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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交織下的體育節日——九九體育節（1942-1945） 

顏銘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摘要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強健國民體質及對抗汪

精衛政權之威脅，1941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頒布「國

民體育法」，並結合傳統九九登高習俗，以提倡國

民運動風氣且連結紀念國父廣州首義的事蹟，特選

定 9 月 9 日為「體育節」，並在當日擴大舉辦體育

相關活動。本研究主要針對國民政府於 1942 年至

1945 年舉辦之體育節活動進行追溯，進行意涵與目

的初探。經爬梳相關史料，所得研究結果如下：（一）

體育節的施行，是在 1942 年教育部發佈公報明令

舉辦首屆體育節活動，並訂定舉行辦法要點，內容

提及應有之體育活動辦理、宣傳時機、體育節刊物

的發行……等，使活動辦理具法源依循。（二）礙

於戰爭因素影響，體育節並非全國徹底實行，其中

以四川重慶市最為盛大，舉辦如：越野賽跑、爬山、

游泳、跳水、公務人員運動會……等活動，亦舉行

演講、體育展示、身體檢查等相關活動供人民參

與，愈趨多元化的活動形式呈現出活動在針對不同

議題所呈現的彈性空間。（三）抗戰時期，舉辦體

育節之目的多來自「強國強種」之體育思想及「團

結、紀律、合作」之戰時精神需求，某種程度而言

也可視為國民政府強大的動員力，在體育節的宣傳

下更具官方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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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30 年代之中國體育教育為挽回「東亞病夫」之說，「積極發

展體育」、「強國強種」遂自此呼聲不斷。鑒於當時現代民族生存之

要素，並非利於積極提倡國民體育運動，1932 年 8 月全國體育會議

於首都舉行，通過國民體育實施方案，1提出五大目標：「一、供給

國民機體充分平均發育之機會；二、訓練國民隨機運用身體已適應

環境之能力。三、培養國民合作團結抗敵禦侮之精神；四、養成國

民俠義勇敢刻苦耐勞之風尚，以發揚民族之精神；五、養成國民以

運動及遊戲為娛樂之習慣。」使針對國內行政組織、設施、推行體

育之方法皆有初步的設立。2有論者認為雖然多年來的提倡體育已漸

漸看出成果，但是在全民體育上尚未理想，希望體育界鼓吹體育軍

事化，為應付非常局面的準備，這是復興民族所需要的體育運動，

是最迫切的。3 

                                                
1 1932年國民政府訂頒的全國體育實施方案。1932年 8月 16日國民政府教育部

於南京召開會期一週之全國體育會議，會中聘請郝更生、袁敦禮、吳蘊瑞等為

國民體育實施方案編製委員，草擬方案提交大會修正通過，於同年 9月公布。

方案分為目標、行政與設施、推行方法、考成方法及分年實施計畫等五部分。

（一）方案目標：1.供給國民機體充分平均發育之機會；2.訓練國民隨機運用

身體以適應環境之能力；3.培養國民合作團結抗敵禦侮之精神；4.養成國民俠

義勇敢刻苦耐勞之風尚，以發揚民族之精神；5.養成國民以運動及遊戲為娛樂

之習慣；（二）行政與設施：行政方面規定，教育部設教育部體育委員會、主

管體育科、主管體育之督學；各省教育廳及行政院直轄市教育局設省市教育廳

局體育委員會、主管體育股、主管體育之督學或指導員；各縣市教育局設縣市

體育委員會、主管體育組、體育指導員。其設備規定每一學生至少能占空地一

百方尺的運動場地；（三）推行方法：研究工作、師資訓練、學校體育實施辦

法、民眾體育實施辦法及各種集會；（四）考成方法：主持考成機關、考成項

目、考成標準、考成種類；（五）分年實施計畫：第一、二年內應施行者；第

三、四年內應完成者；第五年內應完成者等三方面予以規範。體育運動大辭典，

〈國民體育實施方案〉，http://sportspedia.perdc.ntnu.edu.tw/content.php?wid=981,

 2018年 2月 14日檢索。 
2〈體育節之來由〉，《正氣中華報》，1950年 9月 9日，3版。 
3 王揚，〈如何使體育普遍化〉，《體育研究與通訊》，4.2（江蘇，1937.3）：

1-13。 



烽火交織下的體育節日─—九九體育節（1942-1945） 

65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體育受戰時之影響，多數建設被迫功能

停止，使體育與當時軍事國防產生出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中國體

育訓練目的為抗戰建國、復興民族，體育目的形成三項的體育目

標：（一）全民皆兵、自衛衛國；（二）尚武精神、身心合一；（三）

改善體質、強國強種，在戰時中國體育的發展之下，促使軍事化體

育及全民體育興起。從上述可以得知，體育為因應國家之需要，亦

開始革新、制定國家體育相關政策，也連帶影響後續「國民體育法」

條文首次修訂。4 

中日戰爭的進行，政府除了防守日軍常年來的侵略，同時還要

面對日本於南京成立汪精衛政權所造成正統中國的威脅，其與當時

蔣中正政權同時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正統，同樣打著青天白日

滿地紅旗幟，過著相同的「國慶日」。汪精衛曾針對國慶日發表感

言：「中日和平親善，將使總理孫中山所懷抱之大亞洲主義臻於實

現。日德義同盟成立，實為東亞滌除帝國主義之遺毒，中國自拔於

次殖民地之良機。」5相同的，於當時重慶的政府，強調的是民族獨

立的實現，南京政府則是追求大亞洲主義的達成。節日在兩者之間

的都保有自己所賦予的意義與空間，彼此皆利用當時國家具指標性

之符號，如：國父、國歌、國旗、三民主義……等，藉以為自身行

為背書，以示正當性，6 

                                                
4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5 轉引自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6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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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體育節」7亦是透過節日的創立，以紀念孫中山之革命事蹟，
8其與國家的象徵與權力延伸有著潛在的關係，在官方所制定的節

