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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陸軍部《體操教範》：內容、特色與時代意義 

郭憲偉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 1911 年陸軍部出版《體操教範》一

書為例，探討《體操教範》的目的與內容，並深究其時

代意義。透過歷史研究的史料研讀與辨別，加以檢視、

驗證與解釋。研究發現：《體操教範》以增進體力與氣

力為宗旨，其內容分為柔軟體操、器械體操與應用體操

等三部分，動作由淺入深，強調簡易化、正確化與統一

化，目的在鍛鍊身心，養成適於軍事諸般所要求之體力

氣力，尤其是機敏及持久之運動能力。其次，當時的課

程內容仿照德國式體操，先以柔軟體操為基礎，後才操

作器械體操，而應用體操乃是器械體操之進階過程。進

一步而言，當時已具備良好的運動防護措施，藉由助手

的防護，避免學員操作時發生危險。最後，《體操教範》

一書，具有完善的運動過程概念（包含熱身運動、主運

動、緩和運動），可以說，現今體育運動之概念或多或

少受到當時體操之影響。 

關鍵詞：軍國民教育、兵式體操、軍事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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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操」這個大眾耳熟能詳的用語，也是人人幾乎皆有過的運

動經驗。就「體操」的表現形式與實質功能而言，任何一個族群皆

曾發展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印度的瑜珈或中國的八段錦，而歐洲自

古希臘以來所發展出來的特色就叫體操（Gymnastics）。1古希臘的

體操主要是建立在生產勞動和軍事作戰基礎之上的，在上層社會則

研究人體的姿勢美，認為健美的身體就是善良和精神的寄託。2現代

的學者將古希臘的「體育」（體操術）分為二種類型，一為斯巴達

「尚武」的體育，另一為雅典「文雅」的體育。 

自 19 世紀初期，體操教育在德國的顧茲姆斯（Johann Friedrich 

Gutsmuths, 1759-1839）、楊氏（Friedrich Ludwig John,1778-1852）及

斯比次（Adolf Spiess, 1810-1858）三人相繼的推行之後，成為體育

界的一種主流趨勢，並傳播到整個歐美與遠東地區。回顧中國近代

學校體操教育的發展，源自清末鴉片戰爭之後，閉關自守的海禁因

而洞開，在列強的欺凌侵略之下，被迫編制現代化軍隊，以及建立

西式教育制度，尤其是甲午戰敗後，因體認僅注重教授武器製造、

駕駛技術或其他軍事知識，仍無法挽回頹勢，復有全國皆兵之議，
3並開始學習日本的西化政策。1896 年之後，中國陸續派遣學生赴

日本留學，引進日本以軍國民教育為主的體操與兵操系統的體育制

度。4各級學校將「體操」列為必修課程，初等學堂和女子學堂以遊

戲和普通體操為教材，中等以上學堂則以普通體操和兵式體操為主

要教材。5另外，1902 年《杭州白話報》中有〈講究體操〉一文：「從

                                                 
1 徐元民，《體育史》（臺北：品度，2005），155。 
2 陳立農，〈體操分類的歷史回顧與設想〉，《廣州體育學院學報》，14.3（廣州，

1994.09）：59。 
3 許義雄等，《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臺北：啟英文化，1996），43；楊隽，〈全國

皆兵論〉，《長郡青年》，2.1（出版地不詳，1943）：16-19。 
4 肖沖，〈清末留日學生對歐化的日本體育傳入中國所起的作用〉，《體育文史》，

3（北京，1987.03）：8-13。 
5 許義雄、徐元民，《中國近代學校體育（上）──目標之發展》（臺北：師大書

苑，1999），87-145。 

http://140.112.115.21:8090/simpleSearch.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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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讀書人，多文糾糾，耐不起辛苦，操不起勤勞，中國文弱的病

