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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因緣：臺灣參與冬季奧運會之研究 

李鳳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中華郵政於 1972 年及 1976 年分別以「滑降」、「越

野」、「大迴轉」及「滑雪射擊」、「雪橇」、「滑雪」等滑

雪運動項目為主題，發行體育郵票共兩套、六張，以紀

念臺灣參與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惟臺灣位屬於亞熱帶

地區，終年降雪機率低，其氣候環境不利發展冬季運動

項目，但中華郵政卻發行兩套共六張以冬季運動項目為

主之體育郵票，遂引起研究者之興趣，欲探知郵票發行

背後之因。本研究主要採歷史研究法，輔以文獻分析

法，透過相關文獻進行解讀與分析，探討臺灣參與冬季

奧運會之契機與目的。研究結果如下：（一）1959 年，

臺灣為維護奧會會籍之名稱，積極爭取參加 1960 年冬

季奧運會，在氣候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仍選派選手至國

外移地訓練，以參加比賽。（二）臺灣於 1968 年墨西哥

奧運會正名成功後，陸續正式成為冬季運動單項總會會

員，受邀參加 1972 年及 1976 年冬季奧運會，政府單位

為紀念臺灣參與冬季奧運會，於此兩屆奧運會開幕之

際，發行以冬季運動項目為主之體育郵票，以示紀念，

並藉此提倡與宣傳冬季運動項目，以培育優秀冬季運動

選手，參與國際賽事。（三）1971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

在國際政治受挫的情況下，仍參與 1972 年冬季奧運會，

成績雖不理想，但透過參與國際賽事，與國際各國接

觸，拓展外交，企圖重返聯合國。 

關鍵詞：會籍、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體育郵票 

聯絡人：李鳳然，E-mail:minehdj@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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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簡稱中華郵政）自 1960 年始發行
體育郵票，至今（2016 年）發行百餘枚體育郵票，經研究者初步整
理，其發行之運動項目二十餘種，內容包羅萬象，除了田徑、籃球、
足球、排球等體育運動項目外，亦有近年來新興的傳統體育與戶外
休閒活動等，其中尚包含冬季運動項目，此項目之發行，令研究者
感到疑惑，由於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終年降雪機率低，實難以發
展冬季運動項目，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臺灣何以發展冬季運動項

目，進而參與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後簡稱冬季奧運會）之賽事，
遂引發研究者思索，當時政府發行兩套冬季運動郵票之目的，與當
時之時代背景間的關聯性為何？有鑑於此，本研究採歷史研究法，

並輔以相關文獻之蒐集與解讀，欲瞭解冬季運動項目在郵票上的呈
現及其發行目的，並藉由此套體育郵票之發行，進一步探討臺灣參
與冬季奧運會之契機與目的。 

有關冬季奧運會之源起，本文於此略述。第 1 屆冬季奧運會始
於 1924 年，首次將冬季運動項目加入奧運會項目為 1908 年的倫敦
奧運會，將花式滑冰列為正式競賽項目，優美的舞姿在音樂的搭配
下，完美的在冰上展演，獲得觀眾熱烈的回響與興趣，繼倫敦奧運
會後，1920 年第 7 屆安特衛普奧運會亦再次將花式滑冰列為正式競
賽項目，除此，亦增加冰上曲棍球此一競賽項目，在此兩項運動項

目的優美與緊張刺激的競賽特質之下，冬季運動項目逐漸受到觀眾
的青睞；惟因奧運會多於夏季舉辦，增列冬季運動項目，在氣候上
並不適宜，因此，獨立舉辦冬季奧運會之提案，被列入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後簡稱國際奧委會）的議程之中。1 

然而首屆冬季奧運會並非於賽前決定舉辦，而是 1922 年國際
奧委會於第 21 屆巴黎年會中，通過由法國奧委會、法國阿爾卑斯
滑雪俱樂部及法國冬季運動協會，在夏摩尼舉行「奧林匹克冬季運
動週」，2此一賽事的成功，讓國際奧委會於 1925 年的捷克布拉格年
會中，宣布承認此一賽事的成績與紀錄，將其列為第 8 屆奧運會成
績，並宣布冬季奧運會與夏季奧運會於同年舉辦，並以四年為一周

