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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係在殖民帝國範圍內，建立日本與台灣間

的中央與邊陲關係，同時在島內建立滲透至基層社會的體育行政體制推廣棒球。

在此基礎上，棒球運動透過競爭與合作的形式，使殖民地三民族彼此互動構成同

調集團，不同的棒球隊透過比賽的競爭與協調，最後將台灣視為整體，進而團結

一致朝向日本甲子園大會的目標前進，表現殖民地臺灣的進步文明以及對母國的

忠誠態度，由此也展現了 1920 年代同化政策脈絡下，棒球作為「帝國的體育運

動」的意涵。 

棒球具有追求身體健康、鼓勵競爭與講求節制、倡導團結合作與犧牲奉獻

等目的，具體了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而在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棒球是台灣人

證明自我不落於日本人，甚至爭強於世界的手段，也是面對殖民者對於體育資源

分配不公平的批判基礎。 

從事棒球的社群，對於棒球的價值認定也不盡相同，有些在刺激享樂與成

就焦慮間彼此掙扎，也有不以輸贏僅為社交娛樂的目的，在此過程中，棒球運動

的物質現象與消費文化，對於棒球社群的自我認同與社群分類的形成，具有一定

程度的影響。做為球迷則在享受激情、自我期許為棒球明星之間，呈現出大眾文

化面貌。 

然而，棒球運動的權威與仲裁者，如裁判與教練多為日本人，以及運動資

源分配落差，甚至門票與球具的購買能力，大致具有日台差異現象，台灣人從事

棒球雖被鼓勵全力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自覺不如。因此，棒球所體現

的現代性價值，也不能脫離殖民地的背景脈絡，以及存在於其中的殖民關係。 
 
 
關鍵詞：棒球、野球、運動、體育、殖民統治、殖民地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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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Baseball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to establish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Japan and the marginal Taiwan 
within the colonial empire, and simultaneously, to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which infiltrates to the roots in the island to promote baseball. On this basis, the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norms of baseball have made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among the colonies the same tune. By compe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different baseball teams in Taiwan finally see this island as a whole, and finally to 
unite as a whole to win the Koshien High School Summer Baseball Tournament held 
in Osaka, Japan. The “tri-racial harmony” shows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loyalty to the home country in colonial Taiwan, which also shows the meaning of 
baseball as the “sports of the empire” in the context of assimilation policies in the 
1920s. 
 
  The purposes of baseball is to pursuit good health, encourage competition and 
emphasis on moderation, unity, cooperation, and sacrifice, of which the value of the 
concrete foundation of modern society. In this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baseball is the way Taiwan proves itself does not fall in the Japan, or 
even a means of gaining the upper hand in the world. Moreover, baseball is the stand 
point for Taiwan to criticize the unfair alloc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gainst its 
colonists. 
 
  To the players’ community, the values of baseball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Some struggle between simulative pleasure and performance anxiety, while others 
seek social entertainment rather than losses and gains. The socio-material 
phenomenon and consumer culture of baseball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dentity of 
players community. To the fa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lue might be to enjoy the 
passion, or to expect one becomes the baseball star. This is part of popular culture. 
 
  However, baseball in Taiwan shows the social hierarch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or example, the authority and arbiter of baseball, such as referees and 
coaches, are mostly Japanese. The gap between resource allocations exists. Even the 
ability to purchase baseball game tickets, bats and groves roughly differs between a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lthough Taiwanese are encouraged in strive victories in 
baseball, when facing the colonists, they feel self-contradictory. Thus, embodied i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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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baseball value, the background can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colonial context, 
and the colonial relationship exists within. 
 
Keywords: baseball, yakyu, sports, ate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lonial rule, colonial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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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當下的過去與數字後的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考掘 

1、當下的過去：棒球歷史的脈絡 

棒球被喻為台灣的「國球」，此因棒球場上的勝負（特別是國際間的比賽），

往往受到全民關注，其所牽動國族主義的動能更為可觀。然而，每個世代的台灣

人雖關注棒球場上的勝負，但對棒球歷史的考掘工作與意義論述，卻未有相應於

棒球成績的進展。較具有研究意義的討論，始自 1992 年 8 月 5 日，我國在巴塞

隆納奧運棒球賽中奪得銀牌，隔月《中國論壇》以「國家文化  台灣棒球文化巡

禮」為題，邀集翁嘉銘、晏山農、楊照、段嘉蓀等人，分別從文化、歷史等面向，

討論台灣棒球的發展及其意義。1在四篇文章的討論中，指出棒球所涉及的政治

操弄、國族認同等問題，但多數文章也幾乎認為，斷裂的棒球歷史脈絡，是要為

台灣棒球進行辯證與解釋前的基本困境。 

翁嘉銘指出如果我們一路探索台灣初期棒球史實，台灣棒球「其實毫無奇

蹟」，2楊照也接著指出「改造過的棒球史完全斬斷了淵源自日本的『野球』時代

記憶」，楊照認為由於對棒球歷史缺乏認識，棒球成就便以雷同統治者吹捧台灣

經濟「奇蹟」的方式，1970 年代以降的台灣棒球發展經驗也被同樣冠上「奇蹟」

的形容。但是，只要了解早年棒球重要人士的生平傳略，就可發現台灣棒球受到

日治時期野球傳統的影響，因此「只有把這些來龍去脈忠實還原，歷史才能彰顯

出基本的合理性。」3而晏山農認為「我們沒有對棒球的發展進行堅實的歷史考

掘，這類未具體掌握歷史脈動的後果，便是看到踏空虛浮的宰制╱反宰制抗爭，

要不就是過度膨脹國家機器的效率。」4 

上述諸位作者共同指出，由於缺乏台灣棒球歷史脈絡的考究，進行形成定

位台灣棒球發展價值的最大障礙之一。1990 年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為

                                                 
1 翁嘉銘，〈棒球的美麗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中國論壇》，32：12（1992.9），

頁 27-31。晏山農，〈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力脫死」及其顛覆〉，《中國論壇》，32：12
（1992.9），頁 32-36。楊照，〈抽離了民族主義之後〉，《中國論壇》，32：12（1992.9），頁 37-40。

段嘉蓀，〈誰是王牌－紀錄與棒球史的書寫〉，《中國論壇》，32：12（1992.9），頁 42-44。 
2 翁嘉銘，〈棒球的美麗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頁 28。 
3 楊照，〈抽離了民族主義之後〉，頁 38 
4 晏山農，〈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力脫死」及其顛覆〉，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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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信、梁淑玲、林琪雯等人，5這些研究當中，重點大多在解釋戰後棒球與認

同政治的關連性，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研究並無太多著墨，而蔡宗信的研究雖已日

治時期為重點，但其論文下限為 1926 年，然而，1920 年代末期開始，台灣人參

與棒球運動才日漸普及，因此該文並無法回應 1930 年代台灣人普遍參與棒球運

動時代的狀況。 

事實上，目前所見，台灣棒球史通史性的書寫，可以筆者與謝佳芬合著《台

灣棒球一百年》6、曾文誠與盂峻瑋《台灣棒球王》7，以上上述四人所共著的《旋

動歲月：台灣棒球百年史》8為代表，但由於受限於材料的限制，對於日治時期

棒球發展的解釋，尚停留在釐清脈絡的層次，缺乏進一步的分析。 

高正源的《東昇的旭日》，9則是棒球研究中主要的參考材料，作者從 1970
年代末期以來擔任棒球記者，藉著採訪之便，留意了許多日治時期的材料，同時

採訪當時依舊在世的耆老，然而，由於該書為了滿足更多的閱讀對象，因此本書

書寫具有報導文學風格，情節豐富敘事精采，甚至提出除了嘉農、能高團之外，

少為人知的精采故事，例如台中一中的幼獅隊，與戰後銀行行庫棒球發展的關

係，然而，由於該書的書寫並非以呼應殖民分析為目的，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的相

關討論，主要以一則則精采的故事為主。若干區域性棒球史的書寫，則以高雄與

嘉義為主，10不過，此些書籍，對於日治時期的討論，大多不如戰後，甚至可以

說類似的書籍，大多以 1970 年代以降的棒球史為主。學位論文中對於棒球研究

的時間設定，也產生許多關注戰後，但卻忽略日本時代的特性，其原因除了問題

意識的原因之外，資料限制應為重點之一。11 

現有日治時期棒球史的研究中，多數研究者常依賴諸如 1930 年代初期出版

的《臺灣野球史》、《臺灣體育史》等書籍，1930 年代以降，台灣人普遍參與棒

球運動的階段，反而被忽略。 

再者，由於過去台灣棒球史的分析，目的都在強調 1970 年代政權對於運動

的操弄，並將 1945 年至 1970 年視之為棒球不受重視的年代，進而造成 1970 年

                                                 
5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

中心〉，國立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梁淑玲，〈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

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林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讀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5。 
6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年》，（台北：果實出版社，2003）。 
7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台北：我識出版社，2004）。 
8 曾文誠、盂峻瑋、謝仕淵、謝佳芬，《旋動歲月：臺灣棒球百年史》，（台北：中華棒球協會，

2006）。 
9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台北：民生報社，1994）。 
10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北：聯經出版社，1996）與吳建達、崔家齊，《高雄棒球風

雲》，（高雄：新視界國際文化，2010）。 
11 如同陳嘉謀，〈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1945~1968)〉，國立台東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陳國勝，〈高雄縣三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2007)〉，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體育

系碩士論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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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棒球歷史，被形容為如同戲劇性般的發展，亦即楊照所指之「棒球奇蹟」。12

在此的分析架構下，始終缺乏血肉情節的日治時期棒球史，便複製刻板的殖民地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立關係，如同晏山農所指稱以刻板的台灣∕日本的二分

法，解釋其中的抗爭與屈從。 

綜上所述，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歷史的考掘，再於建立台灣棒球歷史的

連續性脈絡，同時，在此脈絡的基礎上，揚棄刻板的抗爭與屈從的解釋，以日治

時期台灣歷史發展為背景，提出棒球運動之相關分析課題。 

 
2、數字後的人：行動者是誰？及其動機 

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相關史料中，最大宗者為賽會史之資料，亦即呈現競

賽過程中，相關之數據，包含得分，以及安打、盜壘、四壞、三振等項目之表現

的數據化資料。觀諸以日治時期報紙中的棒球新聞，作為編輯素材的西脇良朋《台

灣中等學校野球史》，便可知日治時期報紙媒體中，對於比賽相關統計數字之重

視，然而，上述現象除說明日治時期透過公共媒體的傳播，已形成穩定且具有專

業性的棒球社群之外，這些數字對於釐清不同層次的棒球參與者之動機與目的，

並無太多幫助。 

例如，我們很難從比賽勝負的統計中，解釋兩隊必然有著對應於此的高低

關係，此因，特定的兩隊，如何看待比賽、看待對方，才是影響最後結局是否令

人滿意的因素，如同 1980 年以降，台灣的成棒運動，雖然未曾贏得奧運冠軍，

但台灣球迷自有一套從國際成棒比賽的對壘中，判斷成績優劣的價值，進而構成

其維繫運動熱情的動力。換言之，如果僅藉由比賽紀錄的統計數字，缺乏對參與

行動者的分析，數字本身並無從理解棒球比賽過程中，不同位置的行動者與棒球

的關係。 

再者，目前對於日治時期台灣人以運動為休閒的研究中，多數採取的研究

途徑，主要為對名人錄性質的《人士鑑》之分析，以呂紹理為例，他選擇由《台

灣人士鑑》中，分析 345 名台中州的社會領導階層，對於休閒興趣選擇的現象，

345 名中的 28%之娛樂傾向與運動有關，其中 20-29 歲的年齡層為對運動最為有

興趣者，或者說明不同教育程度對於運動的偏好，如書房教育出身者喜好靜態活

動，而醫師及律師對於運動的選擇中，偏好網球與高爾夫。13繼之，林玫君透過

類似的途徑，分析台灣新民報分別在 1934、1937、1943 出版的《台灣人士鑑》，

則更廣泛的指出，多數選擇登山作為興趣者，多為台北州、台中州的都會人士，

                                                 
12 相關研究強調 1970 年代棒球受到國家機器的影響而發展，但也造成基礎棒球根基被反噬，相

對於此的則是，認為 1970 年代之前的棒球發展，特別是戰後初期為冷漠期，如此的分析架構，

對於日治時期持續在民間延續發展的棒球運動（不以得世界冠軍為目的的），較缺乏主體視野

的關照。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

興衰（1970~1983）為例的研究〉，成功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13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1997），頁 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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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層則以 30-49 歲者居多。14此外，黃慧貞也曾分析同一批材料，顯示教育背

景的差異對於西方藝術與體育活動選擇的影響。15 

對於三個版本的《台灣人士鑑》，最為詳盡的分析則為林丁國，林丁國從日

本人與台灣人、1895 年前後出生、教育程度、島內或島外受教育、居住地以及

醫師身分者、傳統日式與西式運動等指標，分析 909 位以運動為興趣的台灣社會

領導階層。根據分析結果，林丁國指出日治以後出生接受近代教育者，較之傳統

社會漢學教育者更能接受新式體育。同時，不分台灣人與日本人，居於北部者對

於運動的偏好也居首位。在分析中也指出，總數 425 名的台灣人中，選擇棒球的

為 23 名，佔總數的 5.4%，受過高等與中等教育的台灣人對於棒球的偏好，分別

是 15 與 7 人，百分比為 8.5%與 6%，接受島外教育者則有 9.2%選擇棒球，醫師

則有 6 人選擇棒球佔總數的 6.1%。16 

透過上述分析，得以瞭解台灣社會領導階層，對於運動選擇的偏好。不過

由於分析的材料僅限於《台灣人士鑑》，其所包含的範圍，可說是台灣社會領導

階層中相當少數的部分人士，此外，台灣棒球運動的從事者大概是 1920 年出生

的世代，這些人到了 1930、40 年代，也都還未成為所謂的「社會領導階層」。 

再者，日治時期廣為人知楊肇嘉、筧干城夫的棒球迷，都在調查中，分別

填登山與網球，以楊肇嘉為例，《林獻堂日記》中常可見林獻堂說楊肇嘉常去也

喜歡去看棒球，但登山則是其從事的運動，例如 1937 年楊肇嘉便曾登上玉山，17

因此這個調查所反應的是觀賞還是從事則無從了解，但就體育運動的分析而言，

觀賞與從事則有不同的意義。台糖的取締役筧干城夫則是網球、登山、弓道、棒

球、短艇、馬術的愛好者，但他填在調查中僅顯示網球。18 

其次，《台灣人士鑑》作為定義並指出何者為台灣社會領導階層的出版品。

因此，《台灣人士鑑》就如同可以提升形象、知名度、威望等象徵資本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學經歷是無法矇騙的，唯有興趣的選擇與填寫，可以作為展現個

人生活品味與階級價值的手段，如此一來，這份資料連帶牽涉的象徵資本累積的

手段及其問題。再者，從統計資料的分析，除說明學經歷條件、出身背景等條件

與以運動為興趣的現象外，其中所存在的動機、行動與目的等實作時產生的問

                                                 
14 林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論文，2004，

頁 324-328。 
15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流階層」興起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北：

稻香出版社，2007），頁 136。 
16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

論文，2009，頁 224-247。 
17 楊肇嘉家族喜愛看棒球與從事棒球，可從林獻堂日記中屢次提及楊肇嘉前去看棒球可以得

知，而在其家族寫真冊中，也可看到幾張其子從事與觀賞棒球運動的照片。可參見張炎憲、

陳傳興主編，《清水六然居楊肇嘉留真集》，（台北：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2003）。頁 160-163、

170-171。 
18 筧干城夫，《土と人と砂糖の一生》，（東京：さきたま出版會，1989），頁 44-46。 

 4



緒論 
 

題，也無從得知。19 

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修正過去制度史研究的框架，展現對於行動者的

關注。如同在日治時期教育史研究的領域，已由傳統的制度史分析，轉而對行動

者的掌握。上沼八郎、弘谷多喜夫的作品堪稱制度史研究取向下的重要代表，20

但近十餘年，研究主力大量集中在以「同化主義」為核心概念的分析，使得對教

育史的理解提升至日本治台基調、統治精神的層次，最終則在凸顯文明與殖民並

存的日本殖民統治特色。21此些研究關懷的問題意識在於理解殖民統治的內蘊與

型態。同時，當殖民教育政策的分析日益深化之際，對於接受教育的學生，其感

受、其心態，也開始收到關注。因此，研究者開始從口述歷史、回憶錄等素材中

挖掘，同時也建立新的分析概念與研究方法，如同周婉窈以其對「戰爭期世代」

的研究與關懷，提出「歷史世代」的研究觀念，提醒我們「要對他們（戰爭期世

代）的集體心態有所掌握，必須像追蹤一個人的生命歷程一樣，設法了解他們所

身處的環境，以及隨著生命的成長，他們和同樣也在變動中的環境間的相互關

係」，周婉窈的「世代」概念，具有殖民教育分析與台灣民眾主體關懷的雙重目

的。22以日治時期教育史研究為例，目前的研究所關注的不僅在於分析殖民教育

的政策，同時也應注意受教者的主體，及他們與變動中的環境間的相互關係。23 

換言之，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歷史的研究，不只是關注比賽制度與成績

等面向的問題，也不能以統計數字取代對行動者動機的分析，而是必須以殖民地

台灣棒球運動參與者的主體，開展日治時期棒球史的相關提問。 

 

二、問題意識：從體育運動的界定到作為問題的棒球 

1、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的界定 

關於體育（Physical Education）與運動（Sports）的定義，《體育大辭典》中

分別指出為： 
                                                 
19 上述說法呂紹理也曾提及。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黃富三、翁佳

音編，《台灣商業傳統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380。 
20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料及其研究之評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1993.3），

頁 48-53。 
21 相關研究可參考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陳培豐，

《「同化」の同床異夢 日本統治下台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蔡錦堂，

〈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 ，2002.10，頁 181-192。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其實像與虛像〉，收錄若林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

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北：播種者出版社，2004 年）。 
22 周婉窈，《海行兮的年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論集》，（台北：允晨出版社，2003 年），頁

1-13。 
23 歷史研究潮流的變遷下，與社會史的分析旨趣具有群體性、互動整、網絡性等相似性的日常

生活史研究，連玲玲亦指出一種由下而上的史觀，進而顛覆「大架構、大過程、大比較」的

思維方式。連玲玲，〈新典範或新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

史學》，17：4（2006.12），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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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任何種類的遊玩，消遣，運動，遊戲或競爭，不論在室內或

室外，一般的通例，是以個人的或團體的比賽為主要部分，這種比

賽的操作，包含著某種技巧和身體的超越技能。 

體育：體育是具有社會型態的團體組織，為了增進人體完美的發

展，而寓教育於身體運動的教育歷程，體育是供給人類的全部教育

歷程中的一種媒介體。因此，體育就是教育，是教育的一環，但以

大肌肉活動為方式。其設計以場地設備為情境，以有機體的身心成

熟為依據，使個體在身體力行中，鍛鍊完美體格，發展理性行為，

充實心智活動，進而擴大經驗範圍，提高適應能力，改變氣質，以

繁榮生活，發揚生命意義。24 

然而，要能進一步的從上述說法中，找出對於本文的討論具有意義者，無

法僅由競賽與身體活動的特性定義，而須由運動的文化與社會的特徵加以掌握。 

事實上，要為體育與運動給予清楚的界定，都是困難的，此因體育與運動

等概念，都是特定背景與時空下的歷史的產物（特別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背景），

而「只有那些沒有歷史的東西才是可以定義的。（尼采所說）」一般來說，運動被

認為是十九世紀「被發明的傳統」（如同「參與重於獲勝」的概念是由現代奧運

所發明出來的「古典傳統」），與前此古典時期的運動，不盡然相同，例如希臘時

代的運動與宗教儀式有關，目的是榮耀神，過程中遵循的是榮耀與傳統，因此拳

擊賽中閃躲被視為可恥，沒有裁判也沒有計時，輸贏常是以認輸與重傷、死亡做

為代價，甚至死亡者有時被宣佈為贏家。因此，包括Allen Guttmann、Norbart 
Elias、Pierre Bourdieu等，都認為前近代的運動與現代運動間，不是延續性的脈

絡。25 

運動（Sports）概念的產生與 19 世紀市民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一方面，

運動的出現可說是工業社會下的產物，是人在機械生產與人類生物周期間的協調

產物，是人在規律繁重的工作之餘，身心調節的機制，因此運動是在工作之餘，

求自由，這種自由是「相對的自由，這自由要擺脫既有秩序的束縛，但又不能背

離自由，所以他是在秩序的邊界游移，在游移中獲得暢快。」26 

另一方面，透過運動的特質與偏好而再生產社會關係，如同貴族藉由「無

目的性」的運動的參與，強調運動的業餘精神，反對職業化、商業化與物質報酬，

但也造成階級區隔的功能，或者，透過英國的YMCA與童子軍等，培育勞工子弟

的健康體能與合理休閒的習慣，接受此概念的人，則開始與以娛樂為取向，同時

與飲酒及賭博有強烈關連的人區隔開來。綜上所述，以 19 世紀英國為例，體育

                                                 
24 教育部體育大辭典編訂委員會，《體育大辭典》，（台北：台北商務印書館，1984），頁 13、17 
25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

臺灣的現況〉，《思與言》，47：1（2009.3），頁 6-14。 
26 呂紹理，〈台灣社會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國史館館刊》，40（2006.6），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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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運動是在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形成，反映英國社會如何透過運動的參

與，重新描繪複製、控制社會文化的場合，同時成為塑造階級文化與區分階級界

限的手段。27 

19 世紀運動概念形成的過程中，使運動產生以下原則：1、世俗性：近代運

動具有儀式化的趨勢，且具有挑動著強烈的情感的傾向，但是它不像前近代運動

那樣具有一些超然境界的超自然或神聖性。2、平等性：近代運動的參賽機會是

人人平等，至少在理論上，不管面對何種人（人種或者民族）都不可以以各種理

由拒絕參加。且競賽規則對於每一位參賽者也是一致的。3、官僚化：近代運動

的運作，通常不是掌握在管轄神聖祭儀的祭司也不是儀式專家手中，而是由國家

和跨國的官僚機構運作。4、專業化：許多近代運動的發展，如橄欖球，足球，

棒球，美式足球等，它們早期都屬於分化程度低的遊戲；但很多種類的運動，像

板球，棒球，足球等，其專業化發展已達到每個運動員在賽事中的規則角色的程

度。5、理性化：近代運動規則持續被從特定目的角度，持續審慎檢視並且經過

頻繁的調整；人們以科學方法培訓運動員，運用最新科技研發運動器材，並期望

運動員以最有效率的方法使用這些運動器材。6、量化：近代運動也如同人類近

代生活的各面向一般，我們生活在數字的世界裡；「統計表」變成運動賽事中明

顯且不可分割的一部分。7、對紀錄的偏執：「紀錄」這個名詞在現代的獨特定義，

是個量化數值，意指未被超越的成就。對於所有運動員而言，超越紀錄是種永不

止息的挑戰。28 

而在競技的特質上，則具有為致力於最快、最遠、最高的目標，並為此目

標採用的規則和方法，產生整套合理而適用於各地的系統的達成原則。29 

相對於運動與 19 世紀市民社會之間複雜的關聯性，體育與近代國家的關係

相對單純。體育的出現，通常為近代國家形成過程中，逐步走向中央集權，進而

將身體視為治理對象與國家資源有密切關係，因此在國民義務教育中，安排以身

體教育為目的的活動。從國家主義的觀點來看，各國的人口確實比較像是一大問

題而非資產──人民潛藏的危害，包括暴力、威脅與破壞，不事生產卻又會耗盡

資源。因此，國家必須設法確保國民的身心健康與教育水準，同時也要教導他們

舉止得宜、增產報國。光靠運動恐怕無法達到上述的目的；最好的解決方案是集

結傳統運動、體能文化與訓練，設計各種體能活動，30 

19 世紀，普魯士走向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體育被視為重要關鍵，不論是強

調「體育是整個民族的主要教育手段」的顧茲姆斯（J.C.F GulsMuths），或者發

                                                 
27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

臺灣的現況〉，頁 24-29。 
28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3. 
29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43。 
30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臺北縣：韋伯文化國際，2009 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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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體操協會」，以愛國主義立場，提倡透過體操反抗拿破崙統治的楊氏（Friedrich 
Ludwig Jahn），都強調體育與國家之間的關聯性。19 世紀，歐陸體育的發展不見

得與德國相同，且各自反映國家社會的差異背景，如同英國不強調抽像的集體如

民族與國家，而是強調團體合作，並培養領導階級，但是最後都匯流在國民教育

下的體育課。31 

以 19 世紀歐洲歷史背景，所產生的運動與體育的概念，約當於 19 世紀中

期後引進日本，然而，由於日本近代化經驗中，與歐美的不對等關係，加上運動

與體育的特性，多半具有競爭、區分勝負的功能，因此體育或者是運動，特別是

國際間的運動競爭，便被視為為國族爭光的功能。如研究者將日本野球（棒球）

發展歷程視為明治國家國族尊嚴（National Dignity）建立的同步歷程一般。32  

然而，棒球運動在美國，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則是透過棒球讓不同人種、

階層與宗教的人，產生調和與統合的契機。棒球所強調的機會均等與公平性，也

反映民主社會的價值。再者，運動中勝利者的角色，體現美國夢中對英雄的想像

與期待，英雄的產生又因為棒球運動中的統計紀錄而被強化與規制化，這種英雄

形象，也建立在男性充滿力量與速度的身體崇拜之上，成為男性歸屬意識的運

動，在此同時，女性球迷則在慢慢增加之中。美國的棒球於是具有個人主義、民

主傳統、男性意識等特質。33 

如同前文強調的運動與體育的概念生成於歐洲，當 19 世紀中期之後日本接

受這些體育與運動的「項目」時，常會因為上述現像，發展於市民社會自主性下

的棒球，卻在明治日本的背景中，成為擷取國家榮耀、凝聚國族的手段，此時，

運動與體育兩者之間已經相互影響。 

由於日本體育運動發展的歷史特徵，以及運動做為一種外來移入的「現代

性」，因此，當日本在界定體育與運動時，對於此外來概念如何「本土化」，便採

取「體育スポーツ」的複合詞概念，翻譯成中文亦即「體育運動」之意。林丁國

亦採取「體育運動」，作為界定分析對象的概念，並認為此係「身體的教育與身

體的活動」之合稱。34 

本文因此也同意棒球運動雖滿足前文所指關於運動的定義，然而，從明治

日本乃至日本棒球在 1945 年前的發展，始終不斷前調棒球做為國家榮耀的手

段，以及個人身心修練的目的，從其目的來看，與體育的觀念相同，故而本文認

                                                 
31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

臺灣的現況〉，頁 31-37。 
32 Donald Roden “Baseball and the Quest for National Dignity in Meiji Jap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5(3):511-534. 
33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東京，同文館，1996），頁 210-214。 
34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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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體育運動」的用法，符合日治時期日本與台灣的歷史背景。35 

 

2、體育運動的分析架構：帝國主義論、文明化進程、「供給／需求說」 

對於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在許多先行研究中，部分分析架構相當值得本

文參考，除了運動社會學所關注的典型問題：「進入運動的社會化」與「經由運

動的社會化」等兩種主要途徑之外，運動社會學的討論反映各自關注的議題，但

運動社會學的分析在台灣的發展尚待尋求驗證於本土經驗的討論。36 

而就相關研究課題，足供本文借鑑的例子，可以 Allen Guttmann 的帝國主

義論、Norbart Elias 文明化進程，與 Pierre Bourdieu 的「供給／需求說」等最具

啟發性。 

首先，就帝國主義論而言，1980 年代，John Hargreaves指出運動的宰制關

係，亦即宰制階級透過資本主義、父權體制和種族主義維持優勢，而被支配者則

有可能從日常生活中進行反抗，甚至促成我群的認同。37對於著重支配與被支配

者關係，在跨國以及殖民背景中發展的討論架構，最具有代表性的則為Allen 
Guttmann引用文化帝國主義概念的相關討論。作者的討論，藉由運動特徵的釐

清，說明這套價值在不同運動項目以及不同國家的發展。討論的取向，主要從擴

張與反抗的帝國主義框架中開展，作者甚至指出現代運動的擴張，是由世界市場

與殖民帝國所組成。38同作者在關於現代奧運的討論中，也採取類似討論傾向，

著重強調現代奧運為西方運動的對外擴張與影響的功能。39 

然而，作者指出運動的帝國主義型式，也說明在殖民與被殖民關係中，被

殖民者並非順承接受殖民者所賦予的運動價值，由於運動過程強調公平競爭與規

                                                 
35 晚近以來，則有研究者主張以「身體文化」來理解，體育與運動的意涵。如同許義雄教授指

出「…身體文化的觀點，…先就社會現象，說明勞動的身體，政治化的身體，消費或時尚的

身體，藝術化的身體以及物化的身體之屬性，了解身體知覺或經驗，可以與權力相結合，也

可以是區分社會階層的重要指標，更可以是身份的展現，或交易用的工具或商品，顯見身體

文化之認識，不止有利於身體文化之開發，尤有益於身體文化之宣揚與落實。身體運動無異

是身體文化的重要內容，其意義在於經由身體經驗，獲得其道具的功能、探索的價值、社會

的經驗與人格道德的養成。其類型，則不外是追求優異成績、健康體適以及以身體經驗構築

認同關係等三種類型，不過，就未來身體運動的發展看，運用身體運動的柔性空間，建構柔

性的溝通關係，以促進個人與社區的認同，毋寧是重要取向。」係以身體為主體對象所開展

的定義。許義雄，〈臺灣身體文化與體育的出路〉，《學校體育》，13：2（2003.4），頁 135-144。 
36 林文蘭，〈不「運動」的社會學？評三本運動社會學教科書〉，《台灣社會學刊》，42（2009.6），

