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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府反共堡壘觀的臺灣體育（1945～1971）

國府反共堡壘觀的臺灣體育（1945∼1971）
蘇瑞陽

國立臺灣大學
摘要

本文以研究 1945 年至 1971 年間，在中華民國政府治理下，
積極建設臺灣為反共堡壘，以維繫國府政權最後命脈。蔣介石在
反共堡壘治理觀下，以「反共復國」為基本國策，為一黨專政、
國防第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對內側重全面的安撫與控管以
「穩定重於一切」，促使安定社會和改善民生，以對應中共統治
中國的倒行逆施與人民苦難，對外側重捍衛國際組織會籍與深化
反共友邦的情誼和爭取華僑認同。體育是反共堡壘觀治國的重要
一環，它既有鍛鍊集體反共愛國意識、發揚民族精神和認同國家
領袖，及造就文武合一和強兵衛國青年，以強化全民國防的效用，
亦具有培育刻苦耐勞精神、強化身體操作能力與耐力，提供市場
優質勞動人力，以促進經濟發展功能，因而國府將推展體育作為
治理臺灣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研究發現臺灣體育的目標、策略
及實施，均深切受到反共堡壘觀的影響，整個推展體育系統成為
社會內部控制的一環，無論是教育行政體系、社會體育組織、救
國團、童軍總會均在黨政軍掌控之下，特別是擁有最多預算與資
源的軍方系統，但掌握決策核心的蔣氏父子具有尊重專業治理的
理念，各組織的執行者具專業理念與素養，隨著經濟發展有成及
民智增長，臺灣體育逐漸走出為戰爭準備及體育鍛鍊的陰霾，朝
向健康化與競技化雙主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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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歷經荷西時期的教會式教育，明鄭、滿清治理時期的漢化教育，
日本治理時期的西方化、皇民化教育，到中華民國的中國化教育、民主
化、多元化教育，臺灣人民的文化價值觀變遷之快速與頻繁，世界各族
群可謂無出其右者。各時期國家的基本國策與教育政策，主導社會、文
化價值觀的發展，而落實並展現於社會與學校各階層。體育具有高度政
治性、社會性與教育性的價值，因此各時期國家治理的不同價值觀，必
然呈現在體育政策目標與施政方針之中，而展現於當時期體育活動上。
換言之，從各時期政府在體育政策與實踐的作為，亦可對照出國家治理
的價值觀變遷軌跡。
從文獻探討發現促成近現代臺灣體育政策思想變遷，最主要的原因
是政權遞嬗下國家治理觀的變異，其次是統治階層為因應國家政經局勢
1

的改變而調整治理觀， 因此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與歷史研究法，從國家
治理的價值觀角度切入，來論述臺灣體育之變遷與發展。縱觀臺灣體育
的發展，可區分為日治殖民典範觀（1895～1945）、反共堡壘觀（1945
～1971）
、政治革新觀（1971～1996）及民主多元觀（1996～迄今）四階
2

段。 本文探究臺灣在反共堡壘觀下，體育政策目標與策略、學校體育的
發展、社會體育的推展、地方行政組織的運動賽會、救國團和童軍團的
體育活動、國際體育鬥爭與交流等六面向。

1

2

在國民國家前提下，治理臺灣的政權視人民身體隸屬於國家，日府與國府分為皇
民化與反共化需要，各有不同的體育政策思想。而國府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之
前後，國際情勢逆轉下必須有革新的作為以鞏固社會民心，1996 年面對總統直
選民主化浪潮，體育政策思維必然有所調整。請參閱許義雄，〈臺灣百年身體運
動文化之建構〉，
《運動文化與運動教育》
，（臺北：師大師苑，2003），1-20。
作者就國家治理角度區分四階段論述臺灣體育發展，第一、二階段以臺灣的國家
屬性及治理目的區分，第二、三、四階段間分別以退出聯合國及總統人民直選作
為分野，前者因國府在臺政權合法性遭受衝擊，亟需積極政治革新以強化正當性
基礎（如改善民生經濟、親近人民及擴大人民政治參與）；後者是重新創建政權
合法性基礎，政府權力來源直接訴諸民意，國家治理必須展現「民之所欲，常在
我心」
、「民之所愛，亦吾所愛」，而必然呈現民主多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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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反共堡壘觀（1945～1971）
本時期臺灣可分國民政府遷臺前（1945～1949）及遷臺後（1949～
1971）至共府取代國府在聯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為止。國府遷臺前臺灣省
行政長官陳儀集司法、立法、軍權於一身，建立軍政威權，以拯救者的
封閉心態治臺，治理目的在鎮服臺灣作為國府對抗共黨的後援堡壘，因
而未脫殖民政府剝削本質，汲汲營營接收臺灣資產，支援國軍對抗共軍，
並對臺灣人民欠缺信任感，實施嚴厲的軍事戒嚴與鋤奸統治， 導致 1947
3

年二二八事件及其後清鄉白色恐怖統治，使臺灣舊住民與新住民間劃下
巨大的鴻溝，體育推展目的除在規訓、安撫民眾，更兼負教化效忠領袖、
服從中央、反共愛國意識。
1949 年 12 月國府挫敗播遷臺灣，幸因韓戰而得美國介入站穩腳步。
痛定思痛，瞭解失敗乃因反共意識不堅、組織運作分裂、政治宣傳無方、
官方巧取豪奪所致，而中國人民文盲比例太高與貧中下農數量太多，正
4

是共軍得以壯大的主因。 因之普及國民教育、灌輸反共思想、嚴密組織
控管、實施政治作戰、積極改善經濟及力求社會安定，國家治理的目的
在於厚實軍事和發展經濟以鞏固國府政權，戮力建設臺灣成為堅固的反
共堡壘，遏止共黨跨海赤化臺灣。
在反共堡壘治理觀下，對內側重全面的安撫與控管以「穩定重於一
切」
，促使社會安定與積極民生改善，以對應中共統治中國的倒行逆施與
人民苦難，對外側重捍衛國際組織會籍與深化反共友邦的情誼。體育是
反共堡壘觀治國的重要一環，它既有鍛鍊集體反共愛國意識、發揚民族
精神和認同國家領袖，及造就文武合一和強兵衛國青年，以強化全民國
防的效用，亦具有培育刻苦耐勞精神、強化身體操作能力與耐力，提供
市場優質勞動人力，以促進經濟發展功能。因而國府將推展體育視為國
家治理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3
4

許介鱗，
《戰後臺灣史記 第一冊》（臺北：文英堂，2001），75-80。
金鐘，
《從毛到鄧－主義的失落》
，
（臺北：久大文化，1988），128-136；許介
鱗，《戰後臺灣史記 第二冊》（臺北：文英堂，200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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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體育政策目標與策略
一、國府遷臺前
1945 年 10 月戰後臺灣省行政長官陳儀，非但未改善日治對臺灣人
差別待遇做法反變本加厲，實施軍政統治，進行防匪諜、除漢奸的教育
與措施，一再造成臺灣新舊移民間嚴重割裂。臺灣省教育的重心在於洗
滌殖民思想，肅清「皇民化」、「武士道」思想毒素，並培育人民反共意
5

志， 以為國府建構反共仇日的後援堡壘。在官、軍一體式軍政集權統治
6

下所主導的體育政策有如下特色：

（一） 軍事戒嚴使民間社會畏懼集會結社，非黨政軍要人不敢籌設體育
組織，體育活動惟賴官、軍方辦理。
（二） 1946 年 10 月公布山地及沿海的管制規定，限制山域與海域類運
動。
（三） 臺灣省體育會成立及運動大會委由臺灣警備總司令部籌辦，運動
賽會維安成為警總任務。

7

（四） 辦理體育活動目的在建立效忠領袖意識，注重規訓全民致力反共
復國大業。第 1 屆臺灣省運動會暨全省戰後周年紀念日，蔣介石
夫婦親臨臺灣大學會場致詞，而「中正盃」成為全臺各項運動最
高等級的比賽。
（五） 戰後初期國小入學率約維持接近 80%的水準， 但嚴重通膨、 傳
8

9

10

染性疾病肆虐， 政府與民間無力顧及體育推展。
5

中華日報編，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臺灣手冊》（臺北：中華日報社，1956），69。
本時期臺灣體育請見：蘇瑞陽、王同茂，〈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1945-1949）〉
《臺灣大學體育學報》，7，
（臺北，2003）
：1-22。
7
大專體總 73 學年度公報中，載有 1984 年 8 月教育部函轉各大學院校：「爾後舉
辦運動比賽，倘需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協助辦理防護事宜，應於活動舉辦前十日向
該部提出申請」。
8
臺灣省新聞處編，《臺灣光復二十年》（南投：臺灣省政府，1965），56-57。
9
戰後臺灣捲入國共戰爭的漩渦，資源大量輸往大陸以抗共，加上接收官員貪腐與
未能體恤民情，接收臺灣變成為劫收臺灣。見許介麟，
《戰後臺灣史記 第二冊》
，
59。
10
1946 年臺省單是霍亂的死亡人數超過 2500 人。罹肺病比率更是驚人，臺北縣於
1947 年 9 月檢查三所國民小學，離肺病學生竟高達 60%。中國時報，《臺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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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府遷臺後
1953 年韓戰結束，臺灣被美國列為反共陣營的基地，1954 年簽署「華
美共同防禦條約」後，中共軍事的威脅實已無慮，在國際的地位因有美
國作後盾，保有外交戰線上「中國正統名位」的優勢。而三民主義強調
全民政治，與國民黨在臺灣的專政是有所扞格，唯有藉由「反共復國」
的堅持，確立中華民國在臺灣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國府施政的
重點，對外側重捍衛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地位，及深化反共友邦的交誼
和海外華僑的認同；對內在於建立全民國防、致力經濟發展和積極實施
思想教育與組織控管，是以體育政策必須依據國家治理目的而擬定目標
與策略。
（一）體育組織「一腦多頭」
反共堡壘觀的國政治理，以蔣介石和蔣經國為領導核心，總攬黨政
軍大權，其下則採取如「肉粽串」多頭組織的分權制，以「防微杜漸」
避免「功高震主」
，但又必須能發揮績效突出政績，取得人民信賴與支持，
因而借重專業人士規劃執行。
國府對體育推展亦是如此，推展體育的組織有：行政體系的教育部
國民體育委員會或社教司及地方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軍方體系主導
的中華奧會、體協及國軍體育總會；黨政軍高階領導主持的全國各單項
協會；蔣經國系統的反共救國團；蔣介石系統的童子軍總會。真正的「決
策首腦」是蔣氏父子，各個全國性或國際性體育組織的領導人（理事長
或主席）
，均由蔣氏父子欽點後再透過組織運作任命，而各組織執行者（總
11

幹事）概聘請專業的學者專家擔任， 上述組織基本上不相隸屬，而完全
依照高層決策治理所屬業務或執行交辦任務，及協同合作推動各項體育
訓練或活動，以落實體育所能達致的國家政策目標。而地方性的行政或
社會組織、救國團和童軍團的領導及學校校長必屬國民黨籍，以貫徹「以

11

戰後 50 年》
（臺北：中國時報，1995），22-30；同年臺省平均每十萬人中因結
核病死亡人數為 285.2 人，而 600 多萬人中罹患瘧疾者約 120 萬人。朱傳譽，
《臺
灣畫史》（臺北：臺灣畫史編纂委員會，1963），132。
遲景德、林秋敏，《徐亨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8），2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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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領政」
、「組織決定一切」，以全面建構堅固的反共堡壘。12
（二）學校體育政策目標與策略
在反共堡壘觀下雖以「反共復國」為基本國策，但學校體育實則以
忠黨愛國、強兵衛國和生產勞動的全民國防為重點。教育部 1950 年 6 月
頒布「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及後續的補充「綱要」
，乃揭櫫全民國防
觀的教育政策的六大重點：1.加強三民主義教育；2.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3.加強生產訓練及勞動服務；4.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5.推行教育改革，
13