                                                 
1 賴世堤，《歷屆冬季奧運各國競賽實力分析（1924~2006）》（臺北：師大書苑，

2008），1。湯銘新，《冬季奧運發展史》（臺北：啟林，1998），29、33。 
2 賴世堤，《歷屆冬季奧運各國競賽實力分析（1924~2006）》，1。湯銘新，《冬季

奧運發展史》，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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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關規程章法比照夏季奧運會，惟同一國家不得於同年並時舉
辦夏季及冬季奧運會。3 

本研究題目主標題為「郵票因緣」，乃因觀其中華郵政發行冬
季運動項目之郵票，遂引發研究者之興趣，故先行介紹臺灣冬季運
動項目之體育郵票，後再針對郵票發行目的與意義進行論述。 

貳、簡述臺灣冬季運動體育郵票 

中華郵政發行郵票同時，亦斟酌發行首日封、貼票卡、護票卡、
活頁卡、小全張、大全張或明信片等等，並蓋上首日郵戳或紀念郵

戳等。此兩套冬季運動項目之體育郵票，除印行郵票外，亦同時發
行首日封、貼票卡、護票卡，並蓋上首日郵戳，以資紀念。以下針
對此兩套體育郵票所發行之首日封、貼票卡、護票卡、郵戳及郵票

進行說明。 

一、首日封 

首日封亦稱為首日蓋銷封，是在新郵票發行當天貼在普通或特

製的信封上，加蓋第一天發售日之郵戳、特種郵戳或紀念郵戳，具

有查考郵票發行日期之功能。4首日封源於 1919 年，由美國一家郵

商開始發行，因信封上印有精美圖案，而廣為流傳，發展至今日，

已成為全球集郵界之風氣。首日封又可再細分為多項類別，以發行

單位作為區別，可分為「官封」與「私封」，官封係指由國家郵政

機構所印製發行的首日封，私封則是由民間集郵團體或個人自行印

製之；另外，以黏貼郵票的面值高低加以區分者，分別有套票封及

低值封，套票封是指貼上全套新郵並蓋有首日戳記，低值封則是僅

黏貼較低面值郵票後蓋上戳記；再者，若黏貼新郵並確實經由郵局

寄遞者，稱之為「實寄封」，5此類封較上述各類珍貴。 

冬季運動郵票所發行之首日封，如下圖 1 與圖 2。此兩套首日

封皆於信封左側繪有一滑雪選手，並於圖案下方印有「體育郵票」

四字、發行年份及發行日期。 

 

                                                 
3 湯銘新，《冬季奧運發展史》，34。 
4 伍莉潔，《集郵》（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36。 
5 陳守煒，《集郵小百科》（臺北：業強，1994），147。伍莉潔，《集郵》，36。中

華郵政全國資訊網，http://www.post.gov.tw/post/index.jsp, 2012年 12月 27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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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72 年冬季奧運會首日
封 

圖 2 1976 年冬季奧運會套票
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藏 

二、貼票卡及護票卡 

此兩套體育郵票發行時，中華郵政亦發售貼票卡與護票卡。自

1960 年起，每套新郵票的發行，皆發售貼票卡，另外，從 1972 年

開始亦發行有透明護郵膠膜的貼票卡片，稱之為護票卡。1972 年所

發行之貼票卡及 1976 年發行的護票卡，其封面的部分，分別以滑

雪及滑雪射擊之動作為圖案，內頁除說明外，亦貼有發行郵票，封

底的部分，印有此套郵票發行的日期、套號、面值、數量、用紙、

印刷等等郵票資訊，其發售式樣詳見下圖 3 至圖 8。 

 
 

圖 3 1972 年冬季奧運會貼票
卡封 

圖 4 1972 年冬季奧運會貼票
卡內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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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72 年冬季奧運會貼票
卡封底 

圖 6 1976 年冬季奧運會護票
卡封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藏 

 

 
 

圖 7 1976 年冬季奧運會貼票
卡內頁 

圖 8 1976 年冬季奧運會貼票
卡封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藏 

三、郵戳 

郵戳為郵票的前身，在郵票還未問世前，郵戳是用以確認收寄

郵件之時日，備查郵件處理之過程，以及究明郵件延誤責任之重要

依據，然於 1840 年，英國人羅蘭希爾（Rowland Hill）發明郵票後，

郵戳的主要目的便是以蓋銷郵票，使郵票不得重複使用為主，亦為

交寄郵件時間、地點之證明的戳印，因此，戳面包含地名、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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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資證明，其形狀以圓形為主。6除普通郵戳外，尚刻有紀念郵