頁 227-239。相關台灣運動社會學的研究回顧，也可參照黃東治，〈臺灣運動社會學研究的回

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36：2，頁 22-31。 
37 李佩璇，〈自行車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形式的象徵鬥爭〉，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9。頁 11-12。 
38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臺北：韋伯文化，2009
年）。頁 98-101。 

39 Allen Guttmann、徐元民譯，《現代奧運史》，（臺北：師大書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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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重要性，因此運動比起其他層面更有可能扭轉殖民的差異結構，從而在擊敗

殖民者之餘得到認同，40 因此，運動具有被殖民者轉化為爭取自身目的的行動

與認同價值之機制。41如同Andrew Morris在中國近現代體育史的討論中，意圖藉

由體育史討論，擺脫中國史研究中接收與抵抗的二元關係，進而提出不同社群的

跨文化分析觀點。42 Alan M. Klein在Sugarball:The American Game,the Dominican 
Dream的討論中，說明面對美國棒球價值影響的多明尼加，往往採取公開（overt）
與隱蔽（covet）兩種形式；而在抵抗的態度上又可以分成積極（active）與消極

（passive）等不同的態度，進而「對於霸權的抵抗，並不是硬碰硬地蠻幹，而是

一種迂迴的、非力搏的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43 

Tony Schirato 從 Allen Guttmann、Ram Guha 以及 Arjun Appadurai 等關於英

國殖民印度的體育運動史的討論著作中，說明了殖民地帝國主義型態的體育運

動，對於殖民地複雜的認同、性別政治、社會流動與階級問題等課題的深遠影響： 

運動與國族認同或社群認同之間的連結，……首先，運動既然是一

種文化領域、一套實踐方式，那麼運動的特徵應該是相當明確規定

的風氣、身體秉性、……規則與規範。認同、角色、資本類型與行

為模式都相當一針見血，必須具備一定的魅力與親切感。……其

次，運動與男性氣概的傾向，能與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性別政治互

相呼應。第三，運動治理通常會重新刻畫英國的社會文化階層體

育，因此印度與西印度群島的運動經驗就能充當另一替代的空間，

讓下層階級與主流團體能根據彼此自認的優勢，進行一場君子之

爭，……。第四，最重要的是，……運動競賽也是讓殖民社會展現

團體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地點與場合：運動意謂大眾的觀賞，能瞬間

造就運動英雄、戲劇效果與戲劇情感，並且很快地就被政治人物、

企業家與記者讚賞、利用與推廣。44 

因此，運動所展現的跨國影響，或者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互動關係，帝國

主義論者雖提出基本的分析框架，但必須避免僵化的二元分析，並從被殖民者的

角度，檢視其與體育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由此延伸的認同、階級等課題。 

再者，Norbart Elias以「文明化進程」說明「運動化」（sportization）過程中，

                                                 
40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p178-180. 
41 Jeremy MacClancy,“Sports, Identity and Ethnicity,＂in sports, Identity and Ethnicity.ed.by Jeremy  

MacClancy,（Oxford:Berg,1996）: 10-11. 
42 Andrea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p52-53. 
43 劉益誠，〈文明教化到狂野奔放─臺灣棒球運動的「反」現代性初探〉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文化研究學會 2002 年會，時

間為 2002 年 12 月 14、15 日。 
44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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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部強制與自我強制不斷互相強化的正面回饋過程。並且日益往強調自我

控制的方向傾斜，降低了人們對血腥及直接暴力展現感到厭惡，…同時窄化公領

域中可接受的行為舉止門檻。」45透過Quest of Excitement ，Norbert Elias用文明

化進程的概念，解釋了運動的問題。他指出，「運動不僅轉化血腥的暴力決鬥，

將之轉為較嚴謹、較守秩序的運動，這不僅降低選手受傷或死亡的風險，更重要

的是，運動的參與重新描繪為複製、控制社會文化的場合（強調團隊合作、競爭

與自律的價值）。」因此，「運動能以一種較經濟的方式具體實現生活權力的規範：

透過運動，至少在理論上，人們可以同時讓身體受到鍛鍊、訓練、教育、處置與

娛樂，透過運動調適現代工業社會裡休閒和歡愉的關係。」46 

Elias的討論，指出運動之於現代社會的兩項重要功能，其一，追求刺激讓

高度壓抑與合理化的社會變得可以容忍，幫助舒緩工作壓力。其二，運動的我群

感與歸屬感，有助於個人與社會的聯繫。47Elias的討論，考量了歷史脈絡的複雜

性，但理論都是歷史的產物，而不同的歷史對於理論的適用性也都不同，Stephen 

Mennell曾以德川日本與中國宋朝為例，討論武士道與佛教中的自我克制的精神

取向，表現出中國與日本的文明化傾向，不過該討論的研究資料並不細緻，相關

論述頗有套理論的意味。48 

雖然Elias的討論，常被認為並未評估官方組織、商品化等面向對於運動的

影響，而其「暴力-收編-宣洩」的討論方式，也被指為深受佛洛依德的影響，因

此，也受到相同的批評─如何證明人天生上具有有待被收編與宣洩的暴力。49

然而，文明化進程關於運動化的說法中，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以及工業社會下運

動所提供的自制嚴謹與追求刺激的雙重功能的討論，對於體育運動的分析，具有

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 

                                                

另外，1980 年代以來，日漸受到英美學界重視的Pierre Bourdieu，則提出場

域（field）的概念，從供給（supply）與社會需求（social demand）為架構，探

問體育運動需求如何產生，人們如何獲得體育趣味，並偏好某種體育而不是另一

種的，人們感興趣的是作為一種活動的體育，還是作為一種表演的體育。是什麼

樣的社會條件使制度和能動者系統的構造得以直接或間接地與體育活動和娛樂

的存在聯繫起來？如同布爾狄厄在〈如何才能做一個體育愛好者〉一文中，從供

給的生產、一個相對自律的生產領域的誕生和體育產品的流通、大眾化階段、需

求的邏輯：生活方式統一體之中的體育實踐和娛樂，說明體育由特定階層的道德

 
45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

臺灣的現況〉，頁 21。 
46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頁 68。 
47 Chris Shiling，謝明珊、杜欣欣譯，《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台北：韋伯文化，2009）

頁 168-169。 
48 Mennell Stephen, “Asia and Europe: Comparing Civilizing Processes＂, in Norbert Elias 4 ed. by Eric 

Dunning & Stephen Mennel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101-117. 
49 李佩璇，〈自行車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形式的象徵鬥爭〉，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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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如何轉為大眾。50 

Bourdieu指出，所謂的供給是透過某些制度與行動者，使運動得以生產與推

廣，而此中的行動者各帶有不同的目的與屬性，當行動者投入時間、人力與金錢

時，也同時在競逐此項運動的象徵價值。所謂的需求則是指不同階級位置的行動

者因資本結構與數量上的差異，而帶有不同的身體使用偏好以及特殊的道德與美

學品味，進而影響對於運動的獨特預期與選擇。51 

綜合上述，不同討論途徑對體育運動課題的研究，提供本文在理解體育運

動史的研究時，如同英國殖民印度時期體育史所呈現的殖民地複雜的認同、性別

政治、社會流動與階級問題等課題，以及文明化理論中，提示個人與團體的關係，

以及工業社會下運動所提供的自制嚴謹與追求刺激的雙重功能的討論視野，對於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史的分析，所涉及之殖民帝國引入運動，以及社會脈絡下

個人對於運動需求與定位等課題，具有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 
 

3、作為帝國體育運動的棒球 

明治維新後，體育引進日本並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被定位成維持「勞動

力再生產」的重要憑藉，從人力資源的角度來說體育成為支持「殖產興業」的一

環。52 同時體育追求身體健康的目的，亦在「富國強兵」的目標下取得地位。53

而增加了競賽形式的運動，不盡然僅能從以上的價值中定位，此因運動有時經歷

激烈的身體衝撞過程，運動所造成的身體傷害時有耳聞，因此運動之所以能夠得

到官方的認可與支持，未必全然與健康有關，反倒與國族認同密切聯繫。 

舉例來說，1896 年，日本第一高等學校連續三場擊敗橫濱的外國人棒球隊，

校長表示「今日的勝利不只是我校的勝利，更是我國的勝利。」棒球的對抗因此

事關「國家榮辱」，一高的勝利被視為發揚國威，令人振奮。然而，在此背景下，

日本的學生棒球與美國棒球講求自由平等精神的發展並不相同，在此情境下興起

的日本學校棒球具有很強的精神主義以及勝利至上的原則。54 

由於一高棒球興起之時，適逢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勇氣、規律、

團結、忍耐等氣質，與棒球運動相互結合，此因素也造就棒球運動具有強調精神

                                                 
50 Pierre Bourdieu，〈如何才能做一個體育愛好者〉，羅鋼、劉象愚編，《文化研究讀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0.9，頁 326-342。 
51 李佩璇，〈自行車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形式的象徵鬥爭〉，頁 18。中文世界中關於 Pierre Bourdieu

體育運動社會學的討論，可參考高強，〈法國體育社會學溯源─評析皮埃爾布迪厄《體育社會

學計畫》〉，《體育學刊》，15：11（2008.11），頁 36-38。高強，〈場域論與體育社會學研究〉，

《體育學刊》，17：1（2010.1），頁 28-32。 
52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體育の思想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頁 13-15。 
53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小學校與中等學校的體育課已經具有代替軍隊訓練的意義、

功能。Allen Guttmann & Lee Thompson , Japanese Sports A History, p.90. 
54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頁 217-218。 

 12



緒論 
 

主義、勝利至上主義的價值。55隨後，1920 年代具有大眾文化特色的甲子園棒球

賽的興起，一高棒球的武士精英意識隨著甲子園而普遍化，更讓各階層的人受到

影響，形成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再者，球場上優勝劣敗的精神就是

世界各國競爭的縮影。一高精英的國家主義身體文化轉為中等學校的大眾的國家

主義。56 

甲子園逐步興盛的 1920 年代，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政策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普遍湧現的民主自由思潮席捲日本，而進入所謂日本史上之「大正民主時期」，

風潮並及於殖民地臺灣，不論是日本或臺灣，成立組織、發行刊物的抗爭運動已

日漸普遍，一股向政府爭權力的力量逐漸湧現，從而令施政者倍感威脅。1915
年（大正 4）臺灣發生的「西來庵事件」、1919 年（大正 8）朝鮮發生的「三一

事件」則是改變殖民地政策的具體動因。早在日本治臺初期便在臺灣事務局提出

「同化政策」的原敬，此時已為總理大臣，二十年前被放棄的理念又被重提。適

當改變治理殖民地的基調，於是在上述背景中落實在一系列政治與文教的措施

上，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新口號中，文官總督取代武官總督、初步的「地方自

治」開始實施。57 

1919 年（大正 8）田健治郎成為臺灣第一任的文官總督，正足以說明殖民

政策的轉變，田總督承繼、並進一步的發展前任總督明石的同化政策，在其就職

演說上，揭示了幾項重要原則，反應著原敬主政下殖民地政策的轉變，田總督表

示： 

臺灣構成帝國領土的一部份，當然從屬於帝國憲法統治的版圖，因

此，其統治方針，概以此大精神為出發點，而從事各種設施與經營，

使臺灣民眾成為純粹的帝國人民，忠誠於日本朝廷，且需予以教化

與指導，使涵養對於國家的義務觀念。既不是認識臺灣的特殊地域

性，反而表明日本延長主義，……58 

與此同時，1920 年代，具有官方色彩的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其意義如同體

協理事林熊徵指出，內台親善是台灣發展的根本問題，內台親善說的容易做得

難，但在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後，透過體育不僅讓台灣躍出「絕海孤島」，更具體

的實現內台親善與融合的理想。59 

體育運動之所以被視為內台親善與融合的功能，係從內台關係與殖民地內

的內台人關係，以及運動對於台灣人質性上的「改善」等三個層面來看。印度板

球的研究已指出，英國在印度推廣板球，主要是做為團結帝國的紐帶，讓政府與

                                                 
55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東京：青弓社，2001），頁 14。 
56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07。 
57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著，《臺灣開發史》（臺北：空中大學，1996），頁 201-207。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北：稻鄉出版社，1990），頁 166。 
58 該譯文引自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北：帕米爾，1987），頁 172。 
59 林熊徵，〈內臺親善の楔〉，收錄於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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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印度「團體」的交流更順利，避免它惡化為族群鬥爭；發揚英國勇敢、堅忍

和活力的理念，以改善他們眼中的印度人懶散、怠惰、無力的習性。從這方面說，

「板球跟許多領域一樣，一門殖民社會學在其中建構了起來並具體化了。這種社

會學認為，印度是各種對立團體的集合，充滿了具有各種心理缺陷的男性（和女

性）。而板球則被看作是讓在地人社會化的理想方式，藉此團體間能有新的交流

模式，公共舉止也會有新的標準。表面上關心的是休閒和競賽，然而底下的準官

方特質卻是道德和政治的。」60 

事實上，當台灣開始參加甲子園大賽時，體協野球部的速水和彥指出，所

有帝國版圖內的地方都有代表參加（甲子園），唯有台灣沒有與會，因此台灣參

加比賽，具有網羅帝國版圖各地方球隊參加的重要意義。61台灣參與此項比賽，

從內台關係來看，如同 1930 年台北一中進入準決賽後，隔年比賽前輿論指出台

灣： 

雖位於南海的離島，遠離球技的中心地，但預賽大會開始以來已經

過八年的時間。因此也已經不是本島球界總被冠以「因為是台灣所

以……」的不利條件而遭受悔辱的時代了。幸好，各地來了內地球

界的前輩，由其啟示及鞭策，最近全島球技的普及與向上實為令人

刮目相看……62 

如此的說法，說明即便台灣棒球水準已經大為提升，但依舊強調台灣與日

本的中央與邊陲關係，而拉近彼此距離的則是依靠內地球界的前輩，這正是全國

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甲子園）所體現出日本殖民帝國棒球世界中，內地與殖

民地的關係。 

其次，更為值得重視的是，由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係以日本殖民

帝國範圍內，日本、台灣、朝鮮、滿州等地，如何以日本內地的各項比賽（中等

學校棒球賽、都市對抗賽）為中心，進行各項棒球權威與價值的交換，期間不僅

區分出日本內地與殖民地間的階序關係，更以棒球為手段，構成帝國範圍內的文

化統合。  

棒球創造的文化統合機制，整體來說是讓台灣人學習競爭與守法並重的現

代性精神，63被殖民者強調的現代性價值，一方面具有鼓勵合理競爭的特質，但

也強調武士的效忠犧牲精神，棒球的文化統合因此便能從文明感昭、沐浴皇化等

方向定義。 

                                                 
60 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度》，（台北：群學，2009），頁

130。 
6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341-342。 
6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編者自印發行，1996），頁 107。 
63 另外，以日治時期普通教育的體育課程為例，多數的內容均強調全力求勝、守規則、合作協

同等價值。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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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著棒球比賽更讓帝國範圍內的人彼此競爭也相互合作，這種競爭

通常不會造成危機，因為運動場上的競爭，既講求全力求勝，但也訴求運動家精

神，對於比賽的失敗者而言，永遠有下次機會在比賽中討回顏面，因此比賽的競

爭不會造成嚴重的傷害，不同族群的對抗，反而製造互相認識的機會，甚至團結

合作為共同的目標前進，或者在參與過程中，也認同棒球運動的技術、儀式及其

背後的價值，棒球讓帝國境內的不同族群，有機會在一個平台上共同競爭與合

作，從而拉近彼此間的距離。殖民帝國內的族群多元性，藉由棒球整合出共同的

價值。64 

1931 年，得到甲子園亞軍的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由於陣中成員具有日本

人、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等三族群，因此其成就被視為「三民族合作」。事實上，

日治時期具有日本人與台灣人學生的中等學校棒球隊，常會強調棒球運動的內台

融合，例如台南二中校長便指出：「全校學生 540 名當中，內地人學生 20 名左右。

我提倡由球技實現內台融和並且實際行動，已獲取相當顯著的成績。望一般球迷

理解球道的本質而聲援。」65因此，當具有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參與一支必須建

立在團結合作且一致對外的球隊時，其所體現的正是同化政策所強調的一視同仁

乃至內台融合的表現。 

然而，1931 年，對於嘉農的成就，不管是來自日本或者島內，均為三民族

團結的嘉農之勝利而歡呼。其原因，從日本治台所採取之同化政策而言，嘉農的

代表的是殖民統治台灣的成果典範。這套說法意味就算嘉農在甲子園場上如何傑

出，都僅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民的共同成就」，使得嘉農的成功必然

為「共同努力」的成果，綜言之，「三民族」團結的嘉農論述，確保了不管嘉農

如何的勝利，都不可能將之功勞，單獨屬於本島人或者原住民之身分者。在此情

形下，三民族的嘉農，如同石田雄指出，北海道、台灣、朝鮮在帝國當中各自為

同調集團，同調集團的目的是藉由團結內部，再利用競爭心理，企圖追上「進步」

的「中央」的一場「同調集團的忠誠競爭」。66 

三民族的團結，代表台灣內部的民族超越族群而成為一個「同調集團」，嘉

農表現優異時，便意味著台灣同意並參與這場帝國同調集團的競爭─表現忠誠的

競爭。這意味著球迷與球員在認同三民族概念的同時，也認同的三民族合作對於

帝國的效忠，在此過程中，不僅解消了棒球勝利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人對於既

有統治階序關係的衝擊，「三民族」的口號也與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說法

相互呼應。由此看來「三民族」是一套同化政策時期，產生於運動場的文化治理

的手段與論述。 

                                                 
64 Arjun Appadurai 認為印度板球創造一個印度的實體，在這個實體中，板球在帝國殖民地範圍

內整合出共同的價值，乃至成為新的國族想像之基礎。請參照 Arjun Appadurai 著〈把玩現代

性：印度板球的去殖民化〉一文，收錄於氏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 
65 西脇良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34。 
66 轉引自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北：遠流出版社，2005），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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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嘉農之所以強盛，除了是三民族的團結之外，亦存有對台灣原住民

身體能力優勢的想像。如同對於嘉農的描述中，刻意強調異族的先天的身體能

力，是台灣的特色，也是台灣的優勢。同化在棒球領域的表現，可以是一種價值

與道德上的訴求，例如團結、勇敢、合作等，但是，卻無從抹去身體差異所構成

的距離。因此，不斷強調天生身體能力的同時，原始、粗礦等價值也就如影隨形，

不夠完整、不具有綜合力量，甚至不夠細緻（如同守備強盛的嘉農，卻很少被認

為是支守備能力強的隊伍）的印象，更是長相左右。因此，藉著原住民棒球選手

的身體想像問題的考察，呈現同化融合與刻板歧視間的曖昧與模糊，從而揭露同

化政策背後，對異族身體想像中，根深蒂固的他者與異己的觀念。 

綜而言之，本文將棒球運動置於日本殖民帝國所開展的同化政策脈絡下理

解，說明如何日本棒球運動的現代性價值與國家認同在殖民地的發展，並由日本

殖民帝國棒球世界的概念，釐清內台之間的中央與邊陲的相互關係。在此關係

中，再以嘉農為例，說明「三民族」合作的論述如何形成、為何具有說服力，而

其目的又是如何？而其論述中，又存有何種根本上的矛盾？最後，則指出體育運

動如何被應用為殖民帝國治理殖民地的手段與工具。 

 

4、 作為殖民地現代性的棒球：體育運動參與者的主體觀點 

戰後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研究回顧，從 1960 年代關注日本國家獨佔資本主義

對殖民地的侵略，歷經實證研究深化、方法論的活化以及研究面向的開展，進而

在 1980 年代後，開始從文化帝國主義論、社會史、國民國家、性別觀點等開啟

新研究潮流，1990 年之後，除了研究領域與方法的持續延伸，也深受後殖民主

義的影響，關注後殖民時代，脫殖民化的殖民地與殖民經驗的關係。67 

其中，1997 年Tani E. Barlow主編的Form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一書68，提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分析概念，引起研究者

廣泛迴響，原本現代性的概念，如同張隆志指出「現代性作為一個理解當代社

會形構與歷史發展的社會學理念，是以西方自啟蒙運動至產業革命的長期發展

和轉型，尤其是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全球性擴張的為其歷史背景和主要特

徵。」69 

                                                

質言之，殖民體制下的體育運動的開展，必須避免單一面向的思考，進而

考慮其與本地社會、地方知識的關係，也同時須掌握文明化與殖民化並存的現

 
67 柳沢遊、岡部牧夫，〈解說 帝國主義と植民地〉，柳沢遊、岡部牧夫編，《帝國主義と植民地》，

（東京：東京堂，2001），頁 1-12。 
68 Tani E.Barlow, editor, Form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69 張隆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若林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

─與東亞史的交錯》，（台北：播種者出版社，2004），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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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進而考慮體育運動做為一種觀念價值，或者生活方式與社會文化展現，及其

過程中體現運動意義的「競奪」。 

正如MacClancy指出運動乃是社會整體的一部份，且運動的意義往往是協調

（negotiation）和競奪（contest）的過程。70 因此Geoffrey Caldwell指出：「運動最

大的意義，在於藉此建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陳述國家主體性對於運動宰制的

動機。71除此之外，運動中強調的公平、競技、平等等精神，經過轉化後形成社

會一般觀念，並進而構成國民國家的基礎─市民社會的精神元素之一。72  

然而，在此過程中，不能視殖民者的規劃為線性的演化過程，否則如此則

將落入「現代化」理論中，過度膨脹殖民者的影響力，從而削弱被殖民者的主體

性與積極性的窠臼，進而錯解殖民體制下體育運動的意義。以上述的討論態度為

基礎，本文關切作為揭示合理化競爭、守規律等價值，並具有規則明確化特徵的

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社會的關係。 

首先，奠基於歐美的體育運動，具有明確的形式與價值，同時也因此具有

排他性特質，以台灣民間端午節的石戰與龍舟為例，常造成受傷流血的石戰被稱

為「攘惡疫又禱豐穰，石戰舊慣幾星霜，一朝自覺代競走，畢竟蠻習期改良。」
73而成為必須以賽跑取代的蠻習。而龍舟則是「頗具忍耐力。大有合於文明的之

好運動會。而於衛生主義。又無缺點。」74龍舟到 1920 年代，仍被稱為「不僅

可回想屈原之遺風、亦可獎勵體育，……而應當嘉許之。」75石戰與龍舟，前者

遭到禁止，後者則仍保存，除了龍舟亦為日本舊慣的因素外，龍舟具有類似與現

代運動的競賽特徵亦有所關連，不過也因此讓本文關注體育運動的形式特徵與文

化意涵，如何形成排除的機制，則是殖民地現代性的重要面向。 

                                                

對於日本人所引進的體育運動，臺灣人最初抱持反對態度，76然而，隨著課

程多樣化，以及學生日漸享受體育運動的所帶來的競爭趣味，面對體育運動的態

度開始轉變，其中大致從身體健康觀念與國家強盛價值著眼。77台灣人漸趨接受

 
70 張力可，〈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0。頁 2-3。 
71 轉引自林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讀戰後臺灣棒球發展史〉，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5，頁 12。相關論述亦可參考 Hargreaves 針對英國運動文化進行的分析，以 Allen 
Guttmann 對於現代體育與文化帝國主義之間的分析。John Hargreaves,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ports in Britain.（New York, NY : Polity Press, 1986.）.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2 林繁藏，〈韓國に於ける近代國家の形成とスポーツ〉，收入日本スポーツ社會學會編《變

容する現代社會とスポーツ》，（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頁 187-193。 
73 他意中人，〈期改良〉，《臺灣日日新報》，1917 年 7 月 25 日，2 版 
74〈稻江競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年 7 月 2 日，5 版。 
75〈臺南市預定豫行競渡大會〉，《臺灣民報》，63，1925 年 8 月 2 日，頁 6。 
76 〈本島學生の思想の變遷〉《臺灣日日新報》，1901 年 5 月 5 日，2 版。 
77 〈生徒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00 年 7 月 12 日，3 版。〈體操一科〉，《臺灣日日新報》，

1908 年 8 月 1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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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的價值。 

然而，1920 年代體育運動的競爭性與臺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潮流互為強

化，臺灣人在運動的表現開始被期待，並被對應為臺灣人奮起的象徵：「所以各

國之人都很在獎勵體育，…，甚且努力於國際的競技場中獲得錦標，以誇耀於世

界，尤其是在新興的國家或各弱小民族，最為努力於此機會獲勝…」78 

此外，體育運動所涉及的資源分配與合理化問題，也開始招致台灣知識分

子的爭議，例如「公共娛樂的公園與體育會場，都是建設在約五萬人口的日本所

住之城內，和二倍以上的住在大稻埕萬華的台民，卻沒有大關係…」79而對於耗

費鉅資興建棒球場，也被遭致「…開銷莫大的費用，建設野球場，…況且該野球

場的建設，任有多大的理由，不過是一部人們可以利用而已。」80的批判。 

台灣人對於棒球運動的認識，也呈現體育運動價值在接受過程中的幾個面

向，例如反對棒球運動的人，認為棒球危險，也認為打棒球無用，黃丙丁的父親

「叫我不要打球要多讀書，認為打球沒有用…81」然而，棒球具有的文化價值，

就在於其「無用」。如同Pierre Bourdieu指出： 

業餘主義事實上反映了貴族的體育哲學，把體育看作無功利的實

踐，無目的的目的，…，更是於認證未來領導者們的男子漢美德：

人們設想體育可以鍛鍊勇敢和男子漢氣慨，這是真正的未來領導者

們的標誌。…現代體育的定義是道德理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它是

統治階級內的統治階層的精神特質。82 

棒球運動一方面涉及了，階級品味的問題，另一方面，運動也透過各種不

同的轉化，影響不同的社群，劉正雄指出「囝仔打球沒有球具，就用軟式網球，

比較便宜，也不用球棒，就用拳頭打，其他規則都跟棒球一樣，這很普遍，…會

玩這種遊戲，就等於了解棒球規則。」83包括兒童以及傳統漢詩社群，對於體育

運動的認知以及用何種方式理解與接受，均為本文所關切之焦點。 

一般來說，體操科的競爭精神與對校競技是涵養身心的重要手段，也是建

立起「我校」榮譽感的手段，因此各項聯合運動會（校際對抗）與球類競賽，在

1920 年代普遍舉行，進而透過體育運動活動的參與型塑「少國民」的競爭精神。
84公學校棒球運動亦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視，進而開啟台灣人普遍接受棒球運動的

                                                 
78 臺灣民報，〈提倡獎勵體育〉，《臺灣民報》，262 號，1929 年 5 月 26 日，頁 2。 
79 〈各地宜設娛樂機關〉，《臺灣民報》125，1926 年 10 月，頁 3。 
80 〈赤崁流彈〉，《臺灣新民報》，390，1931 年 11 月 14 日，9 版。 
81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8。 
82 Pierre Bourdieu，〈如何才能做一個體育愛好者〉，羅鋼、劉象愚編，《文化研究讀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0.9，頁 326-342。 
83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7。 
84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地方社會運動會盛行，一方面展現地方的自主與活潑，一方面呼應帝國

的競爭爭勝的價值。請參閱高津 勝，〈「帝国」の形成と民衆の競技文化─「地方改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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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對於公學校的棒球運動從事者而言，學業功課需具有一定水準，同時身為

學校代表隊之身分，以及比賽中球場與觀眾席間，球員與啦啦隊的關係，都讓球

員成為學校中受人注目的焦點。加上，棒球技術的訓練過程中，不斷強化選手對

於身體能力的控制與使用，例如，棒球要求速度快與力量大，因此「…我當時常

常晚上練習揮棒，增強揮棒的力量，棒球攻擊就是要靠爆發力跟速度…」85然而，

身體能力朝向更快更強發展的同時，也同時必須按部就班的遵守規範，「…老師

教打棒球，就告訴我動作確實與標準是很重要的，接球的時候要正面迎球，手要

在手套旁準備，傳球時揮臂，手要過肩，不能側投。每個人的動作都一樣，很標

準，不標準是不能打球的。」86也就是說擅於棒球運動者，必須熟巧的運用強化

與規範等雙重的身體能力，這項身體技藝是成為一個稱職的棒球手的重要基礎。

出於棒球運動的技術基礎，以及棒球代表隊（選手）之於學校一般學生的與眾不

同，都使棒球選手產生以棒球運動為基礎的自我認同意識。 

運動競爭的身體技藝高下之指標，主要建立在球賽勝負結果，然而，日治

時期的台灣，運動競技卻受到殖民框架的限制，以公學校為例，殖民的初等教育

中，小公學校制度的安排，常造成日台學生在運動場對決的場面，對此的局面，

台灣人多半輸給日本人。對此，台灣人常認為判決不公的現象（裁判多為日本

人），而當公學校克服重重關卡贏得勝利，又該如何解釋？ 

從日常生活的脈絡中，運動競賽現場的輸贏，具有很強的當下性，勝利當

下，面對殖民者的矛盾，在運動比賽的激情中抒發。然而，類似公學校這種學生

棒球的運作，係以日本人老師與台灣人學生的關係作為基礎，因此地位懸殊、關

係分明，如同學往往將勝利歸功於老師（多數是日本人老師）的訓練。87加上日

台之間在棒球的物質條件差距、球技落差、殖民社會等特性，台灣人透過棒球表

現對勝利的渴望，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產生想擊敗殖民者又自覺不如的矛盾

情節。運動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因此就在殖民框架中發展。 

不過棒球一方面也隨著台灣社會的近代化歷程，而成為民眾休閒生活的選

擇之一。休閒是工業社會下的產物，是人在機械生產與人類生物周期之間的協調

產物，是人在規律繁重的工作之餘，追求暫時身心自由的調節機制。88當棒球被

放在休閒的脈絡中檢視，則應關注技術與資本門檻較低的軟式棒球。 

以軟式棒球為主的休閒運動實踐，涉及階級、資本、物質等條件的差異，

以殖民地棒球為例，在休閒脈絡中，台灣人究竟如何支持棒球運動的運作，又是

                                                                                                                                            
期の運動会〉，《人文・自然研究》，3（2009.3）頁4-148。 

85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4。 
86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2。 
87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校友會訊》，4，（1989.9），