日，實行過程中往往也涵蓋著強制力下放的成分存在，因此也被視

為統治者心態的一種反映，是統治者與治下人民互動的一個觸角，

可以從中觀察統治者與人民間的互動關係。9自上述所見，面對外在

政治權力的挑戰，政府亦採取相關應變作為，透過法令的制定，賦

予體育節特定意義，另一方面鼓勵人民積極從事身體活動，擴大舉

辦體育活動以強健國民體魄。10然而，「體育節」究竟該如何辦理，

                                                
7 於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兩種類型的體育節，分別為 1937 年由中央民眾訓練

部制定之「體育節」，以及由 1941 年隨著國民體育法頒布順勢訂定之「體育

節」，兩者不論是實行依據及內容規範皆不相同，前者為中央民眾訓練部制

定，內容是為提倡民眾從事體育活動之動機，將一年十二個月特別依據舊時

節序及各地一般風俗習慣，制訂各級黨部提倡民眾體育按月試行進度表。如

一月玩燈節：從事鄉土遊戲表演（龍燈、高蹺、舞獅）、球類（籃、足、棒）；

二月踢毽節：從事踢毽子比賽、室內體育表演會球類（籃、足、棒）；三月踏

青節：從事放風箏比賽、遠足、球類（排、壘球）；四月兒童節：兒童遊藝會

（各項兒童運動表演、健康比賽等）、田徑運動（各種單項比賽）、球類（槌

網、排球）；五月競渡節：划船比賽、打靶、球類（排、網、乒乓球）；六月

衛生運動節：衛生運動宣傳週、游泳、球類（網、小皮球）；七月游泳節：游

泳、自由車比賽、球類（網、乒乓球）；八月露營節：月夜露營（可舉行各種

夜間比賽，如夜戰，長途競走賽跑及營火會等）、游泳、球類（網籠球）；九

月登高節：登高或爬山比賽、拔河比賽、球類（網、排、壘球）；十月國慶節：

體育宣傳週（電影、演講、壁報、標語、專刊等）、民俗運動會（各種民間遊

戲、田徑運動、球類比賽等）、發給總獎（全年成績最優者，得此總獎）；十

一月室內運動節：國術表演、器械及墊上運動表演、跳繩比賽、球類（籃、

足、壘球）；十二月狩獵節：打獵、滑冰及滑雪、越野賽跑、器械及墊上運動

球類（足、籃、壘球）。另一「體育節」則是由教育部於 1941 年公布，並且

於 1942 年由教育部訂定「體育節九月九日舉行辦法要點」，由內文規範之施

行辦法來通令全國一致施行。〈民訓部制定體育節〉，《公教學校》，3.23（北

平，1937）：480-481。 
8 〈重九體育節教部通令各省市遵辦，紀念國父起義〉，《中央日報》，1942 年

6月 12日，6版。 
9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

北市：桂冠，2001），115-116。 
10 郝更生，〈體育節感言〉，《中央日報》，1946年 9月 9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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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現況又如何呢？種種的疑問等待筆者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主要針對 1942 年至 1945 年國民政府於大陸舉辦體育節

的辦理緣起及活動進行追溯，探討活動舉辦之法令依據及情景，且

自史料的痕跡中推論體育節的政治意涵與目的，以歷史研究法，針

對政府公報、官方檔案、報紙及相關研究文獻，來做歷史的脈絡梳

理及初探。 

貳、體育節日的醞釀 

體育節是自 1941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頒布國民體育法，順勢訂

定之節日，然而國家大法之所以選定自 9 月 9 日公布，延伸出訂定

體育節之原因，並非無中生有，自王維的 9 月 9 日憶山東兄弟即可

看出一二：「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從中詩詞內的「登高」，則是引申為爬山健行

民俗活動，因此 9 月 9 日亦視為配合傳統民俗九九重陽登高，利用

傳統民俗登山健行之習慣提倡體育風氣。11另一方面，則配合「國

父」孫中山於 1895 年 10 月 26 日，為農曆九月初九，12利用重陽節

於廣州首度起義之事蹟，配合紀念施行。筆者藉由史料上的爬梳，

政府在體育節的推行，具以下三層的意義。第一：「紀念國家體育

大法之頒訂」，利用國民體育法之頒布，象徵國內體育政策的新方

向，堪以紀念。13第二：「搭配中國傳統民俗節日」，利用九九重陽

節之登高健行活動，提倡國民運動之風氣，培養正當休閒活動。14第

三：「推崇國家共同偶像事蹟」，利用國父孫中山在廣州首次起義之

                                                
11 〈體育節的話〉，《中央日報》，1950年 9月 9日，4版。 
12 自目前筆者所蒐集的史料中，體育節紀念意義文字內容多以「國父首義」之日

期帶過，但孫中山首次起義的日期是10月26日，因此促使筆者進一步去探究

「9月 9日」與「10月 26日」之間的連結，最後藉由農曆的推算而發現 1895

年 10月 26日的農曆日期為 9月 9日，故推論之。 
13 〈禮俗：（二）紀念節日事項：一、準教育部咨送體育節舉行辦法要點令仰遵

照—訓令直各屬機關（中華民國 31年 7月 11日）〉，《內政公報》，15：7-12，

1942，89–90。 
14 〈國民體育會議決議案匯志〉，《中央日報》，1940年 10月 1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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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日期，加以緬懷國家先烈革命事蹟，15筆者認為於抗戰當時是

具有凝聚民心、復興中華民族、正統中國之象徵。基於以上三點，

為當時國民政府所賦予「體育節」之用意，就在 1941 年隨著國民

體育法之頒布而訂定。 

1941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頒布首次修訂之國民體育法，為提倡

國民體育運動風氣的習慣，並配合傳統九九登高習俗。順勢在 9 月

9 日為「體育節」，規定當日需擴大舉辦體育相關活動，自明年開始

實施。為使首屆體育節活動之舉辦具相同目的方向，因此自 1942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公布「體育節（九月九日）舉行辦法要點」，如

