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文化學報 第十一輯
2010 年 12 月，頁 27-42

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探討（清末至 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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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心平 中華大學
摘要
我國網球運動自清朝至 1945 年之發展過程尚無完
整記錄，史料亦相當缺乏，為求完整探究我國網球運動
發展之歷史軌跡，讓喜愛網球運動人士了解我國網球運
動起源及發展歷程。本文由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國網
球協會相關史料、文獻及網路資料，以文獻分析、整理、
敘述等方法，勾勒出自清末至 1945 年間網球運動發展
之歷程。網球運動起源於十三世紀法國，而我國網球起
源經研究後發現始於 1885 年間，由侵華英軍將網球運
動帶入中國，但因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網球運動僅流
行於貴族間，發展有限。臺灣地區網球之發展則因受日
治五十年間（1895～1945），日本教育之影響，學習由
日本發明的軟式網球運動，且成績優異，而網球運動則
因場地、器材、設施均仰賴進口，十分昂貴，又因日治
後期日本積極備戰，物資缺乏，經濟蕭條，導致網球運
動發展停滯。至臺灣光復後，留日學生、國民軍及政府
遷台，經濟起飛，種種外在因素的配合，使得網球運動
快速發展提升，漸漸在國際網壇上展露頭角。期待政府
投入更多培訓播種工作，設置健全培訓及獎勵制度，讓
網球運動為臺灣發光發熱。
關鍵詞：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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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指稱，人以身體為基點向世界開放，不斷
與他人、別物、環境進行交流，劉一民教授1進一步探討以網球經驗
為例，人與網球運動經驗，描繪出網球經驗世界現象。2網球此一特
質，使我國網球運動自二十一世紀以來蓬勃發展，在國際間佔有一
席之地，因此有必要從事基礎之探究工作，以期永續發展。唯我國
3
網球自清末至1945年之發展，目前尚未發現完整之紀錄，為追溯我
國網球發展歷史，了解網球歷史，本文於參閱相關史料後，以歷史
研究方法，整理我國網球之發展緣由、創立參與相關機構及賽事，
使愛好網球運動者能了解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歷史。本研究探討時
期以清末至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結束為探討範圍；並以清末至1945
年之大陸地區及1895年至1945年間日治時期之臺灣地區為探討範
圍。研究內容以網球起源、最早賽事、奧林匹克運動會、我國最早
參與賽事、我國大陸時期網球發展簡史、臺灣網球發展簡史、臺灣
日據時期之代表人物等為探討範圍。
網球運動起始於法國貴族，因通婚及傳教士推廣而蓬勃發展，
我國則因清末八國聯軍、軍閥割據、甲午戰爭等因素，使得經濟蕭
條，導致網球運動雖已隨著洋人傳入國內，但僅停滯於貴族間發
展。至1945年以後，網球運動始隨著臺灣經濟起飛，生活富裕、製
造網球球拍技術的獨霸全球、認知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及政府積極
推廣等因素而蓬勃發展。近年來參加國際比賽之成績表現更為優
異，期待再投入更多播種工作、設置健全培訓制度及改革獎勵制度
等，讓網球運動能持續在臺灣發光發熱。

1
2

3

劉一民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劉一民，〈網球經驗現象學──透過梅露龐蒂論身體與世界辯證關俙的反省〉
，
《運動文化研究》
，10（臺北，2009.9）
：7-28。
撰述我國與中國界定，我國為 1911 年後，中國為 191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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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球的發展
一、網球運動的起源
網球是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九個正式項目之一，也是最古老
的運動項目之一，最早可追溯於十三世紀法國貴族的一種 Le Jeu
Paume 遊戲，是室內進行的擊球遊戲，最初以手掌擊球，進而發展
成為以球拍取代手掌擊球之方式。4十七世紀初法國巴黎有數百座球
場，使網球運動逐漸普遍流行。但快速發展的結果也造成賭博的介
入，因此 Le Jeu Paume 被禁止於公共場所進行，僅限於貴族間發展，
其後經過不斷演進，成為今日的網球運動。依據史料，Le Jeu Paume
應可推論為網球運動的始祖，十六世紀末期，Le Jeu Paume 遊戲因
通婚、傳教士及商人等傳到英國，英國也承襲 Le Jeu Paume 貴族之
優雅氣質及高尚文化。法國 Le Jeu Paume 遊戲於法國大革命後，逐
漸被淘汰，但英國卻反而蓬勃發展。1873 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近衛
騎兵少校溫菲爾（Walter Clopton Wingfield）綜合 Le Jeu Paume 遊
戲及幾項運動特性，發明一項新球類運動，名為 Sphairistike，溫菲
爾少校發明此運動，創立獨特場地「沙漏計時器葫蘆形狀」，制定
「15 分計分制」比賽規則，並出版第一部草地網球書《Sphairistike》
介紹及推廣，形成草地網球運動的熱潮，接著試辦第一次全英溫布
敦網球賽，帶動將原本室內網球運動推展至室外及女性參與草地網
球運動的風潮。但因為溫菲爾少校販賣的器材太過昂貴，人們開始
使用其他運動之球網、球拍、球等來代替這項運動。但草地網球運
動依然廣受歡迎，參與人口急速增加，也威脅到當時英國最受尊崇
的板球運動。5