改進各級學校教育；6.普及國民教育，擴充各級學校教育機會。

因此學校體育政策目標是以普及身體鍛鍊、提升身體操作能力、強
化民族國家認同為重點，培育為經濟發展所用優質勞動力、為國家民族
榮譽奮鬥的愛國青年。其實施策略完全是以中央規劃設計的角度，頒定
標準、方案、綱要、辦法要求依規定實施，中央再組團訪視評鑑查考學
校執行落實程度，並再根據執行結果及發現問題予以獎勵和修訂，可說
是完全由上層制定、督導，下層依規遵行的模式。
（三）社會體育的政策目標與策略
在反共堡壘治理觀是以內部安定、社會和諧為國家要務，國府為建
軍備戰及全民國防所需，每年國防預算占總預算 80％左右，因而軍方除
具保國衛民責任外，更因擁有最豐富資源，而被賦予推展「民運」工作
以安定社會的職責。蔣氏父子推動社會體育的政策目標與策略，在於運
用軍方監控、聯合或協助行政體系、地方政府及民間社會推動體育訓練
與活動，提升全民國防戰力和運動競技實力，並塑造「軍愛民、民敬軍、
軍民一家」的形象，以彌補及轉變在國府遷臺之前，由於二二八事件及
清鄉統治所嚴重割裂的軍民、新舊住民間關係和刻板板印象。因此主要
社會體育組織領導人大抵由軍方將領或黨政要員兼任，一則使監控與主
導社會體育組織的運作，一則借重軍方經費、場地與人力資源，肩負提
升運動競技實力和激勵民心士氣、促進社會族群融合與和諧安定的責
任。

14

12
13
14

許介鱗，
《戰後臺灣史記 第二冊》，13-32、69-74。
教育部編，《教育法令》（臺北：正中書局，1967），1-2。
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料》，4（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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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共救國團和童子軍團的體育政策目標和策略
國府是以反共堡壘觀建設臺灣作為復興基地，在標榜「反共抗俄、
復國建國」為基本國策下，積極強調反共愛國意識、民族精神及文武合
一的教育，嚴密保防組織與普及軍訓教育，並將之與體育及生產勞動相
結合，貫徹體能鍛鍊、增產報國，以強化全民國防及支持黨國信念，確
保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永續發展。
1945 年臺灣宣布戒嚴後，民間社會無法自由的集會結社，1946 年
10 月公布山地及沿海的管制規定，一般民眾必須持有軍、警、政核准之
證件方得入山、出海，更限制了國人參與登山與海域休閒運動的機會，
諸多的禁忌與限制，導致臺灣的體育活動只能依賴與軍、警、政、教育
界等官方有關的組織辦理，造成民間社會力量的難以投入，並限制有關
登山潛水等運動性社團的成立與發展。而學校體育專業師資的不足及升
學導向，體育教學已難正常化，遑論發展學校運動性社團。
領導核心有鑑於此，有必要增闢管道推動各式運動休閒、技能研習、
體能鍛鍊、登山野營、健行越野、戰鬥營活動以紓解各級學生、社會青
年壓力，提升身體體能及運動和國防技能，並藉以實施反共愛國思想教
育。因此積極發展能串連、運作教育、社會、軍方和地方政府的體育組
織系統，建構組織嚴密、相互支援的全民國防的反共衛國體系，因而積
極辦理學校主管參與童軍木章訓練、行政幹部或教師參與團務訓練，推
展各級學校的童軍組織；同時籌組涵蓋中央至地方的中國青年反共救國
團，透過主導學校軍訓教育而建立在中等以上學校的據點－教官室，
及調訓學校體育教師、甄選大專學生幹部，和培訓、組訓大專運動團隊。
童子軍團推崇蔣介石為英明領袖（童子軍總會會長）
，反共救國團則塑造
蔣經國為青年的導師形象（救國團主任）。

15

（五）國際體育
中華民國（下簡稱國府）國際外交因有美國作後盾，獲得以美國為
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反共集團國家承認是「中國正統」
，在聯合國及其所

15

1999）：11-32。
許介鱗，
《戰後臺灣史記 第二冊》，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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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項組織中，擁有合法代表「中國」唯一席位。然此現象畢竟有違國
際奧會普遍參與精神及反政治干預原則，認為兩個中國的人民都應有權
參與奧會賽會，但國共兩府堅持「一個中國」成為國際奧會最令人頭疼
的議題，1960 年終而有將 ROC 改名為 FORMASA 決議，而國府代表團
在第 17 屆羅馬奧運開幕持抗議牌繞場，並由蔣經國親自主持籌組「正名
16

小組」
，推動國際奧會會籍名稱的「正名運動」。

在亞運會戰線上，臺灣與中國誰能獲得邀請參賽亞運，與主辦國承
認那一方代表中國有絕對關係。1951 年首屆亞運會在新德里舉行，印度
承認共府代表中國，邀請共府並拒絕國府派隊參賽，是時共產建政初期
17
且韓戰正烈，故而未派隊與賽，僅組八人考察團前往。 1962 年第 4 屆

亞運會主辦國印尼承認共府，不僅拒絕國府參賽，更以「非法入境」遣
返臺灣代表郝更生，在國際奧委會及國際田聯、舉聯、泳聯等譴責印尼
18
下，是屆亞運的賽事與成績不被亞運執委會與國際奧委會承認。 爭取非

反共的亞洲國家對國府的承認不易，因而國府外交目的，是維繫與增進
反共友邦、地區及華僑界的情誼。
運動賽會無論是正式比賽或邀請賽，都是和與會國家的團隊最好的
交流機會，特別是邀請對方或應允對方的邀請賽，加上賽後聯誼聚會活
動尤能增進雙方情誼。在反共堡壘觀下，深化與其它反共友邦和華僑界
的情誼，串連各個反共堡壘構築成堅強的反共鎖鏈，是國府重要的外交
政策，體育正是最好的外交工具之一，因而每年皆派遣運動團隊出國訪
問比賽，及與僑胞舉辦聯誼活動或表演，或邀請友邦、華僑界運動團隊
來臺參訪、比賽，是國府國際體育的重要策略之一。

16

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
（臺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132-133、200-203、209-210。
17
中華奧會，
〈兩岸奧會會籍爭奪〉
，http://www.tpenoc.net/results/results_01.asp, 2008
年 3 月 2 日檢索。
18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臺北：三民，1981），5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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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體育的發展
政府遷臺初期因義務教育僅及國小，1968 年後雖擴展至國中，但仍
難壓抑升學競爭與惡性補習之風，致學校體育教學與活動不能正常實
19
施，成為學校體育推展的最大阻力。 而基層中小學體育教師專業素養不

足或職能欠缺，政府雖加強師資培育及進修研習，但仍難因應就學人數
的增加，體育教學環境與設施雖隨國家經濟發展亦不斷地增設與改善，
然學校體育的推展仍抵抗不住教師、學生家長以升學為導向的壓力。
一、教育部的施政作為
教育部體育業務在 1949 年由社會教育司辦理，1954 年 12 月教育部
恢復設置「國民體育委員會」
，作為中央規劃設計與推動學校體育政策的
20
行政組織，但為期不長， 業務回歸社教司。1961 年 5 月教育部國民體

育委員會復會，常委郝更生、學校體育組主任吳文忠、社會體育組主任
林鴻坦、研究實驗組主任王復旦，學校體育的發展有專家主持的組織規
劃、設計與推動，至 1973 年 10 月體育司成立。
（一）依據動戡國策訂定體育課程標準
教育部依據〈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
，中小學教育的施政採取統一
制式的規範標準，確立反共國防教育為核心，如 1950 年修訂公布〈初級
中學、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
，即以培養國民民族精神、國防體格，而
21
達自衛衛國的政治目標。 對大專院校則採取尊重專業及學生運動興趣的

作法，1957 年邀請各專科以上學校負責人、體育學者專家和行政人員，
商討修訂〈專科以上學校實施方案〉，於大專體育課程實施興趣選項。
1966 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肆意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國府即以
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作為與中共鬥爭的主題，1968 年公布之課程標準所
規定的教材綱要，增加我國固有文化教材，必授教材包括國術、體操、
遊戲、田徑、球類、舞蹈等六種，並在 1971 年修訂高中課程標準時，
「體
19

吳文忠，
《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403。
蔡長啟，
〈我國體育政策回顧與展望〉
，
《國民體育季刊》
，23.1（教育部體育司，
1994）：6-9。
21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4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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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增加「國術」一類，22國術、民族舞蹈（土風舞）與民俗運動（跳
繩、扯鈴、踢毽）納為學校重點推展的項目。
（二）實施體育訪視制度
體育課程標準既是由中央所制定，學校的體育設施、教學與活動是
否依據標準實施，教育部必須有所了解以作為改進參考，因而 1950 年特
聘 12 名體育教授及督學訪視臺北市 24 所學校，查考學校體育教學、活
動與器材設施；1957 年 1 月中等學校體育實施方案公布後，再聘視導委
員分赴臺中以北八縣市，訪視中等學校 32 所、職業學校 13 所、師範學
校 4 所，計 49 所學校；4 月起並訪視 69 所專科以上學校。

23

（三）發布與全民國防有關綱要
1952 年 3 月教育部接續公布〈中小學學生實施生產技能訓練辦法大
綱〉；1952 年 4 月〈戡亂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
練綱要〉
；1956 年 1 月教育部公布〈加強各級學校學生體態訓練實施綱
要〉
。1968 年 3 月將發展體育項目納入教育部修訂頒布〈訓育綱要〉中，
軍訓、體育、生產勞動都是學校訓育身體規訓及儲備全民國防的重要組
成部分。
（四）修訂實施方案並要求落實
為了落實學校體育基本設施的興設，及確保學校體育政策的落實，
1964 年 8、9 月修訂頒布〈中等學校體育實施方案〉、〈國民學校體育實
施方案〉
、
〈專科以上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同時重視執行成果與缺失，1965
年 5 月即召開「大中小學體育設施檢討會」
，以瞭解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
案之執行情況。其後再配合九年義務教育的實施，1970 年 6 月修訂公布
〈國民中學體育實施方案〉
、
〈國民小學體育實施方案〉
，同年 8 月教育部
召開第 5 次全國教育會議，主導通過〈全民體育方案〉
，作為推展全民運
動的依據，以促進國民體質的提升，突顯全民健康是政府推動體育的主
要目的，由此可看出體育指導委員會成員的專業素養及積極落實體育教
育的用心。

22
23

曾瑞成，
〈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433-436。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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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重研究發展以挖掘及解決問題
教育部體育委員會自 1964 年起至 1973 年連續實施「臺灣地區中小
學生身高體重測量」
，人數自 10 萬人逐漸增至 20 萬人。正因 1966 與 1967
年測量發現學生身體素質下降，而其原因與升學惡補導致缺乏體育活動
有關，受到政府正視，而於 1968 年實施「九年義務教育」，以圖根除小
24
學生升學考試壓力，正常實施推廣體育教學與活動。 同時為宣導體育政