下所示。（一）各省（市）縣（市）教育行政機關應於體育節日（9

月 9 日）分別負責舉辦國民體育活動，並得集所在地區之學校、機

關、團體組織籌備委員會辦理之。（二）在體育節前一星期為宣傳

週，各省（市）縣（市）教育行政機關應動員所在地，各機關學校

員生分赴民間宣傳體育之重要與活動之方法，並在刊物及報紙上用

文字宣傳。（三）體育活動之項目，應因時因地因人而定，舉凡國

術、競走、爬山、游泳、騎馬、划船、賽車、舉重、球類、田徑……

等，均可酌量採用。（四）舉辦國民體育活動，貴能深入民間，並

得由各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分令鄉鎮同時舉行，對於活動成績優良

者，應酌予獎勵。（五）舉辦體育活動之經費，應正式列入各級教

育行政機關經常費預算。（六）各省（市）舉辦體育活動及宣傳週

結果逕呈教育部備案；各縣（市）舉辦結果，應呈報各省教育廳彙

報教育部備查」。16 

體育節（9 月 9 日）舉行辦法要點，內容主要以體育節整體籌

備單位、組織、項目、經費、活動後回報程序具統一的規定，從表

格內中得以發現，可以得知體育節得由各省（市）、縣（市）之教

                                                
15 〈重九體育節教部通令各省市遵辦，紀念國父首次起義〉，《中央日報》，1942

年 6月 12日，6版。 
16 〈禮俗：（二）紀念節日事項：一、準教育部咨送體育節舉行辦法要點令仰遵

照—訓令直各屬機關（中華民國 31年 7月 11日）〉，《內政公報》，15：7-12，

1942，89–90。 



烽火交織下的體育節日─—九九體育節（1942-1945） 

69 

育行政機構發起籌備。活動宣傳方面也將於體育節的前一星期為宣

傳週，學校之各機關學校生皆需張貼體育相關海報、廣告、活動消

息，以促成更高參與率的體育節活動。體育節的活動舉辦，各地方

可以依不同地區適合之運動來辦理活動，但仍舉例如：國術、競走、

爬山、游泳……等，然舉行後須在期限內呈報教育部進行備查。體

育節活動貴能深入民間，因此於 6 月 20 日教育部隨即通令各省市

遵辦重九體育節，紀念國父首次起義。先後令飭各省市成立國民體

育委員會、各地體育協進會、並分別舉辦各省市縣運動會、分期設

置國民體育場，以謀國民體育之普遍發展。17 

第一屆體育節的舉辦，是開創先例、承先啟後之隆重事例。1942

年教育部長陳立夫 8 月 21 日上呈簽案敬請蔣中正頒發訓詞，巧的

是郝更生為鼓勵國人運動之習慣，9 月 2 日亦請當時軍事委員長蔣

中正於第一屆體育節頒請訓詞，激勵國人運動。（如圖 1、圖 2） 

 

 

圖1 1942年郝更生手稿（一） 圖2 1942年郝更生手稿（二）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
查詢系統，https://goo.
gl/JZ2C8d, 2018 年 3
月 12 日檢索。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
詢系統，https://goo.gl/4
zGSPC, 2018 年 3月 12
日檢索。 

                                                
17 〈重九體育節 教部通令各省市遵辦 紀念 國父首次起義〉，《中央日報》，

1942年 6月 20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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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體育節訓詞內容如下（如圖 3、圖 4）： 

中央創定每年九月九日為體育節，施行全國，蓋欲使舉國同

胞無分男女老幼，均能深切認識體育之重要，而一致篤實踐履，

發奮磨礪，擴大體育運動之領域，充實體育運動之內容。使過去

專重於學校者，進而普及於社會；偏重於一時比賽之興奮者，進

而為平時有恆之鍛鍊，偏重於模仿他人之技術者，進而為因時因

地適合我國家民族需要與社會環境之活動。一言以蔽之曰：必使

體育運動更能普遍，更能切實，以改造我國民之體魄，增進我民

族之健康是矣。須知立國現代國家之林，自文化經濟政治軍事一

切建設，皆必須有日新又新之進步欲求與人並駕齊驅，則必其國

人民有健全之體力，有合作之訓練，而後克勝繁難之事業，克收

互助合羣之功效。故體育風氣普遍發達之後，分之則各個人有壯

實軒昂之氣魄，以擔當其本身之事業，合之則整個民族形成堅凝

勇邁之精神，以增進其國族之繁榮。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君子自強，而法天之行健，即謂由個人而必推之於人人，

若天體日月之運，無所不照，無時或息也。今特以此與持贈我全

國提倡體育力行體育同胞，以共勉焉。18 

 

 

圖3 1942年第一屆體育節訓詞
手稿（一） 

圖4 1942年第一屆體育節訓詞
手稿（二）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
查詢系統，https://goo.
gl/tbXhiz, 2018 年 3
月 12 日檢索。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
詢系統，https://goo.gl/
MQ76d1, 2018年 3月 1
2 日檢索。 

                                                
18 〈蔣委員長首屆體育節訓詞（民國 31年 9月 9日）〉，《國民體育季刊》，1.2

（臺北，19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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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上蔣中正當時的言論所述，希望體育節可以針對全國人民

進一步更深入的推廣，不論男女、老少，皆能夠認識運動、從事運

動、享受運動，讓體育風氣能夠更盛，更茁壯，將體育運動普及於

社會，以改造國家人民的體魄、增進民族之健康。然而，在時代大

國林立的情況之下，文化、經濟、政治、軍事一切的建設，皆須不

斷的往前進步，國人若有健全之體能，則將互助合作、克服所有的

難關，能促進整個民族堅毅的精神，使國家能夠繁榮。從首屆體育

節訓詞中即可發現，蔣中正將體育之國內發展，連結至國內經濟建

設的進步，認為體育運動可以促進民族健康，並且還可以利用體育

來營造出國家人民的合作精神，藉由全國上下一心，來共同面對接

續下來的國家挑戰。確實，體育節的創立是自當時代的環境裡，種

種的體能比較、戰時情況……等因素，天、時、地利、人和，順水

推舟而產生，體育運動所具備之「法治、團結」等附加價值，也因

為戰時所備受當時政府重視。但在戰爭的時代，體育節再並非如理

想中的順利推行，即使通令全國如期舉辦，但現實上依照舉行辦法

要點上所規範之方式去實施的城市少之又少，19因此體育節的舉

行，成為當時少數特別城市的現象。 

參、體育節的實施情形 

一、千呼萬喚始出來──體育節初登場 

首屆體育節在經過數次的籌備會議，將如期施辦，在戰亂與民

生經濟低弱的情況下，舉辦首屆體育節的城市僅有少數，如：四川、

陝西、青海、貴州、廣西、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山東、安徽、

浙江、福建的部分地區舉辦。20因為抗戰因素，出於戰略安全方面

的考慮，正式定重慶為「陪都」，重慶一躍成為戰時全國政治、經

濟、文化、教育中心。21因此，以當時國民政府所在的四川重慶最

                                                
19 伍野春、阮榮，〈民國時期的體育節〉，《體育文史》，（南京，1992.01）：

42–43。 
20 伍野春、阮榮，〈民國時期的體育節〉，42–43。 
21 朱丹彤、徐曉旭，〈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對重慶市民生活的影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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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盛大，特地將體育節與重慶市運動會共同舉辦。從報紙報導的篇