頁 80-81。 
88 呂紹理，〈台灣社會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國史館館刊》，40（2006.6），頁 24。 

 19



緒論 

何種身分的人參與了棒球運動，而參與者透過棒球試圖想要建立何種形象，甚或

放在殖民地背景檢視，究竟休閒的實踐，是否反映殖民社會與文化的何種特質？

上述問題，均為殖民地近代化過程中，當運動成為休閒的選擇時，所應當釐清的

問題，如同呂紹理透過社會的休閒活動的分析，「我們可了解在不同時期裡，生

產結構、生活規律、衛生思想、社會生活乃至社會文化的狀態」。89 

因此本文從究竟被認為非專業的軟式棒球參與者，如何構築一個運動參與

的「自足」世界，如同表面的宣稱始終與官方道德相互一致的青年團棒球活動，

其參與者卻表示「聽說郡下的青年團也有棒球比賽。而我一定又是那比賽選手之

一。這不是我自傲而是事實。我對於運動這方面相當感興趣，而且我也有自信自

己比一般人來得精通一些。」90透過運動參與進而自我肯定。同時，藉由青葉團、

白英團以及「高砂野球聯盟」等俱樂部性質的軟式棒球隊，說明棒球運動的休閒

實踐之相關課題。 

最後，透過廣播、報紙與棒球場等課題的討論，說明棒球如何開使大眾化

的過程。一方面大眾化的課題，說明了棒球如何普及以及棒球社群如何擴張的歷

史過程，但另一方面，大眾化的棒球社群，對於棒球所投射的自我想像與期待。

例如長榮中學的潘坤西為例，他便指出： 

我去年春天在高雄棒球場看了立教大學棒球隊與高雄棒球隊的比

賽後，便變得很喜歡棒球。比賽進行的三日間，匆忙的吃過早飯後

便飛出家門。我總是第一個到達棒球場的，特別選了最適合看球的

地方。過不久我的四五位朋友也來。…我很努力的加油，雙手握著

汗水，常常從自己的座位中離開，因此而被監督訓斥。…見到立教

大學堂堂勝利的我，心中想著「我決定要成為這樣的名投手。」91 

球迷在看台上加油的熱情，甚至因此熱情而受到制止，以及將球員的傑出

表現，投射為自身的想像與期許等表現，都顯示觀看棒球已經不能僅從接受殖民

者的價值，與日台對抗的架構中來理解。棒球對於年輕人追求刺激的情感抒發、

以運動員為對象的自我建構與認同的發展，呈現棒球大眾文化的面向。 

綜上所述，本文關切棒球與體育運動做為一套身體技藝、觀念價值與競爭

形式的「外來的現代性」與台灣社會形成何種關係？透過體育運動的參與，產生

了自我認同、階級差異與殖民地族群關係等課題。因此，運動雖體現現代社會價

值基礎─公平、競爭與守法，以及台灣人對此價值的肯定，甚至成為自我認同的

一部分，但台灣的殖民框架，不僅在於政治經濟等面向，殖民的社會、文化與日

常生活等面向，也讓追逐現代性價值的過程，一方面具有自我認同的建立，一方

面，也看到了面對殖民者時的差異、窘境與困惑。 

                                                 
89 呂紹理，《水螺響起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出版社，1998），頁 147。 
90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8。 
91 潘坤西，〈我與野球〉《輔仁》，13 號，台南長老教長榮中學學友會，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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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也必須指出，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兩者之間關

係緊密，絕非斷然可分，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基礎，由殖民帝國主導建立其

相關制度的色彩強烈，如同棒球行政多由日本人所掌握，而此些群體往往安坐於

棒球場貴賓席，與其他購票甚至為購票的觀眾形成對比。因此，檢視棒球於殖民

地的現代性意涵，也不然脫離帝國體育運動的框架。 

 
三、研究回顧 

1、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研究回顧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討論中，首先嘗試建構棒球歷史脈絡的研究，為蔡

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中心〉。該文藉由《運動と趣味》、《臺灣野球史》等重要資料的引用，

交代棒球引入台灣及其初期的發展，然而，殖民地台灣的棒球史研究的分析課題，

除了交代引入棒球的過程，也應側重由台灣人的角度來看待此事，然而，由於台

灣人參與棒球多在 1920 年代之後，高峰期則為 1930 年代，蔡文就此問題的討論，

則以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經緯為題略論之，蔡文的貢獻在於為日治時期台灣棒

球的初期發展建立基本的脈絡，而未能就台灣人普遍參與棒球的議題有所回應。

其次，相關的討論中，係以棒球的萌芽、奠基、勃興作為主要的分析概念，雖建

立體操科的脈絡性，然而卻也意味著作者的討論途徑，採取演化論的立場，而未

能適切的回應，棒球分別與殖民地社會文化和文化治理的關連性。92 

繼之，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則關注台灣人在殖民者

所開啟的局面中的位置，其中討論了學生棒球與社會人士棒球，以及能高團與嘉

農等課題。本文在資料的引用上，有所突破之處在於口述資料的引用，有效解決

日治時期棒球文獻記載傳統中，並非以台灣人為主的缺失。然而，本文對於能高

團與嘉農的討論，大多僅能用榮耀與傑出來形容，並沒有回應殖民研究分析的實

質論述，而社會人士的棒球運動，則以引用 1932 年出版的湯川充雄的《台灣野

球史》與田中一二編的《台灣年鑑》為主，從出版年來看《台灣野球史》自然無

法回應作者提出的 1945 年的論文討論時間下限，而《台灣年鑑》的資料，多半

是賽事的資訊報導。如此一來，此些資料引用下所寫就的棒球史，主要便會集中

在賽事與球隊的歷史。93溫勝智的〈台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87-2001)〉，
94則在材料與論述上，不脫蔡宗信的討論範圍與觀點。 

綜上所述，蔡文與謝文的討論，主要在於資料引用上有突破，例如運動雜

誌《運動と趣味》，或者口述歷史的研究，但仍有不足者，除了報紙中豐富的資

                                                 
92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

中心〉，國立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93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94 溫勝智，〈台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87~2001)〉。東海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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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未能充分使用以及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材料尚有待充分開發之外，主要還在於提

出的問題意識，未能與殖民研究關心的相關課題有所呼應。 

對於資料的引用較為完整的研究，則可以林丁國分別聚焦嘉農棒球與嘉義

棒球中的嘉農與嘉中等幾篇文章作為代表。林丁國對嘉農討論，鉅細靡遺的交待

了從嘉農成立、「島內制霸」乃至成為台灣傳統強隊的過程，同時對嘉農的重要

選手詳加介紹，最終認為從嘉農的案例中，指出台灣棒球運動的條件和環境已成

熟，「確實能作到藉由棒球而發揮超越民族的作用，更是台灣經過日本三十年統

治之後，內台逐漸融合的一個面向。」同時，也提出三民族的棒球隊，台灣人觀

眾對於嘉農中日本球員的表現，當然拍手鼓掌，「對球隊的認同也會延伸到對球

員的認同」。並指出觀賽民眾的認同等尚待解釋的問題。95續之，林丁國又以〈球

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說明嘉義市內的兩支棒

球勁旅，從嘉義、南部、全台灣乃至全日本甲子園的競賽表現，足以說明日治時

期嘉義棒球風氣之興盛，作者並指出嘉農與嘉中的對抗意涵，應該進一步的商

榷。96另外，在〈日治時期台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中以日治時

期最為風行的兩項運動為例，說明在運動的合作與對抗中，日本人與台灣人不若

平常彰顯，「有助於跨越族群藩籬，促進日臺一體的融合作用。」97 

林丁國幾篇以嘉農為中心的論文，透過多方資料的引用，說明日治時期台

灣棒球的幾個面向，作者提出了幾項值得繼續考掘的問題，例如觀眾、運動儀式

等課題，除此之外，作者強調日臺二分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分法做為分析概

念的商榷性。確實，僵化的二分法不僅無助於理解棒球，更簡化了一九二○年代

以降，同化政策所代表的文化治理手段本身的複雜性，換言之，日與臺、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關係，不是不能作為分析概念，而是它應該細緻的被放在不同的關

係中被討論，例如不同的行動者位置、不同的同調集團關係、不同的比賽層級，

棒球的合作與競爭，是彼此辯證的共存關係。嘉農的加油者，在嘉義的現場為嘉

農加油，認為嘉中是日本人，確實嘉中棒球隊都是日本人，當然嘉中的台灣人子

弟一定不會這樣想，而在此時，最尷尬的則可能是嘉農內的日本人，所幸嘉農內

部的價值，不以族群為分野，且已被諸如學校宣稱的「嘉農魂」或者近藤教練所

強調的棒球價值給注入。值得注意的是，但當嘉中取得台灣代表權時，支持嘉農

的球迷，或許轉而為嘉中加油，繼續為嘉義或者台灣的球隊，在邁向甲子園的路

上持續加油。最終，那個曾在嘉義現場希望嘉農擊敗嘉中的球迷，認同甲子園的

價值，努力的為嘉中而加油。棒球運動所體現的文化治理手段，就是如此的多元

                                                 
95  林 丁國 ，〈日 治 時 期台灣 中 等 學校野 球 運 動的發 展 ─ 以「嘉 義 農 林」為 中 心 的探 討

（1928-1942）〉，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識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北：國立政

治大學歷史系，2005。頁 195-212。林丁國，〈從「嘉農」看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

《台灣史料研究》，28（2006.12），頁 67-111。 
96 林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發表於嘉義縣政府主辦

「第五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2009 年 10 月 30、31 日，頁 1-37。 
97 林丁國，〈日治時期台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臺灣史研究》，16：4（2009.12），

頁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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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深具彈性。 

歷史取向的研究成果中，在材料與問題意識上，最貼近殖民地背景脈絡與

日治時期研究傳統的則為Andrea Morris的“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98的討論，Morris以嘉農為例，討論 1930 年代同化政策脈絡下，

具有三民族特色的嘉農棒球隊，所涉及之身份認同問題，作者首先提及 1931 年

嘉農的成就，距離霧社事件不到一年，因此，三民族的合作，特別是原住民參與

這項被視為具有文明價值的運動，更具有特殊意義，也被視為帝國一視同仁價值

的具體實踐。作者繼而討論三民族棒球隊進軍甲子園得到第二名的過程中，最終

如何成就了帝國的統合（文章中用了Tri-Racial Harmony, Second-Place Finish, One 
Unified Empire的標題）。作者在最後的結論中，則強調殖民經驗與戰後臺灣歷史

的影響。亦即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的文化治理手段，竟成為戰後台灣認同，結論指

出「說到底，緬懷 70 年前嘉農棒球隊的豐功偉業，…關於前殖民者的優越感－

終究說明當今「本土」或「反中國」的台灣政治氛圍。然而，任何有關日本的殖

民時代的回顧，皆必須考量到這些殖民地意識形態，在後殖民台灣仍然如此強烈

地被傳頌著。」99 

社會科學取向的研究中，也試圖解釋國家、族群等因素對於日治時期台灣

棒球的發展的意義。首先，梁淑玲的〈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

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採取Althusser「意識型態國家機器」

的分析理論，將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置於社會政治史的脈絡中理解，並將日治時期

棒球運動的發展分為開端期（1898-1919）、蓬勃期（1920-1940）、中斷期

（1941-1945）等階段，藉此梗概掌握棒球發展的歷史脈絡。同時梁氏也提出「平

民觀」的重要性，然而以國家為主體性的討論途徑，不僅意味著作者已然放棄以

臺灣人作為討論主體，同時作者藉著臺灣人對於棒球的共同記憶，印證「平民觀」

卻未指出此觀念與殖民者的建構有何差異的討論方式，亦使梁文雖提出一個有意

義的問題，卻未見妥善處理。100 

繼之，張力可的〈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中，以原住

民的能高團為例，指出原住民難以透過自身的文化來建構棒球的意義，同時在殖

民者同化邏輯下，能高團等原住民的棒球成就，並非建構屬於自我的主體認同。

然而在張力可的討論中，抵抗依舊在所謂弱者的技藝（art of the weak）以及仿同

                                                 
98 Andrea Morris,“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Soft Power: Enlarge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a Pan-Asian Identit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 Berkeley, 5-6 October 2007. 
99 Andrea Morris,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p25-26. 
100 梁淑玲，〈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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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lation）的手段中，達到「弱者」台灣人仍可以在「強者」日本人佔據、支

配的空間中穿梭的目的，然而此等張力可指稱「有權力就會有反抗」的現象，究

竟產生了何種因為抗爭而建構的自我主體，則尚待深究。特別是 1930 年代，同

化政策最為有力量的部份，不見得是在反抗與認同的框架之中，而在於同化論述

透過「說服」被殖民者的過程，進而使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形成協力關係。 

林文蘭關注原住民棒球的研究〈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

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101作者的研究主要從「狹隘化的升學路徑」、「風險化的

職棒勞動體制」的角度，說明「原住民打棒球造成教育選擇和謀職的族群類聚趨

勢和社會堆疊效果，更建構出一條原住民彼此競爭有限空缺的存活淘汰鏈。」其

目的在於解釋「原住民透過打棒球追求有限的圓夢果實，以打破社會生存機會的

不平等」的過程中，何以「打造出社會分工的族群化差異，繁衍了社會結構的族

群階序分布。」在其論文中，主要焦點在於討論教育系統中的原住民從事棒球運

動的問題，並對關注的田野─台東棒球運動的歷史系譜進行考察。此外，對於原

住民棒球運動的討論，邱韋誠從否定天生本質論的說法，進而提出棒球與原住民

的關係，是種社會建構的相互選擇。102 

甘允良的討論則從棒球運動與男性氣概的關聯性，討論了存在於其中的平

凡英雄、幕後英雄、國家英雄及運動明星等四種男性氣概類型，及其產生的因素，

其中對於日治時期的討論，則以馴化殖民與反抗馴化作為棒球運動男性氣概建立

的主要概念，研究概念主要取徑於權力規訓及其反抗的論述。103然而，權力規訓

的討論取徑，若未經由運動從事者生命經驗考察，及其透過棒球建立何種價值的

細緻檢閱，將難以從運動從事者生命經驗與殖民社會背景的相互考察中，探知男

性氣慨形構的多元因素。 

劉益誠從〈文明教化到狂野奔放─臺灣棒球運動的「反」現代性初探〉104

劉益誠則從殖民現代性的概念，指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從「從文明教化到狂野奔

放」的「反」現代性意義，並說明當文明教化的野球風格對上原住民的狂野奔放

風格，不得不讓我們思考殖民現代性與在地知識(local knowledge）的關係，進而

說明： 

的球員卻因為本身特殊的歷史條件而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技藝，而

                                                

…回到 1930 年代的歷史，到底有沒有一種情形是明明日本人是

以「皇化」或「日本武士道」的方式來教台灣人打棒球，但台灣

 
101 林文蘭，〈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臺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10。 
102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路〉，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103 甘允良，〈運動與男性氣概論述之研究－以台灣棒球的演進系譜為核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

究所博士論文，2009。 
104 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文化

研究學會 2002 年會，時間為 2002 年 12 月 14、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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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技藝讓日本人大感錯愕、而不是以兩支球隊直接的對抗來展

現被殖民者抵抗？ 

劉益誠並指出，檢視棒球運動的抗爭與認同「不論是公開形式或隱晦形式

的抵抗、不論是武裝鬥爭的抵抗或是文化論述的抵抗，應該都是在相同的歷史條

件下進行的，…不然，這種文化的抵抗並沒有翻轉帝國的可能性、也無法看出被

殖民者建立自我主體的希望。換言之，棒球運動的抗爭與認同，不僅須從棒球所

隱含的現代性知識與在地知識（local knowledge ）的關係檢視，也須考量特定歷

史條件的環境，從而指向經由棒球運動而建構具有自我主體意義的認同。 

然而，作者指出的現代性知識與在地知識的討論框架，是否得以掌握同化

政策脈絡下的複雜性，且運動競賽的文化與棒球的內部價值，如何在現代性知識

與在地知識之間造成影響？而就資料上，作者也還未能掌握殖民帝國的棒球世界

中，主要行動者（日本內地、殖民地的日本人、台灣人）對於嘉農以及原住民棒

球等課題的相關論述，因此，雖然提出有意義的觀察，也難以得到兼顧歷史背景

脈絡的討論。 

對於認同問題的討論，另有鍾俊敏的〈臺灣棒球、民族認同、和日本殖民

主義(1895-1945)〉，105雖企圖解釋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最重要的殖民主義與民族

認同的課題，然而，全文的討論並未能進到歷史脈絡中（主要依舊是資料的問

題），因此作者提出的論旨民族認同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就無法進一步的解析兩

者間複雜的關係。 

盂峻瑋參考Elias提出型態社會學觀念下的「文明化進程」（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解析日治時期引進棒球運動過程中的衝突與接納。106然而，作者

所使用的材料以及論述，過於簡化台灣人面對棒球運動的複雜性，衝突與接納的

架構，更未呼應殖民統治的背景。例如，所謂接納棒球運動，與文明化、現代化

之間的關係，更應考慮殖民地階段性的歷史背景，例如，放在 1930 年代脈絡下，

接受棒球亦具有一視同仁的平等意義，在此情形下，棒球運動提供與日本人平等

參與運動團隊與運動比賽的機會，類似的因素是棒球之所以吸引台灣人的重要誘

因。 

最後，運動地理學的研究取向中，吳世政闡釋大台北地區的棒球場地景觀，

如何體現日人「野球」強調之「規訓」意涵，並討論了球場內的族群關係與消費

景觀等課題，其中關於消費景觀的問題，重點雖在解釋職業棒球的發展問題，但

其提出的「男性形象消費認同」及球場外的觀眾快感與狂歡組構而成等觀點，相

                                                 
105 鍾俊敏，〈臺灣棒球、民族認同、和日本殖民主義 (1895-1945)〉，《國立體育學院論叢》，

17：4（2006.12），1-10。 
106 盂峻瑋，〈衝突與接納──解析日治時期引進棒球運動之過程演變〉，《臺灣史料研究》，28

（2006.12），頁 49-66。同作者在一本英文著作中，也以類似的分析架構討論日治時期台灣棒

球史。Yu, Junwei，Playing in Isolation：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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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有參考價值，對於作為大眾文化意義的棒球運動之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參

考價值。107相同地，林倍群以運動地理學的概念分析棒球場（展演舞台）、棒球

賽、球隊球員（參與者），並將之放在「殖民－同化」、「後殖民－國族」、「消費

－資本」的關係中檢視。並提出日治時期「是日本人主導，台灣人蟄伏的狀態。

日本人對野球運動熱愛，顯示在以學校作為基礎據點，並以北（台北州）南（台

南州）兩個重要的政治中心作為起點的擴散。」的結論，提供了基本但卻相當具

有實證基礎的討論。108 

檢視上述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研究成果，具有兩項特色： 

其一、研究資料尚亟待突破，從文獻資料的面向來看，研究者慣用的湯川

充雄的《臺灣野球史》，大約反應了 1930 年代之前台灣棒球的發展，對照台灣人

參與棒球運動多半在 1930 年代後較為普遍，顯然能夠反應 1930 年代之後的資料

有待開發，關於此問題，一方面必須對當時的報紙、期刊深入爬梳，且有可能具

有分析價值的資料，多數會是在地方新聞的脈絡下，而未必是在體育版中，此因

體育班關注的棒球新聞，多半是大型的棒球賽，此些球賽的參與者，多數是日本

人。因此，對於資料的突破能有很大的努力空間。 

再者，上述成果的研究分析觀點，從社會科學來看，大體上已引用了運動

社會學的研究框架，甚至殖民地的現代性等分析理論，然而，理論與資料間的對

話關係，多半過於疏離，以致未能緊密的貼近殖民地的歷史脈絡。然就歷史研究

而言，雖在資料上相對完整，然而，對於日治時期的研究課題的掌握，尚有進步

空間，多數的研究偏重於賽會史等制度性討論，缺乏社會史視野下，關注相關課

題中，不同行動者動機的分析角度，再者，從殖民地台灣的歷史背景考察，以台

灣人參與棒球最為普遍的 1930 年代，此時，殖民地治理以同化政策為原則，同

時媒體作用下的大眾文化，以及透過運動所建立的現代性基礎之間，讓棒球的問

題轉趨複雜，使棒球所具有的大眾文化特性，與帝國的文化治理手段之間，呈現

緊密的關係，究竟有何形貌，關於這個課題，目前僅有 Andrea Morris 提出切題的

觀察。 

然而，帝國的文化治理不必然僅能體現為衝突與接受、抵抗與認同的對立

與二分關係，一方面參與棒球者，即有可能成為以協力者角色，成為棒球運動文

化治理的推手，但是，在此過程中，運動成就的自我建構，甚或沉溺於逸樂以及

期待成為運動英雄（這有時是與運動強調的團體主義有所衝突），都讓棒球運動

                                                 
107 吳世政，〈台灣棒球場域的文化空間論述：一個運動地理學的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地理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吳世政，〈台北棒球場地演變的地景意涵〉，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主辦，第十一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太平洋區域與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 年 10 月 28 日-30 日。吳世政，〈臺灣棒球場域的消費景觀〉，《地理學報》，43（2006），

頁 1-22。 
108 林倍群，〈空間‧地方‧記憶—台灣棒球運動之地理學研究（1923～1982）〉，國立嘉義大學

史地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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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0 年代的同化政策的文化治理脈絡下，有著更為曲折的脈絡。此些提問，

大致上為從歷史背景與棒球運動的特質，所產生的問題，仍有待歷史研究一一詳

解。 

2、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回顧 

從更廣泛的角度來看，近年來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中，亦有部

份成果，對本文的討論極具貢獻。 

首先，由於日治時期體育運動的發展，具有由官方直接或者間接主導的性

質，例如由官方支持的臺灣體育協會及其各支部，其性質雖為財團法人，但卻建

立的臺灣體育行政的基礎構造，對於殖民地台灣體育運動史的影響，產生基本且

深遠的影響，關於此問題，林丁國與鄭國銘的論文中，109透過相當篇幅，建立基

本的框架，例如，鄭國銘以社會體育的概念，說明臺灣體育協會與大日本武德會

在日治時期不同歷史階段的發展，但關於體育行政在地方層次的運作，仍尚有待

解明之空間。此外，林丁國的論中，尚進一步從《台灣人士鑑》的分析中，以日

本人與台灣人、1895 年前後出生、教育程度、島內或島外受教育、居住地以及

醫師身分者、傳統日式與西式運動等指標，分析 909 位以運動為興趣的台灣社會

領導階層，提出了不同身分者對於運動興趣的特色，從此基礎上，可作為掌握特

定身分者對於特定運動的選擇，具有何種考量與策略等進一步的分析。 

其次，林玫君對於日治時期登山活動的研究，110同時把握體育與運動等兩

種概念，討論登山活動的歷史考察，進而從「探險」、「健身」、「體育」、「運動」、

「休閒」等定位下，說明日治時期登山活動的意涵及其所具之階段性特色。在這

個討論基礎上，殖民地下不同身分背景者（族群的、階級的、職業的），對於傳

統文人宦遊式的登山，以及殖民者引進以歐美為藍本的登山活動，兩者的容受態

度與轉化解釋，當為解釋運動與殖民地現代性關聯的重要課題。 

繼之，林玫君又以〈身體的競逐與身份的游移─臺灣首位奧運選手張星賢

的身分認同之形塑與其糾葛〉，111作者以台灣出身，但卻以曾以台灣籍民身分在

中國居住，在面對大東亞共榮圈中，張星賢對日本、滿州、台灣與北平的情感，

及其表現的游移的身分認同，同時，說明張星賢亦如同當時代許多的台灣知識份

子，選擇「以接受做為抵抗」的逆向認同，亦即已接受近代運動，進入殖民者所

建構的體育價值中，盡力表現以展現不落於人後的精神。張星賢的討論中，說明

                                                 
109 鄭國銘，〈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歷史考察〉，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

士論文，2009。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國立政治大

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 
110 林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論文，已出版，

2004。林玫君，《台灣登山一百年》，（台北：玉山社，2008）。林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

時期台灣登山活動之歷史圖像》，（台北：博揚文化，2006）。 
111 林玫君，〈身體的競逐與身份的游移─臺灣首位奧運選手張星賢的身分認同之形塑與其糾

葛〉，《思與言》，47：1（2009.3），頁 1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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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年代，台灣運動選手在現代運動價值、帝國運動世界，與殖民地被治理者

等因素下，所引發的身分、認同與抵抗策略的關係。 

從運動的競爭特性及其所牽動的團體與個人的對抗，進而把此過程從國民

的規訓等觀點下，加以解釋的日治時期運動會的相關研究，則具有相當的參考價

值，其中許佩賢，〈教化、競爭與反饋的機關裝置──公學校的運動會〉112，討

論了從個人到團隊，臺灣到日本的運動競爭過程中，利用落後的邊緣想要追上進

步的中央（日本）的競爭心理如何構成，但作者也提出逸脫之可能性的評估，指

出這段朝向帝國中央的教化過程，同時也伴隨著自我認同，或僅是沉溺於自我勝

利的喜悅等，有別於殖民者所欲達到的目的。金湘斌的〈日治初期台灣初等學校

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則詳細整理運動會的項目與台灣人對於運動會

認知的相關問題。113筆者在〈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
114一文中，指出了運動競賽活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從比賽舉行的募款、甚至觀

眾席的安排等，討論了運動賽會所涉及的「象徵資本」展演與地方社會運作的課

題。提供了運動文化「再生產」過程中，社會實作層次的討論案例。 

                                                

事實上，晚近的體育運動史的考察，相關研究逐漸累積，從學校的體育課

研究，也開始擴及不同的運動項目，例如鄭人豪對於日治時期游泳運動的討論

中，從游泳運動在學校與社會的發展面向，乃至從台灣人的角度，討論了對於游

泳運動態度的轉變，然而，本文的討論架構，依循著萌芽、發展、躍進與質變等

演化式的討論取向，都是預設了戰時體制必然為「質變」的成見，事實上，歷史

研究的分析，主要在呈現不同時代背景特性下，引入游泳運動者與受容者之間的

互動關聯，至於具有價值性的躍進與質變，並無法提供一套解明上述課題的分析

架構。115 

以上關於台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成果，說明體育運動的討論，不僅走出學

校教育史的框架，拓展了具有體育與運動意涵的討論面向，進而碰觸休閒、大眾

文化等相關特提，並從社會史途徑，考慮不同運動參與者，作為社會行動者的意

義，並由文化治理與認同政治的分析概念中，釐清日治時期體育運動所引發的身

分與游移認同的問題，此皆對本文的討論具有重要的參考價值。 

 

四、體育運動史研究的資料問題與研究方法 

1、資料應用與分析概念 

 
112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台北：遠流出版社，2005），頁 294-330。 
113 金湘斌，〈日治初期台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體育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114 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臺灣歷史學會會訊》，16

（2003.5），頁 18-30。 
115 鄭人豪，〈日治時期台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淡江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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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日治時期體育史研究的分析概念與討論立場，常可見研究者預

設 1920、1930 年代為高峰期，進入戰爭則為質變，如此的討論取向，一方面預

設進化論式的「現代化」觀點，如同在東亞現代史的研究中，便出現「傳統與現

代」、「挑戰與回應」等分析架構，亦即以西方中心為觀點，觀察東亞世界在現代

化過程的受容狀況，然而，此分析觀點最為人詬病者，便是對東亞內部的歷史與

文化因素缺乏深刻討論。116相同地，傳統的體育史分析，也面對類似分析上的窠

臼。117 

再者，誠如研究中國近現代體育史的Andrew Morris曾指出，體育史研究如

果僅能以政治史的框架為框架，如此體育史研究並當無主體性可言。118以此概念

為主，本文對於資料應用與研究方法之關係，雖參酌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的重要

框架，例如政治社會取向的無方針、同化與皇民化等歷史分期的說法，但此些研

究陳說，並討論的前提，而必須檢視棒球運動分析的主體與行動者回應之間的相

互關係。 

因此本文的方法意識，乃採取將殖民體制中文明化與殖民地化並存卻不衝

突的邏輯，概念化為殖民主義，並將運動置於現代性（modernity）的觀點下檢視，

強化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互動關係，將運動視為一種意識型態與權力結構的辯證

過程，從而顯現不同媒介所形塑之多元性，及各種不同身份的行動者在運動中所

體現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正如同以印度「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開創殖民史研究新格局的學者們，提出「反殖民的媒介與動力事實上是

可以主動積極，不一定受限於當時強勢文化主導」的見解。119從而顯現殖民主義

下運動所體現的現代性意義。 

事實上，歷史研究方法須針對資料特性予以考量，掌握資料產生的脈絡，

                                                 
116 這方面的反省可參考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譯本：柯文著、林同

奇譯，《在中國發現歷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增訂本）》（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117 相關的討論，例如蔡禎雄，《日據時期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北：師大書苑，1995）