策、提供專業意見交流，及鼓勵體育學術研究，1969 年 6 月促使教育部
《國民體育季刊》在臺復刊。1969 年省教育廳為配合九年國教之實施，
積極改進體育教學，特編印《臺灣省中小學學生體能測驗手冊》
，分令各
縣市學校實施，帶動學校訓練學生體能風氣，體能測量及有關研究均證
實學生各項體能指標顯著進步。

25

（六）制訂運動績優生升學辦法與培育方案
為鼓勵學生參與運動代表隊，提升國家代表隊實力以為國爭光，政
府開始建構較佳運動訓練環境，並提供運動成績優良學生保送的升學管
道，1966 年 5 月公布〈各公私立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良學生保送升學辦
法〉
，1968 年 3 月並呈行政院核定公布〈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
人才實施方案〉。
（七）協助辦理聯合運動會與大專體育聯盟改組
運動會是檢驗學生訓練成果最重要的途徑，尤其中學及大專院校運
動會可看出國家各項運動水準，教育部每年協助辦理「臺灣省中等學校
以上運動會」，1967 年 10 月指示「中華民國專科以上學校體育聯合會」
改組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開始為大專體育活動脫離中學作
準備，並促成 1970 年 12 月第一屆「大專運動會」的舉辦。
（八）中學入學體育考試制度因社會反對聲浪而中止
有鑑於體育教學無法正常化，及借課、惡補風氣盛行，1951 年臺北
市教育局首先試行中學入學體育考試，雖少數家長因缺乏瞭解而加以議
論，但因事先慎重計劃，故試行結果尚稱圓滿，其測驗項目為六十公尺

24
25

中華體協，
《郝更生博士紀念集》
（臺北：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1985），41。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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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立定跳遠、壘球擲遠等。1955 年，教育部為使國校學童智育、德育
與體育並重，消滅惡性補習，促進身心健康，由中等教育司及國民體育
委員會，邀請體育教師研擬〈初中入學考試體育測驗辦法〉草案，當時
測驗項目暫定急行跳遠及壘球擲遠兩項，殘廢及疾病學生經公立醫院證
明者可免參加。原辦法尚有體格健康測量之規定。其後延至 1962 年第四
次全國教育會議時，曾由國民體育委員會提出列為正式議案，後因輿論
26

等種種原因致未實施。

二、學校體育教學目標、體制與環境
戰後初期學校體育雖面臨三大困境：1.日籍教師撤離後，替補師資
的質與量嚴重不足；2.經濟惡化的通膨導致學校運動場地、器材的匱乏；
3.人民集會、社團的嚴法禁制，民間社會對學校體育資源挹注的嚴重萎
縮。

27

1954 年〈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隨著臺灣政治與軍事情勢的
穩定，美援配合經建計劃及土地改革的成功，整體改善中央以至地方政
府財政、都會及農村家庭經濟，且民智漸開與知識水準提升，學校體育
教學目標、體制與環境開始有更大幅度的改善。
（一）學校體育目標朝向促進健康愉悅和培養公共美德
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專業治理下，體育擺脫僵化體育鍛鍊，朝向
促進健康愉悅和培養公共美德發展及運動技能，如 1968 年 7 月公布的小
學中高年級體育目標共有四條：一是培養兒童健全的身心，以促進其均
衡發展；二是培養兒童公正、守法……互助、合作等美德，以奠定團體
生活的基礎；三是指導兒童學習基本運動方法，以促進運動能力與安全
知能；四是啟發兒童愛好運動樂趣，以充實康樂之生活。其實施方法包
括體育課、早操、課間活動、課外運動、運動比賽與體育表演、成績考
查，其他等七類，中、高年級除每週 120 分鐘體育教學之外，透過各項
28

體育活動舉辦，以增加學生運動的時間。

26
27
28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75-277。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
《臺大體育學報》，7：55-88。
吳萬福，
〈小學體育 30 年〉
，《教育部體育司三十年特刊》（臺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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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行政組織
戰後大專院校除臺灣大學與私立高雄醫學院設有體育主任，其它大
專院校、中等學校大都僅設體育組長。國府遷臺致臺灣人口暴增，各級
學校陸續增設及增加招生名額，在 1950、1960 年代城鄉地區國中小每班
均達 50～60 人，國中以上陸續設組，設有組長，部分大學體育組設有主
任。小學除智類（大型）學校設有體育衛生組，並有組長編制外，其它
仁類、勇類的中小型學校的體育衛生組大多非正式編制，組長都是由教
師兼任。
（三）體育專業師資中學以下不足而小學比例更偏低
戰後初期臺灣僅有一所大學、三所獨立學院，學生共 2022 人，學校
體育教學與活動較能正常發展，其原因有三：1.大專學生受日治教育較
久，普遍養成運動之習慣，學生運動風氣尚稱普及；2.大學校院自主性
高，大陸籍來臺的體育專業人士多數受聘大學任教；3.大學直屬中央或
29

省政府，經費遠較中小學充裕，場地設施器材質與量較佳。

臺灣省政府 1946 年即創辦省立師範大學，設有四年制體育專修科，
30
至 1948 年師範學校增設達到 8 所，且增加其招生班數， 臺灣省教育會

也於 1948 年 2 月成立「體育教學委員會」，積極辦理體育科、童子軍科
的教師或課程教材教法的研習活動，對體育師資量與質提升有所增益，
31
但畢竟杯水車薪。 在「軍事、體育、童軍」一家親，除大專院校外，中

小學體育教師不少是軍人或童軍訓練班出身，若因教師專業素養或敬業
精神不足，則常出現「放羊式教學」
，或為因應升學考試而被借課或改上
升學考試科目。而教學內容皆以體操、基本教練為主，球類活動多是以
克難方式為之，一班五、六十人共用一球，常使學生對體育課程與活動
視為畏途，因之「躲避球」成為最易行的活動，
「放羊式」的教學是師生
的最愛，而田徑、大會操、疊羅漢、國防體育成為學校運動賽會的主軸，

29
30
31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
《臺大體育學報》，7：55-88。
臺灣省新聞處編，
《臺灣光復二十年》
，46-51。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1945-1949）〉，
《臺大體育學報》，7：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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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校要落實「課程標準」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66 年和 1967

年實施學生體質調查發現學生身體素質下降現象，因而行政院於 1967 年
決議自 57 學年度開始實施九年義務教育，以提升國民知識水準，並查禁
學生惡性補習。
隨著臺灣經濟發展及體育師資培育校系增設和進修研習管道的建
立，中等以上學校體育師資的質與量俱增，但因九年義務教育的實施及
人口增長而仍不敷所需，且小學因實施包班制，由畢業於師範學校或師
範專科學校的級任教師擔任，體育專業素養普遍不足，不少教師將體育
教學的重點放在球類運動，很少教導其他各類教材。因而本時期畢業的
兒童，尚會說出渠等在小學所修的體育課是「躲避球課」或是「自由遊
戲課」。甚至少數兒童會說「體育課」相當於「軍訓課」，每節必須接受
整隊行進，徒手體操等秩序性訓練與由上而下命令式之軍隊式徒手體
33
操。 據 1997 年統計，體育科系畢業的體育師資，在高中已達 91.5%，

在國中才達 77.5%，而國小甚至未達 20%。34
（四）體育設施器材隨經濟發展逐步改善
1950 至 1960 年之間，不論城鄉的小學均有田徑場、躲避球場、遊
戲場地（不論大小）
，少數學校有體育館或風雨操場，極少數的小學有游
泳池。但是 1961 年國民體育委員會設立後，小學體育場地、設備有逐漸
35
改善的趨勢。 又由於各級學校、市鄉鎮、省市縣級運動賽會到全國性運

動賽會的舉辦已成慣例，加上經濟發展漸入佳境，國人對賽事及運動參
與品質的要求提升，各級政府為了配合各種賽事進行，在 1968 年紅葉傳
奇之後，國府更積極興設學校體育設施與充實器材，以滿足學校體育教
學、學生運動與選手培訓的需求，球類的教學與活動大幅增加，特別是
軍方推廣的籃球運動及民間傳統的棒球，但後者則因所需經費偏高，以
成立棒球校隊、社團方式為之。
32

33
34

35

王同茂、蘇瑞陽，〈三十年來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體育司三十年特刊》（臺
北，2003）。
吳萬福，
〈小學體育 30 年〉
，《教育部體育司三十年特刊》。
廖貴鋒、李坤培、林靜萍、施登堯，《我國學校體育發展與策略》（臺北：行政
院體委會，1999），104。
吳萬福，
〈小學體育 30 年〉
，《教育部體育司三十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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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運動賽會與活動
國家領袖蔣介石受日本士官教育，深知運動對強種強國的重要，並
了解與重視運動會的政治效益。學校體育被視為發揚民族精神、文武合
一教育的手段，而教育普及與生產勞動，與全民身體鍛鍊和素質改善密
切相關，運動賽會除發揚團結合作精神、鼓勵運動健身及鍛鍊求勝意志
外，在早期只有收聽、閱覽黨政軍經營的廣播及報刊雜誌的年代，運動
賽會一則是聚集人潮、聚焦新聞，宣揚政府德政與施政績效的最佳教育
場域，二則以之推展全民運動和提升競技水準，為角逐國際運動錦標與
擴展體育外交的工具，而被各級政府與學校列為每年例行的大事。教育
部則至 1973 年臺（62）社體 24971 號函方規定：「各國民中小學各校每
學年至少應舉辦學校運動會一次，以培養運動風氣，以達到德、智、體、
群四育均衡發展之目的。」同年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全民體育革新方案〉
，
目的即在「提昇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人口」
，其手段是「積極充實場地設
36

備，加強推動各級學校舉辦運動會」。
（一）學校運動賽會的類別與內容

聯合運動會方面，全國有大專院校運動會與中等學校運動會，國小
則實施分區運動會，如南部七縣市小學運動會、師專輔導區運動會；縣
市有中小學聯合運動會、縣市運動會的國中組、國小組。全國各級學校
每年大多數會辦理學校運動會，其中國中小學通常與鄉里、社區結合，
在電視尚未普及的年代，是僅次於地方廟會熱鬧的盛事。學生單項運動
競賽亦分全國、區、縣市級正式賽，或因特殊目的而辦理各級邀請賽。
1.大專院校與中等學校運動會的發展
日治時期自 1940 年以後因戰局擴大，臺灣各運動賽會紛紛停辦，從
戰後 1946 年 10 月臺灣省體育會舉辦第 1 屆省運會參賽的 25 個單位中，
臺灣大學排名第 14，工學院與師範學院分列第 23 與 24 名，除臺灣大學
橄欖球隊得亞軍，女子乒乒球雙打劉玉女與陳金鳳冠軍，其它學校並未
36

學校運動會的舉辦被正式列入法規是在 2000 年修訂的國民體育法第 19 條「政
府應鼓勵機關、團體、學校舉辦運動會」
，其後 2001 年修訂〈各級學校體育實
施辦法〉第 14 條 4 款明定「各校每學年應至少舉辦全校運動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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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項目得到前三名，37可看出大專院校運動水準的低落。由於二二八
事件後社會局勢緊張，校際正式運動賽會遲至 1949 年 7 月才舉辦全省第
1 屆中學排球錦標賽，12 月臺灣北部臺灣大學、省立師範學院、國防醫
38