數來說，從 9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共有 15 則記錄22，可見首屆的體

育節舉辦是當時報紙媒體每日追蹤的新聞之一。為紀念首屆的體育

節，籌備委員會共開了四次的籌備會議，最後一次則是於市政府會

議室舉行，23首屆體育節之舉辦，於當時來說可是件非常重要的「大

事」，為政府提倡體育風氣的象徵，也就代表著國家民族的強健體

魄與茁壯同時藉由節日凝聚民心，來鼓舞士氣。就在 9 月 9 日前夕，

時任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撰寫一篇「第一屆體育節告體育從業人員

書」，勉勵從事體育工作者，強調體育工作者在面對國族興亡體弱

之際，所必須擔任之使命。 

天行實健，君子自強，國民體格之康強，乃民族復興之基礎。

國民之體力增強，則人民生活充實，是會生存互共扶植。國民

生計賴以富裕。民族生命與國之驟死于無既。是以戰時教育方

針，提倡三育並重，術德兼修之要旨，期以建樹教育百年之大

業。而孔子六藝之教，射御亦即興體育相關，凡我全國體育從

業同仁鑑古衡今，當覺對抗戰建國責任之重大也。今當第一屆

體育節，民族健康運動展開之際。24 

陳立夫認為，國家正值抗戰亂世的狀態，民族之體魄與國家之

興亡有所關聯。希望以教育長年之計推廣體育，如：孔子六藝其中

的「射」與「御」為例子，25來倡導傳統孔子即致力於推廣體育活

動，不遺餘力，而體育從業人員在這抗戰亂世之中，所擔任的角色

是非常重大的。此外，陳立夫對體育從業人員提出三點，第一：品

格陶冶者宜注重，求勝不感衿、敗不遷怒，認為體育能夠使民眾養

成愛好運動習慣，重視體育之精神，必能改善風氣。第二：專業精

神須發揮，民族健康運動，已經漸漸的開始發展起來，國民健康體
                                                                                                                 

師範大學學報》，31：3（四川，2004）：137–142。 
22 筆者經爬梳《中央日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體育通訊》、《禮俗》、《申

報》、《地方政治》，統計而成，詳細內容將於第三節進行解釋。 
23 〈籌備體育節今開末次會〉，《中央日報》，1942年 9月 2日，4版。 
24 〈第一屆體育節告體育從業人員書〉，《中央日報》，1942 年 9 月 8 日，5

版。 
25 「射」是指射箭技藝、「御」指駕馬的技術，皆是古代尚武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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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要求日以迫切。因此體育專業的人才需求漸漸的變多，雖然國

內環境不好，但有志於從事體育業者應該忍耐並實踐它。第三：職

業保障正在訂定，體育從業人員於國內環境有著許多的障礙，政府

已經有決心訂定保障辦法，請各位從業人員們安心工作。26事實上，

在推行體育節的活動，除地方單位配合籌辦之外，最核心還是從中

執行的體育相關人員，陳立夫此篇文信，是為鼓舞當時的體育從業

人員，而這事實上是與後期體育節有針對推廣體育從業人員有進行

頒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首屆體育節暨首屆重慶市運動會開幕於 9 月 9 日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夫子池馨韻模範區體育場合併舉行。（如圖 5）以下為中

央日報於對首屆體育節暨首屆重慶市運動會開幕之回顧描述： 

場地雖不很大，佈置卻很整飭，場中是為健兒們留下的「用武

之地」，周圍國民高矮的坐蹬，早為觀眾們佔有了。一腳排列

著軍樂隊，不時揚起輕鬆愉快的調子，早晨的陰暗，原使人懵

懂天公不做美，而這是一線陽光，破雲而出，卻增加大會不少

的光彩和生氣。二時四十五分，大會主席吳市長國楨、中央黨

政軍機關來賓陳部長立夫、谷部長正綱、劉總司令峙、顧次長

毓琇及體育界郝更生、董守義等，均先後蒞臨，隨即開會。27 

首屆體育節暨首屆重慶市運動會的舉辦盛況可從上述得知，來

賓可說都是「重量級」人物，除了由重慶市長擔任整個大會典禮的

                                                
26 〈第一屆體育節告體育從業人員書〉，《中央日報》，1942年 9月 8日，5版。 
27 續由陳部長宣讀蔣委員長訓詞，詞不甚畏。然而每一句都是關係國家民族的

寶貴的箴言，深深的打擊在每個人的心靈上。谷部長接著以宏大的聲調，向

全場講演。謂政府訂九月為國民健康運動月，在這個月提倡體育，其意義尤

為重大。體育運動的目的，也就在於提高國民的健康，希望體育由學校普遍

到社會，尤部分擴大到全體，推行需有組織有步驟，尤須大家起來努力。劉

總司令免各運動員三點：（一）抱必勝信念，百折不囘，不必只注重技術的高

下、（二）注重合羣守紀律的德行、（三）不斷求進步，改進缺點。顧次長謂：

『九九』係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定日為體育節，即在希望國民效法總理奮

鬥的精神，並根據去年政府頒布國民體育法，說明體育的目的，在使國民體

魄自衛衛國，體育的推行，要普遍深入。開幕式於三時半結束。〈渝體育節氣

象蓬勃 陳部長宣讀 蔣委員長訓詞 吳市長謂渝市民氣使敵喪膽〉，《中央日

報》，1942年 9月 1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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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之外，還有教育部長陳立夫、社會部長谷正綱、總司令劉峙、