戳，如中華郵政為紀念國家或慶賀特殊重大意義事件，其戳面刻有

相關紀念圖文及紀念日期，且在指定期間內，免費提供郵迷以紅色

或紫紅色油墨自由銷蓋。7然而本文所欲介紹之體育郵票，其性質屬

特種郵票，8並非紀念郵票，9遂此，中華郵政僅鐫製首日郵戳，其

戳章如圖 9 與圖 10，其戳面僅刻有發售地點及日期。 

  

圖 9 1972 年冬季奧運會首日
郵戳 

圖 10 1976 年冬季奧運會首日
郵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藏 

四、郵票 

郵票於 1840 年首度問世，其發明者為羅蘭希爾爵士（Sir 

Rowland Hill），起因為當時英國郵政制度係由收信人繳納郵資，且
郵資費率相當高昂，10因此，羅蘭希爾為改善此一情況，產生郵資
預付之觀念，11進而發明郵票。第一套體育郵票始於 1896 年希臘雅
典奧運，當時希臘為舉辦第 1 屆奧運會，於興建場館之時，出現資

                                                 
6 晏星，《郵譚》（臺北市：交通部郵政總局，1984），41-42。中華郵政全國資訊

網，http://www.post.gov.tw/post/index.jsp, 2012年 12月 27日檢索。 
7 伍莉潔，《集郵》，32。陳守煒，《集郵小百科》，186。 
8 特種郵票乃為宣傳特定事物而發行的郵票。 
9 紀念郵票係指紀念國內、國際的重大事件、知名人物以及其他值得慶祝的事物

而發行的。 
10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郵票的誕生〉，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n_st

amp/index.jsp?ID=150712, 2013年 3月 12日檢索。正原，〈郵票史話〉，《今日

郵政》，3（臺北，1958.03）：6。 
11 晏星，《郵譚（郵票與郵史漫譚第四版）》（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198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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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短缺問題，當時兩位希臘集郵家與貨幣學家，遂提出發行紀念郵
票，以籌措資金，使奧運會得以順利舉辦。12 

1972 年臺灣首次以冬季運動項目為主題發行郵票，是為紀念臺
灣首度參加第 11 屆日本札幌冬季奧運會，臺灣於 1968 年始成為國
際滑雪總會會員，此屆應邀參加冬季奧運會，其意義重大，故發行
此套郵票，以示紀念，其郵票圖樣如下圖 11 至 13。此套郵票於 1972

年 2 月 3 日札幌冬季奧運會開幕當日發行，主要圖案之設計係以此
屆奧運會之圖案標誌為藍本進行繪製（如圖 14），圖案之選取以滑
降、越野滑雪以及大迴轉此三項運動項目為主，並在郵票上方印有

奧林匹克五環之標誌，分別以一元、五元及八元之面額發行，各張
郵票發行量分別為三百萬、兩百萬及一百萬張。 

   

圖 11 滑降 圖 12 越野滑雪 圖 13 大迴轉 
資料來源：中華郵政寶藏，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 stam

phouse/stamphouse_index_ch.htm, 2012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圖 14 1972 年日本札幌第 11 屆冬季奧運會運動圖標設計 

資料來源：http://www.izhsh.com.cn/topic/207/1_1910.html, 2012 年 11 月 16

日檢索。 

                                                 
12 <Organising Committees also Run Philatelic and Numismatic Programmes  

that benefit the Olympic Movement>, http://www.olympic.org/philatelic-and-nu

mismatic, 2013年 4月 10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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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為臺灣第二次參加冬季奧運會，此次賽事由奧地利茵斯

布魯克舉辦第 12 屆冬季奧運會，發行之郵票圖樣如下圖 15 至 17。

此套郵票於 1976 年 1 月 15 日發行，為提倡並加強宣傳冬季運動項

目，其圖係以臺灣參賽的冬季兩項中的滑雪射擊、雪橇以及滑雪此

三項為主，並在郵票上方印有奧林匹克五環之標誌，分別以兩元、

五元及八元之面額發行，各張郵票發行量分別為五百萬、兩百二十

萬及一百八十萬張。 

   