根，就在乎此。現在是尚武的世界，體育是第一要素，所以，欽定

京師大學堂功課，有體操一門。」6如上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

中國人身體病弱根源在於不注重體育，國家要強盛首重尚武，國人

若要體質堅健、精神團結應要修習體操，因此，體操成為國人教育

之第一要素，更是學校教育必修之科目。 

進一步來看，中國「體操」乙詞係引自日本。清末凡官方的學

堂正式的課程中，均以「體操科」為標記，並沿用至 1922 年壬戍

學制時才改為「體育科」。而不論是「體操科」或「體育科」，其教

材內容均含有「體操」的教材。7首先，1901 年清廷宣布實施新政，

1902 年清廷頒布《壬寅學制》即《欽定學堂章程》，包括「京師大

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

和「蒙學堂章程」等五級，其中小學堂分尋常、高等二級，高等小

學堂附設簡易實業學堂；8中學堂附設有中等實業學堂和師範學堂；
9高等學堂亦附設有高等實業學堂、師範學堂和仕學館。10這些各級

各類學堂的課程中，幾乎設有「體操」乙科，但並未提及體操課程

之目標，僅蒙學堂和小學堂教育目標中有提及。蒙學堂的教育目標

為「培養兒童使有淺近之知識，並調護其身體。」11小學堂的教育

目標為「授以道德、知識及一切有益身體之事。」121904 年清廷頒

布《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在「學務綱要」明確規定：「凡

民間私設學堂非經稟准不得教授兵式體操。其准習兵操者，亦止准

用木槍不得用真槍，以示限制。」13此外，《奏定學堂章程》除明訂

                                                 
6 〈講究體操〉，《杭州白話報》，2.15（杭州，1902）：2。 
7 許義雄、徐元民，《中國近代學校體育（下）——思想之演進》（臺北：師大書

苑，1999），326。 
8 〈小學堂章程〉，《湖北學報》，1.8（湖北，1903）：2-26。 
9 〈中學堂章程〉，《湖北學報》，1.7（湖北，1903）：11-26。 
10 〈高等學堂章程〉，《湖北學報》，1.4（湖北，1903）：2-11。 
11 〈政書通輯卷六（光绪二十八年）：蒙學堂章程〉，《政藝通報》，16（上海，1902）：

39-44。 
12 〈小學堂章程〉，《湖北學報》，1.8：2-26。 
13 〈教育：新定學務綱要〉，《東方雜誌》，3（上海，1904）：9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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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堂必授兵式體操教材，更增設女子小學堂，其教育目標為「以

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須之知識技能，並留意使身體發展為宗旨。」
141906 年清廷學部頒布的《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確規

定：「凡中小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

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而尤時時勗勉以守秩序，養威重以造成完全

之人格。」15上述說明，自清廷宣布實施新政後，中國開始效仿日

本和德國開設並推行兵式體操和普通體操，並增設女子小學堂加強

身體訓練，在思想教育上，以軍國民體育思想灌輸學童思維，塑造

其人格。 

除此之外，在軍事體操方面，隨著軍國民主義的風潮以及國人

日益重視，並體認自己的不足，尚需學習他人之長，在提昇軍隊的

戰鬥力同時，培養官兵果斷、堅毅的意志，以及團結互助的精神。

1903 年清廷下令推行新式陸軍制度，開設兵式體操、器械體操和西

方球類運動等，就此，軍事學堂正式設置體操課。另外為統一各省

武備學堂規則，將全國陸軍學制分為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等三

學制，16為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朝向正規化道路。本研究以 1911 年陸

軍部出版《體操教範》一書為例，來探討《體操教範》的目的與內

容，並深究其歷史意義，本文透過歷史研究的史料研讀與辨別，以

及內容分析來探討《體操教範》的內容、特色與時代意義，為近代

中國體操教育留一註腳。 

貳、《體操教範》一書的編纂背景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軍隊所操練的仍是傳統的兵器，諸如刀、

槍、劍、棍、斧、弓、鞭等十八般武藝，但自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

在無法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催生出中國的新式教育。171860 年代，

中國開始引進兵操和單杠、雙扛（單槓、雙槓）、木馬等器械體操。

                                                 
14 〈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中國新女界雜誌》，3（東京，1907）：1-14。 
15 〈教育：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摺〉，《東方雜誌》，3.5（上海，1906）：81-88。 
16 〈議覆武備學堂規制〉，《新民叢報》，匯編（日本橫濱，1903）：974；張之洞，