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及當時體育界郝更生、董守義等名人出席。筆

者自史料內容及照片的紀錄來看，確實會場圍滿了觀禮的人潮，並

且從文字中可感受到一股盛事即將開始的雀躍。 

 

圖 5 首屆體育節暨首屆重慶市運動會的舉辦盛況（體操表演）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goo.gl/4gBdKH, 2018 年 4 月 5

日檢索。 

重慶市長吳國楨在大會中的開幕致詞，也企圖的激勵當時剛經

過轟炸的重慶市，信心喊話。（如圖 6、圖 7） 

吳市長首致開幕詞，謂：重慶市在第一屆體育節，舉行第一屆

是運動大會。歷史的意義至為重大，而參與這次大會的市民，肯花

錢購票來參加，較之參加許多其他集會的情緒，迴不相同，尤為這

個集會的特色，而令人覺得興奮。接著他說到重慶是過去數十年來

遭受到敵人的轟炸，謂敵人嘗說重慶已被轟炸的不成都市，重慶市

民的精神也已經被毀滅了。國際人士難免不有疑信參半者，但是今

日我們得以事實來表示，我們的堅強和進步。「我想，敵人將聞之

喪膽，友邦人士，將聞之興奮的。」28 

                                                
28 〈渝體育節氣象蓬勃 陳部長宣讀 蔣委員長訓詞 吳市長謂渝市民氣使敵喪

膽〉，《中央日報》，1942年 9月 1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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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重慶市長吳國楨致詞 圖7 教育部長陳立夫致詞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Rh4dwz,

2018 年 4月 5日檢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Vb2Ux7,

2018年 4 月 5日檢索。 

甫經歷大隧道慘案29轟炸的重慶市，在短短三個月內快速整頓

並聯合舉辦首屆的體育節及全市運動會，可說是相當不容易，並

且，最難能可貴的是參與活動者皆必須購票，在有金錢花費條件

下，仍有許多人前往共襄盛舉。可見當時民眾對於此盛事的參與，

及官方強力的動員力。另一方面也用行動向重慶市民宣示，不論平

時、戰時，體育運動皆是非常重要且需要持之以恆的事物。體育的

進步，代表著民族健康的進步、國民體魄的強壯，也就造就國家堅

強、進步的榮景。最後整個體育節暨重慶市運動會開幕典禮至下午

三時半結束，歷時四十五分鐘。 

夫子池的新生活運動廣場正式開幕後，有游泳比賽、新生活運

動健身班的運動技巧表演、滑翔機跳傘表演、中華國術學會的武術

表演、川東師範大學的足球比賽、網球比賽、女子籃球、踢毽子、

爬山……等，甚至還邀約美國陸軍空戰隊司令部，參加壘球表演賽

會。30在種種的比賽、表演下，因表演場地大小的限制，政府針對

                                                
29 大隧道慘案，又稱為六五大轟炸，發生於 1941年 6 月 5 日，轟炸分三批從晚

上六時十八分持續到十一時二十七分，共經歷五個多小時。因市民來不及疏

散，且重慶防空管理與管制的措施不力，隧道內避難民眾人數過多，導致許

多民眾遭到擁擠踐踏身亡，造成數千人傷亡。張守廣，〈重慶大隧道慘案始

末〉，《歷史教學問題》，4（上海，2006.8）：47–49。 
30 〈九九體育節，美空軍將表演壘球，大會擬定報名須知〉，《中央日報》，1942

年 8月 2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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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人數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所有比賽及表演各場地，一概收入

場券，而入場券的票價，除青年會游泳池售價五元之外，川東師範、

社會服務處康樂部、新運模範區體育場則標價三元，31主辦單位為

控管觀賽人數特售門票，但活動之盛大仍然使運動競賽都充滿了觀

賽的人潮。（如圖 8－圖 11） 

 
 

圖8 跳水比賽 圖9 跳傘比賽學童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TrzESp, 

2018年 4月 5日檢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nTU54Q,

2018年 4 月 5日檢索。 

  

圖10 跳傘比賽現況 圖11 游泳比賽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ZNQLB

n, 2018 年 4 月 5 日檢
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wqQthN,

 2018 年 4 月 5 日檢
索。 

                                                
31 〈明首屆體育節，世運會同時開幕，游泳預賽成績優異〉，《中央日報》，1942

年 9月 8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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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地體育節的舉辦也並非如以上所述如此的盛大、隆

重，其他地方相較之下較零星。但僅管政府訂定體育節舉行辦法要

點，內容中強調「舉辦國民體育活動貴能深入民間」，但由於戰亂、

經費支出等因素，阻礙著體育節活動之舉辦。日後體育節的舉辦亦

有傳聞某些地區則是採取敷衍的態度，將體育節與其他紀念日合併

進行。甚至往後幾屆還有人民生活飢困而抱怨體育節形式上的繁冗

的言詞出現。32因此體育節在最初的舉辦上，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

而在戰時的命令，甚至也很難實行貫徹。 

二、第二至第四屆的體育節 

從上述所知，體育節以自 1942 年 9 月 9 日熱烈展開首例的第

一屆，充滿人潮的競賽場地，絲毫不見戰時的疲憊。雖然因戰亂，

導致全國並未徹底實行體育節，但重慶市在官方強力宣導下，亦舉

辦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比賽、如爬山、健走、游泳……等，若以外在

看來，確實運動競賽的舉辦有助於市民的運動風氣。而後續截至

1945 年的體育節，體育節活動有愈趨多元的趨勢，甚至有遊行、繞

場，類似現今嘉年華會的規模，此部分主要針對 1943 年至 1945 年

間，於大陸舉辦的體育節情形進行討論。 

（一）體育節與民族健康遊行 

經過首次舉辦體育節的洗禮，地方單位可以依循舊例舉辦活

動，相對的，也可以針對過去的活動形式來做不同的嘗試，甚至擴

大舉辦活動規模。因此在第二屆的體育節活動與民族健康運動月配

合，舉辦民族健康遊行、兒童健康檢查、長達近一個月的體育表演、

衛生教育電影放映、各書店出版社關於民族健康運動之書籍折價、

清潔大檢查。33而《中央日報》於 9 月 9 日體育節當日出刊一則「如

何紀念體育節」的文章，從中的段落可以略知紀念體育節活動所夾

帶之涵義及目的。 

                                                
32 〈體育節〉，《成都晚報》，1948年 9月 9日，1版。 
33 〈民族健康遊行定九九體育節舉行〉，《中央日報》，1943 年 9 月 5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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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健康運動委員會為配合紀念體育節，特定今日下午舉行民