4

5

大台北網球，
〈世界網球發展史〉
，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3.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大臺北網球，
〈世界網球發展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3.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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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菲爾少校原可保留其創立網球之地位，但因太堅持其創立之
獨特場地「沙漏計時器葫蘆形狀」及「15 分計分制」比賽規則而被
瑪 利 雷 玻 （ Marylebone ） 取 代 。 1875 年 瑪 利 雷 玻 板 球 俱 樂 部
（Marylebone Cricket Club）及全英草地網球及槌球俱樂部（The All
England Croquet and Law Tennis Club, AELTC），制定草地網球運動
規 則 ， 並 於 1877 年 7 月 主 辦 第 一 屆 溫 布 敦 網 球 錦 標 賽
（Wimbledon）
，由瓊斯（Henry Jones）擔任裁判長，並制定新規則，
採 Court Tennis 計分方式，以 0-15-30-40 制，並降低球網高度及場
地（與現今長方形網球場地相同）
，奠定現代網球規則發展之基礎。
6
溫布敦錦標賽是全世界最早最重要的網球比賽，第一屆於 1877 年
7 月 19 日舉行，當時有 22 名選手參賽，並由一位壁球（Rackets）
選手 Spencer W. Gor 獲得冠軍。7
1874 年美國瑪麗奧特布里奇女士，在百慕達度假，看到英國軍
官參與網球比賽，並對這項運動非常感興趣，於是將網球規則、網
球拍及網球帶回美國紐約，最初於美國東岸學校發展，不久網球運
動即在全美國普及開來。1881 年美國全國草地網球協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Tennis Association，1920 年取消全國兩字）成
立，為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性網球協會，並於 188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在美國羅德島紐特港舉辦第一屆美國草地網球賽（ US
National Singles Championship）
，但只有男子單打及男子雙打項目，
賽制及規則也採用溫布敦大賽的比賽規則，1887 年加入女子單打項
目，1890 年加入女子雙打項目，1892 年加入混合雙打項目。由此
可見，美國對網球運動廣泛推廣、熱愛及普及化之程度，也奠定稱
霸當今國際網壇地位的基礎。

6

大臺北網球，〈世界網球發展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3.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7
大臺北網球，〈世界網球發展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3.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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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古希臘人對身體的崇拜及任何人都可參加運動的精神，充滿智
慧；毫無牽掛的運動家精神，對於勝利只需橄欖花環就感到滿足，
象徵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精神。古希臘運動會中的宙斯雕像底座刻
著「你們不是為金錢，而是憑藉飛毛腿和強壯身體成為奧林匹克的
優勝者。奧林匹克運動會應該是地球上所有不同階層、信仰、政見
和種族的共同競技平台」。8
1896 年 4 月 6 日於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參
賽國家有 14 國，比賽項目有游泳、摔跤、體操、射擊、擊劍、舉
重、網球、田徑、自由車等九項，網球為九個正式項目之一。9當時
網球比賽，由愛爾蘭選手波拉德（John Boland）擊敗地主國希臘選
手卡斯達格里斯，獲得單打冠軍，並獲得雙打冠軍。波拉德本來只
為自費觀賞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但到了雅典後發現他的朋友馬諾
阿斯在奧林匹克委員會當秘書，於是臨時報名參加網球項目，卻獲
得雙料冠軍。10
1924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因職業選手參與使比賽變為複雜，人們
看到精湛的技術表現、錯綜複雜的情況和專業化的發展，同時腐敗
和體育的職業化亦由此而生，導致崇高的運動精神亦岌岌可危。奧
林匹克委員會因職業與業餘運動員身分無法準確認定，拒絕職業選
手參加比賽，因此終止硬式網球項目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項
目。111984 年又恢復網球項目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表演項目，1988 年
網球項目再度恢復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項目。