學院、工專等四校大專院校首度舉辦聯合運動會。

國府遷臺後，基於運動會對激勵愛國意識、振奮民族精神及鼓勵體
育鍛鍊的效益，及為提升學生運動風氣和水準，籌設組織以推動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賽會，而於 1951 年 8 月成立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及高中體
育總會，以辦理大專院校或中等學校的體育競賽、體育表演會與進修研
習活動為宗旨。1952 年 4 月第 1 屆大學聯合運動大會於現今臺北市立師
範學院舉行，至 1955 年共舉辦了 4 屆；1952 年 10 月第 1 屆臺灣區中等
學校運動會在臺北市舉行，計 95 所中等學校參賽。

39

1957 年「中華民國專科以上學校體育聯合會」成立，以參加國際體
育活動為首要目標之一，並加入中等學校運動會，因而第 6 屆改稱「中
等以上學校運動會」，競賽種類只有田徑一項。1959 年還特別舉辦了臺
灣省北區中等以上學校田徑邀請賽。1968 年臺北市改制院轄市，分開舉
辦臺北市第 1 屆、臺灣省第 17 屆中等學校運動會。1969 年第 18 屆臺灣
區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大專與中學首度分開競技。1970 年 12 月第 1
屆「大專運動會」在臺北舉行，正式脫離「臺灣省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
而獨立舉辦。由全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對全校運動會舉辦及參與聯合運動
40

會的熱衷，教育部門的積極推動與學校肯認運動會的價值有以致之。
2.學校運動賽會的主要內容

在強種強國、雪恥復國及民族精神教育和捍衛中華文化，以達成「反
共復國」大業要求下，依據教育部 1952 年 4 月〈戡亂時期高中以上學校
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練綱要〉，及 1956 年 1 月公布〈加強各級學
校學生體態訓練實施綱要〉
，學校運動會的開幕繞場率皆採取閱兵分列式

37
38

39
40

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1 月 2 日，2 版。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1945-1949）〉
，
《臺灣大學體育學報》，
7：55-88。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87-293。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8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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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成為精神錦標評比的主要項目，因此運動會的開幕式各參賽單
位無不以旺盛軍容和整齊劃一的步伐行進，並以正步通過司令臺。國旗
和會旗進場極為隆重莊嚴，運動會歌更以「洗雪東亞病夫、強國必先強
種」為主旨。運動會的表演內容常以集體一致性的大會操、民族舞、國
術、民俗雜技及疊羅漢為主；競賽內容主要以田徑項目為主，搭配幾項
球類競賽，再加上團隊性或體能鍛鍊與軍事體育項目，如大隊接力，或
越野、爬竿插國旗、手溜彈（壘球）擲遠、障礙跑、負重跑、引體向上
（女生屈臂懸垂）等。學校運動會是缺乏娛樂的社會中難得有的熱鬧華
會，競賽項目通常設有學生家長參與或親子遊戲類的比賽，因此往往有
如學校所屬社區的節慶。
（二）學校特色運動發展
日治時期棒球發展已遍及全臺，特別是嘉義地區在日治時期因嘉農
與嘉中數度奪得全臺冠軍，嘉農更曾獲全日本甲子園大賽亞軍，而獲有
41
「球都」的稱號。 戰後棒球運動仍是嘉義縣市的強項，歸鄉的臺東子弟

或至臺東任職的畢業隊員，成為臺東棒運的推手。1946 年柯子彰成立戰
，此一充滿拼搏與團隊精神的
後第一個單項運動協會－「橄欖球協會」
運動，在中等以上學校發展迅速，並成為如臺灣大學、建國中學、淡江
42
中學、長榮中學……等最具傳統特色的體育活動。 籃球運動則在軍方汽

輜團成立七虎隊舉行表演會及各軍種籃球對抗賽帶動下，因其運動便
捷、經費簡省迅速風靡全臺，其中如淡水國中巴青男籃隊、北投國中女
籃隊（綠蓉隊前身）均名盛一時。

43

1.棒球特色學校的產生
1968 年 8 月全國棒球委員會邀請甫獲世界冠軍的日本和歌山隊來
臺，進行「中日少年棒球對抗賽」
，臺北市立棒球場擠滿 2 萬多名觀眾，
臺視現場實況轉播。第 20 屆臺灣省少年棒球賽冠軍的臺東紅葉少棒隊，
41
42

43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日本兵庫縣：西脇良朋，1996），548。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1945-1949）〉
，
《臺灣大學體育學報》，
7：1-22。
郭金芳，〈永不氣餒的火雞教練江憲治〉，《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4（臺北，
2009.12）：24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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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A：0、5A：1（聯隊）、5A：2 三連勝日隊，我國民眾才發現少棒隊
實力已具世界水準，而掀起一波波棒球熱潮。國府從戰勝日本世界冠軍
的場景，發現它具有莫大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政治效益，積極運用傳媒介
紹紅葉隊刻苦訓練與比賽過程，並拍製電影鼓勵全民觀賞，開始大力協
44
助推展，積極加入國際少棒聯盟並參加世界少棒賽。 臺灣少棒隊自 1969

年至 1974 年六年間獲五次世界冠軍，其中金龍、七虎即出自嘉義地區，
45

而民眾熬夜欣賞棒球爭奪世界冠軍，成為國人刻骨銘心的共同經驗。
1969 年臺中金龍隊集中進入華興中學就讀，聘方水泉為教練，華興

中學並興建新運動場。而美和中學創辦人徐傍興，與客家棒界人士舉辦
高屏地區客家六堆少棒賽，遴選好手進入美和中學就讀，並吸收 8 名七
虎隊隊員組成美和青少棒隊，聘曾紀恩為教練，
「北華興、南美和」的對
抗傳奇於焉開始，進而開創「北華興、南美和」的青少棒與青棒時代，
46

及榮工隊四級棒球的盛世。
2.傳統民族文化特色運動

此外國府推動學校體育特色運動，為展現維護中華文化正統，重點
在於宏揚傳統民族文化特色的國術、民俗舞蹈和民俗體育，在運動賽會
上成為主要的表演項目，縣市政府也重視在全國或全省運動賽會的競賽
成績，在賽會錦標菁英主義之下，給有意願或指定學校組織運動隊予以
重點補助及強化其訓練設施。因而各縣市少數中小學利用課餘時間，發
掘運動資優兒童給予長期有系統的訓練，使得少年棒球稱霸亞洲及全世
界，民俗運動中之扯鈴、跳繩等日後成為體育外交重點，因而逐漸造就
出具有特色運動的學校，並成為學校或地區傳統發展項目。但遺憾的是
教育部雖於 1966 年 5 月即公布〈各公私立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良學生保
送升學辦法〉
，但除少數少棒好手能繼續在青少棒、青棒、成人棒為國爭
光外，多數運動項目訓練在國中無以銜接或因升學壓力，造成大部分運

44

45
46

以紅葉棒球隊為背景的影片有「紅葉師生情」
、
「紅葉滿山」
、
「紅葉棒球隊」
，政
府鼓勵學校安排全校師生至戲院觀賞其一。請參閱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
一百年》（臺北：果實，2003），98-101。
張敬果，
《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臺北：張敬果），10-18。
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一百年》
，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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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資優學生於小學後無門或放棄訓練，47殊為可惜。
（三）學校體育活動的發展
學校體育是發揚民族精神、文武合一教育的手段，而教育普及與生
產勞動，與全民身體鍛鍊和素質改善密切相關。在全民國防政策下，學
校體育必須強調身體儀態、民族精神、國防技能、體能鍛鍊、生產勞動
相結合，為「反共復國」的基本國策服務。
1.校內體育活動
校內體育活動主要透過體育行政組織，辦理一年一度的全校運動
會，童子軍與女童軍，實施班際體育競賽，推動課間制式的國民健康操、
民俗舞，也常見利用體育課程舉辦軍歌行進、兵式基本教練、國防體育
項目的比賽，學校組訓運動代表隊也逐漸增多。由於全民國防政策，及
體育教師出自軍方、童軍指導比例高，並基於推展運動與規訓身體的需
要，學校體育的活動與競賽，必須普及且依規舉辦，學校體育活動主要
內容，是以團隊性（如國民健康體操、基本教練、大隊接力、疊羅漢、
拔河）
，及個人自衛技能與國防體能（如國術、爬竿、滾翻、障礙跑、負
重跑、單雙槓、遠足）鍛鍊等國防體育為要項。
2.課外體育活動
（1）國府遷臺前校外活動的主張
1948 年教育部為使學生多與社會及自然界接觸，進而求其社會生活
能力之充實，首先在國民小學增設體育表演及野外活動兩種課程，進而
推廣至中學，使我國體育課程增為七項（即體育正課、課外運動、課間
活動、校內外比賽、早操、體育表演、野外活動等）
。當時活動種類有：
1.遠足或郊遊；2.爬山；3.露營；4.野外行軍；5.自由車旅行；6.郊外雪戰
或戰鬥遊戲；7.海水浴或水上旅行；8.其它等，能提出休閒旅遊的前衛性
新課程主張，深具劃時代之意義，是學校體育課程領域擴大詮釋之創舉。
48

然窺其用心，校外體育活動實具有培育國防基本能力及規訓身體適應團

隊活動的目的，是屬學生訓育的主要活動，因而歸屬於訓導處辦理的事

47
48

吳萬福，
〈小學體育 30 年〉
，《教育部體育司三十年特刊》：95-103。
葉憲清，《學校體育行政》（臺北：師苑，2005），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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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2）救國團包辦學生及社會青年校外活動
自國府接收臺灣後，採取全面控管社會的手段，遷臺後教育部明文
禁止學生參加校外團體活動與社團校際的活動，1952 年蔣經國成立中國
青年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自 1953 年開始於暑期舉辦戰鬥營，成
為包辦學生及社會青年校外活動的先聲，而救國團辦理的活動是學生唯
49
一正統的合法課外活動管道。 自 1953 年起到 1969 年底，當時全臺灣已

有一半的學生人次參加過這些以康樂休閒為主的營隊活動。501965 年臺
灣省立學校長第十次座談會主題「如何加強中學體育」
，時任救國團主任
51
蔣經國即強調中學體育與課外運動的重要， 這是由於體育牽涉體力，體

育又涉及國力，遂使得政府當局對於體育的重視，尤其視為關係國家民
52
族強弱的重要設施，體育在反共堡壘時期的地位深受重視。 救國團擁有

整合軍方系統、地方政府、教育行政、社會體育組織的威權，學校因而
是其辦理營隊的支援體系之一，參與過救國團營隊幹部培訓的青年或教
師，成為日後推展學校辦理育樂營的主力。
（3）教育體系復刻救國團營隊推廣假期活動
學校辦理野外育樂營隊活動，起於 1968 年為改善學生身體素質，而
實施九年國教，導致國高中學生人數的激增，及國小學生因取消升學考
試後課業壓力減低，導致寒暑假及課後活動的需求增加，已非救團團與
童軍團所能包辦，而必須回歸教育體系。教育部訂定〈中小學的假期學
習活動實施要點〉
，舉辦寒暑假期間各類學習活動，活動中並穿插體育活
動、團康遊戲，就其法源依據及活動性質言，可算是後來青少年自強育
樂營活動的前身，臺灣最早頒訂的國民小學育樂營實施要點即是依據假
期學習活動實施要點制定而成的，國民中小學從支援救國團辦理育樂營
49

50

51
52

王珮玲，《環境演化與救國團之組織變遷－救國團 1987－2001 年》（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桃園：國立中央大學歷史
研究所，2006）。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73。
陳耀宏，〈三民主義青年團夏令營之探討〉，《體育學報》，25（臺北，1998）：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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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客體，進而轉換成主體實施育樂營活動的先聲，53假期活動已開始
醞釀育樂營所講求的寓教於樂的精神，但主要活動仍在校園中，就其目
的言，除依興趣或專長選項分組學習外，更重要的是加強生活教育指導
學童發展專長，以補平時教學之不足。