族健康遊行，以喚起國人對於體育與健康的注意；但是體育運動至

今尚未普遍深入民間，而學校體育且逐漸為少數有成績的體育健將

所獨佔。我們今天紀念體育節，切望體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運

動，使全國同胞人人注重體育，以維持個人衛生，增進民族健康，

同時也希望學校體育不可成為少數體育健將的專業，而須使每一學

生都有從事運動的機會。34 

從上述可知，體育節活動的舉辦，是為推廣「全民體育」，希

望體育不是專屬於某少數運動健將的專屬領域，也就因為尚未普及

全民體育，因此，特別與民族健康運動委員會配合舉辦民族健康遊

行，希望引起國人對體育與健康的注意。然而第二屆的體育節在史

料上的描述，可說宛如現代嘉年華會般熱鬧，民族健康遊行於 9 月

9 日當天下午二時進行，並且在較場口舉行出發儀式，繞行了十四

個路口才行解散。然而遊行隊伍設計有「○黨旗三大隊、體育表演

隊、女護士隊、清潔夫隊、馬隊、標語隊，並有馬車十輛，均滿○

衛生教育標語，每輛車內坐兒童兩人，表示注意兒童衛生之意」。35

至此，讀者可能會感到疑惑，「體育」、「衛生」，兩者性質實屬不同

的領域，究竟有什麼樣的聯結？在此處怎麼會有個「民族健康運動

月」出現？而怎麼會與體育節合辦呢？ 

民族健康運動月的出現，是自 1941 年中國衛生教育社36召開第

二屆的會員大會，通過了民族健康運動方案。37該方案經大會修正

                                                
34 〈如何紀念體育節〉，《中央日報》，1943年 9月 9日，3版。 
35 〈今日紀念體育節，舉行民族健康遊行〉，《中央日報》，1943年 9月 9日，

3版。 
36 中國衛生教育社，於 1935 年成立，該社使命有下列四項，分別一、灌輸合理

而有效的衛生知識；二、糾正不合理而有礙健康的不良習俗；三、實現清潔

整齊的理想環境；四、推行健康而調整的新生活。〈中國衛生教育社成立宣言

及章程：中國衛生教育社章程〉，《醫事公論》，2：19（南京，1933），18–20。 
37 民族健康運動方案共十二個，一、提倡健康運動；二、注重合理營養；三、

改善生活環境；四、擴充衛生設施；五、保護產婦嬰兒；六、維護兒童體

格；七、獎勵優種增殖；八、講求心理衛生；九、提倡正當娛樂；十、戒除

有害嗜好；十一、防禁傳染疾病；十二、防止性病蔓延。〈民族健康運動簡

史〉，《中央日報》，1944年 9月 20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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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由陳果夫理事長簽呈委座核准施行。後來於 1942 年成立

民族健康運動委員會，並從該年開始，訂定「九月為民族健康運動

月」。38至此，往後民族健康運動委員會時常與體育節活動共同舉辦

各項民族健康運動，民族健康遊行即為其中之一，其餘還有衛生健

康展覽、健康檢查……等。 

  

圖12 民族健康遊行場景 圖13 民族健康遊行來賓致詞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5Fz8TW,

2018 年 4 月 5 日檢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PefvQF, 

2018 年 4 月 5 日檢索。 

  

圖 14 民族健康遊行俯照圖 圖 15 民族健康遊行來賓致詞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2gsW65,

2018 年 4月 5日檢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
https://goo.gl/ocrD5k, 

2018年 4 月 5日檢索。 

從以上的圖像史料來看，民族健康遊行可說是第二屆體育節的

重頭戲，現場圍觀的觀眾、綿延排隊的人群，亦反映出此活動的熱

                                                
38 〈民族健康運動簡史〉，《中央日報》，1944年 9月 20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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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就體育節所倡導的理念角度來看，「衛生、健康」的觀念，

雖與原先體育節之「強健體魄」的理念不盡相同，但就兩者共同舉

辦的形式來說是成功的。也因此，往後的體育節活動時常與「民族

衛生」、「民族健康」相提並論。 

（二）第三、四屆體育節活動 

第三屆體育節的舉辦，為響應民族健康運動月，也依循去前一

年慣例與民族健康運動委員會共同合辦。特定 9 月 2、3 日，假青

年會游泳池舉行游泳比賽，並且在 9 月 10 日舉行國際游泳對抗中

國隊代表，即以 2、3 日優勝者來挑戰。39亦有舉辦全市民爬山比賽，

以及籃球錦標賽。40比賽結束即由劉峙頒發獎勵，除了前三名有獎

項之外，其餘凡回到終點者，皆有贈精美徽章一枚，以留紀念。41在

該年最具規模者，是為響應民族健康運動月、體育節，於重慶舉辦

「第一屆公務員運動會」，訂 9 月 9 日當天早上九點，在川東師範

體育場開幕，邀請時任各機關首長蒞場參觀。而裁判長則是敦聘歷

任全國運動會總裁判長張伯苓擔任大會總裁判。競賽節目有團體競

技、拔河、搏擊、舉重、摔角等等，自上午開始舉行，下午則是有

田賽與籃球的表演賽。除了重慶有舉辦體育節活動之外，貴陽、西

安、成都、昆明亦有舉辦，其中西安甚具規模，紀念會於上午八時

在新城大操場中熱烈舉行，參加者有各機關代表，及中小學校學生

約五六千人，由教育廳長主席致訓，對紀念體育節之意義，建軍與

國民體育之關係，四育並重，暨今後校與社會體育注意事項各點，

                                                
39 〈響應民族健康運動月·慶祝體育節 全市游泳賽 國際游泳賽 體協會主辦分別

在九月內舉行〉，《中央日報》，1944年 8月 23日，3版。 
40 爬山比賽共分男子、女子組，男子組自川東師範該會體育場開始，出川東師

範正門經中二路（兩路口），兩浮支路、沿公路（嘉陵門口、中央訓練關門口）

前進復興關下中點，再沿原路返回川師本會體育場。女子組自川師該會體育

場起，出川師正門、經中二路（兩路口）兩浮支路沿公路前進，至嘉陵新郵門

口中點再沿原路返回川師該會體育場。〈體育節舉行爬山賽〉，《中央日報》，

1944年 8月 25日，3版。 
41 〈邁向復興之途，九九體育節爬山比賽〉，《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體育通訊》，