8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中國，2008.04）：
59-61。

9

全球華人奧運熱線網，〈歷史回顧〉
，
http://www.sports-hotline.com.tw/2000olympics/review-history/, 2010 年 3 月 8 日
檢索。

10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59-61。

11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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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維斯盃（Davis Cup）
網球運動發明後逐漸受到喜愛，從英國至美國迅速成長，1900
年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台維斯（Dwight F. Davis）
，捐贈大銀盃，做為
贏得比賽之獎品，於美國波士頓首度舉辦國與國間團體對抗賽，12首
屆只有美國和英國參加比賽，現今已有 130 幾個國家參與，幾乎全
世界所有推展網球運動的國家皆參與盛會，也是國際網球最有聲望
的以國家為單位的團體對抗賽事。

叁、我國網球運動之發展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創立中華民國，但當時北洋軍閥割據，使
得體育的發展受到內戰限制，當時學校體育以舊式體操（德國、瑞
典、日本及兵式體操）為主，但舊式體操也漸漸由盛轉弱，取而代
之者為英、美競賽性體育運動。當時學校體育在民主主義影響下，
於 1912~1913 年間頒布新學制，對體育教育實施改革，規定中小學
設體操課，每週三節課程。中學體操課程分普通體操及兵式體操兩
種，但尤其注重兵式體操。13
1915 年上海主辦第二屆遠東運動會，我國獲得總錦標，但參與
比賽中無公立學校人員，僅有教會學校師生，令教育當局深深覺得
應改變學校體育教育方針，同年，教育部公告公立學校應引導學生
於體育正課外，從事有益身心課外體育活動，專科以上學校取消體
操課程，發展田徑、球類競賽等競技性體育運動，並建議每年春秋
兩季宜辦理運動會，提升競技體育實力。1919 年 10 月全國教育聯
合會中決議，軍國主義已不再符合教育潮流，各校因此先後廢除兵
操課程，14轉而推展活潑有趣的球類運動，使體育越來越引起大家
重視。隨著科學和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當時已有體育學術文章，如：
12

林玫君主編，
《運動鑑賞叢書（四）網球運動篇》
（臺北：教育部，2009）
，4-7。

13

體育院、系教材編審委員會中國近代體育史編寫組編，
《中國近代體育史》
（北

14

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5），1-243。
體育院、系教材編審委員會中國近代體育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體育史》，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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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毛澤東先生於《新青年》雜誌中發表〈體育之研究〉即為近
代之體育學術論文。151922~1923 年教育部頒新學制，規定學校廢
除體操課程改體育課程，課程內容以田徑、球類運動、遊戲為主。
16

一、大陸地區網球運動之發展
清末民初，由侵華英軍及租借地的外國商人和傳教士間的體育
活動，將網球運動傳入我國，並由一些教會學校發展網球運動。當
時雖然由傳教士推廣網球運動，但由於網球運動器材昂貴，參與者
大部分以洋人為主，所以被譽為洋人遊戲，但後來也成為達官貴人
間昂貴的休閒消遣遊戲，並被視為「貴族娛樂」。
網球運動最早於中國校內進行之比賽，為 1898 年上海聖約翰
書院舉辦的斯坦豪斯盃賽，亦為網球運動於我國之首次比賽，並展
開網球在中國發展之序幕。171906 年北京滙文學校、協和書院、清
華學校之間及上海聖約翰、南洋公學、滬江大學、以及南京、廣州、
香港等一些學校開始舉辦校際比賽，使網球運動得以傳播及發展。
18
惟若與其他運動項目相比，網球運動雖然發展時間相當長，卻只
侷限少數貴族人們身上，運動水準也一直無法提升，究其原因，則
為當時網球運動器材、場地、設備昂貴，為貴族運動，並未像其他
運動容易推展，只有在貴族少數人間發展。
1911 年中國辦理第一次全國運動會時，已設有網球賽事，由清
華大學體育老師馬約翰代表北京市獲得冠軍。19全國運動會在我國

