂－奧林匹克運動會的女性不斷增加，而奧運女
性運動競賽的增加及女性運動服裝改變的更適於各種運動，也代表女性逐漸
掌控身體自主的實際歷程。
在女性運動服裝的政治掌控意旨方面，女性運動員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只能參與運動服裝與日常服裝無異，可受社會價值規範的運動項目，且
53

54
55

56

中華民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奧運風雲－探索奧運）http://www.tpenoc.net/changes/
changes_03.asp,2007，7 月 2 日檢索。
張玲、吳澤文，〈運動服裝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福建體育科技》
，21.6：1-3。
胡依琴，
〈運動服裝的演變及發展趨勢〉
，
《湖南工程學院學報》
，
（湖南：2003）
：13.1，
92-94。
張玲、吳澤文，
〈運動服裝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福建體育科技》，21.6：1-3。
黃亞玲，〈運動服裝的發展歷史〉，
《中國學校體育》
，3，75-76。
Guttmann, A., 著，《婦女體育史》（徐元民譯），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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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競賽項目開放得非常緩慢的處境，進步到二次大戰後女性運動員多穿著
無袖、短褲的運動服，且於 1968 年藉由女性運動員點燃奧運聖火，來象徵女
性與男性享有相同權力的時代來臨。在經濟指標意涵上，女性運動員則由近
乎没有運動自主權，連女性運動服裝（泳裝）都被法律明文限制，及須背負
社會輿論壓力參與奧運游泳競賽的處境下；在二次大戰後，與世界上女性爭
取婚後工作權同步的，爭取到了女性運動員婚後的運動權，並且發展出不易
曝光、真正便於運動的運動服裝。在女性運動服裝的社會文化價值方面，女
性突破「女性運動易致死」的偏見，於 1900 年踏上奧運的舞台，並將初期不
便於運動的服裝，改為較便於移動的服裝；且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應游泳
競賽降低阻力的需求，而發展出女子泳裝最大的革新－比基尼，此外，也由
於女性在運動場上的優異表現，進而使亞洲婦女地位更加提升。
運動時如能著裝得當，可以使女性在運動時更加輕鬆自如、更加舒適、
更加充滿活力。而且得當的運動著裝還可以更好地展示出女性的體形美、活
力美和氣質美。57本文以現代奧運的女子各個運動競賽為對象，分 2 個時期描
述女性運動服裝的發展歷程。希望在運動成為大眾生活一部分的同時，也能
讓大家回想女性運動服裝一路走來的改革路程，而做為未來運動服裝發展的
基礎，期許未來各項女性運動服裝的變革都能以追求「更高、更快、更遠」
為標的，做出更切合運動需求的改變。

57

賈冬冬，〈女子羽毛球運動員著裝的發展趨勢試析〉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14.7：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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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奧運女性運動服裝之演變（1896-1970）

Development of Female Athletes's Sportswear in Modern
Olympic Games (1896~1970)
Shin-Dun Chiang
Kuang-Piao Hsu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Female athletes had finally earned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ng sport events after
a long time of struggles and efforts. Until the 1912 modern Olympics, women
were just allowed to compete in the games. Therefore,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athletes's sportswear revealed the meaning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value. Through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document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igured out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progress during modern Olympic Games 1896~1970. Through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document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igured out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progress during modern Olympic Games 1896~1970.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the importances of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ulture. The respect that the politics in
women's sportswear controls, IOC allows every kind of movement to become the
contest of the Olympic Games, the change of the sportswear and the rule are
revised, it means that women are controlled on the stadium. 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female athletes's sportswear, the sportswear represents the symbol of
independency of female athletes. With scientific, economic progress and the rise
of feminism, female athletes could strive for more freedom and authority. Under
the improvement of female athletes's social status, the social culture of female
athletes's sportswear display the process that female athletes posses their body
own affair.
Keywords: modern Olympic Games, Female, Sports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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