54

肆、社會體育的推展
1946 年在臺籍仕紳推動下，警備總部指派高官籌組臺灣省體育協
會，並舉辦回歸中國後第一屆臺灣省運動會，國家領袖蔣介石偕其夫人
自大陸來臺親蒞開幕致詞。1947 年在國共內戰緊迫之際，蔣介石總統仍
堅持於中樞南京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可見他對運動會的政治效益之
55
了解與重視。 戰後臺灣體育活動發展環境雖惡劣，憑藉日治時期所奠定

之基礎，及官方對省運會、各項比賽的推動，臺灣代表隊於 1948 年 5 月
上海第 7 屆全國運動會，在 32 省 12 市 9 華僑團體，及陸海空勤警等共
58 單位 3 千多名選手中，獲團體田徑總冠軍、女排、棒球、壘球冠軍及
游泳亞軍；個人項目的乒乓球男子冠軍、女子季軍，拳擊輕乙級、輕丙
56
級冠軍，陳英郎並於 1948 年代表我國參加倫敦奧運， 因而再度激發民

間人士組織運動團體的意願，如 1948 年 10 月、12 月「臺灣省棒球委員
會」
、
「臺灣省乒乓球協會」相繼成立，以期恢復日治中期社會體育基礎。
一、中華體育協進會推展全國體育
國府在反共堡壘觀下，對於全國性社會體育組織，一向採取軍人主
政，專業人士輔政，一則全民國防之需，二則軍方資源較豐，三則將領
忠心耿耿，四則尊重專業治理。以中華體協理事長為例：1949 年郝更生
53
54

55

56

張鐸嚴，
《臺灣教育發展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5）。
依據 1968 年臺灣省國民學校辦理暑期學藝及體育活動實施要點，其活動內容
為：1.學藝活動：書法、珠算、美術、音樂、勞作、家長、話劇、演說、科學實
驗、閱讀及寫作等。2.體育活動：球類、游泳、健身操、舞蹈等。而只上課做文
字作業而不舉辦學藝體育活動者予以懲處。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五十七年
度臺灣省國民學校辦理暑期學藝及體育活動實施要點〉，臺灣省政府公文（57）
74 教四字第○二九二八號，1968。
蘇瑞陽、王同茂，
〈戰後初期的臺灣體育（1945-1949）〉
，
《臺灣大學體育學報》，
7：55-88。
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21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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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軍職，但因將體協遷臺有功，57代理理事長至 1954 年真除；1956 年
6 月即由周至柔將軍接任，周氏 1958 年轉任省主席，由鄧傳楷（黨務與
童軍專家、救國團副主任）繼任。1961 年 2 月楊森接任至 1973 年 6 月
止，其後由黎玉璽（1973.6～1981.02）、鄭為元（1981.02～1989.12）接
任；擔任總幹事者均為體育專業人士：江良規博士（1954～1959，軍旅
出身）、林鴻坦（1959～1973.6）、周中勛（1973.6～1981.12）、唐恩江
（1981.12～1989.12）。理事長主掌執行決策與爭取經費，中華體協實際
業務由總幹事負責，以籌設全國性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及準備參加亞、奧
運會，推動菁英競技和全民體育，選訓國家代表隊及組團參與國際賽事
58
或交流。 此外，其它重要全國性體育組織理事長，亦大多是黨政軍高官

兼任，如蔣緯國擔任足球協會理事長、謝東閔擔任棒球協會理事長。
二、軍方對社會體育的推展
本時期軍方在社會體育的推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從中央到基層政府運動賽會採取與軍方體系聯合辦理
最典型的例子是省（市）
、縣市運動會與後備軍人運動會聯合舉辦。
運動會具有強力聚焦傳播媒體及聚集民眾功能，各級首長－特別
是縣級以下首長、民代因民選產生，對運動會的辦理素來極為熱衷，但
欠缺人力、經費資源及動員維持賽會秩序能力；團管區主管地區後備軍
人動員與訓練等業務，需要透過運動會動員後備軍人規訓、交誼、體能
與國防戰技訓練，宣導「在鄉為良民，在軍是良兵」
，亦需要各級地方政
府的協助。因此無論是省市或縣市運動會都與後備軍人運動會聯合舉
辦，雙方既互補互惠又各得所需，且此模式可有效地鞏固運動會安全與
秩序，預防破壞社會安定的情事發生。另國民體育委員會與國防部及地
57

58

1922 年中華業餘運動協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成立於
北平，並以中國奧會（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名義申請獲國際奧會承認，
王正廷博士當選國際奧會委員。1924 年第三屆全國運動會在武昌舉辦期間，為
求中國體育事務完全自主，成立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簡稱中華體協）籌備會，
8 月趁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次年會在南京召開，同時成立中華體協。然 1949 年
國共戰局惡化後，中華體協理事長王正廷留在中國，總幹事郝更生將協會遷臺
運作，並代理理事長，同時向國際奧會辦理中華民國奧會遷址程序。
中華體協，
《我們努力的八年》（臺北：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1981）；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
，156；吳文忠，
《中國體育發展史》，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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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合作舉辦「全國公務人員運動會」
，亦在於借重軍方堅實的體育組
織和豐沛的體育人力與物力資源。59
（二）軍中透過推展運動有效促進族群融合
軍中推展籃球、棒球、田徑成為全民運動，培訓國手更績效卓著，
有效促進了族群融合。
1.推展籃球成為全民運動重要項目
由於軍方對籃球運動情有獨鍾，不僅主辦全省性賽事，更興設運動
場地設施，增設夜間照明設備。戰後王士選將軍在汽車團部隊成立七虎
籃球隊，進駐北投國小，將網球場改建成籃球場，培訓出一支籃壇勁旅，
曾任華視董事長的武士嵩中將即是當時隊員。1949 年臺北市鄭州路籃球
場與憲四團籃球場相繼完工啟用，11 月七虎隊舉行籃球表演賽，展現優
越的各項技巧，此首場公開表演賽，風迷現場觀眾，成為推動我國籃球
運動的功臣；除各軍種陸續成立男子大鵬（空軍）、飛駝（聯勤）、中興
（陸軍）
、海光（海軍）
、憲光（憲兵）
、警光（警察）等隊，各級學校及
社會職業團體亦紛紛成立籃球隊，如鐵路局、淡江中學、臺碳公司，為
臺灣籃球運動帶來熱潮。各軍種籃球隊員其後不少兼任學校籃球隊教
練，如武士嵩指導淡水中學男籃隊，調教出傑出籃球運動員與教練的江
60

憲治；軍方正是臺灣籃球運動的主要推手。

1960 年陽明山中學組冠軍－北投國中女子籃球隊之畢業球員組成
綠蓉隊，成為社會組籃壇新血，正是由江憲治調教而迅速成為稱霸國內
勁旅，一再代表我國遠征香港、新加坡、南韓，皆非冠即亞，國內大賽
每次與純德隊的遭遇戰總扣人心弦，1966 年 10 月終擊敗純德隊登上后
座。隨即變身為聯勤所屬忠勤隊，1971 年獲新加坡國際籃球邀請賽冠軍，
1972 年改隸臺元紡織更名臺元隊 ，成為民間企業贊助主導球隊，也正
61

顯示國家政局步向改革開放的轉變。七虎籃球隊體育表演會及各軍種籃
球對抗賽，對提倡籃球運動風氣具有極高的效益，促使籃球成為臺灣不
59
60

61

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
《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料》，4：14-16。
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料》，4：14-16；
郭金芳，
〈永不氣餒的火雞教練江憲治〉
，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4：246-273。
郭金芳，
〈永不氣餒的火雞教練江憲治〉
，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4：24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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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族群、年齡最熱門的運動項目，及體育教學與活動最主要的項目之一，
迄今高中、國中籃球聯賽熱鬧非凡，正是當時奠定的基礎。
2.軍方體育組織成為培育競技菁英的搖籃
1949 年國民黨軍隊退守臺灣，軍中體育行政組織只有陸軍司令部設
有體育處，其餘海、空軍與聯勤總部只有體育行政的小編組。1951 年國
防部為加強國軍體育訓練，在國防部總政戰部內設立體育組（第八組），
編制員額 16 人，同時海、空軍與聯勤總司令部增設體育組，國防部成立
「國軍體育促進會」，1955 年 4 月各軍總體育處（組）劃歸各軍總政治
部，規定師級（或同等級）以上單位設置體育官，負責辦理體育教育、
訓練、活動等工作。政治部辦理軍中體育，負有為部隊與社會、民間、
62

學校、文化團體接觸的橋樑之責，以有助於民運工作。

在 1955 年至 1960 年間，軍中體育組織的編組之大，相較於中央行
政體育組織缺乏主管機關，使得軍中體育活動是民間與社會體育的大搖
籃。早期獨鍾籃球競賽與推廣，其後軍方對運動推廣擴及足球、棒球、
高爾夫與田徑，成為我國培訓運動菁英的搖籃。如 1960 年 8 月第 17 屆
羅馬奧運會獲十項運動銀牌的楊傳廣，及 1968 年 10 月第 19 屆墨西哥奧
運會獲得 80 公尺低欄銅牌的紀政，均在軍中培訓後赴美深造；另如 1962
年我國參加第 4 屆亞洲盃棒球賽，國手中為三軍球隊出身者達 16 人之
多，擁有四級棒球並曾獲四級全國冠軍的榮工隊，其主要支柱即榮民工
程處。軍方體系對運動競技不遺餘力的推廣，有助於消除民間與軍方、
63

新住民與舊住民間的隔閡，促進了國家與民族的認同。
（三）棒球協會推動棒球爭冠世界

臺灣省運會雖包括籃球、棒球的賽事，但籃球是中國較早盛行的運
動，特別是軍方，臺灣棒球源自日本，術語以日語為主，新住民對籃球
的熱愛，正如舊住民對棒球的熱愛一般。因此對籃球與棒球的參與壁壘
64

分明，呈現臺灣新、舊住民間體育活動的明顯區隔。 但紅葉少棒傳奇與
金龍、巨人少棒隊的世界冠軍，雖是少年兒童交誼性質的比賽，卻振奮
62
63
64

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
《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料》，4：14-16。
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
《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料》，4：23。
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一百年》
，74-77、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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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低迷的民族自信心，在民眾愛國心的驅動與政府順勢的操作下，成
為發揚民族精神的典範，突破保守的全民國防觀，發展出競技化導向的
體育外交觀與錦標主義。
1. 臺灣省棒球委員會的成立
由於日治時期所奠定的棒球根基，自 1946 年第 1 屆臺灣省運動會棒
球賽開始，各縣市代表隊的選拔賽競爭就越來越激烈，並由縣市棒球菁
英組成代表隊，爭逐省運會棒球賽的冠軍盃，因而臺灣的棒球實力得以
維繫不墜。省、市政府亦重視棒球活動的紮根，1948 年 4 月臺灣省第 1
屆協會盃棒球賽，及臺北市舉辦第 1 屆全國兒童棒球賽相繼舉辦。

65

謝東閔於返回彰化老家時，發現地方老少對棒球活動的熱愛與普
及，1948 年 10 月發起組織「臺灣省棒球委員會」
，並積極推動合作金庫、
華銀、一銀、彰銀、土銀、臺銀等六行庫成立棒球隊，六行庫軟式棒球
賽自該年起，連續在臺北新公園非標準的棒球場舉辦 12 屆，成為與軍方
籃球競賽相輝映的體育盛事，對臺灣棒運的影響至為深遠。