〈鄂督張香帥奏設武備學堂疏〉，《富強報》，10（上海，1897）：15-17。 
17 郎淨，《近代體育在上海（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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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代，英國人和德國人在上海成立了體操協會，積極提倡這項

活動。18洋務運動（亦稱自強運動）前期，雖然在軍隊中廣泛使用

「洋操」一詞，但它的含義是西洋兵操。洋務運動後期，洋務派在

中國開辦以軍事學堂為主的新式學堂，設置「操課」或「體操科」。

1898 年戊戌變法，「體操」一詞較為普遍地使用起來，以康有為為

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尤其重視並熱衷於提倡體操。191903 年清廷興

辦學堂後，在全國普遍建立的新式學堂中，雖然也開展了一些類似

田徑、球類的遊戲，但主要仍是以體操活動為主。從清廷末年到民

國初年，各種名目不同的體操，均在中國流行起來。按其內容分為

柔軟體操、器械體操、兵式體操、應用體操等四大類。就體操的來

源而言，又分德國式體操、瑞典式體操、丹麥式體操、日本式體操，

奧國式體操等多種。此外，還有冠以體育名人姓氏的各種體操，如

格蘭式體操、克羅密式體操等。就其形式而言，又分為各個操、行

進操和團體操等，20其中，學校體制主要以日本式普通體操為主；

軍隊體制則盛行德國式體操和瑞典式體操。 

一般來說，德國式體操包括柔軟體操和器械體操兩部分。柔軟

體操有上肢運動、下肢運動、四肢運動和軀幹運動等，要求動作迅

速而有力，旨在訓練肢體的力量、靈巧等身體素質。在軍營中往往

是一人呼唱，集體做操，要求動作整齊劃一，有培養遵守紀律和集

體主義的用意，但動作枯燥呆板，易使學習者產生厭惡之心。器械

體操主要有單杠、雙杠、木馬、單環、吊繩、吊棒、橫梯、斜梯、

斜棒、天橋、浪木、平台等項目，除具有訓練肢體的力量、靈巧等

身體素質作用外，更有培養人們果敢精神的效果。上述兩部分體操

在教學和訓練的次序上，往往是先「柔軟」體操，後「器械」體操。
21另外，尚有兵式體操，以習練洋槍為主。22除此之外，軍事學堂下

                                                 
18 何啟君、胡曉鳳，《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9），

456。 
19 吳維銘，〈體操在我國中小學體育中的地位及歷史演變研究——兼論《體育（與

健康）課程標準》下體操內容體系的構建〉（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博士論文，

2006），14。 
20 何啟君、胡曉鳳，《中國近代體育史》，456。 
21 何啟君、胡曉鳳，《中國近代體育史》，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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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之餘還得赴習藝場操習西洋跳躍攀躋各種武藝，以壯筋骨。另有