一書，以「傳入」、「探索」、「確立」、「變質」的階段式討論，雖建立體操科的脈絡，

然而卻也意味著作者的討論途徑，採取演化論的立場，遇戰爭遂以「變質」稱之，當體操科

法規建構日趨完整時，而殖民政策又逐步呈現差異化統治時，作者的解釋正如「本時期內臺

灣人初等學校體育科，已有飛躍性的進展，它的歷史意義是值得肯定，因此吾人不能一味的

批評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學校體育之推展，毫無貢獻。」而戰爭期間體操科便稱之為「變質

與終結」一般，作者的詮釋不僅較難析解體育對於勞動力供給以及殖民政治差異框架，所呈

現殖民統治下作為壓抑（政治的差異性）以及作為生產（體能的提升）共存的現象，泛價值

論的歷史詮釋更凸顯現代化觀點在歷史詮釋上的窮困，因此無從解釋殖民體制矛盾但卻不失

邏輯的政治特色。 
118 毛岸俊，〈1909-1919 年「教育雜誌」體育文章分析的初步〉，《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

21（1996.6），頁 47-58。 
119 林文淇，〈殖民主義與法律：《印度之旅》對後殖民理論的省思〉，《中外文學》24：3（1995

年 8 月），頁 62。關於「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理論與主張，可參考 Guha Ranajit

主編的 Subaltern studies ( Delhi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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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之行動者立場與策略等問題，藉此建構分析概念與資料間的對應關係，體

現事件的過程與意義。因此，本文的研究認為資料應用與分析概念之間，必須考

量時代背景所形成的特性，與行動者動機形構與特質之相互關係。 

 

2、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文獻史料 

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字史料，多數為反應在台日本人的棒球活動之資料。其

中，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1927 年起擔任台灣體育協會野球部幹事的湯川充雄，

於 1932 年出版的《台灣野球史》120，為統括台灣 1930 年代以前台灣棒球發展的

重要著作，同屬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通史性質的則為竹村豐俊編纂、臺灣體育協會

出版的《台灣體育史》，121也是廣為研究者使用的材料。此外，諸如《運動と趣

味》與《台灣運動界》等，則為雜誌類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史料。122 

其他如以各機關為主，則為《台灣鐵道》、《台灣遞信協會雜誌》、《台灣警

察時報》、《台灣稅務月報》、《台法月報》等機關刊物為主，123此類刊物刊末皆有

幾頁的「雜報」、「地方欄」性質的單元，各單位的棒球發展狀況大多揭露於此。
124或者在學校校刊、校友會誌等資料中，例如《瑞穗》（嘉義農林學校）、《旭陵》

（嘉義中學）等，也反映學生棒球的發展狀況。此外，台灣總督府的公文類纂中，

則有關於 1935 年前後，臺灣體育協會及其支部推廣地方棒球事務的相關檔案。125 

大宗記載棒球運動發展的資料，則為報紙報導，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臺

南新報》、《臺灣新民報》，以及在日本發行的報紙《讀賣新聞》、《朝日新聞》等，

皆有許多棒球運動的報導，單一報紙的報導內容甚至超過上萬筆。126而根據筆者

對現存 1921 至 1937 年間《台南新報》的翻閱查詢，則有為數相當豐富的棒球相

關資料。媒體熱衷於報導棒球，除反映棒球的普遍性，也與日治時期媒體常為棒

球賽的主辦單位有所關聯，例如，主辦中等學校優勝野球賽的《朝日新聞》，對

此賽事非常重視，因此給予大幅報導，127相對的，競爭對手的《讀賣新聞》就不

                                                 
12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台北：著者自印，1932 年）。 
121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台北：台灣體育協會，1933 年）。 
122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料的簡析，可參照林玫君，〈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料簡析〉，《台灣教育史

研究會通訊》9（2000.5），頁 2-16。 
123 根據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查詢，各雜誌棒球報導的筆數，分別為《台

灣鐵道》（182 筆）、《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77 筆）、《台灣警察時報》（45 筆）、《台灣稅務月

報》（39 筆）、《台法月報》（39 筆）。2010 年 8 月檢索。 
124 相關雜誌期刊對棒球的報導，以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為例，有

上千筆的資料。 
125 1935 年前後，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體協各支部的檔案大致完整。以台南為例，則有〈體

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80 冊 17 號、〈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

助認可指令案〉，10861 冊 2 號、〈台灣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七八五

六號）〉，10824 冊 13 號。 
126 以提供標題與關鍵字檢索的報紙檢索系統為例，大鐸版的《台灣日日新報》約有 10137 筆棒

球資料，漢珍版則為 11088 筆。2010 年 8 月檢索。 
127 以 1936 年的《朝日新聞 台灣版》為例，5 月起由於各地預選賽即將舉行，朝日新聞便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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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熱衷於此賽事的報導。 

上述資料中，有助於掌握諸如殖民地棒球制度的框架、比賽舉行、勝負關

係等訊息，少部份則是以作者署名，闡述棒球價值、抒發心得與感想的內容。然

而，一般情況下，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字資料，由於出版時間、出版單位性質等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們無法透過上述史料，詳細掌握台灣人參與棒球的全貌。 

舉例來說，台灣人參與棒球的時間始於 1920 年代左右，此後約在 1930 年

代左右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臺灣人參與棒球運動進入高峰期，例如 1931
年以台灣人為主體所成立的高砂野球聯盟，128另一個案例則是 1933 年元月，由

台北萬華在地本島人所組織，擁有 5 支軟式棒球隊的聯盟。129此外，各地亦有許

多台灣人參與棒球例子。 

然而，研究者所慣用的《臺灣野球史》、《臺灣體育史》等書，分別出版於

1932 與 1932 年，專業性的運動雜誌，如《運動と趣味》與《台灣運動界》，則

僅能反映台灣人尚未普遍參與棒球的 1910 年代中期的狀況。因此，透過上述研

究者慣用以及專業運動雜誌，並無法反映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狀況。 

即便是 1930 年代中後期出版的史料，也未必關注台灣人的棒球發展，日治

時期台灣棒球比賽的舉辦，常由臺灣體育協會與台灣日日新報共同合作辦理，其

所關注的比賽是聯繫了日本與台灣棒球關係的賽事，諸如都市對抗賽與中等學校

棒球賽，或者由各地官方所主導的地方性棒球賽。因此，1930 年代興起於高雄

的高砂野球聯盟，雖然持續約 5 年左右，但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僅有

5 筆資料。130 

文字史料的記載，不僅是資料量少的問題，以致於連了解棒球比賽的相關

基本資訊都缺乏，文字史料也同時具有偏重官方所認可、重視的棒球賽的傾向，

以及棒球發言的內部權力問題，例如，文字書寫權力的問題，不僅要面對台灣人

是否擅長使用的語言問題，也有發言者的權威問題，例如，媒體中，對於棒球發

展發表意見者，多為棒球界的領袖，如台灣與日本棒球界聞人飛田穗洲，內田勝

等，相形之下，較晚參與棒球運動、進而致使台灣的棒球員，未有機會累積夠多

對棒球運動的發言條件下，不管是報紙或者雜誌，均未見台灣人對棒球運動表示

                                                                                                                                            
島中等野球界展望」開始介紹全台灣的中學棒球隊，隨後則有「中等野球預選前記」，七、八

月則有相關賽事的報導。從 5 月到 8 月，關於中等學校優勝野球賽的報導，橫跨四個月份之

久。 
128〈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 
129〈萬華靑年團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7 日，7 版。 
130〈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高雄野球聯

盟 發會式四團比試〉，《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7 日，夕刊 4 版。〈本島人の野球爭覇

戰〉，《台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15 日，7 版。〈軟式野球聯盟第二囘爭覇〉，《臺灣日日新

報》，1931 年 8 月 16 日，夕刊 4 版。〈高砂軟式野球聯盟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2 日，夕刊 4 版。（透過漢珍版《台灣日日新報》的檢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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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性與整體性的說法。131 

說明由台灣人的立場討論或報導棒球的資料相當少見，相對來說，比較集

中的資料出現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之中。例如，1929 年高雄第一公

學校得到全島少棒冠軍時，《臺灣民報》便對場邊抗議的日本人有所批評，甚至

期許「將來台灣人之於世界體育競技場中取勝，豈有何難的事呢？」132或對嘉農

畢業、留學早稻田大學的吳明捷進行專題報導。133 

上述現象，固然是日治時期棒球參與者多數為日本人所致，或者說受人注

目的棒球比賽，參與者為日本人較多，然而，台灣人並非對棒球沒有興趣，而是

在殖民地當中，台灣人不管是出於主動抑或屈就於客觀現實，台灣人的棒球運動

有時不見得是以受到眾人注目的大比賽為主，而是在其建構的「自足的價值」中，

與同儕朋友，操持簡單的球具，就這麼打起球來。我們應當關注的是，台灣人參

與棒球的狀況，與殖民者建立的棒球制度之間的關係。 

綜言之，反映台灣人對棒球運動參與過程的主體意識的文字史料，較為少

見。目前所見，如九曲堂青年團團員的《陸季盈日記》，記錄個人參與體育運動

的豐富資料。134戰後初期棒球協會所出版的期刊《棒球界》，相當具有參考的價

值，現存兩期的《棒球界》，內容除棒球技術討論與賽事的報導外，亦有部分篇

幅介紹戰後初期的棒球選手，由於戰後初期的選手，養成階段多在日治時期，因

此相當具有參考價值，例如，〈裁判員座談會〉一文中，台灣北中南重要的棒球

前輩，如謝真南、林來本、張朝貴、張秋欽、王銀箸等人對自身參與棒球的經驗

有些分享，簡永昌與謝真男則對當時剛過世的莊加恩、李詩計，撰寫介紹行誼之

文章。135葉清德則以自我介紹的口吻，說明童年時在台南打棒球的經驗。136最

後，零星的資料，可見於簡永昌、李世雄、陳寶川、洪樵榕、劉青雲等人的回憶

錄與訪談錄。137 

                                                 
131 例如被稱為日本「學生棒球之父」的飛田穗洲，曾對學生棒球與社會人棒球的價值發表意見。

又如曾任明治大學棒球隊主將，通信部棒球隊教練的內田勝，曾對台灣的棒球場發表意見。

而日治時期對於台灣棒球發表最多意見的則應為渡邊大陸。〈野球場設立の急務〉，《台灣日日

新報》，1930 年 5 月 2 日，夕刊 3 版。〈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台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夕 2 版。 
132 〈全島少年野球比賽公學校團奪得錦標〉，《台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3 版。〈公學生得

野球榮冠〉，《台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2 版。 
133 臺灣新民報，〈臺灣運動界的新人  嘉農野球團主將 青年名投手吳明捷君 初登甲子園便入決

勝戰〉，《臺灣新民報》，1932 年 1 月 1 日，頁 12。 
134 《陸季盈日記》為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 
135 謝真南，〈故莊加恩先生〉，《棒球界》，1（1957），頁 3。簡永昌，〈懷念前輩李詩計先生〉，《棒

球界》，1（1957），頁 3-4。 
136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8），頁 12。 
137 簡永昌，《棒球與我》，（著者自印未出版）。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

回憶〉，《校友會訊》，第四號 1989 年，頁 78-79。陳寶川口述、歐素瑛整理，《陳寶川先生訪

談錄》（台北：國史館，1999）。洪樵榕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訪問整理，《洪樵榕先生訪談錄》，

（台北：國史館，2001）。劉青雲關於就讀台南一中時的棒球回憶，可參見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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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所述，日治時期棒球文獻史料的記載傳統，主要存在兩項有待克服的

問題，其一，就史料所反應的歷史背景而言，由於日治時期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

的階段，多半在 1920 年代末期，乃至 1930 年代，而先行研究中普遍應用的資料，

如《台灣野球史》、《台灣體育史》等，多為 1930 年代之前的棒球發展狀況，因

此，棒球記載的文獻傳統中，關於台灣人密切參與棒球運動的 1930 年代的相關

資料有待開發。 

再者，由於相關資料的紀錄對象，多以大型比賽為主，例如六大學聯盟、

都市對抗賽、甲子園大賽及其在台的選拔賽等，此些比賽可說是日本帝國棒球發

展的重要框架，然而，對於全島各地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發展，則有待於從地

方性、特定同儕等面向，積極挖掘相關文字資料。 

 
3、棒球口述歷史的發展 

史料的使用不僅限於更廣泛的爬梳文獻類型的史料，也在透過新方法開發

新史料，其中透過被視為具有「重建」和視為「民主性」知識的口述史資料的運

用，「被認為是給普通人在歷史學中留有位置，而且還要使他們在具有重要政治

影響力的歷史知識的生產上發揮作用。」138因此，如同Paul Thompson認為，口

述史不僅開展史料範圍，更重要的是「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歷史交還給了

人民」，甚至於口述歷史尚具有「從公認的歷史神話，即歷史傳統所內在固有的

權威判斷發出了挑戰，它為從根本上轉移歷史的社會意義提供了手段。」139 

就台灣史研究而言，在較少被文字記載的領域，口述資料的應用有著非比

尋常的意義，以台灣婦女史研究為例，過去的文字記載傳統中，女性較少成為文

字記錄的對象，或這大多是從男性的觀點看待女性，然而，由於口述史方法的應

用，提供台灣婦女史研究開展與深化的契機。140在這樣的基礎上，口述歷史實踐

「彌補歷史的斷層」、「注意弱勢邊緣的聲音」、及「塑造社會共同記憶」等目的

與價值。141 

日治時期的棒球史，有待挖掘的是關於台灣人的參與經驗，而文字記載的

傳統顯然無法提供類似的需求，故而取法於口述史方法，便成為開拓新史料的必

行之道。在日本方面，呈現個人觀點的訪談口述，最具有份量的成果，以西脇良

朋編著的《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本書以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棒球史為對象，

                                                 
138 Josh Tosh，吳英譯，《史學導論 現代歷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北京：北京大學出版

社，2007），頁 268。 
139 Paul Thompson，覃方明、渠東、張旅平譯，《過去的聲音 口述史》，（遼寧：遼寧教育出版社，

2000），頁 24、327。Thompson 的《艾德華七世時代的人和地區》，是由訪談與整理了將近 500
位經過愛德華七世（1901-1910）時代的人纂述而成。 

140 台灣婦女史研究與口述歷史的應用，請參考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女性口述歷史的方法

與口述歷史的運用》，（台北：左岸出版，2002 年）。 
141 許雪姬、張福群整理，〈口述歷史的理論與實際〉，《宜蘭文獻雜誌》，30（1997.11），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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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料輯錄為主要內容，但也包含許多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選手的訪談內容，

對象上及於日台選手，相當具有參考價值。142 

事實上，以台灣人參與棒球、乃至體育運動的日治時期口述歷史的挖掘，

並非全無進展，若干研究成果也引用了口述資料，但相較於其他研究領域口述歷

史的累積而言，體育運動領域中的口述歷史累積仍有待加強。143 

就現階段而言，嘉農口述歷史編輯委員會出版的《嘉農口述歷史》最具成

果，144以訪談畢業校友為主的《嘉農口述歷史》，145是以綜合性的校園生活回

憶為訪談目標，不僅止於棒球，這項口述所累積的成果，對於具有教育史、社會

史、文化史意涵的棒球史分析，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 

                                                

另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累積，可以曾文誠對蘇正生、宋宦勳、黃仁惠、

洪太山、蕭長滾等人的口述採訪為例。146曾文誠的口述歷史，主要發表園地為《職

棒雜誌》，那是以棒球愛好者為發行對象的雜誌，因此，曾文誠的口述史側重的

重點，是以受訪者的生命史為重心，關切這些人如何經歷艱辛的訓練成為棒球員

的經過，當然，亦有部分旁及受訪者同時代的背景資料。 

謝佳芬、謝仕淵對於簡永昌、蘇正生等人的口述歷史，亦已運用於謝佳芬

的〈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學位論文中，147筆者對於莊銘燦、蔡文

玉、洪太山、蕭長滾的口述歷史部分內容，亦成為若干已發表之相關論文的史料。
148張俊一對於日治時期北埔地區棒球發展的說明，亦來自口述歷史的素材。149

 
14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住者自印，1996）。 
143 據統計台灣從 1953-2009 年，包含期刊、專書、個別訪談與紀錄、學位論文、地方志等類別

的口述歷史，共計有 5005 篇之多，其中體育休閒類僅有 20 篇。臺灣口述歷史書目彙編編輯

組，《台灣口述歷史 書目彙編 1953-2009》，（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9），頁Ⅳ。 
144 嘉農口述歷史編輯委員會，《嘉農口述歷史》，（嘉義：國立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1993）。

楊初雄總編輯，《嘉農口述歷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 
145 除了嘉農口述歷史外，反應日治時期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概況，最受到注目的資料則為國立教

育資料館製作的「百年老校」的檢索系統，這個系統中收集了原則上創校百年學校的紀念集，

紀念集中部分內容為校友對於學校體育經驗的口述與回憶，因此可藉此觀察台灣人參與體育

活動的過程。 
146 宋臣勳口述、曾文誠整理，〈職棒史上第一位冠軍總教練--宋宦勳 上〉，《職業棒球》，241，

2002.0，頁 22-25。黃仁惠口述、曾文誠整理，〈躲進棒球世界的巨投--黃仁惠 下〉，《職業棒

球》，238 期，2002.01，頁 76-79。黃仁惠口述、曾文誠整理，〈躲進棒球世界的巨投--黃仁惠 
上〉，《職業棒球》，237 期，2001.12，頁 76-79。洪太山口述、曾文誠整理，〈棒球人口述棒

球事--昔日四番 穩如太山 下〉，《職業棒球》，227 期，2001.02，頁 46-49。洪太山口述、

曾文誠整理，〈棒球人口述棒球事：昔日四番 穩如太山 上〉，《職業棒球》，226 期，2001.01，

頁 42-44。蕭長滾口述，曾文誠整理，〈棒球人口述棒球事--滾滾棒球長流 蕭長滾〉，《職業

棒球》，225 期，2000.12，頁 44-47。蘇正生口述、曾文誠整理，〈情繫甲子園〉，《職業棒

球》，108 期，1994.8，頁 15-19。 
147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148 謝仕淵，〈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

頁 110-120。謝仕淵，〈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魯斯」洪太山〉，《台灣百年體育人

物誌》，（台北：台灣身體文化學會，2006）。謝仕淵，〈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台

灣百年體育人物誌  二》，台北：台灣身體文化學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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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黃安邦對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高雄棒球史討論，也建立在口述訪談的資料基礎。
150 

同發生變化時，記憶或遺忘的

社會機制，就對個人記憶構成決定性的影響」151 

的經歷。152當然之所以產生此問題，也與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研

究興趣有關。 

與相對主義之間，應能有較為合理的態度，面對經由口述形式所產生的

史料。 

4、物質文化的途徑與圖像資料的分析 

來強化運動選手對於棒球運動

                                                                                                                                           

不過，由於口述歷史進行的當下與口述者回憶的歷史時空之間，存有許多

干擾。其中，不僅是記憶的錯誤與遺忘等問題，記憶的錯誤有時還可以比對，但

是，常遇見的狀況是棒球的參與經驗，因為外在客觀因素的影響，而造成選擇性

的遺忘。或者被日後的經驗所影響，而重新排序其心中棒球生命的優先順序。正

如同「個人的認同具有高度的情境性與變遷性，認

最為典型的例子，是經歷日治時期的棒球耆老中，戰後初期以來，棒球運

動較少受到主流輿論與政府的重視，而至 1970 年代之後，情勢有了改變，為此，

有許多曾經參與 1970 年代的棒球熱潮的棒球耆老，雖只是以裁判、教練的身分

參與，但因此棒球受到政府關心、眾人關注，因此即便是外圍參與者，亦有與有

榮焉的感覺，相對的，日治時期或者戰後初期總是輕描淡寫，非經特別挖掘，不

會成為口述的重點。舉例來說，1907 年出生的已故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名譽理事

長林鳳麟先生，在其對棒球口述中，所偏重的面向，多為從林鳳麟先生參與 1970
年代以降，棒球

總之，口述歷史與歷史真實，存在者兩種不同的立場，一為贊同經過合理

的檢驗，口述歷史足以呈現歷史真相的客觀主義立場，二為認為個人記憶不可

靠，加上歷史詮釋與個人利益相關，其真實性值得懷疑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

者。153對此，筆者認為區別親身經歷與歷史記憶，並經由不同證據的交互引證，

客觀主義

 

本文對棒球運動的討論，不僅及於觀念層次的討論，由於棒球具有實作的

實踐性，實作過程中，不僅表現出勝負的關係，也藉此表現出族群、階級等身分

識別的功能，而足以呈現這種差異的，往往透過物，例如球衣、球鞋、球具，而

就紀念章、優勝旗等象徵榮耀的物件，又如何反過

 
149 張俊一，〈豪氣還在─記台灣光復前後棒球在北埔地區的發展〉，《竹師體育》，1（2003.6），

頁 19-25。 
150 黃安邦，〈高雄市少棒運動的歷史社會學分析 ─以立德少棒隊發展為例〉，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 年。 
151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  口述歷史與歷史生產〉，《當代》，158（2000.10），頁 76。 
152 林鳳麟口述，林敏政整理，〈棒運推手 林敏政口述歷史〉，《國民體育季刊》，30：4（2001.12），

頁 111-121。 
153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  口述歷史與歷史生產〉，《當代》，158（2000.10），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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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

物質文化通常用來指涉社會文化體系運作過程中，因為獨特且繁複的社會

文化脈絡，而產生與創造出來的物件（objects），此物件的功能、內涵與意義可

見其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關係，與社會文化中其他面向如宗教 親屬、

心理需求、生態環境等制度密切整合，因此必須在社會文化脈絡中來討論或理解

物件背後的意義，及其所形成之物質文化。 余舜德引據

社會生命史」概念，認為物的價值並非來自物內在質性（inherent property），而

們對物的判斷結果，因此認為「深入物的生命史中出現之身份與價值的轉

變 瞭解歷史與社會的過程如何於文化的脈絡中發生，並定義物的意義與價值。」
155

以球衣與球具問題來說，由於兩者均相當昂貴，如同西服店的李昌盛指

「當時一套球衣，包括帽子、襪子，大概要二十圓左右，很貴，接近一般人一個

月薪水。所以，有能力打球是一回事，但是有球衣可以穿，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球衣顯然成為運動實作過程中，足以突顯自我的一種物件

出「我自己覺得打棒球的人自己會覺得比較特別，比較『風流』，畢竟打球是十

幾個人打，很多人在看，穿起球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都在看。」 而如同嘉農這

，穿上代表隊的球衣，不僅是眾人矚目的焦點，更等同於對實

KANO字樣的選手服，則是要參加正式比賽時每個人一套。那時要能穿上選手服

是很

事實上，對於球技出眾的球員們，在其口述中，足以襯托其對自我棒球成

就認同的表述手段，常會不經意的強調球具的昂貴，也同時表達自己的球具都是

學校或者機關提供的。正如同日治時期被找挖角到台南州衛生課打球的黃丙丁就

表示「我打球的時候，球具都是機關提供的，我不曾買過，也買不起，連鞋都不

曾買過。」 由於棒球球具、球衣昂貴，因此考察運動的價值、文化，及相關的

實踐動

另外，以象徵棒球比賽勝利榮耀的紀念章為例。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得

到全島

得到冠軍之後，我們十一個人每個人得到一個紀念優勝章，…這個

優勝章，已經有八十年了，很珍貴，只有十一枚。其他的我都不稀

                                                

與執著，此皆為運動實作所面臨的問題。 

、政治、經濟、

154 Arjun Appadurai「物的

是人

，

 
出

156

。如同蕭長滾指

157

樣台灣棒球的勁旅

踐棒球成就的一項指標，因此洪太山指出「練習的球衣，比較多，但正式繡上

不簡單的，…」158 

159

機與目的等問題，均可由口述歷史中涉及物質文化的面向得以探究。 

棒球冠軍，當年的隊員莊銘燦對於這枚紀念章，清楚的指出：  

 
154 王嵩山，《過去的未來》，（台北，稻鄉出版社，1991）。頁 1-12。 
155 余舜德，〈身體經驗、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一個歷史研究取向之探索〉，發表於「中國近代

史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2005
年 9 月 6 至 10 日。頁 25。http://www.mh.sinica.edu.tw/eng/download/abstract/abstract7-3-1.pdf 

156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5。 
157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158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2。 
159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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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我從少年時到現在，過年過節或者出席社交場所，如結婚喜慶、

或者跟朋友聚會聚餐，我穿比較正式的衫，優勝章跟我爸爸傳給我

的懷錶，就會一起繫在褲頭，有很多人看到了，就會好奇問我，那

是甚麼（優勝章），我就要說一次，我打棒球得到全台灣冠軍的事。
160

面向，觸及行動者在實作

過程中，如何透過物質達到特定動機與目的的意義。 

行八次比賽，如果一年以舉

行春、秋兩次比賽，聯盟至少持續四、五年之久。 

 

換言之，透過紀念章的佩帶，使之產生銘刻記憶的功能，物件因此成為個

人榮耀與自我認同的記憶之憑藉。由於棒球運動涉及物質的消費、展示與競技過

程中的特定使用方式。從而開展運動史討論的物質文化

相關物質文化的分析途徑，其素材不僅包含文獻資料與口述歷史，同時也

有賴於圖像「證史」。以 1931 年由台灣人所成立的高砂野球聯盟，少見相關文獻

的記載中，然而，透過莊銘燦所持有的紀念章中「高砂野球聯盟 第八回秋季大

會」（圖 0-1）的字樣顯示，高砂野球聯盟至少持續舉

 

圖 0-1 高砂野球聯盟優勝（高津團）優勝章 

 

利，

隔年必須繳回，有些案例，則是連續奪得三年冠軍可以永久持有優勝旗。 

許多布條，依照傳統，布條上皆寫著某次大會、某時間、某隊伍優勝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

前述紀念章不僅說明高砂野球聯盟持續一段時間，也指出做為日治時期棒

球運動中，支持榮譽象徵的物質基礎，高砂野球聯盟也一應俱全，另一個例子，

則是紀念旗，日治時期在棒球賽中奪得冠軍，彰顯榮耀象徵的物質，便是優勝旗。

優勝旗因此是棒球夢想投射的焦點，通常奪得冠軍只是取得保留優勝期的權

圖 0-2 的旗幟，寫著「軟式高砂野球聯盟大會  高雄州」等字，說明高砂野

球聯盟具備日治時期正式棒球賽中，表彰勝利的物質基礎，這也說明聯盟的比賽

絕非友誼賽性質，同時，冠軍保留而非擁有優勝期的傳統，也可從中發現，這面

旗幟上綁了

 
160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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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 

 

圖 0-2 優勝旗 

根據紀念章、優勝旗等棒球運動相關物質的考察，以及高砂野球聯盟的參

與球隊以及聯盟的支持來源，球隊的維運方式等訊息，不僅說明高砂野球聯盟並

非僅是曇花一現，也說明高砂野球聯盟具有延續性與正式性。如此可知，除了文

獻資料的應用之外，圖像資料以及物質文化的研究途徑，皆能為棒球分析提供不

同的素材與分析觀點，同時挖掘不同面向的課題。 

 
五、章

本文除緒論、結論、參考書目與附錄〈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口述歷史〉外，

正文共

第一章〈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1920 年成立的臺灣體育協

會，為對內統合、對外聯繫台灣體育運動的機構，透過競賽制度的建立 及扮

演仲裁權威、運動統制等角色，建立起台灣的體育行政體制。因此， 年代

以降，台灣體育協會的成立，具有統合島內與編入帝國的雙重意義。同時，體協

的人事

台灣體育協會透過各支部（州）甚至各分會（郡）的體制，構成日治時期

台灣棒球運動推廣的基本架構，透過中央到地方的金字塔結構，進而將棒球運動

深入地方社會，形成普遍的發展。除若干案例呈現體育行政具有日台差異的殖民

性格，甚至重北輕南的傾向之外。因此，本章意在說明，以日本帝國為範圍之棒

球運動，如何在殖民地透過官方支持的構造，滲透到地方，進而建立符合帝國認

高津團與高砂野球聯盟

資料出處：李尚郎先稱提供 

節安排 

分兩篇、七章。相關內容如下： 

上篇「中央與邊陲、競爭與合作─帝國的體育運動」 

，以

1920

與經費多數由官方所負擔，而其運作因此也受到官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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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棒

第二章〈日本殖民帝國棒球世界的構成及其價值〉。棒球運動係由美國傳入

1910 年

，以六大學、甲子園大會等比賽為主，隨著大眾文化的興起，而廣為流傳。

1920 年代，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與甲子園大會，相繼發展到日本殖民帝國所統治