66

2.紅葉、金龍少棒連創傳奇開啟我國棒運
1968 年 8 月全國棒球委員會邀請甫獲世界冠軍的日本和歌山隊來
臺，進行「中日少年棒球對抗賽」
，臺北市立棒球場擠滿 2 萬多名觀眾，
臺視現場實況轉播。第 20 屆臺灣省少年棒球賽冠軍的臺東紅葉少棒隊，
以 7A：0、5A：1（聯隊）、5A：2 三連勝日隊，我國民眾才發現少棒隊
實力已具世界水準，而掀起一波波棒球熱潮。1969 年謝國城即發起成立
「中華民國少年棒球聯盟」（簡稱中華少棒聯盟），並兼任會長，目的在
加入美國少棒聯盟，以開啟臺灣的少棒隊參與國際賽事，4 月正式成為
世界少棒聯盟會員，同年組以嘉義大同國小為班底的臺中金龍少棒隊赴
美比賽，即贏得世界冠軍。

65
66

67

67

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一百年》
，62-64。
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一百年》
，58-61；國家文化資料庫，〈教育體育〉
，
http://km.cca.gov.tw/myphoto/gallery.asp?categoryid=45, 2010 年 2 月 5 日檢索。
張敬果，
《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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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棒世界霸業有助族群融合
自 1969 年至 1971 年的 3 年間，少棒隊連三屆獲得遠東區冠軍，1969
與 1971 年臺中金龍隊與臺南巨人隊各奪世界冠軍。全國民眾不分族群熬
夜觀看實況轉播，奪冠之後欣喜擁抱，鞭炮聲不絕於耳，少棒世界霸業
對族群的融合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尤其少棒代表隊獲得蔣介石總統暨夫
人接見的殊榮，臺中金龍隊在臺北市、臺中市遊街各有 50、40 萬人相迎，
巨人隊在臺北市與臺南市遊街的盛況亦不遑多讓。
（四）其它組織和運動協會對運動的推展
自 1946 年省橄欖球協會、1948 年 10 月和 12 月「省棒球委員會」、
「乒乓球協會」成立之後，官方與民間合作的各運動協會陸續成立，積
極舉辦全臺或各縣市的運動競賽。如 1947 年臺灣省教育會與體育會在全
省各地舉辦游泳賽，臺中市舉辦臺灣省乒乓球賽，及全省性的籃球、網
球、足球、拳擊比賽；1948 年臺灣省第 1 屆協會盃棒球賽，臺北市舉辦
第 1 屆全國兒童棒球賽，及第 1 屆臺灣省游泳比賽相繼舉辦；1949 年舉
辦臺灣省第 1 屆乒乓球賽，及第 1 屆中學排球錦標賽。各級政府、運動
性協會、體育會、教育會對臺灣學校與社會體育活動的推展及運動競賽
舉辦，有效促使學校運動性社團的擴展及學生參與、運動風氣的提升及
競技實力的精進。如籃球、排球、橄欖球、乒乓球、高爾夫、游泳……
68
等協會都有相當成效： 如 1953 年陳寶貝獲第 2 屆亞洲盃女子乒乓球單

打冠軍；1958 年李國定獲第 3 屆亞洲盃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1964 年陳
金獅擔任中華高爾夫球隊教練，率謝敏男赴羅馬獲艾森豪盃業餘高爾夫
賽冠軍，開啟臺灣高爾夫盛世，陳金獅被尊為臺灣高爾夫之父。國際競
賽的優異成績，帶動各級學校興設乒乓球社團與大學興設高爾夫社團的
風氣。

伍、地方行政組織的運動賽會
國府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自 1946 年即舉辦第一次地方選舉，1950

68

國 家 文 化 資 料 庫 ，〈 教 育 體 育 〉， http://km.cca.gov.tw/myphoto/gallery.asp?
categoryid=45, 2010 年 2 月 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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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臺灣省調整行政區域為 16 縣 5 市並實施地方自治，因縣市、鄉鎮首長
及議會鄉鎮市民意代表的選舉，涉及地方派系勢力的消長，69因此極力布
樁和舉辦活動，以親近民眾、拉攏民心，是常見與必要的作為。本時期
地方首長與民代主席主要均屬國民黨籍，在地方自治民選壓力下，舉辦
運動賽會有助於行銷特定人士政績、善行。
一、以運動賽會動員民眾、親近選民
在電視、電影未發達而主賴廣播與平面媒體的社會，運動會是提高
運動興趣，提升技術水準的重要方法，也是最佳的教化與動員方式，以
之為規訓社會、拉攏民心的道場。但極易聚集大量群眾的運動會，又必
給維護社會治安的單位帶來壓力。是以地方首長往往與縣市、鄉鎮的團
管區、民眾服務社、體育會、單項委員會等體育團體合作，藉由辦理全
縣（市）
、全鄉（鎮、市、區）運動會、中小學聯合運動會，或如縣長盃、
鄉長盃、議長盃、主席盃等單項錦標賽、邀請賽，以動員民眾、親近選
民、彰顯政績，因而賽會開幕式上如同日治時期，除政、軍首長外，社
會賢達、名人仕紳以貴賓身分雲集司令臺。同時在項目亦會配合宣導與
推動政府政策，自 1954 年起全臺首度舉辦民族舞蹈比賽，各縣市共推出
312 個節目參加，1966 年推行民族文化復興運動時，民族舞蹈已成為各
級賽會推行的重點體育活動，而民族舞蹈內容更形多元，如 1970 年的全
省民族舞蹈比賽在高雄市舉辦，比賽內容即包括原住民舞蹈、舞龍、舞
70

獅、扇子舞、舞劍、邊疆民族舞蹈，及創作的莒光火炬、交通安全等。

二、為地方顏面爭奪競賽錦標
全國性運動賽會是以縣為單位的菁英組成，縣運動會則以所屬鄉鎮
市為單位組隊，縣級單項錦標賽及鄉鎮市級則以學校名稱組隊，因之地
方首長會為面子爭奪競賽錦標而給予補助訓練經費與獲得名次的獎勵
金，錦標主義正是因獎金制度而逐漸形成。地方運動會通常會區分社會、
高中、國中及國小四個級別，各縣市常另辦「中小學（師生）聯合運動
會」
，運動會主要以田徑項目為主，輔以幾項縣市地方較熱門的球類項目。
69
70

廖忠俊，
《臺灣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
，（臺北：允晨文化，1997），12-15。
卜惠民，
〈民族舞蹈比賽決賽〉
，
《中央社》
，1954 年 5 月 5 日；數位典藏，
〈1970
年高雄市舉辦民族舞蹈比賽〉，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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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賴中央政府與各階層熱心人士協助
越是接近學校所屬社區的賽事，學校越不能置身事外，而其競爭正
展現在學區家長與學生面前，基於輸人不輸陣的面子問題，往往使競爭
更為激烈與熱鬧，因此鄉鎮級的賽會，學生得以參與的比例較高，縣級
以上的比賽必須是例行訓練的代表隊，並且有賴於家長與地方、社區資
源的挹注，否則一次比賽可能就把學校常年的體育經費耗費過半。因此
通常是對體育活動具有熱忱的校長，結合熱心協助或贊助經費的教師、
教練、家長或社會人士，方能訓練出較具競技水準的代表隊。
1968 年之後，國府積極編列經費補助縣市政府，陸續蓋了縣、市立
體育場（館）
，並興設學校體育設施與充實器材，以滿足體育賽事、民眾
運動的需求，紓解地方自治下黨籍地方首長與民代的民意壓力。1971 年
臺灣棒球協會取得 60 年遠東區主辦權，國府出資 1200 萬元整建臺北市
立棒球場，展現對棒球運動的支持，棒球場採中國傳統宮殿式大門，正
71

與因應中國文化大革命所發起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相對照。

陸、救國團與童子軍的體育活動
在全民國防政策下，體育活動強調嚴密掌控與普及全民，以達成黨
國的政治與教育目的。國府著重於籌組直屬權力核心的組織，建構橫向
與縱向、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可資全面控管的組織系統與人力，作為籌劃
與推動的樞紐，以彌補學校、社會體育資源的不足與限制。推動體制外
體育活動的重要組織有二，一是蔣經國主導的「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
（簡稱救國團）
；二是蔣介石主導的中國男、女童子軍總會（簡稱童軍總
會）。
一、救國團與體育活動
相較於學校推展體育活動在師資、經費、場地與器材的捉襟見肘，
救國團的體育活動，挾其自由上山入海、動員三軍、召集行政與教育部
門的特權，豐沛人力資源、經費及綿密的組織體系，成為推展學校青年

71

謝仕淵、謝佳芬，
《臺灣棒球一百年》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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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及推動體育國防化的主力。72而由於救國團資源豐富、活動規劃
設計頗吸引當時青年學生的喜愛，又能接觸平時無法涉足的山野海域，
擬軍事化的團隊生活與訓練，及與不同學校學生交誼機會，且包括食衣
住行育樂等各方面的服務品質，誠可謂物美價廉。
（一）救國團建構綿密的體系
1952 年 10 月正式成立救國團，團主任蔣經國，於各縣市及大專院
校設支隊，金、馬地區與高中設大隊，各縣市重要地區設社會大隊，於
73
鄉鎮設置輔導員與技術輔導員。 救國團成為一個中央至地方鄉鎮區、由

大學至高中的綿密組織，並具有統合各軍種、教育體系，及中央和地方
政府協助辦理救國團相關活動的威權。其目的是以透過各式的活動與幹
部培訓拉攏青年學生、實施反共愛國教育、培育拔擢國家青年人才，並
塑造蔣經國為「青年的導師」。

74

（二）救國團以軍訓教育建構學校據點
1951 年 9 月教育部為配合國府所積極提倡「文武合一教育」，恢復
學生軍訓教育制度，並由臺灣省各師範學校首先試行，次年 9 月即將學
生軍訓教育制度擴及各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1953 年 4 月全國中學軍訓
教育委由救國團負責。9 月軍訓教育擴及各專科以上學校，自此救國團
在中等以上學校行政體系中擁有軍訓處、教官室等據點與人力，成為堅
75

定全國青年學生反共思想，推動學生體育活動最重要的組織。

1959 年 1 月《自由中國》雜誌推動一連串反蔣介石違憲連任、要求
省長民選的訴求，促使 1960 年 6 月救國團完成團務改革，各縣市與大學
支隊改制為團務指導委員會。8 月國府即為使學生軍訓教育制度化，雖
明令由教育部設立軍訓處主管學生軍訓，正式納入教育體系，但軍訓教
72
73

74
75

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163-165。
1952 年 3 月蔣中正於告全國青年書中提出籌組，5 月教育部即以臺教字第 2953
號訓令公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8 月行政院指示國防部總政戰部
負責籌組救國團，蔣經國擔任籌備小組主任，胡軌、謝東閔為副主任。9 月初調
訓軍訓教官、各校訓導體育人員實施幹部訓練。見陳耀宏，
《政黨組織下體育活
動之遞嬗》（臺南：供學出版社，2002），29-31。
許介鱗，
《戰後臺灣史記 第 2 冊》，69-72。
陳耀宏，
《政黨組織下體育活動之遞嬗》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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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因教官必屬國民黨籍，黨務系統的介入始終難免，而無法跳脫政治意
識型態的束縛。76
（三）救國團推動的體育活動
救國團擁有統合黨、軍、警、政、教各種國家資源的特權，1952 年
12 月即為促進體育國防化，調訓體育教師 144 人，受訓 6 周作為種子幹
77