游泳、習風濤、施放槍等各種高危險訓練課程，23上述發現，軍事

學堂不單單僅是身體訓練，它強調教與學的實踐和銜接，並依據身

體發展與能力進行教學，集體做操，動作由淺入深，整齊劃一，為

中國近代軍事教育課程體制的一大特色。 

就時代背景來看，1897 年張之洞、譚繼洵在〈會奏設武備學堂

摺〉中：「自強之策，以教育人材為先，教戰之方，以設立學堂為

本。武備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

用。」24講堂所教授內容包含：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

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操場所教授內容包

含：槍隊、炮隊、馬隊、營壘工園隊、行軍炮臺、行軍鐵路、行軍

電線、行軍旱雷、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25同年，何熙年在〈上

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言：「日人一島國耳校其地則大小相懸

計其兵則多寡絕也乃一敗而失藩封再而蹙土地陸師望風而逃水師

束手待斃費數十年之力擲千百萬之帑求其一戰之效竟不可得遂至

資兵齎糧殃民辱國和局之成古今罕見。」26當時的清廷耗費數十年

的培育與金錢，擁有亞洲第一的龐大海軍──北洋艦隊，初試鋒

鏑，竟敗於日本蕞爾小島。簡言之，甲午之敗，讓中國明瞭國家富

強之道並非只是購買軍事武器裝備，更應該著重在軍事技術人才的

培養，也就是從其根本學習，廣設軍事學堂，教導軍事作戰之方法

與策略，國家才能真正地富強。 

參、《體操教範》總則和內容的介紹 

20 世紀初，中國出版了一批有關體操教學、訓練的專門書籍。

這些書籍大部分從當時的日本體操教材轉譯的，有些是留日歸來的
                                                                                                                     
22 〈添設武備學堂〉，《杭州白話報》，13（杭州，1901）：1。 
23 韋佳、李蘇，〈淺談“清末新政”與中國近代軍隊體育的變革〉，《重慶科技學

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8（重慶，2011.08）：120。 
24 張之洞、譚繼洵，〈會奏設武備學堂摺〉，《利濟學堂報》，13（浙江，1897）：

21-24。 
25 張之洞、譚繼洵，〈會奏設武備學堂摺〉，《利濟學堂報》，13：23。 
26 何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富強報》，10（上海，189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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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人士編寫的。如中國最早的體操譯著是 1904 年六藝書局出版

的王肇錢譯的《日本普通體操學》和文明書局出版的《普通體操教

科書》以及由作新社譯，作新社出版的《體操圖說》，這三本書都

是從日本同名書翻譯而成，是學校的體操教科書。內容包括集合、

站隊、整齊、報數、各種步法轉法和簡單基本的體操動作。27在軍

事教育方面，1911 年陸軍部頒布《體操教範》一書，以下將以此為

例來進行介紹。 

一、《體操教範》的總則共有十二條，臚列如下：28 

第一條 體操以增進體力與氣力為宗旨。 

第二條 體操分為三部一柔軟體操。二器械體操。三應用體操。 

第三條 統帶官帶有統轄標營體操教育之責且須不時獎勵以期實

事求是。 

第四條 隊官掌一隊之體操教育，故一隊體操教育之良否隊官宜

任其責。 

第五條 各隊之軍官額外軍官，軍士須使兵丁知體操之目的。並

喚起其嗜好之心暨勤勉進行之念常，宜身先兵丁而示以

正確之模範。 

第六條 各項規定宜嚴確施行，凡涉巧飾之動作均應嚴禁。 

第七條 身體各部之發育使之均勻最關緊要，故各種器械及運動

宜適當交換若行同一之運動其時刻長短尤宜適度。 

第八條 教育須顧慮體力由易入難，由簡至繁，若不依次序徒求

皮相之進步，則其害不但於生理上相背謬，並於教育進

步大有妨礙。 

第九條 演習之初宜行簡易之運動，又於劇烈運動後如快跑或競

爭等，宜行靜肅嚴確之運動最為緊要。 

第十條 演習時所著之服裝務須便利故有時其司令解開鈕扣或脫

去上衣及帽以期容易動作。 

第十一條 演習時得用哨子或他種記號以代口令。 

                                                 
27 吳維銘，〈體操在我國中小學體育中的地位及歷史演變研究——兼論《體育（與

健康）課程標準》下體操內容體系的構建〉，3。 
28 陸軍部，《體操教範》（出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所，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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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教範中所載各種運動無須使各兵丁同時一律進步。