的地區，台灣也於此時成為帝國棒球世界之一員，棒球的武士道價值，也藉此流

動至殖

同時，以日本帝國為範圍的比賽制度與運動價值，強調了內地與台灣的中

央與邊陲關係，因此進軍內地日本，爭取最高的榮譽，猶如朝聖之旅。六大學訪

問台灣例子，則更為深刻的討論殖民帝國棒球圈中，價值傳播與人力流動的多重

意義，六大學選手在台灣備受矚目，台灣球界的「恩人」也有許多是為六大學出

身。透過以上案例的討論，本章企圖說明日本棒球的「武士道」價值，如何透過

全國性比賽制度的建立以及六大學的殖民地訪問比賽，形構殖民帝國棒球世界，

同時將

第三章〈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與三民族的運動競合〉。本章以三民族的嘉農

為例，分析其在日治時期棒球史上，所涉及之同化政策的關聯。三民族合作的說

法，確保就算嘉農在甲子園場上如何傑出，都僅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

民的共同成就」，也確定嘉農的成功必然為「三族共同努力」的成果。在此過程

中，不僅解消棒球勝利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人對於既有統治階序關係的衝擊，

更有甚者，當有一天，「三民族」的嘉農代表台灣奪得甲子園冠軍時，仍有將三

民族合

同化的概念可以是價值與道德上的訴求，例如不同族群間共享了團結、勇

敢、合作等，但是卻無從抹去身體差異所構成的距離。例如，日本人對台灣原住

民的身體想像，慣常強調原住民先天的身體能力。然而，強調天生身體能力的同

時，原始、粗礦與非典型等價值也就如影隨形。藉著原住民棒球選手的身體想像

問題的考察，呈現同化融合與刻板歧視間的曖昧與模糊，從而揭露同化政策背

後，對

此外，競賽的過程再現殖民地內族群的、階級的、地域的等關係。從嘉中

與嘉農的對抗中，對於球迷而言，嘉中與嘉農被「想像」為日台的對抗（嘉中棒

球隊確實都是日本人，但嘉中內的台灣學生卻將近半數），然而，當兩者對外比

賽時，嘉義球迷或者台灣球迷都將之視為台灣或者嘉義的代表隊。因此，不管是

台北、台南、嘉義，或者日本人、台灣人，最後的終點都將台灣視為整體，共同

成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同調集團，朝向以日本內地為中心的甲子園大賽的目標前

進。因此，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讓台灣島內的三民族，透過運動競賽的衝突、

協調，最終達成一種以認同台灣為前提的共識。 

球運動的基本框架。 

日本，同時被賦予以武士道為主的精神，並以學生棒球為基礎的特色，

代以降

民地。 

此價值傳佈到台灣，進而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核心價值。 

作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 

異族身體想像中，根深蒂固的他者與異己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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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棒球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 

第四章〈體育運動是甚麼？─台灣人對體育運動及棒球的觀念〉。首先，體

育運動也有著一套配合著理性化精神、競爭規則化等特徵所形成的定義，這套價

值界定何者是體育運動，何者不是，因此對傳統的民俗活動產生編入與排除的機

制，這套價值也在客觀條件下，產生更有彈性的轉化與應用，因此呈現體育運動

在殖民地發展的多重面目。繼之，對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而言，體育運動是甚麼？

由日本殖民者所引入的體育運動，首先建立一套價值意義，這是一段由自我健康

的追求到國家富足強盛的論述下，近代國家對國民身體積極安排的結果，於是，

台灣人經歷一段排拒到接受的過程，並在 1920 年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運

動所強調的自我能力與團體強化的價值，更被放在政治社會運動下看待，也是一

種工商

1920、1930 年代，台日人的運動競爭、運動所涉及的品味與階級問題，以

及運動設施所涉及的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都讓體育運動地發展，反應更多殖民

地社會的問題。本章也藉由兒童、漢詩社群與棒球參與者等不同行動者位置的棒

球運動參與者的觀察，藉以了解不同的行動者，對於棒球運動的觀念。以及台灣

人對體育運動的理解與態度，反應藉由體育運動所引發的殖民地現代性的發展特

徵。 

第五章〈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本章認為棒球運動一

方面具有競爭精神，一方面也容受日本武士道等精神的價值，透過此項運動，促

使殖民地人民接受求勝、團結、合作、勇敢等價值，產生殖民帝國的文化統合功

能，對於參與者而言，運動實作養成的身體技藝，以及對於德智體三育俱全等要

求，加上參與者的社會背景通常不差，於是受到棒球運動價值影響的人往往具有

自我認

這群自我認同的棒球人，面對殖民地的統治結構，雖然運動提供抗爭與認

同的契機，然而，棒球運動的競賽文化與內部的師承關係，使得運動所產生的抗

爭，雖在當下滿足對抗的情緒，但從大方向來說，這種抗爭，無損於棒球做為殖

民治理的手段，綜歸到底，殖民者透過棒球運動所建立的現代性價值及其文化統

合的企圖，仍繼續朝向殖民者所認可與希望的方向中前進。因此，本章乃在於說

明為何棒球參與者所操持的競爭精神與身體技藝，最終，雖成為自我認同的憑

藉，但

第六章〈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本章的討論試圖說明 1930

年代的背景下，軟式棒球各項制度建立完成並普遍流行，由於社會人的身份多

元，對於參與棒球的目的也就隨之有多種可能性。作為一種制度而言，軟式棒球

的流行反應殖民地社會中，休閒生活的普遍性，這套制度主要是以日本人為對

象，對於台灣人的參與形成何種問題，本章將由台灣人所組織的高砂野球聯盟進

行討論

社會下，休閒活動的選擇。 

同的精英意識。 

無法成為殖民地抗爭與認同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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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的狀況下，軟式棒球參與者的身分，大致上均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

經濟基礎。就運動的價值與目的，軟式棒球運動關涉一種勇氣、公平對抗的價值，

也做為一種社交手段而存在，更具有因投入運動而獲致成就的自我認同的意義，

當然，過度的投入，所產生的逸樂後的人生焦慮也同時出現。本章將試圖說明，

作為休閒的運動，如何反應社會行動者的多元性，以及這種多元性在運動的參與

過程中，各自尋求意義與目的的過程。 

即時的掌握棒球賽的節奏。在日漸正

式與規模漸大的棒球場中，觀看棒球賽。 

，反應殖民地社會棒球在大眾化的過程

中，所產生的社群與階層的差異問題。 

第七章〈棒球的大眾化：廣播、報紙與棒球場〉。日治時期台灣的棒球社群，

除從事棒球運動者外，賦予日治時期台灣棒球更為普遍的社會基礎，或者使其具

有大眾文化意義的要素，是一群藉由不同媒體，或者親臨看球進而喜愛棒球運動

的棒球社群。這群棒球社群，或者透過報紙媒體、透過收音機接觸棒球，隨著媒

體的日漸發達，棒球社群可以藉著媒體更為

大眾化的棒球產生的棒球社群，對於日治時期棒球價值的普及，應具有一

定程度的認同感，只是在這樣的認同感中，更多自我的渴望與需求，不是幻想成

為球技卓越的選手，就是另有所求的渴望成為有獎徵答的中獎者，而在稍具規模

的球場中，購票與未購票，觀眾席的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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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 

 
 
 
 

 
野球部之執掌：野球的普及與發達、野球

競技會相關事項、野球部支出預算相關事

項、野球用具保管相關事項。 
──「臺灣體育協會處務規程」 

 
第二條：「當支部設置台東、新港、關山等

三分會」。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台東支部規程 
 
竟推派落敗的治水工事隊參加比賽，…其

原因是治水工事隊陣中多為內地人，…而

萬丹隊則大部分為臺灣人，推派落敗者之

事，遭致質疑… 
──台灣新民報 

 
 
 

 

第一節  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前的棒球組織：以「北部野球協會」為例 

壹、1910 年前後的棒球發展 

台灣棒球運動的開展，於二十世紀初期，此際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社會

治安漸次穩定之時，在台的日本人公務員、會社職員、軍人、學生等，開始從事

棒球運動。最初規模，並非正式比賽也無相關組織的推動，而其動機與目的則為

工作之餘的休閒，如公餘在台北南門外，幾個年輕人在大空地上練習打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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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北門外的山砲中隊軍人，利用餘暇時間在軍營中練習接傳球。1 

台灣棒球進一步發展，則從學校開始，1904 年（明治 37）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中學部在田中敬一校長支持下購置球棒與手套成立野球部。隨後國語學校師

範部成立棒球隊，兩隊於 1906 年（明治 39）3 月比賽，以台灣史上的第一場正

式的棒球賽，寫下台灣棒球史的重要里程碑。隨後，學校學生幾乎都於官廳會社

服務的夜學校中學會，也成立棒球隊參與比賽，台灣棒球最初的發展，便以三個

學校棒球隊作為主要架構。中學會招募元二高投手任職於總督府的馬淵擔任教

練，在炎熱的太陽下揮汗猛烈的練習，終於在 1907 年擊敗中學校，中學校因此

在同年夏天招募三高出身的投手速水和彥擔任教練，在嚴格的訓練下擊敗中學

會。當時，加入棒球隊的學生，都是成績中等以上的學生，棒球隊成為球員的人

格也都值得稱讚。然而，1907 年 5 月就任國語學校校長的本莊太一郎，在 1908
年秋天禁止棒球比賽。田中敬一支持棒球與本莊太一郎禁止棒球的態度，皆具有

時代背景，田中敬一成立野球部的時代，是明治末期棒球發展由第一高等學校全

盛期，轉為各地方中學校、商業學校與私立大學全面興起的時代，此時期也是中

學校普設的階段，據統計二十世紀的前十年，日本中等學校的數量成長近一百

所，共計有三百餘所。中等學校內的棒球風氣很普遍，校際對抗頻繁。2換言之，

田中敬一設置棒球隊與此背景有所相關。 

本莊太一郎提出野球無益的論調，其背景為 1907 年全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

中，改變了 1902 年全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時中獎勵野球以來的態度，認為學校

棒球的發展，影響學生學業、遠征浪費時間與金錢、造成運動傷害、過度重視勝

負影響公德等理由，因此，要求校長與教職員強化管理與校外的比賽、選手資格

必須成績中等以上者、禁止為了比賽而在外住宿、強化對加油團的取締、限制練

習時間、廢除選手制度、廢止優勝旗與紀念品等措施，壓制校際間的對抗競賽。
3學校棒球的批判，更在 1911 年（明治 44）8 月 29 日到 9 月 19 日的「東京朝日

新聞」中，以批評棒球的害處為名，連續刊載 22 次對棒球的批判，稱為「野球

毒害論」。換言之，從田中敬一鼓勵棒球到本莊太一郎禁止的態度，雖僅差距數

年，但正好遇上日本教育界與輿論界開始對野球發展熱潮提出批評的時代。 

根據資料本莊校長禁止棒球的隔年，1909 年 8 月，台北各學校曾舉行聯合

棒球賽，報載： 

由中學校、中學會、成淵學校、霜月俱樂部。各選數名。混合競技。

目下屆此炎天歇暑。正當練習之期。是日分決勝負。必有可觀。又

四校聯合。以此回為嗃矢。推藤井國男氏為委員長。囑選委員數名。

                                                 
1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台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8。不詳著者，〈台灣運動界

の今昔〉，《運動と趣味》，1：1（1916.11），頁 13-14。金村瓶水，〈南部野球史（一）〉，《運動

と趣味》，2：3（1917.4），頁 3。 
2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42-44。 
3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東京：青弓社，2001），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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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將來每年開二三回云。4 

該比賽「贊助者為總督府及前記學校教師。並民間有志者等。…場內辦理

諸務。由各校生分任。」5，次年「中學校野球部員。…在同校運動場。與中學

會學生為對抗試鬥。」6換言之，本莊太一郎校長雖在 1908 年禁止校際棒球競爭，

但隔年學生棒球運動又恢復了校際的比賽。 

除了學校棒球的發展之外，1910 年左右開始，台灣各地開始出現許多以官

廳、會社、軍隊等職員或軍人組織的棒球隊。 

在台北，中學會棒球隊成員化身組織霜月俱樂部，但不久後便因故銷聲匿

跡，不久之後，三浦新一等人又籌組高砂俱樂部，7而鐵道部的音羽守等又成立

鐵團，兩隊間的比賽激發台北的棒球熱，而至 1913、1914 年之際，台北已有十

餘支棒球隊，包括台北廳、殖產局、土木隊、法院等棒球隊，8使得當時主要棒

球場─新公園，9擠滿打棒球的人，故而有詩云「青年老輩茶目凸，近頃素敵野

球熱，外人選手亦同盟，今後遍望無中絕。」10或者「臺北野球戰。熱狂血液騰。

草枯鷹落準。秋冷雁飛矰。勝者敢驕傲。輸時益奮興。共言良體育。正直見真能。」
11正描寫出 1910 年開始，棒球運動發展的寫造。 

此外，原本棒球賽場地均在武德會體育場（1920 年之後臺灣總督府所在

地），「然武德會場之地。已為築督府廳舍之用。故不得不於公園一部。設遊戲場。

以使青年打野球或庭球。在祭典之時。以其地為用。亦為便利。」因此，台北棒

球賽之舉行，也由武德會體育場轉至台北新公園。12 

而在台南，郵局有志於棒球者在 1910 年成立南鯤團，砲兵中隊則成立砲兵

隊，此後還有台北中學學生放假回台南組成的中學生隊，以及官民有志於棒球的

青葉會、法院野球團、台南廳團等，這其中又以南鯤團實力最強。13此外，1913
年阿猴等糖廠成立棒球隊，1914 年起台灣製糖會社為獎勵體育，透過台糖俱樂

部，進行阿猴、橋仔頭、打狗本社、後壁林等糖廠棒球隊間的比賽，此項台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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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球聯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8 月 12 日，5 版。 
5 〈打球準備〉，《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8 月 15 日，7 版。 
6 〈試鬥野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8 月 15 日，3 版。 
7 高砂俱樂部成員因為入伍與歸鄉而一度解散，後在 1913 年又再起，相關歷史可參閱靈峰，〈乙

卯の臺灣 運動界〉，《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1 月 1 日，55 版。 
8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9-11。 
9 媒體報導：「新公園之地不廣雖或難以設運動場。然武德會場之地。已為築督府廳舍之用。故

不得不於公園一部。設遊戲場。以使青年打野球或庭球。」故新公園為至 1920 年代之前，台

北棒球比賽主要場地。〈新公園之籌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8 月 10 日，2 版。 
10 〈野球熱〉，《臺灣日日新報》，1914 年 12 月 7 日，5 版。1914 年，鐵團與高砂俱樂部的對抗

在台北激起棒球熱，12 月 6 日有幾位外國人參加比賽，故有「外人選手亦同盟」之說。〈本

日の野球戰 外人數名加入す〉，《臺灣日日新報》，1914 年 12 月 6 日，3 版。 
11〈新評林／野球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9 月 28 日，2 版。 
12〈新公園之籌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8 月 10 日，2 版。 
13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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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比賽於 1914 年起開始舉行（圖 1-1，台糖社內比賽的優勝旗，其中白色部分

寫著各年度冠軍的工廠名稱）。14 

 

圖 1-1  台糖社內比賽的優勝旗 

資料出處：國立台灣歷史博物館。 

高雄與台中的棒球發展，則在 1914 年，由高雄實業界組成嫩團，築港、台

糖、郵局與海關等相繼組隊後開始，台中則起於台灣銀行台中分行的職員之間。

此後，又有台中廳隊、彰化銀行、郵局、法院隊相繼成立。而嘉義的棒球興起，

則跟 1915 年前後，糖廠棒球隊的發展有所關聯。新竹、屏東、東部的棒球發展

則又晚至 1920 年代左右。15 

綜上所述，1910 年代前後，殖民地台灣的棒球發展，主要以在台日本人為

主，特別的是，相對於日本內地以學生棒球為主的發展趨勢，臺灣由於日治初期

中等學校體制尚未建立完整，而少數的中等學校如同台北中學校，則由於本莊太

一郎校長對棒球抱持禁止態度，而未能發展棒球，故而 1910 年代以降，殖民地

台灣的棒球發展主要為社會人棒球，係由在官廳會社等工作之在台日本人，利用

餘暇進行棒球賽之型態為主，而學生從事棒球也是被放在社會組棒球的架構內。

                                                 
14 〈臺糖と野球團〉，《臺灣日日新報》，1914 年 1 月 31 日，7 版。〈南部の野球界 臺糖の各團

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6 月 11 日，7 版。 
15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3-6。〈大正四年の囘顧打狗野球團の勃興〉，《臺灣日日新報》，

1916 年 1 月 1 日，4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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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而在此時，各社會組球隊間，並未有特定組織，主導與協調各球隊與各項比賽

之進行。17 

 
貳、「北部野球協會」的成立 

1913 到 1914 年期間，在台北相繼成立十餘支的球隊，並有伊勢田剛等好手

的加入，棒球風氣盛行，此時台北棒球界所遭遇的問題，就是十餘支球隊為爭奪

新公園球場的使用權而屢發爭議，18為此，各球隊代表便向總督府工事部長高橋

辰次郎建議，為讓棒球運動更加發展，應設立統一各球隊之機構。19 

在此之前，標榜涵養武德培養忠君愛國的精神，於 1907 年成立的大日本武

德會台灣支部，以及有鑒於休閒活動缺乏，而於 1903 年成立的體育俱樂部，皆

未以棒球的推動為主要業務，武德會以提倡武道之劍道、柔道、相撲、弓道、馬

術為主，而體育俱樂部的架構，則分為武術部、馬術部、射擊部、自行車部、運

動部、庶務會計部等，棒球放在運動部的架構下，且細觀兩團體對於運動事業的

推動，棒球運動並非其主要發展之業務。20 

因此，台北棒球界希望能進一步統合，設立統一各團之機構，1915 年（大

正 4 年）1 月 22 日，北部野球協會因此成立。事實上，北部野球協會的成立，

並非日治時期特例，基於發展地方棒球事務為目的的地方棒球組織，不僅在台北

出現。例如 1915 年 9 月，以台南廳長松木茂俊為會長的南部野球協會成立。211916
（大正 5）年 12 月，以嘉義廳長為會長，具有四隊棒球隊為規模的嘉義野球協

會成立，22而其他如基隆野球協會、台南野球協會、高雄州野球協會等，則為 1920
年代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後的另一個脈絡。 

北部野球協會成立之初，目的是使北部之棒球隊能統一發達且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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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舉例來說，1915 年成立的北部野球協會，便包含了社會人與學生，因此在會費的規範中，特

別說明學生球隊會費減半。這現象可說明，此時期學生棒球尚未獨立發展。湯川充雄，《臺灣

棒球史》，頁 12-14。 
17 台北的棒球發展可見中學會為其主辦者，《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3 年 9 月 27 日，5 版。 
18 此時台北棒球賽所面對的狀況，不僅是隊伍太多，其實連新公園本身的場地也不理想，因此

報載約 2500 坪的場地，用於棒球賽時，被認為過於狹小而有諸多不便。〈新公園運動場〉，《臺

灣日日新報》，1914 年 12 月 19 日，3 版。 
19〈たいわん 野球界的回顧〉，《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5 月 30 日，5 版。湯川充雄，《台灣

棒球史》，頁 10-11。此外，1914 年，鹽水港製糖到台北遠征，媒體談到相較於台南有廳長的

支持，島田技師的指導，台北野球界卻無「有力者的支援」讓人很遺憾。換言之，1914 年、

1915 年之際的台北棒球界，期待有個統合的機構或者更有效的資源，作為支援棒球發展的聲

音也開始出現。〈野球界便り〉，《臺灣日日新報》，1914 年 6 月 13 日，7 版。 
20 武德會台灣支部與體育俱樂部的設立及其發展，請參考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

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政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頁 112-123。以及鄭國銘，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歷史考察〉，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論文，

2009。頁 68-137 
21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185。 
22〈地方近事 嘉義 野球協會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11 月 25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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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工事部長高橋辰次郎為會長，副會長為臺北廳長加福豐次。23參與之球隊共

有 20 隊，參與球隊如表 1-1： 

表 1-1  北部野球協會所屬棒球隊 
隊名 所屬單位 理事 幹事 
電氣團 電氣作業所 大越大藏（臺灣電力株式

會社理事） 
松本實則 

北法團 法院 堀田眞猿（台北地院判

官） 
高橋重吉（台北地院通

譯） 
ホテル團 鐵道ホテル 柏雄福太郎  
土木團 土木局 大越大藏（土木課技師，

三等） 
八田與一（土木課技

師，七等十級） 
學士團 有志 飯塚祗吉（鐵道部庶務課

主計掛掛長） 
速水和彥（鐵道部營業

課雇） 
高砂俱樂部 有志 內田又四郎（財務局稅務

課技手） 
 

臺北團 臺北廳 河村徹（臺北廳庶務課課

長） 
高橋俊平（臺北廳財務

課屬） 
臺銀團 臺銀 濱田規一（秘書課） 川邊盛秀 
臺日團 臺日 寺島源藏 古谷集吉 
好球團 殖產局 今川淵（農務課課長） 德永福久（權渡課技

手） 
蛟龍團 稅關 相川茂鄉（監視部部長） 永井篤忠（大稻埕稅關

出張所鑑定官補） 
鐵團 A 鐵道部 音羽守（工作課長） 長屋富吉 
鐵團 B 鐵道部 音羽守（工作課長） 長屋富吉 
財務團 財務局 菊地武義（財務局主計課

事務官） 
草野義一（財務局主計

課屬） 
郵便團 郵便局 鈴木重嶽（臺北郵便局局

長） 
 

三星團 中學會 永井篤忠 桑木彥衛 
實業團 實業有志 木村匡（臺灣商工銀行頭

取） 
村田源次郎 

CB 團 通信局 藤井恭敬（監理課長） 松岡正男（庶務課囑

託） 
養氣團 專賣局 中井宗三（腦務課技師） 數見宗一郎（鹽務課技

手） 
官房團 總督府 石井光次郎 大槻綱彥（總督府文書

課屬） 
資料來源：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12-13。臺灣總督府，《大正 4 年臺灣總督府職員

                                                 
23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12。1917 年 10 月，副會長與理事長分別由富島元治（台北廳

長）與戶田友一（通信局）出任。〈野球協會副會長 富島元治氏を推薦〉，《臺灣日日新報》，

1917 年 10 月 9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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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從上表的 20 支球隊觀察，主要參與隊伍為具有官方色彩相關單位與民間有

志者，以及少數的學生所組成。多數的隊伍之理事與幹事，均為各單位之主管級

以上人士，如技師、課長等，或者對於棒球較為精通者，例如速水和彥等。 

而北部野球協會之組織結構與相關幹部，則如表 1-2 所示： 

表 1-2  北部野球協會成立之初主要幹部 
幹事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技師）組織規約變更為理事長時，理

事長依舊為加福均三 
幹事 長屋富吉（鐵道部工作課臺北工場主任）、飯塚祗吉（鐵道部

庶務課主計掛掛長）、伊勢田剛（殖產局商工課雇員）、內田

又四郎（財務局稅務課技手）、高橋俊平（臺北廳財務課屬）、 
松本實則（總督府作業所業務課書記）組織規約變更為理事

時，除上述六人續任理事外，尚加入金田完（民間）、永野熊

記（財務）、湯川充雄（土木）、戶田友一（通信） 
審判員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技師）、速水和彥（鐵道部營業課雇）、

伊勢田剛（殖產局，後設置審判長時，擔任審判長）、高橋俊

平（臺北廳）、武藤隆作（臺北廳）、金田完（民間）、井上國

太郎（通信局）小早川守（土木） 
記錄員 內田又四郎（財務局）、辻誠四郎、平野良一（殖產局）、安

井豪（殖產局）、寺島源藏（臺日）、古澤勝之（總督府官房

秘書課） 
贊助員 池田常吉（株式會社臺灣銀行本店支配人兼檢查課長）、安井

勝次（臺北地方法院長）、中川小十郎（臺灣銀行副頭取）、

星野政敏（三井家同族會山林部臺北出張所長）、中澤亮治（中

央研究所）、飯沼剛一（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北支店長）、赤

石定藏（臺灣日日新報社長）、石井常英（臺灣總督府覆審法

院長）、高田元次郎（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長兼臺灣總督府農事

試驗場長）、稻垣長次郎（臺北醫院長）、角源泉（臺灣總督

府土木局長）、佐田家年（台灣銀行理事）、楢崎太郎（臺灣

野球界雜誌）、南新吾（臺灣銀行理事）、酒井雪介、關民彌、

崛內廣助、阿部春夫 
評議員 佐藤四郎（臺灣日日新報）、保木利吉（通信）、山本三次郎

（通信）、八田與一（土木）、中山秀之（殖產）、芳賀鍬五郎

（殖產）、野呂寧（財務）、阿部滂（財務）、津田素彥（鐵） 
資料來源：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12。 

從其組織與主要參與者之身分，以及協會規約中所包含的要點，可據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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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協會之運作及其組織的特質： 

1、協會會則中規定會長與副會長係由理事會決議推薦之，而理事則為各隊

代表擔任，接受會長的指導執行會務，幹事長則由會長任命為會務之管理人，規

則中明訂相關幹部之任期，及相關會議之召開等規定，據以解決會務相關事宜。
24換言之，雖然會長與副會長均具有總督府官員之身分，但從理事與會長間存有

「會長與副會長係由理事會決議推薦」之事，可知協會並非官方主導之組織，即

便協會之事務所為總督府土木局，但協會實為各隊推派代表共舉會長之團體，因

此具有所謂各團體協議之民間組織的性質。 

2、由於具有民間組織的性質，因此關於會務運作所需費用，並未見官方制

度性的補助，相關收入主要由會費中支出，會規中指出，協會中各隊每月須繳一

圓，同單位增加一隊會費減半，三星團減半，後在 1918 年（大正 7 年）時，會

費改為每隊一個月兩圓，學生減半。然而，以此杯水車薪之收入維持會務應有困

難，因此在協會組織中，有許多位贊助員，贊助員除官員之外，亦有三井、台銀

等銀行與會社的代表。藉由會員會費以及贊助員支持維持會務的運作。 

北部野球協會若舉行大規模活動仍需要更多社會資源的幫忙，例如 1919 年

（大正 8 年）1 月，協會邀請法政大學棒球隊來台訪問，相關費用中，台銀、三

井、鈴木、大倉、赤司、井澤、山下、郵船、三井三林、三四、商銀、台糖、近

江、商船等會社的特別會員贊助金便達 992 圓，佔總收入 2,571 圓的 38％左右。

因此，北部野球協會日常運作雖由會費與贊助員來支持，但若遇特殊狀況，則由

台北的幾個會社贊助經費。此外，透過觀眾席的設置，亦可透過收取類似門票的

方式增加收入，1916 年共進會紀念野球大會，協會設置觀眾席，只要繳交兩圓

以上寄附費，便可使用觀眾席觀賞球賽，25而 1918、1919 年邀請早稻田大學與

法政大學兩校棒球隊抵台訪問邀請，門票收入亦為收入來源之一。26 

3、北部野球協會的成立，對球賽的舉行，建立制度化的架構。在北部野球

協會的規約中，規定協會制定共用的比賽規則，從協會成立後所舉行的 1915 年

「台北第一回大會」中，便依據《大正三年美滿津野球年鑑（報）》的規則。27

而為提升比賽公信力，也設置審判員，並由球技與資歷均足以服人的伊勢田剛28

                                                 
24 例如 1916 年 10 月 23 日的理事會，便討論了球隊分級是否撤廢的問題。1917 年 11 月 7 日，

理事會開會則討論了邀請早稻田大學訪台的事宜。〈運動日誌〉，《運動と趣味》，1：1（1916.11），

頁 60-61。〈野球會理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7 年 11 月 7 日，7 版。 
25〈野球觀覽臺 一般申込に應ず〉，《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3 月 27 日，5 版。 
26 早稻田大學在台訪問，門票為特等三圓、普通一圓，可觀看兩場比賽。法政大學門票則為特

等五圓，普通兩圓，可看九場比賽。〈早大軍招致と觀覽者心得〉，《運動と趣味》，2：10（1917.11），

頁 17。〈喫煙室〉，《運動と趣味》，3：7（1918.9），頁 48。 
27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28。 
28早稻田大學畢業的伊勢田剛，為明治年間日本著名棒球選手，球員時期為第一棒擔任游擊手，

為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主將，並著有《野球》一書。大和球士，《真說日本野球史明治篇》，（東

京：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1977）。頁 260-26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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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審判長，並規定球隊如對判決有疑義，應於三日內提出。29同時，也建立起

比賽的紀錄制度，設置記錄員，由紀錄係長管理記錄的統一，並鼓勵各球隊養成

記錄員。30

而在舉辦比賽與場地管理方面，協會指定之場地為新公園與圓山公園，會

規規定每年舉行一次大會。場地的運用方法，則規定除協會舉行的各隊比賽之

外，其餘則需提出申請使用。為維持與整理場地，各隊需有代表負責此些工作。
31同時，各隊之間如有風紀問題，而導致協會名譽受損之行為，經決議後得除名，

而啦啦隊應以堂堂正正的加油為原則，妨礙比賽之人身攻擊等，各團理事與幹事

須充分取締。32 

綜上所述，北部野球協會實結合官民力量，建立以官員為領導者，並吸取

民間之資源而運作的民間團體，透過此機構制度化也標準化了棒球賽得以進行之

規則與審判等事項，對於 1910 年代中期以降，台北棒球運動的發展具有重大的

影響。 

 
參、「北部野球協會」的主要活動 

北部野球協會整合了台北棒球界，且建立制度化的比賽制度。協會內部的

棒球比賽，可以台北大會的舉行為例，對外方面，則以 1917 年、1918 年，邀請

早稻田大學與法政大學兩校棒球隊抵台訪問為主要代表性事業。 

北部野球協會成立不久，便在同年 4 月舉行台北第一回大會，由於報名參

賽隊伍多達 16 隊，因此採取分級制比賽，由各隊代表投票決定三級之隊伍。並

規定上級之最後一名與下級之第一名進行比賽，依據勝負而升降級。各級各隊之

間相互交手三到二次，比賽結果，一級優勝為鐵、二級CB、三級養氣。第二回

台北大會則於同年 9 月初到 12 月底，參賽隊伍為 13 隊，同樣分為三組。1916
年 11 月第三回，1918 年 3 月第四回，1919 年 5 月第五回，共舉行 5 回大會，參