部，以積極推動如下各項學生體育組織與活動：
1.訂定學生體能檢定與體育獎章制度

1953 年 1 月公布〈中國青年體能檢定標準〉；1956 年 1 月公布〈青
年體育獎章頒授辦法〉。
2.成立專責單位
1953 年 4 月成立「體能訓練委員會」
，專責推動青年體育運動；1960
年 6 月成立青年育樂中心，中心下設學藝獎勵、技藝進修、體能促進三
會；1964 年成立「青年體育推行委員會」
，下設 14 個單項委員會，擴大
推廣學生體育活動。
3.創辦寒暑假青年營隊
1953 年 1 月首次舉辦冬令青年先鋒營，全臺共 8 營隊；1953 年 6 月
創辦暑期青年戰鬥訓練，1954 年 7 月全面開展暑期青年戰鬥訓練。
4.成立單項幼獅運動隊並舉辦幼獅盃各項比賽
救國團於 1957 年 3 月舉辦幼獅盃大專支隊籃球賽後，成立幼獅男、
女籃球隊；10 月成立幼獅足球隊；12 月成立幼獅男、女體操隊，次年 3
月成立幼獅男、女乒乓球隊。每年並辦理幼獅盃各項運動比賽，促進學
生以運動競賽的交誼活動，幼獅各運動隊隊員同時亦為學校運動代表隊
的骨幹甚或標竿，對學校特色運動發展亦助益甚多。
二、童軍總會與學生體育活動
1926 年中國國民黨即設立童子軍委員會，此為全國性組織之始，1929
年 4 月北伐將成之前，國民政府將童子軍之名稱改為中國童子軍，1934
年成立中國童子軍總會，蔣介石為童軍總會會長，隸屬於三民主義青年

76
77

許介鱗，
《戰後臺灣史記 第二冊》，69-73。
陳耀宏，
《政黨組織下體育活動之遞嬗》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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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教育部並通令：童子軍訓練由課外組織童軍團，正式成為全國各公
私立初級中學之正式童軍課，此為全國各學校實施童軍教育之始，亦為
78
三民主義青年團介入學校教育的組織之濫觴。 國府遷臺後即推展各級學

校內童軍活動，因其為國中正式的課程與各級學校法定的學生活動，其
影響實不亞於救國團。

79

（一）男女童軍組織普及各級學校
三民主義青年團由於領導階層權力鬥爭，各界對其介入學校教育亦
有所批判，因之 1948 年行憲後，中國童子軍之管轄權改歸為教育部。1949
年中國童軍總會隨政府遷臺，由教育部長兼任總會理事長，積極展開在
臺灣的童子軍活動；1958 年中華民國女童軍總會成立，高梓女士為第一
屆理事長。中國童子軍總會與女童軍總會分別於 1937 年、1966 年加入
80

國際性童軍組織成為正式會員。

（二）童軍以國防軍事體育活動為主體
軍訓教育針對中等以上學生，童軍課程與活動針對國中小學生，兩
體制外組織囊括所有學生階層。而童軍社團為各級學校必設的課外組
織，貫穿小學至大學之校內與校外，其活動培養為國防服務的體能與技
能，團隊合作與日行一善美德，辦理全國、縣市、地區性質的露營、行
軍、野炊、定向、追蹤、團隊活動及技能檢定、各級童軍訓練、大專生
與學校教師木章訓練等，男女童軍各有規定的制服及配件，平時作為學
校服務性社團，在各級學校運動會中，童軍們身著制服扮演著維護秩序、

78

79
80

童軍總會，〈我國童軍運動的發展〉，http://scouting.edu.tw/Content.aspx?SeqNo=
38&TabSeqNo=0&lang=big5,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維基百科網站，
〈中華民國
童軍〉，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
E5%9C%8B%E7%AB%A5%E8%BB%8D%E7%B8%BD%E6%9C%83,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
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165。
請 見 維 基 百 科 ，〈 中 華 民 國 童 子 軍 〉， 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
AD%E8%8F%AF%E6%B0%91%E5%9C%8B%E7%AB%A5%E8%BB%8D%E7
%B8%BD%E6%9C%83,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維基百科，
〈中華民國臺灣女童
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
9C%8B%E5%8F%B0%E7%81%A3%E5%A5%B3%E7%AB%A5%E8%BB%8D,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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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服務的重要角色。81

柒、國際體育的鬥爭與交流
國府在反共堡壘觀下，是堅持「漢賊不兩立」的「一個中國」政策，
因而國際體育的重點，是以維護中華民國在國際體壇各項組織的地位，
並積極參與其所屬正式賽會與活動，次為組織運動團隊或舉辦賽會，與
反共友邦、地區的團隊、華僑團體進行比賽、表演的體育交流，以深化
其等對國府的支持與認同。
一、國共兩府在國際奧會組織的鬥爭
國際奧會是世界最重要、影響力最大的運動組織之一，參與的國家
皆以國家正式名位、國旗、國歌為會籍名稱、會旗和會歌，國際奧運會、
亞洲奧運會頒獎典禮升奪得獎牌的國家之國旗，並播放獲金牌者所屬國
家的國歌，具有國家承認意涵及彰顯國家榮耀價值。
（一）在國際奧會會籍的鬥爭
中華體協遷臺後即向國際奧會辦理遷址登記，仍維持中國奧會的名
稱。共府則於 1949 年 10 月召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會議， 1952
年 6 月召開代表大會通過章程，成立「中華全國體育總會」
（中國體總），
並爭取國際奧會承認其為「中國奧會」。而蘇聯 1951 年加入奧會，即鼓
吹中國加入及參加 1952 年芬蘭赫爾辛基第 15 屆奧運會。當時芬蘭與中
國有正式外交關係，中國體總代表盛之白，在國際奧會會議上表示參加
82

之意願。

1952 年 7 月國際奧會第 47 屆大會，以 29：22 票同意兩個中國都可
參與奧運會，要求雙方分別以臺灣中國（Formosa China）
、北京中國（Pekin
China）為名，同時參加芬蘭赫爾辛基奧運賽。國府即強調「漢賊不兩立」
81

維 基 百 科 ，〈 中 華 民 國 童 子 軍 〉， 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
AD%E8%8F%AF%E6%B0%91%E5%9C%8B%E7%AB%A5%E8%BB%8D%E7
%B8%BD%E6%9C%83,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維基百科，
〈中華民國臺灣女童
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
9C%8B%E5%8F%B0%E7%81%A3%E5%A5%B3%E7%AB%A5%E8%BB%8D,
2008 年 3 月 20 日檢索。
82
谷世權，
《中國體育史》（北京：北京體育大學，199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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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由中華奧會代表郝更生宣布退賽，而共府則匆促組派 40 位選手參
加奧運會，僅吳傳玉得以參加 100 公尺仰式，但共府賽後積極進行交流
活動，1954 年在希臘雅典國際奧會會員大會中，以 23 票對 21 票承認中
國奧會，並通過中國參加 1956 年墨爾本奧運會。

83

1956 年 10 月中國在北京舉辦「參加第 16 屆奧運選拔賽」，並在香
港大公報公告通知臺灣選手前往參與選拔，企圖向國際彰顯臺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臺灣向國際奧會控訴中國政治干涉體育。國際奧會主席布倫
達治（Brundage）秉持奧運憲章普遍參與的精神，不僅主張東西德應聯
84
合組成德國代表團，也主張「兩個中國」各自參加奧運。 但共府堅持「一

個中國」政策，對於國際奧會「兩個中國」的政策不領情，劇烈反對並
杯葛墨爾本奧運會。
1957 年毛澤東與赫魯雪夫關係惡化，兩國甚至發生珍寶島武裝衝
突，此時毛澤東索性將治國重心完全轉向國內，發動三面紅旗的大躍進
與反右傾鬥爭，撤出國際戰線的鬥爭，全面退出所有的國際單項總會，
包括籃球、網球、田徑、游泳、射擊、自由車、舉重及角力。中國進入
國際體育戰線退卻階段，但仍運作其友邦企圖變更國府會籍名稱，1959
年慕尼黑舉行的國際奧會大會中，以國府並未控制整個中國為由，決議
臺灣必須改變會籍名稱。

85

（二）國府推動國際奧會的正名運動
國府在奧會會籍被改以區域名“Taiwan＂，1960 年在第 17 屆羅馬奧
運會中，即指示代表團於開幕繞場舉“Under Protest＂抗議。因為國際奧
會參與成員的會名、會旗、會歌，均與國家的國名、國旗、國歌一致，
否則是非獨立國家的奧會。“Taiwan＂為名指涉中華民國的不存在，直
接衝擊國民黨專政臺灣的合法性，因而國府由蔣經國主持成立「正名小
組」
，積極展開在國際奧會的正名運動。
在楊森（中華體協理事長）、江良規（中華體協總幹事）、徐亨等人
多年的努力下，特別是徐亨具有將軍、英國爵士與運動選手的背景，其
83
84
85

湯銘新，
《奧運百週年發展史》（臺北：中華臺北奧會，1996），305。
湯銘新，
《奧運百週年發展史》，305。
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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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能力與溝通交際手腕的高明，與多數國際奧會委員建立深厚交
情，不僅獲得不少國際奧會委員的支持，與奧會主席布倫達治亦建立深
厚情誼，1968 年 11 月國際奧會第 68 屆墨西哥年會，終於通過國府可正
式以中華民國奧會名稱（China. R.O.）參加奧運會，正名政策宣告達成。
因此，1968 年墨西哥奧運及 1972 慕尼黑奧運都以中華民國奧會的名稱
86
參加，1970 年徐亨更進而當選國際奧會委員， 取得在國際奧會的發言

權與投票權，更有助於臺灣體育外交的拓展，蔣介石特予召見嘉勉，並
87

舖成徐亨當選中華民國奧委會主席，主掌國際體育交流與奧會活動。
（三）亞奧賽會的政治糾葛

1962 年印尼主辦第 4 屆亞運，拒有奧會會籍的國府參賽，亞運執委
會因而宣布撤消是屆亞運名稱，1963 年 2 月國際奧委會更宣布「不定期
禁止印尼參加奧運會」，印尼因而與中國另謀發起籌組「新興力量運動
會」
，4 月即在雅加達召開籌備會，並於 11 月由印尼主辦第一屆運動會，
88
而由西方大國所領導的國際奧委會等組織，相繼呼籲會員國抵制， 形成

國際政治勢力在體育戰線的對抗。當時情勢對國府有利，因此 1966 與
1970 年的第 5、6 兩屆亞運，均交予對臺灣友好的泰國舉辦，國府均得
以中華民國民意參加曼谷亞運。然 1971 年共府取代國府在聯合國的唯一
席位，1972 年日本與共府建交並與國府斷交，奧會亞洲執委會委員多數
轉而支持中國。
（四）國際體育交流
國府初期在國際各項組織會籍因有美國作後盾，體育交流重點在於
跟隨美國反共的友邦，又因與共府爭「一個中國」的正統，因而也透過
國際體育競賽的參與及組團赴各國華僑界訪問、表演，或宣揚中華文化
傳統技藝及民俗體育活動，以爭取華僑的支持與認同國府代表中國正統。
但運動競技實力才是體育外交真正的後盾，共府的乒乓外交即基於
此。臺灣首任體育司司長蔡敏忠即認為國際運動界難脫「強權即公理」
86
87
88