15

16

17

18

19

體育院、系教材編審委員會中國近代體育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體育史》，
1-243。
體育院、系教材編審委員會中國近代體育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體育史》，
1-243。
網球在線網，
〈中國網球發展簡史〉
，http://www.tennisol.com/article/view.asp,
2009 年 11 月 10 日檢索。
網球在線網，
〈中國網球發展簡史〉
，http://www.tennisol.com/article/view.asp,
2009 年 11 月 10 日檢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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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時期共辦理七屆，每屆皆有辦理網球項目。 20 遠東運動會從
1913~1934 年止共舉行十屆，當時有八項體育運動項目，網球也列
為其中一項賽事。1920 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遠東運動會及遠
東體育協會，為世界上第一個區域性國際運動會及體育組織。受到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影響，網球比賽規則、項目、方法等均逐步
標準化，與國際體育接軌。211931 年「918 事變」後，日本堅持將
我國改為「偽滿洲國」名稱加入遠東運動會，受全國人民及運動員
堅決反對，也因戰爭無法繼續舉辦，結束十屆 21 年燦爛的遠東運
動會。
二、網球參與國際賽事之發展
我國參與國際網球比賽，可追溯至大陸時期（國民政府時期），
以 China 名稱參加之國際賽事，1925 年我國大陸軍閥割據時期，在
美國費城舉行台維斯盃（Davis Cup），我國首次派隊參與國際網球
賽事，以「五色旗」為代表隊旗幟，由當時北京北洋軍閥馮玉祥先
生派江道章先生、韋榮洛先生、黃景康先生代表我國至美國費城參
賽，我國隊以 0 比 5 輸給澳洲隊，此次參賽也是我國大陸時期網球
史上第一次報名並參加的國際賽事。 22 北洋軍閥馮玉祥先生也於
1929 年躍上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雜誌中描述馮玉祥先生是一位敦
厚忠實的中國北方農民，因為講義氣而成為將軍。23如果撇開政治
角度，僅以推展網球運動之觀點而言，馮玉祥先生是一位推展網球
運動的先驅者。
在國際網球總會 I.T.F（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記錄中，
1924 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三名住在法國的中國人以中華民國

20

21

22

23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Serra，〈網球 1929 經濟危機中的一個笑容〉
，《網球》
，11，（中國，2008.11）
：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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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報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分別是顧復惠先生（Khoo
Hooi- Hye）
、阮吉光先生（Ng Sze- Kwang）
、魏洛偉先生（Wing Lock
-Wei）
，為我國網球史上第一次註冊報名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的
中國人，由於並未參與比賽，所以國際網球總會及國際奧林匹克委
員會，並未承認他們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241936 年我國隊參加台
維斯盃時，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參與盛會，1945 年我國隊打
敗丹麥隊，獲得參加台維斯盃有史以來的首次勝利。

肆、臺灣地區網球發展
一、臺灣日據時期網球運動之發展
臺灣歷史有考證文獻約從 1624 年左右開始，考古學家在臺南
左鎮鄉發現臺灣在最早的人類化石屬舊石器時代，約三萬年前，屬
南島語系。十七世紀上半葉，荷蘭及西班牙在臺灣西南部及西北部
進行殖民統治。之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趕出臺灣，進而統治臺灣西
部。1661 年 4 月，鄭森以大明招討大將軍，進軍臺灣，迫使荷蘭在
1662 年 2 月 1 日簽約投降，進入鄭氏王朝時期，漢人自此開始大量
移入臺灣。1683 年鄭克塽歸順滿清政府，為臺灣清治時期。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
殖民地，日本征服全臺灣，成為第一個有效完全統治全島的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1949
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退守臺灣，臺灣與澎湖、金門、馬祖成為中華
民國實際統治地區。25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將臺灣割讓日本，日本從此
殖民臺灣，為將臺灣建設成現代化國家，日本亦致力發展臺灣體育
運動，向西方看齊，學習歐美文明與價值，提倡體育運動，廣設網
球、棒球、足球等球場。26軟式網球亦於 1907 年由大阪時事新報社
24