圖 15 冬季兩項
（Biathlon） 圖 16 雪橇（Luge） 圖17 滑雪（Skiing） 

資料來源：中華郵政寶藏，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 stam
phouse/stamphouse_index_ch.htm, 2012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在中華郵政發行之貼、護票卡中，其說明文字載有：「為加強

宣傳並提倡滑雪新興運動，特以冬季運動項目中「滑降」、「越野」

及「大迴轉」三種滑雪運動為題材……」以及「第十二屆冬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將於六十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五日在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舉行，我國應邀派隊參加。為資倡導及加強宣傳，特以冬季奧運項

目中我國參加之「滑雪射擊」、「雪橇」及「滑雪」三種運動為題

材……」，從官方發行郵政商品之說明，顯示出當時政府為提倡並

加強宣傳冬季運動項目，且為讓國人得知臺灣參加冬季奧運會，遂

輔以體育郵票之印行來響應冬季運動，當時政府除了以郵政商品之

發行來加以宣傳外，亦於體育政策上制訂相關計畫予以推展冬季運

動。 

參、臺灣發展冬季運動之相關政策推展 

臺灣最早的滑雪紀錄始於 1935（昭和 10）年，花蓮港的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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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孝（臺日支局長）在積雪五尺的合歡主山滑雪，受到日本山岳會

影響，加上此次滑雪經驗，遂引發沼井鐵太郎的高度注意，提出設

立合歡滑雪場之建議。13  

另外，1953 年蔣中正手著之「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曾

論及國民體育與現代青年必備的幾種藝術和技能，提倡應具備各種

運動項目之技能，14其中亦包含滑雪活動此項冬季運動項目。臺灣

在 1956 年至 1960 年，開鑿東西橫貫公路期間，發現海拔三千多公

尺的合歡山，每年冬季約有兩個月的積雪期，其積雪深度、地形及

坡度，均適合作為滑雪場地，國軍遂於 1960 年於合歡山成立陸軍

高山寒地作戰訓練中心，闢建滑雪場，作為高山寒地作戰訓練之

用。151963 年，沈家銘擔任臺灣省滑雪協會理事長，積極推動臺灣

滑雪運動，組成合歡滑雪俱樂部，並開始實施滑雪技術檢定，為使

滑雪場地與硬體設施更臻完善，分別於 1966 年，完成松雪樓滑雪

訓練營營本部並架設四百公尺長的滑雪專用纜車，16並在 1974 年，

在松雪樓旁興建「滑雪訓練中心」，專供冬季舉辦滑雪訓練營隊隊

員駐紮之用，17硬體設備逐步完善，為提倡滑雪活動之一大推動力，

每年由滑雪協會主辦滑雪活動訓練營，以選拔青年選手，藉以培訓

冬季運動項目之儲備選手，此些訓練營亦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冬

令活動之一。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於1952年10月31日，團主任為蔣經

國，其成立目的主要是透過各式活動與幹部培訓拉攏青年學生、實

施反共愛國教育並培育國家青年人才，且將蔣經國塑造為「青年的

導師」。18救國團於1953年首次舉辦冬令青年先鋒營，並於1961年至

                                                 
13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博揚

文化事業，2006），387。 
14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建國 100年體育專輯：體育政策》（臺北：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2011），39。 
15 陳金樹，《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概況》（臺北：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1989），

50。 
16 陳金樹，《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概況》，50。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建

國 100年體育專輯：體育人物誌》（臺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114。 
17 陳金樹，《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概況》（臺北：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1989），

50。 
18 蘇瑞陽，〈國府反共堡壘觀的臺灣體育（1945-1971）〉，《身體文化學報》，10

（臺北，201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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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期間，在體育活動類中，舉辦合歡山冬令營、滑雪訓練營、

合歡山滑雪營以及合歡山雪地活動隊。19在1972年救國團成立滿二

十周年之際，亦發行郵票，其題材係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的

登山、滑雪、游泳、跳傘等四種活動為圖案，以提倡青年活動。20 

因此，在滑雪協會與救國團的推動之下，除了促進滑雪運動的

推廣，也藉此培育青年選手，21並選派選手及教練赴國外移地訓練，

期能參加冬季運動賽事，故，滑雪訓練中心除提供冬季滑雪訓練營

使用外，同時也是臺灣滑雪選手唯一的訓練基地，綜上觀之，滑雪

協會與救國團在滑雪運動的推展上，為臺灣的冬季運動奠下根基。 

肆、臺灣參與冬季奧運會之緣由與過程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政權開始瓜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中華民國分別在臺灣海峽的兩岸分庭抗禮，在政體分割的情況下，