加隊伍也依序有 13 隊、6 隊、8 隊。33 

由於同組各隊均需交手二到三次不等，因此比賽時間往往歷時兩、三個月，

等同於球季比賽而非短期的錦標賽，例如：第一回大會的時間從四月中到六月

 
29 1915 年 6 月，鐵團二隊與實業隊的比賽中，鐵團二使用了鐵團一的投手，因而遭致對手的抗

議，協會因此由會長招集理事等進行仲裁討論，該事件說明協會在審判與仲裁等面向上所扮

演的角色。而發生在 1917 年 5 月 26 日的財務隊對鐵隊比賽時，裁判的誤判，經由財務團提

出抗議，也是經由協會的審判會議做出仲裁。〈野球物言落著 鐵團實業の紛擾〉，《臺灣日日

新報》1915 年 7 月 4 日，7 版。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50-51。 
30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13-14。 
31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13-14。 
32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14。 
33 〈北部十六野球團の覇戰開始されむ 月桂冠は誰の手に？〉，《臺灣日日新報》，1915 年 4

月 13 日，7 版。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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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第二回台北大會則於同年 9 月初到 12 月底，而比賽的時間大多利用星期六

與星期日兩天，星期六是從下午兩點開始，星期日則是從早上九點，加上中午與

兩點半，最多可以打三場。34可見比賽之頻繁，已非協會成立前兩、三支棒球隊

各自進行兩、三回的比賽可比擬。 

除了五屆的台北大會之外，協會邀請早稻田大學與法政大學等校棒球隊訪

台，1917 年（大正 6）12 月 27 日至次年 1 月早稻田大學訪台、1918 年(大正 7)12
月 28 日至次年 1 月法政大學訪台皆由北部野球協會出面邀請，兩隊訪問臺灣期

間，造訪台北、嘉義與高雄等地，北部與南部球界組織各隊菁英的聯隊方式對應，

但來訪客隊依舊取得 7 勝 1 負、8 勝 1 負的成績，雙方實力懸殊，但早大與法大

所到之處均激起棒球熱潮。35 

 
圖 1-2  1917-1918 年早稻田大學棒球隊在台比賽時球場實況之一 
資料出處：《運動と趣味》，3：1 新年號，（1918 年）。 

 

圖 1-3  1917-1918 年早稻田大學棒球隊在台比賽時球場實況之二 
資料出處：《運動と趣味》，3：3（3 月號）（1918）。 

                                                 
34 〈今明日の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15 年 11 月 27 日，7 版。 
35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540-555。以法政大學早訪台灣的成績為例，總計法政大學的打

擊率為 0.224，失誤為 29 次，而台灣方面的打擊率則為 0.139，失務則有 44 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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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北部野球協會及其舉行的比賽，係為滿足在台日本人的休閒需求而舉

辦，36透過棒球比賽制度的建立（如分組、賽程安排、規則、裁判等等）與棒球

社群的出現（球員、觀眾以及閱讀棒球運動相關新聞的讀者等）37，甚至供應體

育用品商店的出現，38說明 1910 年代中期左右台灣棒球的發展特色。 

當棒球運動成為在台日本人公餘的娛樂活動時，尚未從事棒球運動的臺灣

人，則帶著異樣的眼光看著打棒球的日本人，39或者是被描述為「無智的台灣

人」，以入迷的、奇異的眼光觀看打棒球的日本大人的勇氣，40而不了解這種足

以令日本人在台灣過著如同在日本的生活，去除懷鄉之念、普及永住思想的棒球

運動的魅力。41對此，研究者曾用「秀異」的概念，說明殖民地日本人透過棒球

運動所展現的勇氣的生活樣式，對比出完全不了解此項運動的台灣人，進而正當

化台灣人落後於日本人的意識形態。42 

 

第二節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運動的統合 

壹、「體協」的成立目的及其人事 

一、「體協」成立的原因 

1915 年成立的北部野球協會，具有民間機構之性質，透過整合台北的棒球

隊，建立棒球運作的體制，推動台北地區的棒球運動，但到 1920 年代，更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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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從早期的武德會體育場到新公園球場，均位在日本人工作與居住的城內地區，換言之，此時

期棒球的發展，係為內地人需求而出現，因此就算是新公園棒球場場地並不標準，例如右外

野有椰林，左外野則有噴水池，因此比賽進行時還需有特殊規則，台北球界也偶有希望有新

球場的聲音，但大正年間棒球場地的改善，主要還是集中在改進新公園球場，這也一定程度

說明，大正年間民間力量發展的棒球運動，為比賽環境的改善所進行的努力，不是建立新場

地，而僅能繼續改善明顯太小的舊場地。平野生，〈野球のルール〉，《運動と趣味》2：4（1917.4），

頁 8。〈喫煙室〉，《運動と趣味》，2：8（1917.8），頁 81。 
37 北部野球協會成立之後，《臺灣運動界》（大正 4 年）、《運動と趣味》（大正 5 年）、《臺灣野球

界》（大正 6 年）等刊物相繼發行，三種刊物的發行持續時間均不長，最短如《臺灣運動界》

僅兩期，而《運動と趣味》則持續到大正 8 年，但從《運動と趣味》的內容，從比賽的報導、

表現優異球員的報導、讀者的投書等內容，由此些媒體中可見的訊息交流，可知在台內地人

棒球社群的形成。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771。或請參照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

的《運動と趣味》雜誌。 
38 明治年間棒球用具多為在台內地人來台時，由日本帶來，而在大正年間之後則開始有商店販

售棒球用品，例如《運動と趣味》幾乎每期均可見位在台北石坊街新高堂運動部販售體育用

品的廣告。 
39 不老生，〈台北野球戰史（一）〉，《運動と趣味》，1：1（1916.11），頁 2。 
40 不祥著者，〈台灣運動界の今昔〉，《運動と趣味》，1：1（1916.11），頁 13-14。 
41 伊勢田生，〈野球の為めに〉，《運動と趣味》，2：9（1917.9），頁 10。 
42 張力可，〈台灣棒球與認同  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國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0，頁 30-33。日治初期台灣人開始在學校中接受近代體育課程時，殖民者亦以相同的策略，

再現一個不守秩序、不規律的他者，強調自我的特殊性。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

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51-56。

但此分析概念與棒球運動的歷史發展仍需進一步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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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味的臺灣體育協會（以下簡稱體協）的成立，以其統攝全台灣的位階，透過

地方支部的設置，致力於推動體育事務，1920 年代體協設置後，適逢日本棒球

界進入高峰時間，例如台灣開始參與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全國都市對抗賽，而普

及棒球運動的少棒運動與軟式棒球運動，皆在此後開展。因此，「體協」的成立，

對此棒球潮流的對應，便可看出棒球行政體制對於推動台灣棒球事務的重要性，

這其中，棒球運動的推動不僅具有發展的意味，也包含必須符合官方需求的統制。 

1920 年台灣體協成立之前，台灣發展體育運動之機構，以台北為例，係以

武德會、體育俱樂部與台灣體育獎勵會，以及 1910 年代中期之後的北部野球協

會、漕艇協會、北部庭球協會、二葉會為主。其中體育俱樂部於 1916 年因為各

項運動協會成立，各種比賽獨立發展，體育俱樂部無法「統率包容此些許大團體」

因此解散。43而臺灣體育獎勵會最大之業務，則非舉行比賽與組織統籌，而是發

行《臺灣運動界》、《運動と趣味》等刊物。44 

此外，到了 1920 年（大正 9），由於北部棒球協會、漕艇協會、北部庭球協

會加上三井會社台北支店近藤敏夫設立的二葉會、相撲團體宿彌會等，許多機構

分散體育的資源，加上鑑於歐戰後各國發展國民體育風氣而成立的大日本體育協

會的影響，台灣因此出現統合體育團體的聲音，致力於發展國民體育與參與國際

競技會的需求，而首任名譽會長下村宏亦在籌備階段說明台灣體育常有指導者出

於苦無經費之事，故需成立統合性機構，以籌募相關基金。45 

二、「體協」成立的宗旨 

「體協」在其成立宗旨中，指出係為健全國民之身體，充實精神而進行體

育之獎勵。46藉下村宏的話來說，發展國民體育固然有在國際上爭勝為國爭光的

意義，同時對於日本人而言，也具有「為日本民族體格向上改善」的功能，對本

島人而言則是「本島人之體質氣分，非不適也…，所欠者惟體育之獎勵耳」，希

望能增進本島人運動之風氣。47除此之外，提倡體育運動更具有日台融合的意

義，體協理事林熊徵指出，內台親善是台灣發展的根本問題，內台親善說的容易

做得難，但在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後，透過體育不僅讓台灣躍出「絕海孤島」，更

具體的實現內台親善與融合。48換言之，此處所指之融合，係指日本與台灣的體

育交流之意義，把台灣編入日本帝國體育圈的過程，視之為走出絕海孤島，因此

                                                 
43 〈俱樂部解散散後〉，《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9 月 9 日，6 版。 
44 臺灣體育獎勵會之討論詳見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政

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頁 124-127。 
45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16-17。〈臺灣體育協會愈愈成立す 二十一日久邇宮殿下の御

台臨を仰ぎ發會式を擧行す〉，《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9 月 28 日，7 版。 
46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設立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6810 冊 6 件，1920 年 1 月

1 日。 
47 下村宏，〈觀臺灣體育協會（三）〉，《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0 月 29 日，3 版。下村宏，〈觀

臺灣體育協會（一）〉，《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0 月 26 日，6 版。 
48 林熊徵，〈內臺親善の楔〉，收錄於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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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臺融合所指，係從協力者與統治者的關係，說明台灣被編入日本體育架構之意

義。 

57 

 

                                                

台灣出現統合體育團體的期待，一方面希望將台灣放在日本殖民帝國體育

行政與體育對外交流的架構下，所以下村宏在體協首次舉行運動會後，便認為台

灣田徑運動的標準，不應獨自設置台灣標準紀錄而應以日本標準紀錄為準，49

此外，體協成立次年（1921 年），為參加遠東運動會，「體協」在台北、台中、

台南各地舉行預選會徵選參加選手，50不僅田徑運動，棒球與網球、游泳也在此

後透過島內選拔，推派參加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明治神宮大會等比賽的選手

與隊伍。

而統合的另一層意義，係指島內運動發展的統合。1910 年代以降，運動團

體蓬勃發展，各自獨立，前文論及之北部野球協會可為顯例。另外，就自行車比

賽而言，則由業者自行舉辦，漕艇則由稅關、鐵道、台灣銀行、郵船、商船等大

公司支援發展。51而在台北之外，各地運動機構也紛紛出現，以棒球為例，1915
年 9 月，以台南廳長松木茂俊為會長的南部野球協會成立。521916（大正 5）年

12 月，以嘉義廳長為會長，具有四隊棒球隊為規模的嘉義野球協會成立，且各

自蓬勃發展。53臺灣體育協會成立之初，所意謂之「統合」事宜，係針對 1920
年左右，體協在對內支援島內發展與對外參與日本全國規模比賽等需求而成立。 

由於一方面要對應於銜接日本本國的發展，一方面又具有對內統合的意

味，故而以相對應於大日本體育協會之名稱的臺灣體育協會為名。以台灣為名，

更具有統一台灣全體之意味，並以獎勵體育發展，健全國民身體與充實國民精神

為目的。經過 1920 年 6 月 25 日及 7 月 27 日的會商，10 月 21 日為配合日本皇

族久彌宮殿下抵台訪問，舉行運動會兼「體協」發會式，54後在 11 月 11 日以「財

團法人臺灣體育發展協會」為名申請設立。55 

三、「體協」的組織與人事架構 

臺灣體育協會由下村宏具名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設立為財團法人，常務理事

為新元鹿之助，理事為高木友枝、中山秀之、木村匡、相賀照鄉、羽鳥精一、林

熊徵。監事為李延禧、武藤珍五郎、川崎卓吉。規則中規定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

為名譽會長，執行會務之理事與監察會務之監事均由名譽會長選任，支部長也指

 
49 下村宏，〈觀臺灣體育協會（五）〉，《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1 月 3 日，5 版。 
50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台北：臺灣體育協會，1933 年）。頁 8。 
51 〈俱樂部解散散後〉，《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9 月 9 日，6 版。 
52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185。 
53〈地方近事 嘉義 野球協會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 年 11 月 25 日，3 版。 
54 〈宮殿下の御台臨を仰ぐ晴れの舞臺に技を競ふ南國の健兒 最善を盡して汝の敵と戰かひ

然して敵を愛せよと下村名譽會長の訓示〉，《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0 月 22 日，7 版。 
5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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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地行政首長出任，會務機構設在臺灣總督府文教局。56從其名譽會長、支部

長、理事與幹事之選任，可見其與北部野球協會的「會長與副會長係由理事會決

議推薦之，而理事則為各隊代表擔任，接受會長的指導執行會務」的狀況大不相

同。甚至負責會務運作的常務理事，1925 年之後，亦由文教局長出任，57因此，

「體協」雖為財團法人，但所具之官方色彩也是相當清晰。 

「體協」成立之初，設立總務、會計、陸上競技、野球、庭球、相撲等部

門，1923 年設立水泳部，1929 年則有各種球類運動的球技部，1930 年則將庭球

部分為軟、硬式，581939 年，則為面對戰爭的來臨強化國民體力之需，預計新設

保健與企劃等兩部。59各部之組織化，首由人事的安排著手，體協成立後於同年

12 月 11 日，依協會規程規定，指派各部部長與幹事，常務幹事得視需要設置評

議員與委員。60此後，體協便以各部為其架構，主辦各項以臺灣體育協會為主辦

名義的比賽。 

在此組織架構中，體協野球部部長、幹事、評議員等幹部如表 1-3： 

表 1-3  1920 年至 1940 年「體協」野球部幹部名錄 

年度 部長 幹事與評議員 
1920 年

-1922 年 
音羽守(鐵道

部汽車課長)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高橋俊平（臺北廳稅務出

張所所長）、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1923 年 加福均三(專

賣局兼中央

研究所技師) 

武田義人（專賣局技師）、湯川充雄、山岡靜雄（鈴

木商店店員）、內田又四郎（財務） 

1924 年 加福均三(專
賣局兼中央

研究所技師) 

幹事：湯川充雄 
武田義人、山岡靜雄、內田又四郎 
評議員：坂垣四十六郎（臺北第一中學校教諭）、中

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平澤龜一郎（臺北廳技

手庶務課）、吉成鐵雄（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教

授）、鮫島清（臺灣總督府稅關監定官補）、野ヶ村

納、後藤保之輔（實業）、濱田規一（臺灣商工銀行

文書課長）、神代勉一（三井物產）、田代太一（臺

灣銀行）、千倉豐（鈴木商店臺北支店）、細川健一、

東島清次、大槻綱彥、柘大雄、上妻理人 
1925 年 加福均三(專

賣局兼中央

研究所技師) 

幹事：湯川充雄、山岡靜雄、內田又四郎、武田義

人（財務） 
評議員：坂垣四十六郎、中村俊二、平澤龜一郎、

                                                 
56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8、10。 
57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政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9。頁 135。 
58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台北：臺灣體育協會，1933 年）。頁 30-32。 
59 〈體協理事會 企畫保健の二部新設 明年度豫算事業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3 月

29 日，8 版。 
60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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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成鐵雄、鮫島清、野ヶ村納、後藤保之輔、濱田

規一、神代勉一、田代太一、千倉豐、細川健一、

東島清次、柘大雄、上妻理人、大槻綱彥 
1926 年 加福均三(中

央研究所工

業部長) 

幹事：尾崎伸榮、山岡靜雄、速水和彥、武田義人、

片山浩三（工務課長）、中村俊二 
評議員：坂垣四十六郎、平澤龜一郎、吉成鐵雄、

鮫島清、野ヶ村納、後藤保之輔、濱田規一、神代

勉一、東島清次、上妻理人、大槻綱彥 
1927 年

-1931 年 
加福均三(中
央研究所工

業部長) 

湯川充雄、中村俊二 

1932 年

-1936 年 
加福均三(中
央研究所工

業部長) 

幹事：湯川充雄、內田勝（遞信部主計係） 

1937 年

-1940 年 
日下辰太(臺
灣拓殖會社) 

湯川充雄、內田勝、野ヶ村納、片山潑（中央研究

所） 
資料出處：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31-32。各年度《總督府職員錄》。田中一二編，《臺

灣年鑑》，昭和 12 年，449 頁。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昭和 13 年，頁 445。田中一二編，《臺

灣年鑑》，昭和 14 年，頁 440。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昭和 15 年，頁 513-514。田中一二編，

《臺灣年鑑》，大正 13 年，頁 462-463。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大正 14 年，頁 413。田中一

二編，《臺灣年鑑》，大正 15 年，頁 422。1933 年到 1936 年名單，係根據前後年度推測，名單或

有增減。評議員名單並不完整，不代表其餘各年度沒有評議員。漢珍數位圖書製作，「台灣人物

誌」檢索系統。〈片山浩三氏（工務課長）〉，《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9 月 27 日，1 版。〈督府

勲章傳達式〉，《臺灣日日新報》，1927 年 1 月 13 日，1 版。〈千倉豐氏（鈴木商店臺北支店）〉，《臺

灣日日新報》，1923 年 4 月 30 日，2 版。 

從表 1-3 得知，「體協」野球部幹事具有如下的特點： 

1、體協幹部大致上以北部野球協會之幹部為主，首先就野球部長而言，首

任部長音羽守為北部野球協會時代勁旅鐵團的代表（理事），而後在 1923 年，原

北部野球協會創辦時的理事長加福均三，於 1917 年轉任高雄的台灣肥料株式會

社，61因此在 1920 年體協成立之初，未擔任野球部幹部，直到 1922 年 10 月，

原在高雄任職台灣肥料株式會社、高雄街長的加福均三，取得博士學位且北上轉

任中央研究所技師，62次年，加福均三便接任體協野球部長一職，直到 1937 年，

才由曾任台中州知事、時任台灣拓殖理事的日下辰太擔任。63 

                                                 
61 加福均三在大正 6 年至高雄的肥料會社工作，因此在 7 月 29 日在新公園舉行送別試合。湯川

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7。 
62 〈加福氏授博士號〉，《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11 月 5 日，6 版。 

59 

63 明治 18 年 10 月 22 日出生的加福均三，畢業於明治年間日本棒球風氣最為興盛的第一高等學

校，並為棒球隊主將，明治 39 年 4 月 6 日，一高與三高的首度對戰中，加福均三為右外野第

四棒。大正五年後，歷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技師兼中央研究所技師、臺灣肥料會社技師長、

大日本人造肥料會社技師、高雄街長、帝國在鄉軍人高雄會長、高雄州協議會員、中央研究

所技師兼專賣局技師、臺北帝國大學教授等職，為從四勳四支之高級文官，並獲理科博士學

位。換言之，加福均三不管在棒球的閱歷，官場的資歷乃至學識，均足以在台灣棒球界領導

眾人，此亦為加福均三主掌 1923 年以降體協野球部部長之主要原因。大和球士，《真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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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幹事與評議員而言，速水和彥、高橋俊平、湯川充雄、中村俊二、野々

村納、內田又四郎、大槻綱彥、中村俊二等體協野球部幹事，均為北部野球協會

創辦之初或之後，相繼被任命為理事、裁判等職務者。因此，由於「體協」原為

北部野球協會等單位合併而來，初期幹部均沿用北部野球協會的幹部，這也說明

日治時期北部棒球界人士為台灣棒球行政運作之基礎。 

2、體協野球部之幹部的身分，未必官職高人一等，而大多在棒球素養足以

服人，速水和彥、野々村納、中村俊二、內田勝等人，均為舊制高等學校與六大

學等著名棒球隊出身者，在台灣期間除負責棒球行政事務之外，均曾擔任裁判、

教練等職務。 

3、體協野球部的部長、幹部，幾乎均為官方系統出身之人居多，音羽守、

加福均三等均在任官期間出任部長，而日下辰太服務的台拓，亦為官方所主導之

會社，而在幹事方面，除長期主辦或後援棒球比賽的臺灣日日新報代表湯川充雄

以及任職於鈴木商店的山岡靜雄外，幾乎均為任職於官方單位者，這也說明殖民

地的棒球行政，具有較強的官方色彩。 

4、由於體協野球部幹部沿用北部野球協會幹部，也多為具有棒球基礎，因

此，體協野球部幹事與評議員均由在台日本人出任，即便 1930 年代之後，台灣

從事棒球運動的選手，亦有出類拔萃之人，但名單中均未見台人出任。 

綜言之，體協野球部以具有棒球豐富閱歷之北部在台日本人為主導，由於

參與者官方背景色彩強烈，也可說主導台灣棒球行政之力量，是由官方有關者為

主，民間社會的棒球資源，並不具主導力。約當同時，日本實業棒球蓬勃發展，

與此相較，台灣棒球之發展，民間資源投入者不如官方，事實上，從台灣參與都

市對抗賽多由地方政府主導，而實業之力量反而較弱的現象來看，此亦為殖民地

台灣棒球發展特色。 

貳、「體協」之經費 

一、「體協」會費徵收與募款 

「體協」之成立有統合島內體育發展、加強內台體育交流的功能，幹部也

多由官方人士出任，而其運作之經費由何而來，亦為理解「體協」功能與任務的

重要切入。 

1920 年 11 月，臺灣體育協會設立之初，其財產有現金二拾圓、運動器材一

千三百七十圓。64為圖增加收入，推動其成立宗旨所宣稱的透過體育活動的鼓

勵，健全國民身體充實其精神。「體協」成立之初，便由會費、募款與補助等管

                                                                                                                                            
野球史明治篇》，東京：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1977。頁 208。漢珍數位圖書，「台灣人

物誌」檢索系統。 
64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設立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920 年 1 月 1 日，6810 冊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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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增加收入。 

首先，就會費的招募而言。臺灣體育協會正式成立前，1920 年 9 月 27 日，

下村宏在其官邸邀集相關人士就協會成立之事召開協議會時，指出體協所面對的

狀況為： 

一、台灣運動風氣興盛，但缺乏統一的機關。 

二、指導者等的經費缺少，運作有困難。 

三、以財團法人之名組織臺灣體育協會，用各種方法籌募基金，並用此基

金產生之利息子作為經常支出，以支付各種運動競技會的費用。 

四、該費用年額約需一萬圓，因此在基金能產生利息前，先組織會員徵收

會費，及許可有特殊贊助之事。65 

1921 年 1 月 15 日，「體協」確立會員招募與會費等相關事項，規定特別會

員、一般會員的月費分別為 50 錢與 10 錢，3 月召開預算會議，會中指出會員 593
名、會費月收 185 圓，但以此收入支應會務運作明顯不足。66 

1922 年，「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規程」中，會費的收取依會員不同分為四

級，如：一、名譽會員需有特別功勞且曾捐贈金百圓以上和名譽會長的推薦，二、

特別會員則需月繳金五十錢，三、普通會員每月會費十錢，地方支部可視情況對

前二者會費有所增減，團體會員如學校、軍隊會費另外規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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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樣來自社會資源的經費，係透過募款的管道，「體協」成立之初，

由於收入不足會務推展困難，因此決定以兩萬圓的基本金為目標，展開寄附捐款

勸募，此目標並於 5 月達成。此外，也接受新元鹿之助的捐款 2,016.24 圓。681921
年（大正 10）9 月，下村宏離職返日就職於大阪朝日新聞社，臺灣體育協會繼任

者賀來佐賀太郎等倡議，以「海南博士紀念事業」為名，預計招募 15,000 圓經

費，作為體育協會基金，69此項由賀來佐賀太郎擔任基金管理人的募集行動，在

1922 年（大正 11）6 月 13 日與 9 月 2 日，為臺灣體育協會挹注 25,523.1 圓以及

1,073.7 圓。70同年，另有糖業聯合會寄附金 5,000 圓與青池諭寄附金 500 圓，71

這些款項為體協成立之初，提供體協重要的運作基礎。

 
6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49。 
66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8。 
67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10。 
68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8。 
69 〈海南博士紀念事業は官民から一萬五千圓を募つて 體育協會の基金とするに決す〉，《臺灣

日日新報》，1921 年 8 月 16 日，7 版。 
70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9。根據音羽守的回顧，臺灣體育協會創辦之初，經濟景氣因此

三井、與製糖會社的捐款兩萬五千多圓。〈本島體育界の囘顧 今後とも是非運動は 獎勵發

展せしめたい〉，《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12 月 28 日，2 版。 
71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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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與財團法人的補助 

會費的規劃與募款，為體協成立之初所規劃。就相關資料顯示，在體協初

期之運作，會費為往後常態性的收入，但顯然並非主要收入，而寄附募款則為運

作初期所採取的手段，並非長久之計，故而體協之運作，主要之收入係來自官方

以及相關財團法人的補助金。 

補助款主要來自以推廣體育為名的財團法人，如田財團、內田財團、伊澤

財團等，以及臺灣總督府的補助。一般來說，「體協」會在會計年度結束前提出

下個年度希望補助金額，並於下個會計年度即將開始前獲得補助。72 

1924 年總務長官後藤文夫倡議成立田健治郎財團，紀念任期近五年、並於

1923 年 9 月卸任的田總督。此議得總督府各單位代表與重要民間人士的支持，

以募集五萬圓為目標，由於田總督任內著重於文教事業的推動，因此田財團的成

立便以獎勵體育為其成立之目的。由後藤文夫擔任團長的田財團，資金的募集在

1926 年 11 月達到 47,000 圓，1927 年基金總額約為 50,717 圓，其中銀行與會社

所佔就達兩萬八千多圓。73其次，具有一萬圓基金規模，紀念內田嘉吉財團亦以

獎勵體育為其設置目的。74 

1937 年的年度預算中，田財團的補助金為 1,800 圓，內田財團則為 500 圓。

另外，台灣教育會補助金則有 600 圓。除田財團、內田財團係以獎勵體育為其設

置目的而補助外，台灣教育會的補助，應係與體協共同舉辦全島學校教員陸上競

技大會、全台灣青年團陸上競技大會等活動，故由台灣教育會補助若干金額。75 

再者，就總督府的補助而言，由於資料的限制，筆者僅能以 1928、1932、

1937、1938 年等年度體協收入預算表中，觀察各項收入來源及其所佔比重。 

表 1-4  1928、1932、1937、1938 年度體協收入預算表 
1928 年體協收入預算 1932 年體協收入預算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財產收入 2,165 財產收入 1,800 
補助金 8,000 補助金收入 7,042 
雜收入 400 雜收入 2,455 
繰越金 800 內地中等學校試合收入 3,000 
 繰越金 900 
合計 11,365 合計 15,197 

                                                 
72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18-20。 
73 〈田財團寄附金 處分方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 年 1 月 26 日，1 版。 
74 〈前二總督財團 議定運用法〉，《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11 月 12 日，4 版。 
75 〈第二囘全臺灣小公學校教員陸上競技大會要項〉，《臺灣教育》，1931.7，348，頁 138-139。

或在 1939 年，臺灣教育會則出資 200 圓，用於與臺灣體育協會共同舉辦教員陸上競技大會。

〈台灣教育會本年度豫算中の二、三〉，《臺灣學校衛生》，4（1939.6），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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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年體協收入預算 1938 年體協收入預算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動產收入 1,300 動產收入 1,300 
總督府補助金 18,442 總督府補助金 18,442 
田財團 1,800 田財團 1,800 
內田財團補助金 500 內田財團補助金 500 
台灣教育會補助金 600 台灣教育會補助金 600 
雜項收入（包含棒球

與相撲門票收入） 
2,665 雜項收入 1,073 

臺菲水上競技賽 5,550 繰越金 200 
合計 30,857 合計 23,915 

單位：圓 
資料來源：〈臺灣體育協會昭和三年度經理竝事業豫定計畫書〉，《臺灣教育》，303（1928.5），

頁 148。〈内地中等學校野球團を 今夏臺協で招聘 體協の本年度豫算、事業決定〉，《臺灣日

日新報》，1932 年 4 月 16 日，7 版。〈”オ”大會に主力集中 臺灣體協の積極豫算 二萬二千餘

圓の飛躍的增加で 旺んな新規事業遂行／收入豫算〉，《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3 月 31 日，7
版。〈臺灣體協理事會 豫算、事業案可決 河村理事核心を衝く〉，《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3
月 31 日，7 版。 

由表 1-4 之數據計算，可得知總督府的補助在 1937 年佔 59.7％、1938 年佔

77.1％等年度，幾乎超過體協年度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實為臺灣體育協會主

要收入來源。1928 年與 1932 年補助款則佔 70％、佔 46％，雖未言明來自何者，

但以內田財團、田財團在 1928 年時已成立的情形來看，此二年度的補助金應包

含兩財團。 

至少從 1937、1938 等兩個年度，可知臺灣總督府補助超過收入的半數以上。

臺灣總督府之所以為臺灣體育協會主要補助者，係因臺灣體育協會為「明治神宮

競技大會」、遠東運動會、奧運選拔賽、「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等各種不同運

動賽事的主辦者，透過此些賽事選拔選手赴日參賽。在此過程中，不僅各項比賽

的費用須由體協負擔，選手至日本比賽亦須由體協補助經費，如 1928 年的預算

收入 11,365 圓中，便有 4,420 圓之多用於派遣選手赴日比賽或相關準備金（該項

支出為總務部門下，總務部門下支出預算為 8,079 圓）。761937 年，預算收入為

31,157 圓，總務部支出為 14,526 圓，其中第 12 屆「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的選手

派遣費用，就達六千多圓。77 

體協主辦的「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全國都市對抗賽」、「全國中等學

校選拔野球大會」等比賽的台灣選拔賽，因此在體協野球部年度預算中，亦分別

編列預算以供支應此些賽事的支出，如 1928 年（昭和 3）為 672 圓、1934 年（昭

                                                 
76 〈臺灣體育協會昭和三年度經理竝事業豫定計畫〉，《臺灣教育》，309（1928.5），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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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オ”大會に主力集中 臺灣體協の積極豫算 二萬二千餘圓の飛躍的增加で 旺んな新規