25
26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維基百科，〈臺灣歷史〉
，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09 年 12 月 8 日檢索。
林丁國，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運動〉
，
《運動文化研究》
，10（臺
北，2009.9）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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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長島山隆夫來臺灣採訪時，將軟式網球器材與軟式網球運動
傳入臺灣，27致力推展，使軟式網球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最盛行的運
動，28臺灣日治時期成為軟式網球啟蒙、播種及蓬勃發展的時期。
而當時的追求現代化，亦改變社會風貌，運動成為有錢有閒的社會
領導階層，鍛鍊身體、陶冶性情及交際應酬和社會地位的象徵。29由
於重視體育活動，亦將歐美流行之田徑、棒球、（軟式）網球等活
動介紹到臺灣，臺灣人民才開始接觸現代體育活動。
日本第五任（1906~1916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致力推展
日本教育，派遣日本教師來臺教授。30軟式網球也成為來臺授課教
師及日本公務人員的休閒活動。1920 年代開始，逐漸重視休閒運動
觀念，軟式網球也列入學校體育教材，學校多設有軟式網球場。日
治時期臺灣之網球運動則因場地、設備與器材大多仰賴進口，十分
昂貴，幾乎無人從事網球運動，加上臺灣因受日本教育，學習及推
廣由日本發明的軟式網球，使網球運動之推廣受到很大的阻礙，導
致網球運動發展停滯。事實上，日治時期政治、經濟、社會安定、
教育發達、人民日常生活及休閒活動改變，休閒活動得到良好發展
條件，人民有機會從事多樣化的體育運動，當時網球是最普遍及受
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31但當時所談論之網球則是由日本發明的軟
式網球（庭球），並非現在的網球，而臺灣真正網球發展則於臺灣
光復之後。
臺灣地區負責推展網球運動的組織單位，是由臺灣省體育會負
責推展及辦理各項體育活動。臺灣省體育會由王成章先生、林鴻坦
先生、馬敬華先生，負責組織臺灣省體育會，推動臺灣省體育工作
27

28

29

30
31

劉守焜，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三十年〉
，
《大專體育》
，70，
（臺北，2004.2）：
83-87。
林丁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運動〉，《運動文化研究》，10：
29-80。
林丁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運動〉，《運動文化研究》，10：
29-80。
劉守焜，〈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三十年〉
，《大專體育》，70：83-87。
林丁國，〈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運動〉，《運動文化研究》，10：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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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籌備省運會。由陳儀行政長官撥款十萬元籌備設立臺灣省體
育會，籌備處設於臺北市開羅街二丁目三十二番地。1946 年 6 月 1
日臺灣省體育會成立大會，推選王成章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林
鴻坦先生任第一屆總幹事，臺灣省體育會為中華民國臺灣光復後最
早成立的社會體育團體。321945 年臺灣光復後，從事網球運動人口
增加，但以軟式網球為主，當時軟式網球比網球運動人口多。臺灣
省體育會網球（包含軟式網球）協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為孫連仲將
軍，總幹事前後有林朝楚先生、高登科先生、施教松先生等積極推
廣網球運動工作，首要之務為興建網球場地，臺北市新公園網球場
及愛國西路網球場等場地，均為當時所興建成立。33
二、網球運動代表人物：高登科先生
日治時期之臺灣，由於日本積極備戰，導致物資缺乏，網球場
只有臺灣銀行兩面紅土網球場地，從事網球運動的臺灣人非常少，
當時網球運動只有少許日本人使用場地，臺灣也無受網球正規訓練
之人才。1945 年臺灣光復，留日學生陸續返台，加上國民軍和政府
遷台，帶來現代體育，網球運動也由此時期開始萌芽。當時網球運
動最為傑出之選手，即為高登科先生。高登科先生於 1920 年出生
在雲林縣斗六，當時雲林縣運動風氣非常盛行，高登科先生就讀嘉
義高中時，原為田徑選手，也學習軟式網球，但因動作敏捷加上手
法靈巧，很快成為軟式網球佼佼者。34並於 1939 年 10 月代表臺灣
赴日本參加第十回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成績優異，獲得高中組
團體冠軍。35高登科先生也因打軟式網球動作敏捷讓日本早稻田大
32