宜按各隊種之性質及各人之體格酌量施行總以合於體

操教育目的為要，凡判定體操之程度亦以此要旨為準。 

如上，總則第一則明確制定體操以增進體力與氣力為宗旨，以

身體各部位之均勻發展尤為重要，並輔以各種器械運動增進身體能

力，其內容分為柔軟體操、器械體操與應用體操等三部分，不應為

求速成，違背人體生理機能，其動作由淺入深，強調簡易化、正確

化與統一化。其中，第三條「統帶官帶有統轄標營體操教育之責且

須不時獎勵以期實事求是」共細分七項，包含請獎的年限、次數與

方式，如第一項即說明各省陸軍中小學堂及各項武備學堂畢業年限

不同，所有在事出人員獎案自應統一，擬定為三年請獎一次。29第

九條「演習之初宜行簡易之運動，又於劇烈運動後如快跑或競爭

等，宜行靜肅嚴確之運動最為緊要」清楚載明運動步驟順序，說明

已有完整運動過程的概念。另外，在訓練過程與結果考量上，應瞭

解個人體質發展酌量施行，方能達到體操教育之目的。綜言之，《體

操教範》目的在於鍛鍊身心，養成適於軍事諸般所要求之體力氣

力，尤其是肌敏及持久之運動能力。30 

二、《體操教範》的內容包括以下三項： 

（一）柔軟體操 

第十三條 柔軟體操之目的在發達體力保持健康並完全各機關之

機能矯正一切不正之體質，使得成軍人之姿勢且能行

活潑之動作。 

第十四條 柔軟體操期初就單人教育之，俟漸次熟習然後以步隊

施行之。 

第十五條 施行運動之時須示以模範先下預令如（頭向左右彎）

使之準備次下（數）之動令使之動作如欲停止則下（停）

之口令。 

                                                 
29〈陸軍部奏定陸軍武備學堂人員請獎章程〉，《北洋官報》，2715（天津，1911）：

54。 
30 潘仲素，〈體操教範內體操教育著眼上之研究——部頒體操教範之簡要說明〉，

《軍事雜誌》，102（南京，19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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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聞預令時所取之準備姿勢至聞停止令時即行歸復原

位。 

第十七條 凡動作自開始以至停止每一動作各兵高聲活潑呼唱

（一、二、三）等字，然因運動之種類教官得下（停

數）之口，令以停止其呼唱或使以長呼吸代之。 

第十八條 運動之先須令個人取適當之距離及間隔為要。 

第十九條 身體各部之名稱如左圖（如圖 1）。 

第二十條 凡臂之運動時手須隨第一動同時握拳將大指貼於中指

背上使停止時，一併將指伸開以手掌靠於股側，但於

第二十九及第三十條之運動無須握拳（如圖 2）。（1）

臂向前方伸出時須使兩臂成水平線，兩手相距與兩肩

同寬其左右手之指甲均正相對臂向左右伸開時，須使

兩臂成水平線指甲向下。（2）臂向上方伸起時須使兩

臂成垂直線指甲左右相對，凡頭或身體及腰之運動時

一開預令即將大指向後餘四指靠攏向前，以手叉腰兩

肘同向側方。（3）頭之運動時不可牽連身體致生動搖。

（4）體之運動時須將兩腳站穩，不離原位膝則靠攏伸

直頭則隨身體一致運動。（5）腰之運動時不可牽連上

身致生搖動，又腰之落下時由腳尖漸次落至腳跟以免

衝撞地面。 

第二十一條 運動之速度分快舉動慢舉動二種；如以一分鐘計算

在快舉動約行六十次，慢舉動約行三十次。第一章

及第三章為慢舉動，第二章及第四章為快舉動。操

練未熟之時舉動宜慢以期動作正確，然因運動之種

類應行快舉動者其動作必須活潑敏捷。 

第二十二條 兵丁有不正之體質務須矯正，又雖關於一部分之機

能而有妨礙者，在必須矯正之時隊官應按生理及衛

生上之關係，常施以適當之運動為要。31 

如上，第十三至二十二條為柔軟體操之通則，第二十三至四十

六條為各項運動動作之分析與要義，包含頭之運動、臂之運動、體

                                                 
31 陸軍部，《體操教範》，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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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動、腿之運動等部位（如圖 3、圖 4），由上至下，操作時必

須配合口令動作，採取適當間隔距離，並符合身體機能循序漸進，

每個動作都有其要點，動作速度又分快慢動作運行，一切按照生理

之需求。在通則第十三條即說明柔軟體操之目的在於發達體力，保

持健康並完全各機關之機能矯正一切不正之體質，使得成軍人之姿

勢且能行活潑之動作。更確切地說，增加身體之各部位力量，相互

調和，使之合理。  

  
圖 1 身體各部之名稱 圖 2 兩臂後轉 1 數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7。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17。 

  