2（重慶，1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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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加闡述。最後會後則分別舉行團體操表演、國術表演、及公務員

急行競走……等。42 

第四屆的體育節活動自史料上的爬梳僅有爬山一項活動，然而

另外也有其他文獻指出，由於 1945 年 9 月 9 日與日軍投降儀式同

天，因此全國的注意力則都放在抗戰勝利的氣氛下，體育節活動的

熱度相形之下則就黯淡許多。43  

（三）第一屆至第四屆體育節的活動記錄 

體育節自 1942 年舉辦首屆的慶祝活動，並依循著「體育節九

月九日舉行辦法要點」之內容，於全國各地舉辦相關體育活動。然

而，即使各地、各屆皆依循著相同的法令內容辦理，但活動所舉辦

的項目，及各屆之活動樣貌皆不盡相同，因此以下為筆者依據史料

上所呈現之活動資訊，經爬梳《中央日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體育通訊》、《禮俗》、《申報》、《地方政治》統計第一屆至第四屆體

育節活動相關資訊，礙於史料上的限制，雖然無法「確切完整」計

算出活動數量、地點，但自舉辦地點、舉辦活動、新聞則數上可以

從中略知一二。（如表 1） 

                                                
42 〈全國各地熱烈慶祝體育節〉，《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體育通訊》，2（重慶，

1944.9）：6。 
43 邢新麗，〈民國時期體育節溯源〉，《蘭台世界》，22（遼寧，2013.8）：92–93。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七輯 

82 

表 1 第一屆至第四屆體育節活動統計列表 

 第一屆（1942） 第二屆（1943） 
第三屆
（1944） 

第四屆（1945） 

舉辦
地點 

四 川 （ 重 慶
市）、陝西、青
海、貴州、廣
西、河南、湖
北、江西、湖
南、山東、安
徽、浙江、福建 

四川（重慶市） 

四川（重慶
市 ）、 貴
陽、西安、
成都、昆明 

四川 

（重慶市） 

舉辦
活動 

游泳、網球、籃
球、排球、踢毽
子、爬山、跳
傘、體育表演 

配合民族健康運動
月，舉辦民族健康遊
行、兒童健康檢查、體
育表演、衛生教育電影
放映、民族健康運動書
籍折價、清潔大檢查、
民族健康展覽、籃球 

游泳、爬
山、籃球、
第一屆公
務員運動
會、體育表
演、拔河、
搏擊、舉
重、摔角 

爬山 

新聞
則數 

15 4 4 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央日報》（1942-1945）、〈全國各地熱烈慶祝

體育節〉，《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體育通訊》，2（重慶，1944.9）：

6。 

自以上所示，就以舉辦地點而言，不難見自 1942 年至 1945 年

中，四川重慶市是最穩定舉辦體育節活動之縣市，若以當時重慶市

之國家戰略「地位」而言，可謂國家政經中心，因此可了解在政令

的宣達程度下，相較於其他省份是較完整的。就舉辦活動而言，可

以得知體育節活動舉辦上不僅侷限於球類運動，仍包含「體育表

演、體育演講」等較不具競爭性之運動競賽，甚至配合「民族健康

運動月」，舉辦民族健康遊行、兒童健康檢查、衛生教育電影放

映……等，其中令人眼睛一亮，在 1944 年曾舉辦首屆的「公務員

運動會」，是以「公務員」為對象所舉辦之體育活動，雖然目前在

史料上尚無足夠的資訊得以論述，但史料上時任重慶市市長賀耀祖

於開幕典禮致詞時特別強調：「公務員在社會上有領導地位，而運

動之精神可改善政治道德。」且該次運動會主席陳果夫於致詞中亦

提到：「健康運動消極上在減少致病之因素，積極上則在鍛鍊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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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魄，而運動會可養成公正合作之精神，其意義由大於運動」。44