33

34

35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大臺北網球，
〈國內網球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4.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大臺北網球，
〈國內網球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4.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林玫君、楊聯琦，〈柳金木與臺灣軟式網球運動 1910- 1946〉，
《臺中技術學院
人文社會學報》，4（臺中，1995.12）
：1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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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印象深刻，再加上學科不錯，所以赴日留學，進入早稻田大學商
學系。高登科先生留日後才第一次接觸網球運動，也由軟式網球轉
向投入網球運動。36當時日本網球運動器材、設備都仰賴進口，非
常昂貴，但只要是早稻田大學校隊，器材一切都由學校供應，因此
高登科先生才能接受正式網球訓練，也為往後網球運動奠定基礎。
1945 年日本戰敗，高登科先生回台，於故鄉雲林縣斗六任教，1946
年臺灣大學舉行第一屆「全省運動會」，高登科先生參加田徑及網
球項目，獲得田徑高欄金牌、十項銀牌及網球單打冠軍。37當時臺
灣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張定釗先生發現高登科先生不但網球技巧水
準優異，又是田徑高手，印象深刻，且為早稻田大學商學系畢業，
因此幫高登科先生進入臺灣銀行工作，以符合高登科先生所學，並
可發揮運動專長，高登科先生也被公認臺灣第一代球王，稱霸臺灣
網壇十年。

伍、結語
清末至 1945 年，中國對外歷經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戰役、甲
午戰爭及抗日戰爭之困境；對內歷經中華民國成立、軍閥割據、國
共內戰之消耗，導致經濟及民生蕭條。當時學校體育只有體操（含
普通與兵式體操），為的是發展軍國主義，1919 年後才接觸英、美
國之現代體育，網球運動雖然從 1885 年即傳入我國，但因當時經
濟因素之限制，僅於貴族間發展，臺灣地區更因日本統治，經濟蕭
條，發展只是駐足不進。但臺灣日據時期，推展軟式網球卻非常成
功，也奠定臺灣軟式網球於國際中執牛耳地位之基礎。但網球運動
因設施、場地、器材皆仰賴進口、非常昂貴，非一般民眾可從事，
以致無法普遍發展。但近年來臺灣網球運動於國際間發光發熱，則
36

37

大臺北網球，
〈國內網球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4.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大臺北網球，
〈國內網球史〉，
http://www.taipeisportclub.com/tsctennis/tennis-know14.htm, 2009 年 9 月 29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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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臺灣經濟優渥，從日本引進網球運動器材製作技術並改良製拍技
術，網球器材製造稱霸國際，種種外在條件的配合，使得網球運動
發展迅速，水準快速提高。本文藉探討我國網球運動之起源，期待
能激發網球運動之同好然能再共同投入資源，健全培訓工作，設立
安心的獎勵制度，使選手盡情發揮，讓網球能為臺灣發光，在國際
上再寫下燦爛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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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aiwanese Tennis Development from the
End of Manchu Dynasty to 1945
Hsin-Ping Shao / Chu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no complete record of the tennis’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end of Manchu Dynasty to 1945.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in tennis, there is a need to inquire into the history of
tennis’s development so that tennis lovers will have chance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the sport and the track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documentary analysis as a research method and takes
information mainly from the “Chinese Taipei Tennis Association”
which describes the tennis developing course from the end of Manchu
Dynasty to 1945. Tennis as a sport originated from France since the
13th century, however, tennis has not brought into our country till 1885
from the British army. At the time, tennis was only played by the nobles
since the war made most people’s lives very uneasy. As a result,
tennis’s development was very much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tennis in Taiwan wa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during1895-1945. At the time, people had good performance of soft
tennis invented by the Japanese. However, tennis sport did not last very
long, since Japan urged on preparedness for war and the economics
recession influenced during World WarⅡ. It was not until restoration
of Taiwan in 1945, tennis as a sport started to expand quickly in Taiwan,
and players were as well known internationally. Lastly,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efforts in tennis’s training, establish a better system and
reward regulation for Taiwan tennis player to be even more
recognizable internationally.
Keywords: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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