遲景德、林秋敏，《徐亨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8），251-257。
湯銘新，
《奧運百週年發展史》，386、417。
孫葆麗，〈亞運變奏曲〉，《體育文史》，5（北京：體育文史編委會，199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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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律的支配，指出確保臺灣參加國際運動團體的會籍的關鍵，在於運動
員成績與運動技術和理論能否領袖群倫，因此如何結合理論與實際，養
成傑出的運動員，便成為體育界首要的任務，因此他認為推展競技運動
89
是國家必要的體育政策。 基於競技實力，國府初期體育交流主要以籃

球、田徑為媒介，1968 年以後棒球成為主要項目。
1.籃球和田徑的國際競技與交流
1949 年國府退守臺灣，由於一些運動賽事大多由軍警主導，退守臺
灣的軍警對籃球有其偏好，籃球競技比賽特別獲官方支持；臺灣於日治
時期在一些運動項目上已奠定良好基礎，特別是棒球比賽由民間組織推
動也有所發展。而臺灣的原住民因常年在山野奔走，臺灣高山的陡峭曲
折，使原住民在田徑方面特具天賦。
在 1950 至 1960 年代，國府舉辦「自由杯」
，邀請韓國、日本、越南、
香港、新加坡等反共陣營籃球隊來臺比賽；組隊參加新加坡獨立紀念杯
籃球邀請賽、國際籃球邀請賽；韓朴大統領杯。1960 年國光隊赴菲律賓
訪問比賽；1961 年飛駝赴琉球與美駐軍籃球友誼賽；光華隊迎戰來訪的
菲律賓隊。

90

國府擁有奧會會籍，在競技上必須有所作為，特別督促中華體協、
田徑協會，將具有潛能的運動選手送往美國，接受世界級專家教練的指
導；臺灣原住民楊傳廣 1956 年參加第 16 屆墨爾本奧運，十項名列第八，
1960 年第 17 屆羅馬奧運榮獲奧運會十項銀牌，是國府參加奧運會以來
的第一面獎牌；1968 年赴美訓練的紀政再獲女子 80 公尺低欄銅牌。
2.棒球國際競技與交流
日治時期已奠定雄厚基礎的棒球，戰後在黨國大老謝東敏與民間人
士謝國城（被尊為臺灣棒球之父）及同好所組棒球協會努力下得以蓄積
龐大能量。然而激發臺灣巨大潛在的棒球能量的，竟是來自偏遠臺東原
住民村落，以自製木棒擊石、赤足跑山涉水訓練的紅葉少棒隊，1968 年
紅葉少棒擊敗來訪的世界冠軍和歌山隊，使臺灣棒球實力洶湧而出，沛
89

90

蔡敏忠，
〈我對體育司的看法與作法〉
，
《教育部國民體育季刊》
，4.2（臺北，1974）
，
社論。
郭金芳，
〈永不氣餒的火雞教練江憲治〉
，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4：24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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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莫之能禦。而臺灣新住民在民族抗日情結，及舊住民在反殖民次等國
民情結同時得到紓解，因而不分省籍興奮莫名、相擁而慶。
國府見其政治效益顯著，開始大力協助推展，每當少棒隊於遠東區
國家或美國比賽，中華民國駐在當地國的使館，必於賽場免費發放數萬
支小國旗予華僑及加油團，球隊賽後即轉往美國各大僑社宣慰僑胞。當
1971 年退出聯合國後，臺灣各級棒球選手以在世界邀請賽的輝煌戰績，
扛起振奮民心士氣的大任，棒球因而被視為臺灣的國球。

捌、結論
國府反共堡壘觀以一腦（以蔣氏父子為首的領導核心）多頭（分類
分層負責）的社會控制和組織分權體制及專業治理模式，以上層的規劃、
決策主導臺灣體育的發展，研究發現：
一、體育推展組織方面
臺灣體育推展秉持領導核心意志，分由體育委員會和各級教育行政
系統與學校、軍方體系與社會體育組織、領導核心的童軍團與救國團、
各級地方政府與各類體育組織等推展，組織間在貫徹領導核心意旨時具
有相輔相成之效，確能有效達成國家體育政策目標。但由於中央缺乏一
個能統整、規劃、協調全國體育事務的領導組織，平時組織間平行運作
各自努力，易發生組織間的齟齬，因而難以發揮整體力量，特別是 1969
年金龍隊奪得世界冠軍後，各組織出國比賽風氣大盛。
因之 1970 年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們深感「國際比賽日多，業務增
鉅，如不增司理事，勢必顧此失彼」
。然而教育部歷經閻振興、鍾皎光、
羅雲平等三位部長提出〈教育部組織法〉修正案、
〈教育部體育司組織條
例〉都被行政院否決，至 1973 年行政院方予通過，但在立法院卻被否決，
而在蔣經國指示下方重新通過，顯見當時黨政高層、立委諸公對體育專
責機關設置的分歧。對照於中國設置中央體委的積極與效率，國共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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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技體育與體育外交的高下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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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瑞陽，
〈國共兩黨國家觀下的體育政策〉，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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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體育方面
教育部自 1961 年正式設置體育委員會，委員以體育及童軍專家為
主，其雖僅屬規劃、諮詢、研究的任務編組，但在體育課程標準訂定、
學生體質研究上展現專業與成果，並促使國府對學生健康的重視，及九
年國教的實施值得肯定。然國府在軍事國防預算超高比例，嚴重排擠教
育預算，體育專業教師培育一直不敷所需，多以軍方、童軍體系轉任，
教學內容易偏向國防體育。
在升學主義下，使學校體育在各級政府預算中僅占極低比例，而此
預算又為錦標主義的學校運動代表隊所囊括，甚至挪用每位學生所繳之
體育活動費，普及學生的體育活動因之以最簡省經費的項目為主，如拔
河、大隊接力、疊羅漢、籃球、排球；或國防體育性質的負重跑、爬竿、
引體向上、健行遠足為主。籃球與棒球則是學生最喜歡的課外活動。
三、社會體育方面
國府重視運動賽會的舉辦，基於軍方人力經費資源豐沛，及賽會治
安維護的考量，各級政府、體育組織大多採取與軍方體系聯合舉辦模式，
運動賽會、推展籃球與培訓運動菁英，成為軍方「民運」工作的重點，
也確實有促進族群融合效用。而軍方將領或黨政高官主導全國性體育組
織，在經費、人力、場地設施的籌措、運用上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
也抑制了民間自發的活力。隨著臺灣經濟迅速發展，國府對各縣市場館
設施的興設與改善更為積極，以滿足民眾運動與欣賞賽會的需求，紓解
在地方自治下地方首長與民代所承受越來越大的民意壓力。
四、救國團與童軍團方面
在戒嚴體制下，限制了組織團體與集會遊行的權利，所實施山地海
岸管制條例，也剝奪了國人從事山域海域活動的機會，但也創造救國團
與童軍團包辦學生和社會青年課外活動的時機；活動雖以服從領袖、愛
國教育、服務奉獻、團隊合作、國防體育為主軸，但活動內容的規劃設
計及實施的優質和價廉，確實為參與者帶來豐厚的喜悅和回憶，因之參
與的學生累計有過半人次。筆者自 1974 年參與童軍團，且每年寒暑假皆
參與童軍團或救國團的活動，1977 年隨李翩翩教授於週末在救國團開辦
研習營擔任示範助教，深覺在當時時空背景下，兩組織對學生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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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意義應予肯定，而其辦理模式正是今日育樂營與研習營的典範。
五、國際體育方面
國府依賴美國為後盾，對外堅持「一個中國」的「漢賊不兩立」的
政策，在軍事對峙的冷戰情勢下，耗費難以計數的心力、財物資源，貫
注於國際組織上中國正統名位的鬥爭，除積極捍衛在國際奧會的「國名」
會籍，及參與所屬賽會活動外，並以自由杯或其它邀請賽模式進行體育
外交，以維繫反共友邦的情誼及爭取華僑的認同。
但國際形勢的變化卻非國府所能逆轉，體育外交上，臺灣在國際體
育競技上欠缺可獨佔鰲頭的項目，世界少棒聯盟的比賽是屬學生暑期競
賽交流的性質，1968 年紅葉隊創造擊敗來訪的該盟冠軍日本少棒隊，國
人方驚覺我國少棒實力竟已臻世界水準，1969 年金龍少棒隊更直接證實
臺灣棒球實力，因而各體育組織興起出國比賽的風潮，其中當然不無藉
以突破戒嚴體制下對出國觀光管制的用心。因而從 1973 年該年當中臺灣
共有 101 個運動團隊，計 1744 人出國比賽的數據，可知學校與民間體育
92

組織對參與國際交流的積極。

本研究證實國府反共堡壘的國家治理觀，確實主導著臺灣體育整體
的發展，其主要秉持領導核心的治國理念與需要，從上層規劃、設計、
布署、決定政策，交付各類各層組織任務的模式，再藉由各組織內專業
治理模式去推展與落實。其它則由各組織依其設立目標自立發展，因而
較難以發揮整合力量。隨著美國政府與共府間頻送秋波，毛澤東的「乒
乓外交」扭轉美、日民間對共黨刻板印象，造成國際情勢的逆轉，1971
年中國入聯合國以後，共府更大幅擴增對臺灣與僑界的統戰力道，國府
為捍衛國際體壇會籍，及擴大與友邦和僑界的交流，不得不大力推動政
治革新以積極應變，因而有新的國家治理觀推展臺灣體育，進入全民健
康與菁英競技雙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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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育季刊，〈社論〉，
《教育部國民體育季刊》，4.1（臺北，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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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Sports in the Anti-communism Stronghold
under KMT Rule (1945~1971)
Jei-yang Su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aiwanese sports under the KMT’s ruling era
from 1945 to 1971. In this time, the aim is to build an anti-communism
country active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ast lifeblood of country's office
regime. By the Chiang Kai-shek’s ideal of anti-communism idea,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tate is in order that to revive of the legitimacy of its
reign and against the mainland China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dema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ts dictatorship quo by one party and privilege
the national defense as its basis way of getting legitimacy. For that purpose,
overall inwards, are in charge of with steady to everything particular,
emphasizes on smoothing its countrymen, then to impel the stable society as
the first thing, and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By this way, it counterfeit the
situation that what the consequences such as make people go bankrupt, and
being damaged suffered, brought by the ruling of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meanwhile. On the contrary, the Republic of China emphasizes on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embership and friendly feelings of deepening the
anti-communism friendly nation and striving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approve foreign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Sport is one of important
anti-communism stronghold that could be a way of running a country. It not
only tempers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anti-communism, but also
cultivates national spirit, approving the recognition of national leader,
building up civil and militant youth to protect the country, so that it can
reinforce the effect of people’s sense of national defense. Besides, it can als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diligence,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body’s
performance and its endurance, so that it may offer good workers in th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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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then promote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administration regards it as an important policy to promote sports to be one
of the methods to manage Taiwa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goal, the strategy
and the practice of Taiwan’s sports was fierce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 of
anti-communism stronghold. Thus, the promotion of sports becomes a part of
socially inner control. What all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CYC and boy scouts’ federation were controlled by KMT’s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system which has the most budget and
resources was included. However, Chiang and his son, the real decision
maker, had the idea of respecting all the aspect of specificity. So that it makes
all the executer of each organization equipped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idea.
By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nhancing people’s intelligence in Taiwan,
its sports get rid of the shadow of its being prepared for war and the physical
training gradually. Nowadays, it towards to be two axis of its development:
for health and for competition.
Keywords: Taiwanese sports, sports policy, sports history,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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