於國際體育運動的場域上更體現出兩邊勢力的對抗情節，奧委會會

籍代表權的問題即是相當明顯的例子。 

一、奧會名稱受到質疑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會，臺灣於 1951 年 6 月初即收到邀

請函，並開始進行選拔與組隊，欲參加田徑與籃球等運動項目，此

時與蘇俄及芬蘭建交的中國，在蘇俄的協助下，報名參加此次奧運

會，並協助中國參賽。22國際奧委會於 1952 年 7 月，在赫爾辛基召

開第 48 屆年會，投票通過兩岸皆可選派選手參賽，但在兩岸皆主

張「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情況下，臺灣宣布退出赫爾辛基

奧運會，中國獲知後，隨即派遣選手趕赴赫爾辛基參賽。23 

                                                 
19 陳耀宏、蔡禎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全面性動態青年活動之歷史變遷〉，《中

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15（臺北，1993.07）：6-9。蘇瑞陽，〈國府反共

堡壘觀的臺灣體育（1945～1971）〉，《身體文化學報》，10：94。 
20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郵票寶藏，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stampho

use/stamphouse_index_ch.htm, 2012年 11月 17日檢索。 
21 沈家銘，〈會長的話〉，《1996年創刊秋季號》（臺北：臺灣省體育會滑雪協會，

1967.8），1。 
22 湯銘新、洪義筌，《「中華臺北」會名之淵源及意涵兩岸奧會爭議之回顧與展望》

（臺北：啟林，2008），32。 
23 張啟雄，〈「法理論述」vs.「事實論述」：中華民國與國際奧委會的會籍認定交

涉，1960-1964〉，《臺灣史研究》，17.2（臺北，2010.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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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前車之鑑，1956 年澳大利亞墨爾本奧運會，臺灣為避免發

生相同情形，臺灣趕在中國之前，進駐奧運會選手村，並欲於奧運

會選手村，升上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中國得知後，不斷向國際

奧委會以及墨爾本奧運籌委會提出抗爭，卻不巧讓澳方將中國五星

旗降下，改升臺灣國旗，由於此一狀況的發生，中國顧及若再將五

星旗升上，恐發生「兩個中國」的負面形象，致使中國退出墨爾本

奧運會，24並於 1958 年退出國際奧委會。 

1959 年 5 月，臺灣正式收到第 8 屆美國士科谷冬季奧運會之邀

請函，但是當時臺灣因氣候環境之故，並未發展冬季運動項目，對

於是否應邀參加仍在思量，然而在同年 5 月下旬，情況有些轉變，

第 56 屆國際奧委會年會於德國慕尼黑舉辦，英國及以蘇俄為首之

共產國家，質疑臺灣代表中國奧委會之邏輯性與合理性，經大會投

票決議後，臺灣因未能控制整個中國之體育，必須更改奧委會名

稱，因此一決議，臺灣開始對國際奧委會展開一連串的抗爭。25 

二、參加冬季奧運會，試圖力保奧會名稱 

1959 年 6 月初，臺灣通知國際奧委會更名為「中華民國奧林匹

克委員會」，並要求以此正式名稱列入與國際奧委會相關之協會機

構及國際體育協會，然而，國際奧委會仍認為，「中華民國」一詞，

仍包含中國，故此一會籍名稱不予採納。26臺灣為奧會正名一事擬

定因應措施，其方針之一為著手進行參加冬季奧運會的籌備工作，

包含加入滑冰及滑雪運動項目之國際總會，當時鑒於美國政治環境

對臺灣有利，且美國冬季奧運會籌備委員會與臺灣關係友好，若得

以用中華民國之名義參加第 8 屆冬季奧運會，其對中華民國正名一

案有所助益，並能使同年 8 月的羅馬奧運參加之路更為順遂。然天

不盡人意，於第 8 屆冬季奧運會開賽前，臺灣仍未能取得國際滑冰

與滑雪總會之會員資格，故無法參與此次賽會，幾經斡旋，始同意

                                                 
24 張啟雄，〈「法理論述」vs.「事實論述」：中華民國與國際奧委會的會籍認定交

涉，1960-1964〉，《臺灣史研究》，17.2：97。 
25 張啟雄，〈1960年前後中華民國對國際奧委會的會籍名稱之爭〉，《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44（臺北，2004.06）：107-108。 
26 張啟雄，〈1960年前後中華民國對國際奧委會的會籍名稱之爭〉，《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4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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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鴻路擔任大會第一項競賽項目——15 公里越野滑雪之前導。27 