圖 3 身體左右彎 圖 4 腿向前彎伸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25。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37。 

（二）器械體操 

第四十七條 器械體操以強壯筋力輕捷，身體養成活潑勇敢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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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目的。然此項演習亦可藉以達到第一編之目的

是宜注意。 

第四十八條 教育兵丁之科目概用，第一章及二章若第三章多用

以教授正兵以上者。 

第四十九條 器械體操不用口令，惟教官先示模範次就單人教授

之。 

第五十條  第一章中之鐵杠（槓）、木杠（槓）、平台、橋梯、

弔環，各運動須逐漸練習使接續施行能至數次為要。 

第五十一條 凡運動之要領相同者，無論在何種器械均可施行。 

第五十二條 演習時每一動作須使活潑呼唱次序（一、二、三），

然有時令其停唱次序亦無妨害。 

第五十三條 教官於演習前凡操場敷沙之軟硬器械之損否危險物

之有無，俱應親自檢點并宜將其敷沙時常翻掘。 

第五十四條 教官於兵丁演習時須使其運動容易且防有意外之損

傷，故宜酌量輔助並於緊要之時專派曾受此項教育

之兵丁為之助手。隊官須於平素由兵丁中挑選數名

學習幫助法以備充當助手。 

第五十五條 幫助法因器械及運動之種類及其時機各有不同殊難

預定，然大概之方法如左。助手概立於習技者之側

方兩腳展開始終注視其運動為最緊要。幫助時通常

以手輕持於習技者之臂或腰，俾其動作容易然不可

因此反致拘束其動作。跳越或跳下諸運動時助手當

以手扶其背或臂及腋身體欲升上器械時助手當以手

推托其腰或臀部在器械上懸轉身體時助手當以手捧

其肩或項或臀部身體懸弔於器械上之運動時助手當

扶其兩腰或臀部又如通過天橋時助手宜在前方引誘

或在後方幫助。 

第五十六條 凡身體懸弔或支持於器械之上除特別規定外，通常

兩手相距與兩肩同寬而兩腰及腳尖互相靠攏。 

第五十七條 欲躍起身體須微屈兩腰，以腳蹴地此動作謂之跺

腳，又在器械上伸直兩臂作支持身體之姿勢謂之臂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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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條 凡落下須由腳尖先著地面取第四十六條第一動姿勢

（兩臂平伸其相距較兩肩稍寬亦可但不得失之過

窄）同時乘其餘勢再行躍起藉以減其重墜力（圖 5），

躍起之後宜準第四十六條第二動之要領，然後起立

迅將兩足尖分開。32 

如上，第四十七至五十八條為器械體操之通則，第五十九至一

百條為各項運動動作之分析與要義，包括鐵杠（槓）、木杠（槓）、

平台、木馬、跳台、跳繩、橋梯、弔環、弔桿（索）、天橋等型式

（如圖 6），操作前先由教官示範後再行操作，動作雖不用口令但須

配合運動之要領，且每一動作須配合呼唱次序（一、二、三）。值

得一提的是，當時已有運動輔助之觀念，如第五十四、五十五條為

避免操作時發生意外危險，由隊官挑選數名兵丁學習幫助法，以備

充當助手。第五十八條更條列說明動作結束時，應腳尖先著地，膝

蓋彎曲，以緩衝其重力，以避免動作傷害。簡言之，器械體操之目

的即在柔軟體操的基礎面加深、加強，也就是加強運動的感覺、力

量、靈敏、柔韌、協調、平衡等基本身體素質方面和培養學生的情

感、意志等方面，33完善其心智，強健其體格。 

  

圖 5 兩臂平伸腰下彎 圖 6 兩腰極力向（弔環）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43。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72。 

                                                 
32 陸軍部，《體操教範》，45-49。 
33 李杰、徐文峰、譚清川，〈淺談器械體操內容教材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吉