事業遂行／收入豫算〉，《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3 月 31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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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為 1,140 圓、1937 年（昭和 12）1,440 圓、1938 年為 490 圓。78 

由於「體協」所扮演之角色，係代替臺灣總督府執行由日本內地主辦，範

圍包含日本內地與其他殖民地之日本殖民帝國境內，全國性運動賽事的選手選拔

與派遣。故而相關經費除財團寄附金外，主要由總督府透過補助的方式，支持其

事業。 

參、「體協」野球部的棒球事業 

一、各項比賽的主辦 

1920 年臺灣體育協會以總督府要員為領導核心，透過財團法人的型態而成

立，整合台灣先前多頭馬車的體育組織，一方面作為臺灣島內體育運動行政的最

高組織，統籌島內體育運動的發展，同時，作為日本內地所舉行之全國規模運動

賽事的對口單位。 

體協成立之初，於 1922 年的「臺灣體育協會處務規程」中規定，野球部之

執掌事務，包括野球的普及與發達、野球競技會相關事項、野球部支出預算相關

事項、野球用具保管相關事項。79 

一般而言，體協主辦之比賽可以中等學校、都市對抗與少棒等爭對不同年

齡層與不同性質之比賽為主。80這其中也涉及到島內外棒球事務整合推動的問

題。 

以社會人士為主的全島棒球大會為例，體協成立後，初期舉辦比賽依舊以

台北為主，從 1921 年到 1926 年一共舉行六次的台北大會，而此同時，中、南部

比賽並未放在體協的架構下推動，因此 1922 年的第一回高雄州大會是由嫩團主

辦，1921 年的南部大會由台南野球協會主辦，1925 年開始的高雄大會，則是由

1924 年成立的高雄野球協會主辦，1926 年由於體協高雄支部成立，高雄野球協

會散會，高雄大會改由體協系統下舉行。81至此之前，各地均有棒球組織自行推

動。 

1925 年 6 月，臺灣日日新報主辦、體協後援下舉行五州二廳的全島大會，

同年 12 月台灣新聞社主辦四州對抗賽（台南未參加），次年，12 月新竹共進會

舉行五州優勝會。換言之，1925 年之後，全島性對抗賽盛行，到了 1927 年，由

                                                 
78 〈臺灣體育協會昭和三年度經理竝事業豫定計畫書〉，《臺灣教育》，1928 年 5 月 1 日，頁 148。

〈體協新年度の 事業決まる 收支豫算、臨時會計豫算も承認 きのふ理事會で審議〉，《臺

灣日日新報》，1934 年 3 月 28 日，7 版。〈”オ”大會に主力集中 臺灣體協の積極豫算 二萬

二千餘圓の飛躍的增加で 旺んな新規事業遂行／收入豫算〉，《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3
月 31 日，7 版。〈臺灣體協理事會 豫算、事業案可決 河村理事核心を衝く〉，《臺灣日日

新報》，1938 年 3 月 31 日，7 版。 
79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台北：臺灣體育協會，1933 年）。頁 11。 
80 〈體協主催の三野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24 日，夕刊 4 版。 
8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0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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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主辦第一回舉行全島大會，82該項比賽每年舉行，主要以各州體協支部為代

表，到了 1930 年，本項賽事舉行時間，因台灣參與大阪每日新聞舉辦之都市對

抗賽，而舉行台灣預選賽，此後每年六、七月之際，舉行的比賽就專為都市對抗

賽之預選而設，而原先島內支部對抗性質的比賽，則依舊舉行，惟時間多在 9
月到 12 月舉行，此項名為「全島體協支部對抗野球」的比賽體協亦為主辦者。83 

其次，1920 年代以降，隨著日本內地少棒運動普及之風傳至台灣，台灣也

開始推廣少棒運動，少棒運動推廣不分小、公學校，其目的如同三卷俊夫指出是

藉由「我校」之勝利，培養學生「我國」之勝利的精神，發揮大和魂，為陶冶團

結的國民性等而推廣，最初大約在 1920 年（大正 9）左右，84後在台灣新聞社主

辦下，各地大會在大正 10 年之後陸續舉行，然而對於少棒運動的爭議不斷，85

因此，少棒賽便由臺灣體育協會主辦，1929 年，由體協主辦，及其支部的合作，

舉行台灣史上首次的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全島少年棒球的發展一連舉行三年，

1932 年依慣例應舉行第四屆，但因日本文部省頒佈「野球統制令」而禁止勞師

動眾的少棒對抗，全島少年棒球賽因此取消。86 

而就「體協」對台灣棒球與日本內地交流的棒球體育行政而言，主要為主

辦「都市對抗賽」與「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等兩項被視為將臺灣整合進日本

棒球架構的重要賽事。這兩項比賽大抵由臺灣體育協會作為官方的對口單位，舉

例來說，1922 年（大正 11）大阪朝日新聞社希望臺灣派遣球隊參加，「全國中等

學校野球大會」的照會單位，即為臺灣體育協會。871923 年（大正 12），臺灣首

次派隊參與「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時，所舉行的選拔賽，亦由體協主辦。881930
年台灣首次參加東京日日新聞社所舉行的都市對抗賽，台灣的選拔賽，其主辦者

亦為體協。891933 年（昭和 8），臺灣首次參加「全國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

體協亦為主辦者。90 

事實上，這三項攸關台灣代表選拔的比賽，皆為體協棒球部每年度主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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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11-532、626。 
83 關於都市對抗賽台灣預選與「全島體協支部對抗野球」，請參閱田中一二編各年度之《臺灣年

鑑》。 
84 大正 9 年 12 月 5 日，依據報紙記載台灣最早的少棒運動在台南公園，由台南市的第一小學校

與僑仔頭小學校比賽，台南第一小學校大勝。大正 9 年 12 月 12 日，綠熱團主辦的台南少年

野球大會，學生緊張而頗為趣味，廣江中學校長開球，第一公學校、第一小學校、第二小學

校、橋仔頭小學校等，比賽分尋常科與高等科，均由第一小學校獲勝，賽後各隊在綠亭舉行

茶會，廣江中學校長，帶領大家三唱少年野球會萬歲，並頒給優勝隊伍優勝旗。〈少年野球

仕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年 12 月 7 日，2 版。〈台南少年野球大會〉，《臺灣日

日新報》，大正 9 年 12 月 14 日，7 版。 
85 相關批評可見〈兒童の野球爭霸戰犧牲は莫大〉，《台灣新民報》，1930 年 8 月 9 日，22 版。 
8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293。〈全島少年野球取止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1 日，2 版。 
87 〈中學選手中止〉，《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7 月 16 日，6 版。 
88 〈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7 月 13 日，9 版。 
89 〈全國都市對抗野球 第一回臺灣豫選〉，《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7 月 7 日，7 版。 
90 〈北一中優勝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6 日，3 版。 

 



第一章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 

賽事。91一般來說，「體協」主辦賽事，會先就工作小組進行規劃，例如 1933 年

全國中等學校野球選拔大會的舉行，體協便先組成銓衡小組，成立臨時組織以因

應之，成員包括「體協」野球部長、幹事以及各支部野球部長，亦即透過體協領

導各支部主辦的方式進行。92 

對於主辦者而言，舉凡賽前大會委員的開會，以及參加球隊的抽籤等事宜，

甚至比賽前的座談會等。93或者決定比賽的進行方式，例如都市對抗賽在 1933
年後採用兩次預選方式決定代表權等，都透過「體協」的體制產生決議。94 

再者，「體協」可說是台灣體育界的最高領導單位，因此島外球隊來訪，或

者島內球隊出訪日本前夕或者回台之後，「體協」皆以官方代表宴請相關隊伍。

例如六大學棒球隊訪台，多由臺灣日日新報主辦，但臺灣體育協會亦多會出面招

待來訪球隊，例如 1930 年 1 月慶應大學棒球隊離台前夕，便由「體協」宴請，

不僅野球部幹部出席，連「體協」常務理事，如杉本文教局長，亦出面致詞。95 

二、建立比賽的權威 

「體協」的功能不僅在主辦棒球比賽，對於建立棒球的權威亦為其重要的

業務。首先就規則的統合而言，1915 年北部野球協會成立，「全國中等學校野球

優勝大會」也在當年 8 月首次舉行，主辦單位鑑於規則必須有統合的必要，而於

賽後主辦單位大阪朝日新聞邀請日本棒球權威橋戶信主導完成日本首部棒球規

則，並刊於 1916 年的《朝日野球年鑑》，此規則獲得 1916 年 2 月成立的日本審

判協會的認定，成為日本日後主要的棒球比賽規則，也是大正後期以降，台灣棒

球界所公認的棒球規則。96不僅大阪朝日新聞主辦的「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

                                                 
91 可從 1928、1929 年、1931、1932、1933 年、1937 年等年度的體協行事中，可得知體協為這三

項比賽的主辦者。請參考〈臺灣體育協會昭和三年度經理竝事業豫定計畫書〉，《臺灣教育》，

309，（1928.5），頁 149。〈昭和四年度に於ける 臺灣體育協會の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3 月 14 日，6 版。〈臺灣體育協會昭和六年度事業豫定表〉，《臺灣教育》，345，﹙1931.4，

頁 129。〈臺灣體育協會昭和七年度事業豫定表〉，《臺灣教育》，358，﹙1932.5﹚，頁 127-128。 
92 〈全國中等學校野球選拔大會 銓衡委員委囑〉，《台南新報》，1933 年 12 月 8 日，夕 2 版。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委員長 加福均三 野球部長 
副委員長 速水和彥 臺北支部野球部長 

湯川充雄 野球部幹事 入佐藤次郎 臺中支部野球部長 
內田勝 野球部幹事 櫻田利邦 嘉義支部野球部長 
野野村納 野球部幹事 杉村隆富 臺南支部野球部長 
後藤保之輔 臺北支部野球部幹事 中村一造 高雄支部野球部長 

委員 

村僑昌二 總務部幹事   
 
93 〈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7 月 13 日，9 版。 
94 〈高雄で第一次豫選 第二次豫選は臺北 都市對抗野球問題で きのふ關係者の墾談會〉，

《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2 日，7 版。 
95 〈去るに臨み 最後の午餐會 體協主催で鐵道ホテルに〉，《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1 月

10 日，夕刊 2 版。 
96 大和球士，《真說日本野球史大正篇》，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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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灣選拔賽使用此規則，1920 年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後，舉行第一回台北大

會，亦採用朝日新聞編定的規則。97 

除透過指定棒球規則建立棒球的運作規範之外，體協也扮演起仲裁的權

威，如 1921 年醫專與高商的棒球賽發生衝突，此比賽係因醫專加油隊的不當舉

動，引發雙方的衝突，進而導致高商退場放棄比賽的事件，最後此事由音羽守野

球部長與體協理事木村匡出面協調化解糾紛。98 

對於棒球賽而言，建立具有信服力的裁判權威，是提高公信力的重要途徑，

因此「體協」主辦的球賽，大抵由具有六大學棒球隊背景的人出任裁判，99而裁

判長則由野球部長加福均三擔任。1001938 年，「體協」甚至計畫籌設野球審判協

會。101 

綜言之，體協及其支部等組織，統籌島內棒球事務的發展，舉凡全島規模

的比賽以及由日本舉辦全國性比賽的台灣預選賽，率皆由體協出面辦理，體協透

過規則、裁判、裁決糾紛等方式，建立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作的基礎。 

肆、「體協」野球部與棒球統制 

一、「野球統制令」與台灣棒球發展 

體協不僅透過棒球比賽的舉行，推廣棒球運動，對於執行符合官方認可的

野球統制之任務，亦為其事業發展重心。體協因此成為 1930 年代以降，日本政

府統制棒球政策在台執行機構。 

1920 年代，日本棒球隨大正民主的風潮而蓬勃發展，校際間棒球對抗風氣

普遍，各種全國大賽隨之舉行，棒球成為學生體育運動發展的重心，棒球也在日

本民間社會中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成為大眾文化關注的焦點。102於此同時，學

生棒球因為校際比賽產生的加油過度熱情、影響選手學業與健康的問題、入場

費、學校宣傳與選手明星化等問題，都讓棒球的發展逸脫常態，因此遭致批判，

這樣的批判其淵源早自 1911 年東京朝日新聞發起的「野球毒害論」的討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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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湯川充雄，《臺灣棒球史》，頁 63。 
98 〈學生は學生らしく 釋然として和解〉，《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1 月 19 日，7 版。 
99 例如體協主辦的 1927 年第一回全島大會，便是由六大學出身的中村俊二、野々村納等擔任主

審。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511。 
100 〈血を湧かせた野球戰〉，《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9 月 22 日，夕刊 2 版。 
101 〈球界の不振を打開 臺比野球を企畫 審判協會も設立か／協議事項〉，《臺灣日日新報》，

1938 年 4 月 11 日，8 版。 
102 將甲子園棒球放在關西大眾文化的脈絡下檢視的研究，請參閱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

と余暇文化》，（東京，同文館，1996）。竹村民郎亦指出明治文化以夏目漱石為代表，菁英性、

禁慾的、倫理的等特質，以及具有漢學與儒教主義的東洋文化色彩。而大正文化則是大眾文

化的成立，都市市民自由的生活感覺以及相應而生孤獨感基調。竹村民郎，《大正文化  帝國

のユートピア》，（東京：三元社，2004），頁 125。 
103 加賀秀雄，〈わが国における 1932 年の學生野球の統制について〉，《教育學部紀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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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年代後半，由於日本國內發生金融危機，國民生活窮乏化，以爭取生

活權利為主的勞工運動，動搖天皇制國家的基礎，日本政府開始透過對運動體制

的操作形塑國民意識形態，1928 年以降的全國體育運動主事會議開始將體育運

動的發展，重心放在「國民思想的善導」之事。1931 年 7 月起，體育運動審議

會經歷 16 次的討論，決議規定「健全野球發展的施行方法」。1932 年 2 月，任

命 17 位野球統制臨時委員，並在 2、3 月間討論各種學校棒球發展的統制原則。

1932 年 3 月 28 日以學生野球為統制對象的管制方法，透過文部省訓令第四號公

布「野球ノ統制竝施行二関スル件」，亦即俗稱的「野球統制令」。104 

朝鮮總督府對於野球統制令的反應，要比台灣來得正式，1932 年 9 月 1 日

「總督府訓令第五十六號」公布，實施文部省訓令第四號公布「野球ノ統制竝施

行二関スル件」。105台灣並未用同樣的方式回應，但卻在實際發展面上造成影響。 

例如，野球統制令對少棒比賽的規定重點大致如下：未經校長認可的比賽

禁止參加、禁止參加必須投宿才能參加的比賽、僅可參加府縣以及市町村等體育

團體主辦的比賽，營利企業主辦者不能參加、比賽僅能利用星期六下午以及休假

日、禁止收取入場費及寄附金與贈品等、禁止組織啦啦隊等。此規定導致日本以

東京與京都為主的兩個全國少棒比賽中止舉行。106相同地，1929 年體協主辦的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因應 1932 年的野球統制令，體協於 4 月決定停辦該項比

賽，州下比賽則照舊舉行。107而台北市教育評議員會也決定今後不參加台北州下

野球大會。108 

對於中等學校而言，僅承認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選拔中等學校野

球大會、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等三項全國大會、地方大會和府縣大會，由府縣體育

團體主辦，每年 1 次、與縣外隊伍的對戰，必須得到府縣體育團體的承認、比賽

時間限於星期六下午和假日、票價徵收需得到文部省承認的比賽、票價的收支決

算有向文部省報告的義務、留級選手禁止出場、學生禁止參加俱樂部隊，同時也

禁止收取會場費、比賽經費、體育團體經費等目的之外入場費，不得為與比賽隊

                                                                                                                                            
（1988.3），頁 4-6。 

104 加賀秀雄，〈わが国における 1932 年の學生野球の統制について〉，頁 6、9-11。野球統制令

的新研究可參閱中村哲也以 1934 年六大學學生棒球聯盟為例，討論了大學棒球如何在嚐試自

治、實施無教練制度、一場決勝負制度，並引入國家認可價值的夾縫中發展，直到因戰時體

制的來臨而最終潰散。中村哲也，〈「野球統制令」と学生野球の自治―1930 年代における東

京六大学野球を中心に―〉，《スポーツ史研究》，20（2007.3），頁 81-94。或中村哲也，〈近

代日本の中高等教育と学生野球の自治〉，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論文，2009。第五章〈戦時体

制下におけるスポーツ政策の展開と学生野球の「弾圧」〉的討論。 
105 羅絢成，《韓國體育史》，（首爾：文泉社，1963 年），頁 196。 
106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

頁 84-86。 
107 〈全島少年野球 取止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1 日，夕刊 2 版。 
108 〈少年野球 に參加せず市教育評議員會で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4 日，夕

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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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無關的學校加油、加油時也要穿著學校制服與帽子。109 

因應此規定當年度的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入場免費，但要坐在觀眾席則需花

費一圓，加油僅限於拍手，叫喊的加油則是絕對禁止，也不能對裁判與選手進行

言語的攻擊，任何影響比賽進行的言行均應謹慎。雖沒有資料直接證明此規定出

於體協，但體協為比賽主辦單位，此些規定也應為體協受到野球統制令影響下，

所採取的措施。110 

二、「體協」與棒球用具管制 

棒球發展的統制，另一顯著表現，則是體協在戰時物資管制措施中所扮演

的角色。1939 年，由於戰爭軍需需求，牛皮與馬皮製造的硬式棒球不僅被考慮

用魚皮製作，111使用橡膠材料的運動用品也開始受到管制，並且實施配給制度，

將橡膠製的軟式棒球、軟式網球、籃球、排球等，採取配給販售與領取的方式，

實施的方式是由商工省到拓務省，拓務省到總督府，總督府則委由臺灣體育協

會，再由運動用品管制組合進行各支部的配給。在此管制下，被認可的配付對象

為學校、官廳、市街庄、會社、銀行、組合、商店等，決定配給的數量者，則是

由體協根據比率，分配數量給各支部。112 

為此，1939 年 7 月 11 日，台灣主要運動用品銷售商，聯合成立台灣運動用

品配給統制組合，並由體協主事村橋昌二解釋配給制度。113由於配給之後自由買

賣已不可能，因此申請配給者必須在特定期限前，向各支部申請需求與數量。以

1939 年體協台北支部為例，規定須在 6 月 20 日與 9 月 20 日等兩個時間提出需

求數量申請。114運動用品的統制，遂由各支部接受申請後決定配給的數量與比

例，受配給者拿著配給卷，到各地加盟台灣運動用品配給統制組合的體育用品店

取得配給。115附帶一提，到了 1942 年左右，高雄中學大田力男的回憶中指出，

球鞋、手套都已用豬皮製作。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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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

頁 86-88。 
110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 南部豫選大會 スポーツの夏酣に 健兒覇を爭ふ 十六日より臺南

綜合運動場で 參加五團意氣昂し〉，《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6 日，3 版。 
111 〈魚皮時代へ移行 代用品で間に合ふ 各方面の綜合意見／東京大學野球聯盟理事長 久

保田正次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6 月 23 日，8 版。 
112 〈臺協の下に集れ ゴム製運動用品は使用統制〉，《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5 月 19 日，7

版。〈野球と庭球ボール 引換により配給を實施〉，《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8 月 13 日，7
版。 

113 〈運動用品の配給 統制組合が誕生〉，《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7 月 12 日，7 版。從民間

的角度來對應此事，則是 1941 年由六十幾間體育用品銷售者，共同成立的台灣體育運動用品

配給株式會社。〈運動用品配給會社創立〉，《臺灣日日新報》，1941 年 2 月 15 日，2 版。 
114 〈運動用品配給に體育團體の申込受付〉，《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9 月 8 日，夕刊 2 版。〈ゴ

ム製運動具の申請は六月日限り〉，《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5 月 31 日，7 版。 
115 〈運動團體は此際 各支部へ加盟せよ 加盟外團體は配給せぬ體協の用具配給案決る〉，《臺

灣日日新報》，1939 年 4 月 6 日，8 版。 
11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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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年代以降，體協對棒球統制的措施，主要受到日本政府準備控制棒球

發展的背景有關，因此必須從日本─台灣的殖民帝國架構中，掌握日台的棒球關

聯，就台灣而言，棒球運動的統制並非直接透過總督府涉入，執行野球統制的機

構，是透過台灣體育最高的機關─臺灣體育協會及其支部來扮演野球統制的角

色。 
 

伍、受到質疑的仲裁者 

體協建立由上而下的棒球行政體制，對於棒球的推廣具有重要影響力，然

而，也應當留意存於此中的日台差異的殖民性格。例如，1931 年 4 月以本島人

為主、李瑞雲為監督的萬丹野球團擊敗治水團贏得屏東軟式野球比賽冠軍，帶全

隊到恆春遊玩，順便與恆春野球隊友誼賽。117但沒想到屏東推派參與「南部野球

大會」的代表，結果竟非奪得優勝、以台灣人為主的萬丹野球團，而是派遣以日

本人為主的治水野球團出賽，此舉因此得到台灣新民報的大加撻伐，並批評此舉

違反武士道精神。118 

再者，擁有仲裁權威的棒球行政體制，理應維持對棒球裁判的公正性，然而，

根據若干資料顯示： 

跟日本人比賽的時候，覺得裁判會不公平，大家都知道，會偏袒

小學校，例如好壞球的判決不公平，有時候明明安全上壘結果被

裁判判出局，所以有的時候場邊的觀眾球場的球員會起衝突，觀

眾看到裁判這樣，也有人抗議，但是也沒有用。119 

輸給南門那場比賽，我覺得裁判不公平，裁判是日本人，這樣的

比賽日本人認為不能輸。當時，當投手投球沒有甚麼變化球，老

師就是教我們投本壘兩側，好壞球中間，這種球就看裁判這麼判

決，裁判不是一直都不公平，但我覺得有幾個關鍵的球，都被判

壞球，結果比賽就輸掉。120 

臺灣的中等學校的代表野球團的嘉農團，在甲子園大會妙技，由

不戰一勝，二戰打勝神奈川商工，三戰推倒札幌商業，威勢大振，

可是在島都與北商比賽時，某審判員竟將嘉農團新得的一點，宣

告無效，幸得補回戰多得兩點，否則被北商奪其代表權，某審判

員之心情，豈無偏袒。121 

                                                 
117 〈萬丹野球團の恒春方面遠征〉，《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6 日，5 版。 
118 〈敗殘野球團野球大會出場〉，《臺灣新民報》，1931 年 4 月 25 日，15 版。 
119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120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6。 
121 〈島都瑣聞〉，《台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22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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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指，並不盡然可以推定日治時期裁判水準不佳，或者刻意偏袒之事

必然發生，或者，由於棒球的裁決，難免有所疏失。事實上，判決有誤常為比賽

中的一部分，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質疑聲音背後所顯現的不信任心態。換句話

說，由於掌握仲裁權威的殖民地棒球行政體制，從主事者到裁判皆為日本人出

任，於是台灣球員以及《臺灣新民報》提出的批判，反應的是台灣人對於這套殖

民地棒球仲裁權威及其背後的行政體制，具有若干程度的不信任。 

71 

3 

這不僅是對台灣人的不公，有時也具有重北輕南的狀況，1933 年都市對抗

賽原擬直接推派交通團代表台灣，但遭到雄心勃勃想要問鼎全島冠軍的台中、台

南、高雄等地棒球界的反彈，因此，醞釀退出體協，成立中南部野球聯盟。122

最後整體事件在交通團辭退代表權、台南體協表示願意參賽，並於高雄舉行等處

置下，方才平安落幕。12

 

第三節   臺灣體育協會支部與地方棒球事務的推動 

壹、體協支部的組織與人事 

一、「體協」支部的成立 

1920 年臺灣體育協會成立後，整合前此台灣體育行政多頭馬車的狀況，也

透過設置各地分支機構的方式，成為台灣各地體育運動推廣的重要推手。體協支

部之設立宗旨與體協相同，大致上是為健全國民身體、充實精神而行體育之獎勵

等。124 

臺灣體育協會設立之初，在其「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寄附行為」的第四

條，規定可在新竹、台中、台南、嘉義設置支部，而在 1926 年「臺灣體育協會

支部規程準則」則制定相關的規定。125 

表 1-5「體協」各支部設立時間 
設立時間 設立支部 
1923 年 嘉義支部 
1925 年 臺中支部、新竹支部、高雄支部 
1926 年 臺東支部、花蓮港支部、台北支部、台南支部 
1930 年 澎湖支部 

資料來源：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14、18。〈嘉義紫烟〉，《台南新報》，1934 年 4
月 27 日，6 版。 
                                                 
122〈體協から離脫し 中南部野球聯盟 組織の聲高雄に起る〉，《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5

月 30 日，3 版。 
123 〈爼上の上鯉體協の昨今 臺南支部の輿論 豫選は高雄で行へ 獨斷專行を對ずるため 

地方支部からも理事を出せ〉，《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1 日，3 版。 
124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6。 
12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7、22。 

 



第一章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 

表 1-5 為體協支部大致成立時間，其中並無一致性，各地支部成立時間不

一，且對支部設立的準確時間點，也有著不同的說法，126但大體上遵循一州一支

部的原則，127另有台東廳128、花蓮港廳、澎湖廳等三廳的支部。支部的設置有

些則為合併原有體育團體而形成，如臺中支部是將台中州下財團法人「御大典紀

念臺中體育會」及臺中庭球會等運動團體合併組織而成。129 

                                                

此外，嘉義支部的設置，則應與台南州幅員廣闊，且嘉義運動風氣向來興

盛，因此獨設支部。130體協支部之事業架構也類似於體協，設立庶務、庭球、野

球、陸上競技、相撲、水泳等六部，131但接近戰爭時期由於武道的價值被強調，

亦可見劍道部、柔道部、弓道部相繼設立之例。132 

各支部設立之初，依其章程來看並未設置分會，以台東支部為例，設立之

初的章程中，並未有分會之設置，但在 1940 年（昭和 15）年檔案中的「財團法

人臺灣體育協會台東支部規程」第二條則規定「當支部設置台東、新港、關山等

三分會」。133資料同時顯示至少高雄支部、新竹支部等，亦有分會組織。134例如

體協高雄支部恆春分會則為 1932 年 10 月成立，分會有包含陸上競技、庭球、野

球、弓道等四部。135根據以上，1932 年後台灣體協，透過各地方支部及其地方

分會，應已逐漸形成府─州─郡三級制的金字塔結構，推動各地體育運動事務之

進行。 

 
126 例如〈嘉義紫烟〉，《台南新報》，1934 年 4 月 27 日，6 版中明確指出嘉義支部設立於大正 11

年 10 月 7 日，但在 1923 年 8 月 6 日，4 版，〈諸羅特訊 體育協會支部〉亦有「臺灣體育協

會將設支部於嘉義」的說法。但筆者則根據公文類纂中嘉義體協支部資料，認為應為 1923
年且於 12 月成立。〈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ニ對スル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八二三六

號）〉，昭和 12 年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24 冊 5 件。 
127 〈體協支部設置と台南の意向〉，《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9 月 19 日，2 版。報導談及體協

希望台南設立支部，面臨了同為台南州的嘉義支部已於先前設立，因此在一州一原則下，產

生了支部是否設立的討論。由此可知一州一原則，為支部設置的重要原則。 
128 1926 年台東支部的設置，則與當地盛行棒球與網球的發展有所關係。〈體育協會 臺東設支

部〉，《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6 月 23 日，4 版。 
129 〈臺灣體育協會臺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74 冊

7 件。 
130 台南州下兩支部，甚且造成嘉義與台南對立的現象，被認為在州下統制體育運動的發展上被

視為遺憾之事，但為州下州民體育向上之目的，台南支部尚且需補助嘉義支部經費。〈體育協

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1 冊 2 件。 
131 並非每個支部轄下都是六部齊全，例如台中、台南、高雄、澎湖等就未設置相撲部、而嘉義

與花蓮港則未設置水泳部。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4-28。 
132 〈臺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902 冊 3 件。 
133 〈臺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902 冊 3 件。

此規程與昭和初期的台東支部規程並不相同。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8。 
134 〈新竹體協分會の野球爭覇戰 廿一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6 月 17 日，9

版。同時，從檔案中亦可知新竹支部至少有新竹市、竹東郡、大溪郡、苗栗郡、大湖郡等，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支部ニ對スル州費補助件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五三八八號）〉，《臺灣總督府公文

類纂》，10769 冊 22 件。〈潮州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10 月 17 日，8 版。〈岡

山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6 月 2 日，8 版。從以上資料可證明支部下分會組織

之存在。 
135 〈恆春郡の社會教育〉，《臺灣教育》，1934.2，379，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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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協」支部的人事 

體協各支部之構造，與體協極為相近，在各支部規程中，支部事務所皆設

在官廳內，支部長或者支部副長之任命，係由體協名譽會長（亦即臺灣總督府總

務長官）或者地方最高行政首長任命，因此多由地方高階官員出任。 

73 

 