三、1972 年首度正式參加冬季奧運會 

1960 年爭取加入國際滑雪總會失利後，滑雪協會仍持續努力，

針對國際滑雪總會所要求之文件，如規程、規則等，進行修改與申

請，終於在 1968 年申請成功，成為國際滑雪總會會員，是年，臺

灣亦於墨西哥奧運會中正名成功，且於 1972 年，正式受邀參加由

日本札幌所舉辦的第 11 屆冬季奧運會，此次為臺灣第一次正式參

與冬季奧運會，為備戰此賽會，1968 年起，中華全國滑雪協會理事

長沈家銘於國內滑雪訓練營中選拔優秀選手，並聘請日本教練於合

歡山滑雪場教授滑雪技術，後於 1969 年，率領 15 名選手赴日本受

訓，1971 年再至奧地利及日本移地訓練，共選拔出 8 人參與此次賽

事，參賽項目以 15 公里越野滑雪、曲道及大曲道三項為主，28其中

以陳雲銘在曲道項目的表現最佳，頗具潛力，賽後，奧地利最大雪

板製造廠（KNEISSL）願意贊助陳雲銘在奧地利訓練一年（包含食

宿、場地使用與教練），交換條件是以後比賽必須使用該廠製造之

雪板，後因兵役及其他問題，而未能接受。29另外，在賽會期間，

代表團及選手招待參賽國家及大會相關單位，有助於提升國民外

交，因此在比賽結束後，國際滑雪界人士皆應沈家銘會長之邀訪問

臺灣，其中包含國際滑雪總會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伉儷，以及

國際現代五項及冬季兩項總會秘書長等國際奧委會委員，相繼來臺

訪問，促成國際現代五項及冬季兩項總會邀請臺灣加入會員，同年

3 月中旬，臺灣獲准入會，再者，臺灣於 1973 年成為國際雪橇及雪

車總會會員，並受邀參加 1976 年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冬季奧運會，

參加大曲道、曲道、滑雪、冬季兩項及單、雙人雪橇等競賽項目；

這些參賽項目，亦呈現於 1972 年及 1976 年由中華郵政所發行之體

育郵票，1972 年發行之體育郵票，其圖案的呈現，以滑降、越野以

及大迴轉為主，與臺灣在 1972 年札幌奧運會參加之 15 公里越野滑

雪、大曲道、曲道等三項運動項目之技術，密切相關；另外，1976

                                                 
27 張啟雄，〈1960年前後中華民國對國際奧委會的會籍名稱之爭〉，《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44：111。劉進枰、張嚴仁，〈臺灣爭取參加 1960年冬季奧運會的歷

史考察〉，《運動文化研究》，12（臺北：2010.03）：35-50。 
28 湯銘新，《冬季奧運發展史》，199。 
29〈第十一屆冬季世運會後話〉，《滑雪會刊》，5（臺北，197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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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茵斯布魯克冬季奧運會，臺灣參加 15 公里越野滑雪、大曲道、