林體育學院學報》，20.4（吉林，2004.08）：72-73。 



論陸軍部《體操教範》：內容、特色與時代意義 

13 

（三）應用體操 

第一百零一條 應用體操之目的在無論遇何種地區地物均能毫不

躊躇迅速應用各種方法通過之為要，故徒步隊尤

宜熟練。 

第一百零二條 應用體操按器械體操進步之程度，自新兵教育期

起行演習。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章中第一百零六條乃至第一百零九條係於演

習時攜帶武器，並漸次增加武裝第一百十條乃至

第一百十三條係空手施行。第二章中第一百十四

條乃至第一百十八條及第一百二十條先行空手單

人教育。迨熟習後再攜帶武器並漸次增加武裝且

以部隊施行之第一百二十二條初次即攜帶武器以

部隊施行漸次增加武裝。 

第一百零四條 攜鎗跳越或跳下法以右手提鎗俾手掌後方接近表

尺實行跺腳同時將臂彎曲拳間內方旋轉保持鎗身

於腋下，使鎗口向上鎗身少傾向下迨落下後，成

持鎗立正式（見圖 7）。連續通過障礙時每一超過

無須將鎗放下，但適宜攜持之又在登降動作時通

常以負鎗於背為便。佩帶軍刀而行跳越或跳下

時，須依情況將刀脫鉤攜持在手（見圖 8）。 

第一百零五條 應用體操之幫助法準第五十五條施行。34 

如上，第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五條為應用體操之通則，第一百零

六至一百二十二條為各項運動動作之分析與要義，包括跳台、跳

繩、弔桿（索）、天橋、跑步、快跑競爭、人梯、障礙場、野外障

礙通過、野外跑步等項目（如圖 9、圖 10），操作時必須按照其學

習進度加以習之。簡言之，應用體操之目的乃活用器械體操之動作

能力，養成戰場所必要之運動技能，無論遇何種險阻地形、地物，

均能毫不躊躇，迅速應用各種方法通過。確切地說，應用體操乃是

器械體操之進階內容，須將器械體操之動作熟練後，才可操練之。 

                                                 
34 陸軍部，《體操教範》，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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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攜鎗跳越或跳下法（一） 圖 8 攜鎗跳越或跳下法（二）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135。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136。  

  

圖 9 人梯 圖 10 野外障礙通過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143。 

圖片來源：陸軍部，《體操教範》（出
版地不詳：陸軍部印刷
所，1911），151。 

肆、《體操教範》的時代意義 

一直以來，清廷教育制度與場所以民辦私塾為主。1862 年起開

始陸續設立新式學校；1902 年清廷頒布的《壬寅學制》；1904 年頒

布的《癸卯學制》，正式落實新式國民教育，並將「體操」列為新

制學校的教育科目。此時期受到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軍國民教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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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體操廣泛於學校教育推行，35更影響著軍事教育的發展。當然，

軍國民教育思潮乃因軍事上接連的失利、國民危機意識的覺醒、打

破文弱社會風氣的尚武精神提倡、器具與制度改革求變圖強的踟躕

難行以及日本教育的啟迪下形成。36 

1911年真正實施軍國民教育時，這股推動力量並不是清廷，而

是受民間力量的號召與重視下，形成一股洪流。37就本質來看，軍

國民教育是一種文武合一教育，具有提倡尚武精神與愛國精神的特

質，並在各方輿論的鼓吹支持下，成為制度化教育的主流思想，38如

宣統2年（1911年）《學部官報》在〈會奏遵議東督等奏中學以上

學堂兵式體操仿照陸軍練習摺〉示：「12月25日復准軍機處鈔交御

史溫肅奏請將中學以上學堂兵式體操仿照陸軍教練，中學以上各校

體操一門均習兵式。」39準此，軍國民教育以嚴格訓練為目的；在

實施方法上，注重體操、兵式體操、打靶、遊戲、體育、並講授武

學、兼習拳術等，尤其在實際運作上，部分法規的編訂，真接與陸

軍部配合，顯示軍國民教育的推展。40由此觀之，《體操教範》也

就成為當時軍事教育在身體教化之工具。如各部隊學校體操課目必

須切實施行《體操教範》，勿稍違忽為要。41其次，為加強執行成效，

在實施上教員須注意若干事項，如精神與身體的啟發與調和、動作

操練應由簡入繁、身體各部位的適度施行、緩和運動開始與告終等

                                                 
35 呂鳳英，〈尚武和愛國的教育思想對近代中國學校體育的影響（1902-1949）〉，

《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8.2（桃園，2007.06）：5-6。 
36 呂鳳英，〈軍國民教育時期學生身體改造的歷程初探（1902-1919）〉，《身體文