因此可見舉辦公務員運動會除在運動中鍛鍊堅強體魄外，亦講究在

競賽養成公正合作的精神。而筆者在研究戰後臺灣舉辦體育節之活

動，發現在 1955 年亦曾舉辦相同性質的「全國公務員運動會」，為

培養全國公務人員的運動風氣，45時任副總統陳儀在揭幕典禮指出

三個希望：「第一希望全體運動員，表現團結互助，密切合作的精

神。第二希望大家發揚重法守紀，循規蹈矩的善良德行。第三希望

發揚自強不息，日新又新的精神。」46與 1944 年的「公務員運動會」

的精神意義上甚為相同，就活動「對象」而言，「公務員」有別於

一般民眾的身分，某種程度上亦代表政府的立場，為人民做積極強

身健體的典範。最後在新聞則數的部分，最多是 1942 年的 15 則，

內容多闡述體育節會議舉辦訊息及各地方籌備狀況，最後至 1945

年縮減為 1 則，其內容僅短暫的敘述舉辦爬山活動。至此，筆者對

於 1942-1945 年的則數逐漸減少之情形，有進一步的去釐清背後的

因素，雖然礙於史料上的限制，尚無法明確地計算出舉辦活動之數

量，及掌握舉辦活動之詳細地點，但就報紙史料的呈現，多以「重

慶市」為主要，其他省份「甚少」，筆者認為其背後的原因為：一、

1942-1945 年四川重慶市爰國民政府於抗戰時期設為政經中心的

「陪都」，因此不論是在政令宣達上或是施行程度皆比其他地區容

易落實，在抗戰時期就以重慶市較落實舉辦體育節活動。二、本研

究在報紙史料運用上主要是以「中央日報」為主，其具一定程度新

聞內容是以重慶市為重，而其餘省份地域性的報紙史料，在史料上

的取得限制上，筆者尚無法列入本研究計算，造成本研究主要呈現

是以重慶市為主。三、前人針對 1945 年體育節的舉辦，同年抗戰

                                                
44 〈民族健康月揭幕公務員運動會昨舉行,今日國際游泳網球賽〉，《中央日報》，

1944年 9月 10日，3版。 
45 〈「開拓公務人員的健與力新時代」公務員運動會開幕日 俞鴻鈞院長撰文

勉〉，《中央日報》，1955年 9月 9日，1版。 
46 〈公務員運動會揭幕 陳副總統主持典禮 並訓勉團結合作崇法守紀自強不

息〉，《更生報》，1955年 9月 10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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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在全國瀰漫抗戰勝利的氛圍下新聞報導焦點便聚焦在抗戰勝

利議題，或許活動有持續舉辦，但因為議題性的關係，所以在報紙

史料上的呈現小於前幾屆。47 

綜上所述，1942－1945 年體育節之舉辦，政府為強健國民體質

之概念，除舉辦傳統體育競賽之外，亦配合民眾健康、衛生的議題

與媒體共同推廣，甚至針對國家文官形象之「公務員」來舉辦運動

會，以帶領社會民眾一同從事運動的風氣，但礙史料上的限制，新

聞的活動舉辦多以政經中心的重慶市為主，其餘省份則較少的相關

的報導，較難以明瞭當時全國體育節的確切活動舉辦數量與情形。 

肆、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於抗戰時期發現國民普遍身體素質瘦弱，導致

國家處於弱勢的狀態，體育則時常與軍事國防產生關係連結。然而

為提倡國民體育風氣，國民政府於1941年頒布修訂之國民體育法，

並順勢公布9月9日為體育節，並且利用「紀念國家體育大法頒定」、

「中國傳統重陽民俗節日」、「孫中山廣州革命」來進行推廣，期

望利用體育節的「體育活動」來培養「體育精神以應對戰時危機」。 

1942年為舉辦首屆體育節，教育部另外訂定「體育節（9月9日）

舉行辦法要點」，內容針對籌備組織、舉辦項目、宣傳時機以及經

費編列，然而因為戰時關係，導致首屆的體育節活動並非全國一致

通行，屬少部分施行之特殊狀況，其中因為四川重慶市因戰時因

素，是首屆體育節活動舉辦最盛大的城市，並且聯合首屆的重慶市

運動會共同舉辦，進行了游泳、網球、足球、武術、壘球表演賽等

等。根據史料上所述，市民參與踴躍，而在某種程度而言，也可視

為政府強大的動員力。至第二屆開始，體育節與民族健康運動委員

會共同合作舉辦民族健康運動月，共舉辦如民族健康遊行、民族健

康檢查活動，至第四屆體育節由於同為抗戰勝利的同日，全國皆聚

焦在勝利的氣氛下，體育節活動則相對的黯淡，但就整體而言，體

                                                
47 邢新麗，〈民國時期體育節溯源〉，《蘭台世界》，22（遼寧，2013.8）：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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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節的辦理在戰時仍以陪都重慶較為常態，除在傳統運動競賽等活

動，亦針對「公務員」的身分舉辦「公務員運動會」，嘗試帶領社

會運動的風氣，並強調合作、團結之精神，可惜礙於史料上的限制

無法進行更多的細節敘述，及明確地了解1942年至1945年全省各地

所舉辦之活動數量及情況。 

體育節自1946年後的續辦，則因國內政局動盪之故，導致舉辦

情況愈趨複雜，在史料的呈現上亦是零碎，有待筆者嘗試進一步爬

梳，但反觀戰後臺灣的體育節，雖完整沿用1942年所頒佈之「體育

節（9月9日）舉行辦法要點」，但所呈現之活動及理念則不盡相同，

成為體育節於臺灣所產生特殊的樣貌。體育節於臺灣之舉辦直至

2010年才廢止，在六十餘年的舉辦歲月中，其所象徵之意義與活動

形式的流變，可做為筆者未來進一步之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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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Nine Sports Day Und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42-1945) 

Ming-Fu Y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fortify the quality of the human body fo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also to fight with the threat coming from the regime of 
Wang, JING-WEI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Sep-
tember 9th 1941, the Department of - Education issued the “National 
Sports Act” and specifically choose September 9th as the 「Sports Day」.  
At the time it enlarge the scale of holding many sports-related activities, 
also goe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habit – to climbing the 
“ height”(climbing to the mountain for instance) on Double-Nine Day 
for the promotion of taking exercise as a routine or a habit together with 
the a memorial service to the achievement of Nation Founder – Dr Sun 
Yat-Sen’s very first battle launched in Guan Zhou against the 
governance of Ching Dynasty.  

The study mainly proceeds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o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for the trace of related activities of Sport Festival 
taken plac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1942 to 1945.   1. 
The execution of the Sports Day begins after the issue and the an-
nouncement made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1942 to begin 
with the first Sports Day and decided the key points of practicing the 
activities. The content mentioning the types of sports activities should 
be taken placed, the timing for proceeding the propaganda, the 
pamphlet prepared for a promotion, …etc.  The arrangement creates 
the source of law and everything people do for the Day will have a legal 
base to obey.  2. due to the effect of having a war, the Sport Day can-
not be populating all over the nation, but the scale of activities was the 
largest in CHONG QING city in SI CHUAN including cross-country 
race, mountain climbing, swimming, water diving and athletic game for 
the government servers.  Also, the speech the sports present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related activities for the general people to partici-
pate in.  The more multiple types of activities can present the more 
flexible space for various subjects display.  3. during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the purpose of having the Sports Day activities primary for 
the sport believe of “strong breed, strong nation” and the spiritual re-
quirement during the war of “to be unified, disciplined, corporate.”  I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mighty strength 
of mobilization and the more official conscious through the Sport Day 
propaganda. 

Keywords: National Sports Act, festival and memorial day,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