雪橇、雙人雪橇、滑雪射擊等五項競賽項目，在體育郵票中，亦以

滑雪射擊、雪橇以及滑雪為其圖案展現，顯示出政府對於選手參加

冬季奧運會之重視。除了在體育郵票的圖案中，以臺灣參與之競賽

項目為主要表現題材外，此外，亦於兩套體育郵票的貼、護票卡上，

印有「為加強宣傳並提倡滑雪新興運動」及「為資倡導及加強宣傳」

等字樣，顯示出政府積極推動冬季運動項目之企圖，藉由體育郵票

之發行，來提倡與宣傳冬季運動項目，提高國人對於冬季運動項目

的興趣，促使更多青年好手，參加相關滑雪冬季訓練營，並從中選

拔優秀冬季運動項目選手，代表臺灣參與國際冬季運動賽事。 

伍、結論 

中華郵政於 1972 年及 1976 年所發行的兩套以冬季運動項目為

主題的郵票，其圖案的呈現，是以臺灣參加冬季奧運會之項目為

主，如越野滑雪、滑雪射擊、雪橇等，其發行之目的，除為紀念臺

灣參加冬季奧運會外，亦有提倡及宣傳冬季運動之意。 

惟臺灣在不利發展冬季運動的情況之下，仍參與冬季奧運會之

契機，乃源於 1959 年，臺灣因奧委會名稱之故，欲藉由參加冬季

奧運，以利臺灣於奧委會名稱正名一事，並希冀對同年 8 月參加羅

馬奧運之名稱能有所裨益，然臺灣於 1960 年前尚未發展冬季運動

項目，直至 1960 年於合歡山闢建滑雪場，作為高山寒地作戰訓練

之用，爾後興建松雪樓及滑雪訓練中心，臺灣省滑雪協會與救國團

始推廣滑雪運動，以培育選手，參與冬季運動賽事。於倡導推廣滑

雪運動期間，亦積極申請成為國際滑雪總會之會員，並於 1968 年

成為其會員，而得以受邀參加 1972 年日本札幌冬季奧運會，爾後

陸續成為國際現代五項、冬季兩項、雪橇及雪車等總會之會員，並

於 1976 年再度應邀參加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冬季奧運會。 

因此，1959 年為鞏固及維護臺灣於國際奧會之地位，在氣候環境不

利的情況下仍選派選手至國外移地訓練，以參加比賽，雖未能正式

參與賽事，卻也開啟臺灣發展冬季運動項目之契機，爾後，臺灣積

極爭取加入國際冬季運動項目之總會，除此，國內滑雪協會及救國

團亦推廣並舉辦滑雪相關訓練營，聘請外籍教練教授滑雪技術，以

培育選手，更選派優秀選手至國外移地訓練，並配合政府政策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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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積極參與國際冬季運動項目之賽會，在持續不斷的努力之下，

終於在 1972 年及 1976 年正式參加札幌冬季奧運會及茵斯布魯克冬

季奧運會，對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在國際政治受挫以及排我聲

中的臺灣而言，注入一劑強心針，透過參與國際賽事，與國際各國

接觸，得以拓展外交，企圖重返聯合國，因此參與冬季奧運會對當

時的臺灣相當重要，為此，中華郵政為符應此一事件，遂於 1972

年及 1976 年兩屆冬季奧運會開幕之際，發行以臺灣參賽之冬季運

動項目為主之體育郵票，以示紀念，並藉此提倡與宣傳冬季運動項

目，期能提高國人對於滑雪運動之興趣，吸引更多優秀青年學子，

與滑雪運動之培訓，進而代表臺灣參加國際運動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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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Rationale for Issuing Winter Sports Postage Stamps 

Feng-Ran Le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72 and 1976, the Chunghwa Post issued two sets of postage 

stamps which include six winter sports: downhill skiing, cross-country 

skiing, giant slalom skiing, biathlon, luge, and freestyle skiing to com-

memorat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aiwan 

is located in subtropical country with little snow, it is difficult to devel-

op winter sports. The researcher is curious about this phenomenon, and 

thus, adopted a historical method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rationale and purpos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ed. Firstly, Taiwa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defend the member-

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1959, and seized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1960 Winter Olympic Games. Despite the local 

conditions was not suitable for winter sports, several athletes were sent 

overseas for training and competing. Secondly, Taiwan was acknowl-

edged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1968 

Summer Olympics in Mexico. Years later, Taiwan becam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Olympic Winter Sports Federation, and 

was invited to the 1972 and 1976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commem-

oration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the government issued postage stamps 

with winter sports during these two Olympic Games. The purpose was 

to promote winter sports, and also cultivate athletes for international 

winter games. Finally, Although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withdrew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1, the government still sent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the 1972 Winter Olympic Games under this adverse cir-

cumstances.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were not satisfied, nevertheless, 

the main purpose was keep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tacts, and expanded 

diplomacy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rejoin the United Na-

tions.  

Keywords: Membership, Winter Olympic Games, sports postage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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