化學報》，1（臺北，2005.12）：265。 
37 許毓良，〈從解嚴前的臺灣軍訓課本來看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想的影響〉，《史

耘》，7（臺北，2001.07）：135。 
38 呂鳳英，〈軍國民教育時期學生身體改造的歷程初探（1902-1919）〉，《身體文

化學報》，1：279。 
39 〈會奏遵議東督等奏中學以上學堂兵式體操仿照陸軍練習摺〉，《學部官報》，

151（北京，1911）：4。 
40 許義雄，〈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發展〉，《體育學報》，13（臺北，

1991.12）：4。 
41 〈爲奉委員長成都行轅代電飭遵照奉頒體操教範切實施行令仰遵照由〉，《西康

省政府公報》，5（西康，1939）：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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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42更重要的是，在其總則第一條明確說明體操以增進體力與氣

力為宗旨。再再說明體操教範的施行著重於身體能力的操作與改

善。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發現體操不僅止於發育其身體，還能完全

之健全人格。教材內容由淺入深分為柔軟體操、器械體操與應用體

操等三部分，強調簡易化、正確化與統一化，在實施操作上有完整

的運動過程概念，包含熱身運動、主運動、緩和運動等三大部分。

亦可說，現代體育運動之概念或多或少受到體操之影響。  

伍、結論 

1902 年，清廷頒布《壬寅學制》，在「京師大學堂章程」、「高

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和「蒙學堂章程」

中幾乎設有「體操」；1904 年清廷再頒布「癸卯學制」，在「高等

學堂章程」、「初級師範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及「高等小

學堂章程」中明確規定各學堂必授兵式體操，體操已成為學校體育

主要課程之一。從宣統三年陸軍部出版《體操教範》一書來看，當

時的體操以增進體力與氣力為宗旨；其內容共分為柔軟體操、器械

體操與應用體操等三部分，其動作內容由淺入深，講求簡易化、正

確化與統一化，目的在於發達體力，保持健康，完善身體姿勢之動

作，並活用器械體操之動作能力，養成戰場必要之運動技能。 

進一步而言，當時的課程內容仿照德國式體操，先以柔軟體操

為基礎，後才操作器械體操，而應用體操乃是器械體操之進階過

程。再者，動作操作必須配合運動之要領，每一動作須調整動作呼

吸節奏來進行。最後，當時已具備良好的運動防護觀念、措施與運

動過程概念（包含熱身運動、主運動、緩和運動），為避免操作時

發生危險，教官會指示派遣人員學習輔助方法並協助操作者，防止

意外發生。可以說，現今體育運動之概念或多或少受到當時體操之

影響。 

                                                 
42 潘仲素，〈體操教範內體操教育著眼上之研究——部頒體操教範之簡要說明〉，

《軍事雜誌》，102：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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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Gymnastics Manual”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rmy 

Hsien-Wei Kuo/ National Tainan Institute of Nursing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features and histor-

ical meaning of the “Gymnastics Manual” published in 1911 by the 

Ministry of Arm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he “Gym-

nastics Manual” as a pie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 was tested and verified 

and further explained. One of the findings shows that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force and spirit of the army men. Its content in-

cludes three parts of flexibility, apparatus, and application gymnastics. 

The physical motions emphasize simple, correct and unified rules for 

practicing the body strength and spiritual. Moreover, the practicing cur-

riculum at the time was in accordance with German gymnastics from 

the easy to th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hat is, from flexibility to ap-

paratus and application gymnastics. Furthermore, the good quality of 

the assistant protection could avoid the risk during the practice. Finally, 

the complete exercise process of warm up, main event and cool down 

was also recorded in the book. It may be summed up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moder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s affected by gymnastics 

partly. 

Keywords: Education for military citizen, military gymnastics, mili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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