支部內各部均設有部長與幹事，掌理與推動各部事務，並設有評議員做為

支部長詢問與評議相關事項。136 以下就表 1-6 的 1939 年（昭和 14）年體協高

雄支部之人事為例，說明體協支部人事的特性。

表 1-6  體協高雄支部各部人事 
體協職稱 姓名（職務身分） 體協職稱 姓名（職務身分） 
支部長 赤堀鐵吉（高雄

州知事） 
副支部長 江藤昌之（高雄州內務部長） 

庶務部長 星野力（高雄州

教育課長） 
庶務部幹事 三浦武治（地方視學官）、丸山系

（高雄州社會教育主事）、三谷節

（高雄州視學）、山田新吉（高雄

州視學）、山田義直（高雄州社會

教育書記）、生崎利雄（高雄州體

育指導員） 
庭球部長 高橋尚秀（高雄

州警務部長） 
庭球部幹事 淵ノ上忠義（高雄州警務課長）、

入佐俊臣（高雄州衛生技師）、淵

邊元夫（高雄州稅務課） 
野球部長 中村一造（倉庫

會社長） 
野球部幹事 竹村俊一(高雄州土木課長)、安培

貞次(高雄州衛生課長)、久保佃(臺
灣鐵工所)、水溜榮二（高雄市助役）

陸上競技

部長 
龜山相次（高雄

高等女學校長） 
陸上競技部

幹事 
堀部岩□（高雄女學校）、安藤覺

（高雄商業學校）、新井信夫（肥

料檢查所）、毛利知□（高雄州地

方課）、是石彥松（高雄中學校） 
水泳部長 木田喜八（高雄

中學校） 
水泳部幹事 生崎利雄(高雄州教育課)、原田健

一（淡水學校）、田中大海（屏東

農業學校） 
球技部長 河合讓（高雄商

業學校長） 
球技部幹事 古井喜二郎（高雄女學校）、安藤

覺（高雄商業學校）、高原三郎（高

雄中學校） 

                                                 
136 如花蓮港支部設在花蓮港廳、嘉義支部設在嘉義郡役所、台南台中高雄等支部則都設在州廳。

支部長與支部副長之規定，請參見各支部規程，以高雄為例，昭和 14 年左右支部長與副支部

長，分別由州知事與州內務部長出任。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4-28。〈體育協會高雄

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1 冊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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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員 高橋尚秀（高雄州警務部長）、土光加壽男（高雄州地方課長）、星

野力（高雄州教育課長）、守田留（高雄州文書課長）、田村清人（高

雄州會計課長）、高濱實（高雄州稅務課長）、玉真鎮元（高雄州勸

業課長）、鈴木弘家(高雄州高等警察課長)、淵ノ上忠義（高雄州警

務課長）、竹村俊一（高雄州土木課長）、安倍貞次（高雄州衛生課

長）、宗藤大陸（高雄市尹）、水溜榮二（高雄助役）、谷義廉（屏東

市尹）、安井常義（屏東助役）、五野靜輝（岡山郡守）、古川泰治（鳳

山郡守）、米山耕造（旗山郡守）、山田竹三郎（屏東郡守）、佐藤正

二（潮州郡守）、邊田重男（東港郡守）、函元坂一（恆春郡守）、山

下益次（高雄警察署長）、中山堅吉（高雄郵便局長）、松田林太郎

（高雄驛長）、春田操（高雄醫院長）、平山益男（專賣支局長）、陳

啟貞（府評議會員）、陳光燦（州參事會員）、莧干城夫（州參事會

員）、井上忠之助（山下汽船支店長）、高木拾郎（高雄共榮自動車

會社長）、吉野秀公（臺灣日報支局長）、楠瀨土佐夫（臺灣新聞支

局長）、中島文雄（臺灣日日新聞支局長）、高橋傳吉（高雄新報社

長）、杉本雄一（三井物產支店次長）、大槻嘉造（臺灣銀行支店長）、

廣瀨長之助（大阪商船支店長）、井上英熙（淺野セメント支店長）、

中村一造（倉庫會社長）、森田一（三和銀行支店長）、塚本憲一郎

（電力會社）、安藤彥市（市會議員）、山內留吉（南報商事社）、山

下繁造（築港所長）、本田喜八（高雄中學校長）、龜山相次（高雄

高等女學校長）、河合讓（高雄商業學校長）、坂上一郎（屏東高等

女學校長）、廣瀨次彥（屏東中學校長）、澤田義（屏東農業校長）

52 位 
資料出處：〈體育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881 冊 9 件。 

透過表 1-6 名單，可清楚得知由支部長掌握任命權力的體協支部人事，主要

為具有公職身分的人，範圍包括警務、教育、財稅、地方首長等，且多為日本人，

其中僅有陳啟貞（府評議會員）、陳光燦（州參事會員）為台灣人。 

首先，在此份名單中，教育系統（包含社會教育）的人士佔有極高比重，

包括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系統，其中高雄州下各中等學校學校校長均為評議

員，此特色與體協主辦的比賽，許多與學生有關所致，故而將學校系統納入體協

支部幹部，有助於各項比賽的推動。 

其次，由於體協支部下又設有分會，分會係以地方行政制度上的郡為範圍，

主辦各項比賽，例如 1934 年東港體育協會的年度事宜中，包含春季秋季網球賽

與棒球賽、田徑賽等，參加隊伍則為轄下各街庄。137因此，高雄州各郡之郡守與

                                                 
137 〈東港〉，《台南新報》，1934 年 4 月 23 日，5 版。〈小公兒童等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

1934 年 1 月 23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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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兩市市尹，皆為體協支部之評議員。 

再者，民間人士方面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灣日報等對主、協

辦與報導比賽往往不遺餘力的媒體，其代表均為評議員。而對於具有贊助與協助

運動賽事進行的各大企業，亦為評議員之不二人選，因此電力、銀行、商船、物

產等代表，均具有評議員身分。 

由於體協支部的任務係扮演體協在地方的協力者，因此，如何在地方建立

深且廣的比賽制度為其業務重點，從學校教育系統及地方行政系統著手，充分顯

現此項特色。而對於相關後援事務，則尋求企業與媒體的協助。 

 

貳、「體協」支部的經費 

一、「體協」各支部運作與官方補助 

從體協本身的收入可得知，官方的支持對體協運作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而就各地支部而言，若干資料顯示，體協支部的運作經費，部分來自體育協會本

部，例如 1927 年體協補助各支部的經費計 2,917.8 圓，其中補助多則如台南支部

的 702.14 圓，少則如新竹的 151.36 圓，但補助項目以各支部選手赴外地參加比

賽之旅費。138 

然而，由 1937、1938 年新竹、臺中、高雄等三支部的決算書中，雖可見體

協的補助，但實則州費的補助，方為體協支部運作之基礎。由於支部運作之基礎

繫於州補助金，因此，《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存有一批昭和 12 年到 15 年

期間，各州支部向州申請補助的公文，可說明此項事實。此外，各州補助支部的

預算，以台南支部為例，則以「臨時部第四款補助第三項社會教育費補助第二目

體育協會補助」為名目。139而其申請補助之理由，1930 年代中期的時代背景來

看，不外是「努力普及發達各種體育，達到國民體位向上」等名義，爭取州政府

的補助。140 

以下以新竹、台中與高雄為例，說明體協支部收入來源與官方補助的相關

問題。 

表 1-7  1937、1938 年度「體協」新竹支部決算書收入 
科目 1937 年(昭和 12 年) 1938 年(昭和 13 年) 
財產收入 84（利息收入） 80.65（基本金貳千圓利息）

                                                 
138〈支部補助金 體育協會本年度分〉，《臺灣日日新報》，1927 年 5 月 31 日，7 版。 
139 〈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1 冊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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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1
冊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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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收入 15.04（利息收入） 75.08（利息 9.9 圓，新竹高爾

夫俱樂部河川地佔用名義的收

入 65.18 圓）

補助及寄附 1,816（州補助金 1,766，臺灣體

育協會助成金 50）

1,816（州補助金 1,766，寄附

金 50）

繰越金 189.41 223.8
計 2,104.45 2,195.53

單位：圓 
資料來源：〈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55 冊 1 件。〈體育協會支部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8 冊 6 件。 

表 1-8  1937、1938 年度「體協」臺中支部決算書收入 

科目 1937 年(昭和 12 年)  1938 年(昭和 13 年) 
州補助金 3,000 3,000
御大典記念台中

體育會補助金 
600 600

台中市補助金 400
本部補助金 100
預金利子 9.9 8.21
前年度繰越金 485.73 722.77
合計 4,495.63 4,430.98

單位：圓 
資料來源：〈台中州臺灣體育協會台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二五

九○號）〉，《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939 年 3 月 1 日。10858 冊 5 件。〈臺灣體育協會臺中支部

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74 冊 7 件。 

表 1-9  1937、1938 年度「體協」高雄支部決算書收入 

科目 1937 年(昭和 12 年)  1938 年(昭和 13 年) 
補助金 1,000（州補助金） 1,500（州補助金）

助成金 100（臺灣體協助成） 50（臺灣體協助成）

雜費收入 13.73（利息收入） 12.07（利息收入）

繰越金 201.0 354.22
計 1,314.73 1,916.29

單位：圓 
資料來源：〈體育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81 冊 9 件。〈高雄州體育協會支部經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3 冊

14 件。 

由表 1-7、1-8、1-9 等表可得知，新竹、臺中、高雄等三支部的收入中，均

未見會員收入，正如台中支部的案例，由於「對一般民眾徵收補助金也不容易，

因此需要州費的補助才能達成推廣體育運動的目的。」此外，根據資料顯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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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支部成立之初，地方政府應有補助一筆基金，使其可有利息收入，如「昭和 4
年由台中州補助 3,000 圓，支持台中支部事業的發展」141 

一般來說，支部的運作基本上依靠補助金，然而，體協補助金金額並不多，

最大宗的收入來自各州的補助，高雄州對高雄支部的補助在收入決算中佔 76％

到 78％之間、新竹支部則佔 81％到 84％，台中支部（含市補助金）則佔 68％到

76％。換言之，體協支部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相較於體協依靠總督府的支持而

言，有過之而無不及。 

 

二、體協會員⁄費與台灣人的角色 

體協運作的基礎，除來自官方權威外，也須有實質的經濟基礎。一般而言，

各體協支部的規程中，皆有各種不同等級的會員，會員之義務則為繳納定額的會

費，以台北支部為例，規定有特別功勞及曾捐贈金貳拾圓以上，並有支部長推薦

的為名譽會員，通常會員為各部長推薦、支部長承認，每月會費繳納参拾錢，團

體會員是每月會費繳納参圓。142臺東支部的贊助會員每年會費繳納貳圓，正會員

每年會費繳納四圓，特別會員每年會費繳納拾圓，團體會員每年會費維持在五拾

圓以上。143會費之繳納為每年五月、九月分兩期繳納。144 

然，體協經費來源雖有會員與會費之規定，但實際的狀況因缺乏資料的關

係，並無法一一深究，本文僅能由 1938（昭和 13）年花蓮港的資料，可略知日

治時期台灣體協支部運作會費的徵收管道與會員成分。 

1938 年，花蓮港支部的贊助會員與通常會員合計為 170 人，而其所收之會

費及各單位援助金，詳情如表 1-10： 

表 1-10  1938 年花蓮港支部收入決算 
種別 援助金 贊助會費 種別 援助金 贊助會費 
塩糖 150 玉里郡 14 
電氣會社 50 35 鳳林庄 10 
木材會社 50 20 法院 10 
朝日組 50 20 信用組合 5 
物產會社 30 5 通常會費 4 
無盡會社 30 體協補助 50  
花蓮港街 200 355 廳費補助 500  

                                                 
141〈臺灣體育協會臺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74 冊 7

件。 
142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3。 
143 〈臺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902 冊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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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臺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902 冊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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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港廳  84 農產會社  
小公學校長  118 專賣局 12 
鐵道部  65 農學校 5 
女學校  44 合計 1,110 849.6 
中學校  10 返納金 17 
築港  10 利息 8.38 
臺灣銀行  10 繰越金 431.99 
鳳林郡  13.6 總計 2,416.97 
資料來源：〈體育協會花蓮港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4

冊 8 件。 

從表 1-7 得知，花蓮港廳來自官方之補助（花蓮港街、體協補助、廳費補

助）約為 750 圓，所佔比重約為 31％，相較於體協與其他支部（詳本節後文討

論）而言，來自官方的支持不算多，其餘收入則主要來自塩糖、電氣會社、朝日

組等會社，以及贊助會員所繳納的會費。因此，體協花蓮港支部，民間力量對於

支部的經費支持為主要的經濟力量。 

從 1939（昭和 14）年的資料中顯示，花蓮港贊助會員為 152 人，塩糖有 15
名、花蓮港廳 20 名、小公學校長 33 名、花蓮港街 84 名。145在此之中有為數不

少的台灣人，藉此也可得知臺灣人在體協支部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表 1-11  1939 年體協花蓮支部本島人會員 
姓名 出身經歷 
張石如 花蓮港廳協議會員、花蓮港街協議會員、商工會議所參事、花

蓮港米穀株式會社取締役、花蓮港鑛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

花蓮港近海運輸株式會社取締役 
王亦露 吳服商、千代田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代理店、日本肥料製造株式

會社東部代理店、信用組合專務理事 
張得成 花蓮港商工會議所議員、合資會社共運組代表者、花蓮港米穀

株式會社、花蓮港金泰興商行東部製粉藷事業、臺陽汽船株式

會社花蓮港代理店、泰記汽船株式會社花蓮港代理店、花蓮港

廳米庫信組監事 
劉福順 花蓮港商工會議所議員、森茂木材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東臺

灣資源厚生株式會社取締役、東部信用組合監事、花蓮港街協

議會員、花蓮港近海運輸株式會社監查役 
張連水 砂糖米油等御商 

林根 合資會社泰豐公司代表者、東部信組理事、森茂材木會社監查

役、花蓮港物產會社山產物請負、昭和自動車會社 

                                                 
145〈體育協會花蓮港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4 冊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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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順三 日春醫院主、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救護班、公醫 

鄭國賓 花蓮港區長、臺東廳花蓮港出張所警吏、地方稅調查委員、花

蓮港公學校學務委員、臺東廳花蓮港支廳第一保保正、臺灣土

地測量標保管委員、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花蓮港幹事部委員、

花蓮港街防疫組合副組合長、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花蓮港委

員、花蓮港廳農會委員 

許聰敏 振興商店主、森茂木材株式會社社長、花蓮港街協議會員、花

蓮港雜貨卸商振興商店 

徐定國 源復商店主、雜貨商 

饒榮昌 花蓮港壯丁團長、花蓮港保正、花蓮港協議會員、日本赤十字

社特別社員、東部信用組合監事、東臺灣新報社取締役 

林桂興 花蓮港市會議員、花蓮港商工會議所議員、花蓮港近海運輸株

式會社專務取締役、大阪商船代理店臺東賀田組、大阪商船代

理店花蓮港賀田組、花蓮港保甲壯丁團長 

陳井 順發精米所 

王玉賓 豐隆支店 

邱傳敏 合資會社興農苗圃 

陳金火 新興製材行 

陳霜水 愛生自動車 

葉金桂（柱） 葉金桂（柱）時計行 

陳塩（鹽） 花蓮港商工會會員、豐美自轉車店 
張火土 花蓮港商工會會員、雜貨商：慶豐年 

劉穩震 劉穩震為丸合運輸組 

鄭啟琛 花蓮港食料品卸商組合評議員、花蓮港市第六區會奉公班長 

張裕（欲） 花蓮港醫師會員會員 

張春木 花蓮港商工會會員、日用雜貨商：三和商店、花蓮郡食料品小

賣商組合組合長、花蓮港燐寸小賣商組合理事、花蓮港砂糖小

賣商組合副組合長、花蓮港食料品卸商組合組合長 

陳忙 花蓮港養豚組合聯合會評議員 

許蘭 花蓮港醬油味噌工業組合副組合長、花蓮港卸商同盟會會員、

蘭興商會 

張屗（屘） 花蓮郡食料品小賣商組合評議員、花蓮港燐寸小賣商組合理

事、花蓮港砂糖小賣商組合監事、花蓮港食料品卸商組合評議

員、花蓮港廳食品配料組合監事、花蓮港酒類煙草食鹽小賣人

組合、稻住保甲、花蓮港卸商同盟會會員、東興商會 

吳北洋 花蓮港卸商同盟會會員、振發製米工廠 

曾鵬飛 花蓮港商工會會員、日用雜貨商：金香珍商行 

以下為未知經歷者：許田、陳榮進、陳達金、陳末進、曾瑞炘、許輝，合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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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名 
資料出處：〈體育協會花蓮港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4

冊，8 件。漢珍數位圖書製作，「台灣人物誌」檢索系統。臺灣總督府編，《昭和 8 年台灣總職

員錄》，（臺北：台灣實業新報社，1933）。 

從表 1-11 得知，花蓮港支部的贊助會員中，台灣人所佔比重約佔五分之一，

其成員多為花蓮港廳（街）涉及公共事務者以及經商者，其中雖不乏橫跨政商者，

但也有許多則為經營時計店、木材行、精米所等事業的商店老闆。對照於花蓮港

體協支部之人事均由官方或由日籍商人所掌握，台灣人在體協的運作中，可說無

權涉及決策與執行等面向，僅以出資贊助者的身分參與體協。 

由此也顯現台灣人在體協支部的運作中，多半扮演經費贊助者的角色。但

綜合前文對於新竹、台中與台南等體協支部收入的討論，可知花蓮港支部的收入

中，會費所佔比重較高的狀況，並非全台灣普遍的現象，甚至還可說由民間力量

支持的花蓮港支部為全台之特例。 
 

參、「體協」支部野球部事業 

一、「體協」支部的人事 

體協支部野球部的運作，亦如同體協野球部設有部長與幹事，部長係承支

部長之命統籌部務，幹事則承各部長之命掌理部務，體協部長與幹事之成員，則

可以 1931 年的資料為例，說明其中特色。 

表 1-12  1931 年各體協支部野球部役員 
支部 野球部長 幹事 
臺北支部 速水和彥（鐵道

部工作課長） 
野々村納（鐵道部工作課書記）、後藤保之助（輔）

內田勝（交通局庶務課書記）、鹽見平三郎（新庄

郡五股庄長） 
新竹支部 青木健一（新竹

州內務部地方

課長） 

稻田千秋（新竹州勸業課產業主事）、田村庄五郎

（新竹州警務部警察醫）、角田喜熊（鐵道郡工務

課技手）、坂田績一、坂田芳造、坂井兵作 
臺中支部 常見秀夫（辯護

士、臺中州協議

會員） 

早川喜代須（臺中州教育課囑託）、板垣四十六郎

（臺中第二中學校長）、大岩榮吾（臺中師範學校

校長）、內田佳雄（臺中商業學校校長）、堤正威

（臺中州大屯郡守）、吉川祐戒（臺中第一中學校

長）、林原彌太郎（帝國製糖主事）、黃朝清（大

東信託株式會社取締役）、上瀧汎（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局官長） 
嘉義支部 杉村隆富（臺南

州嘉義稅務出

興治龜三郎（嘉義稅務出張所屬）、濱田次箕（嘉

義農林學校教諭、野球部部長）、安□家村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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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所所長） 義稅務出張所屬）、池田文一（嘉義中學校教諭）、

伊藤留吉（東洋コンヶリート株式會社嘉義出張

所長）、村上茂雄（專賣局嘉義支局雇）、關上吉

松、鄉光治、柴垣、川口行雄 
臺南支部 荒卷鐵之助（府

評議員、製鹽會

社社長） 

鹿沼留吉（新化商工會評議員、臺南州協議會

員）、出澤鬼久太（專賣局臺南支局長副參事）、

三宅清水（臺南州內務部勤業課地方技師）、宮本

一學（臺南新報社副社長）、中島修二（臺灣日日

新報臺南支局支局長）、安達善之助（吳服店升屋

支配人，南台俱樂部創立者）、茨木嘉一（臺南驛

長）、宮尾五郎（臺南州內務部教育課長）、高原

逸人（臺南州內務部地方課長）、桐山森雄（新高

新報台南支局長） 
高雄支部 中村一造（高雄

州協議會員） 
諏訪眞彥（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書記）、東春一

（交通局技師高雄鐵道工場長）、飯田耕一（高雄

市協議會員）、龜井德亮（龜井運動用店）、林勝

（林自轉車店）、近藤小一郎 
花蓮支部 中村五九介（花

蓮港食塩元売

捌人、花蓮電氣

株式會社取締

役） 

園田安治、外園庄之介、山田□月、立山英吉、

早川吉雄、高橋諄藏、岡田政介、吉田重藏、鈴

木耕太（花蓮港木材株式會社、在鄉軍人會花蓮

港分會副長）、伊藤一之（花蓮港廳土木課長）、

石田順平（株式會社朝日組取締役兼支配人）、渡

邊善嗣（東臺灣新報記者）、村田守密（花蓮港木

材株式會社支配人）、大川米吉（花蓮港纎維製品

小賣商組合聯合會役員、黑金通六玉屋洋品店經

營）、竝木利三（並木學生堂主）、門馬經祐（花

蓮港廳稅務課屬）、緒方足□（花蓮港尋常小學校

訓導）、坂本茂（花蓮港公學校校長）、村上昌敬

（專賣局花蓮港支局技手） 
臺東支部 飯干太加次（櫻

組取締役支配

人） 

 

澎湖支部 島畠山長作（澎

湖醫院院長） 
山宮忠藏（澎湖醫院醫官）、辻好生（澎湖廳稅務

課屬）、加藤正午（臺灣銀行澎湖島支店支配人代

理）、遠矢雄吉、堤要、永友幸守、石田龜二 
資料出處：臺灣野球史，頁 21-22。漢珍數位圖書製作，「台灣人物誌」檢索系統。《昭和

8 年台灣總職員錄》，臺北：台灣實業新報社，1933。 

就表 1-12 可知支部野球部之人事具有以下特點： 

81 
 



第一章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 

1、體協所主辦之棒球賽包含初等學校（小、公學校）與中學校，而體育事

務的推動亦放在教育事務之下，因此在台中、嘉義、台南、花蓮港等支部野球部

的人事中，大致上都有教育界人士，例如嘉義支部有嘉義農林學校與嘉義中學等

兩個學校的棒球部長出任幹事，要不就是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代表，如臺南州內務

部教育課長宮尾五郎。 

2、各地地方社會組球隊的代表，如都市對抗賽具有企圖心之高雄、嘉義、

台南等支部，為體協支部野球部重要要員，例如臺南州嘉義稅務出張所為多數嘉

義隊成員所屬之機構，而高雄築港則為高雄州重要勁旅，台南州廳的球員則許多

屬於勸業課，嘉義稅務、台南州勸業課、高雄築港等單位皆有代表為野球部幹事。 

3、各支部除台北支部外，均有會社、銀行與新聞媒體等人士參與，這與體

協主辦比賽需要宣傳以及財力上的支援有關，例如高雄野球部幹事林勝為自轉車

店經營者以及同支部的近藤小一郎，均為積極推動地方棒球運動者。146而民間人

士所佔之比重以花蓮港最高，與花蓮港支部經費來源，多半來自於民間之事相互

吻合。 

4、部分幹事為具有專業棒球訓練背景者，或在棒球專業知識素養足以服

人，如擔任裁判、教練者，例如嘉義野球部幹事興治龜次郎為南部球界「名審判

員」147，台北支部幹事野々村納則為早稻田大學出身，鐵道部主將、具有權威之

裁判。148台南野球部幹事三宅清水則為北海道帝國大學出身、督府團選手，並為

台南州廳教練。149 

5、各支部野球部中，除台中野球部黃朝清之外，並未見到其他台灣人。因

此，從體協、體協支部、支部野球部的部長與幹事，皆以日本人為主，在日台比

例上，均十分懸殊。 

6、部分幹部為地方重要球隊的關係人，此種身分人士以台南野球部幹事為

最，其中如台南車站站長茨木嘉一，為臺南鐵團創立者，桐山森雄為南鯤俱樂部

創設者、安達善之助為南台俱樂部創立者。150 

二、「體協」支部野球部及其分會的事業 

野球部部長與幹事為地方棒運推動的重要推手，在此架構下，台灣各地之

體協支部對於基層棒球運動的發展，影響深遠，如同表 1-13 以 1937 年（花蓮港

與台東則以 1938、1939 年的資料為例）為例，說明體協各支部棒球事業之發展

概況。 

                                                 
146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693-694。 
147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725。 
148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736。 
149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743。 
150 湯川充雄，《台灣棒球史》，頁 720、741、743。 

 82



 
第一章   臺灣體育協會與棒球行政體制的建立 

表 1-13  1937 年體協各支部野球部之事業 
支部名稱 項目 
台北支部 建功神社奉納野球試合、全島中等學校野球北部預選、

中等學校爭霸戰 
新竹支部 軟式野球大會、少年野球大會 
台中支部 春季野球大會、州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等學校選拔

野球大會、州下少年野球大會、秋季野球大會、招聘野

球大會 
嘉義支部 臺中團招聘、臺中商業招聘、都市對抗第一次預選大

會、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奉迎野球 
台南支部 補助台南市教育會主辦小公學校少年野球大會、主辦都

市對抗賽第二次預選大會、主辦南部中等學校野球大會 
高雄支部 主辦廳團與築港團對抗野球、派遣代表隊參加都市對抗

賽、派遣代表隊參加中等學校野球大會 
花蓮港支部 
（昭和 13 年） 

廳下軟式野球大會、嘉義中學歡迎比賽 

台東支部 
（昭和 14 年） 

軟式野球爭霸戰、少年野球爭霸戰、都市對抗賽參賽、

屏東交歡大會 
資料出處：〈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61 冊 2 件。〈高雄州體育協會支部經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3
冊 14 件。〈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55 冊 1 件。〈台中州臺灣體育協會台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二五九

○號）〉，《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58 冊 5 件。〈體育協會花蓮港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

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4 冊 8 件。〈臺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

〉，《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902 冊 3 件。 

以 1937（昭和 12）年為例，體協各支部之事業綜述如下： 

1、新竹、臺中、台南等支部雖舉行少年棒球賽，但據推測或受到野球統制

令的影響，1935（昭和十）年前曾舉行少棒賽，且盛況一時的嘉義、高雄、花蓮

港等支部，此時已停辦少棒賽。 

2、相對於全島規模的少棒賽漸趨沒落，在野球統制令中受到承認的大阪朝

日新聞所主辦的中等學校野球大賽台灣預賽，以及中等學校棒球賽，皆為各支部

重視的活動。臺灣體協通常為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的主辦單位，而地方支部野球

部則為與之配合的執行單位。因此，在日本帝國棒球圈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全國中

等學校野球大會，其之所以能滲透到全台灣各地，支部野球部為最基層的執行單

位。 

如圖 1-4，1936 年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於台灣舉行時，比賽舉行所

在地的執行單位─體協台中支部，甚至推出署名台中支部的紀念章，可見支部對

於棒球賽的舉行之慎重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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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936 年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紀念章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館藏品，館藏編號：2004.001.0308 

3、1930 年台灣開始參加日本全國都市對抗賽，透過台灣的預賽選拔代表

隊，此比賽受到台灣棒球界的重視，不僅各支部推派代表隊參賽，每年之預賽亦

巡迴台北、臺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舉行。 

4、以社會人士為對象，對普及棒球運動具有重要功能的軟式棒球賽，為新

竹、台中、花蓮港、台東等支部野球部年度之尋常活動。此活動直到戰時依舊持

續。151且澎湖與屏東等支部，亦主辦相同活動。152 

5、除上述較為定期的比賽外，各支部均可看到聯誼性的比賽，例如台東與

屏東的對抗、嘉義支部招聘台中商業與台中團的比賽。 

除此之外，體協支部下又設有分會，而分會亦有年度行事事宜。一般而言

係以地方行政制度上的郡為範圍，主辦各項比賽，例如 1934 年東港體育協會的

年度事宜中，包含春季秋季網球賽與棒球賽、少年棒球賽、田徑賽等，參加隊伍

則為轄下各街庄。153另外，支部分會棒球賽所選拔的隊伍，成為支部所主辦的棒

球賽的參賽隊伍，例如，新竹的各郡分會，有分會（郡內）比賽，同時決定參加

州下比賽代表隊，如此一來，新竹州軟式野球大會，參加隊伍中，便有竹南、竹

東、桃園、苗栗、大溪、中壢等各郡代表，其他尚有州廳、新郵等，而野球部亦

將此項比賽定位為「市郡對抗」，154少棒賽更是如此，曾經參加新竹州少棒賽的

陳嚴川便指出「……跟苗栗小學校比賽時我們比較強，得到苗栗的冠軍才能去參

加新竹州的比賽，……」155因此，支部野球賽與分會野球賽之間，具有上下位階

                                                 
151 〈臺中市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43 年 4 月 3 日，4 版。 
152 〈澎湖野球大會組合せ〉，《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4 月 17 日，3 版。 
153 〈東港〉，《台南新報》，1934 年 4 月 23 日，5 版。〈小公兒童等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

1934 年 1 月 23 日，3 版。 
154 〈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55 冊 1

件。 
155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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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亦即州下比賽亦有金字塔型結構，如此，棒球運動便能透過體協支部與

分會的比賽滲透到台灣基層社會。 

綜上所言，各支部野球部其事業分為兩個面向，一為發展具有市民休閒意

義的棒球活動，如軟式棒球與招聘野球賽，一方面則以日本內地為核心，範圍擴

及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棒球賽，如中等學校野球賽與都市對抗賽等。 

三、「體協」支部野球部對地方棒球運動的影響─以台南、嘉義為例 

體協支部野球部對於棒球運動的影響，扮演重要角色，以都市對抗賽常勝

軍台南州廳，以及市內擁有兩支曾進軍甲子園的中等學校棒球隊（嘉義農林與嘉

義中學）的嘉義市而言，可說是棒球風氣極為鼎盛之地，台南與嘉義等地棒球發

展過程，體協支部野球部所扮演的角色，可從 1937、1938 兩年度，各支部決算

書的收入項目觀察。 

表 1-14  1937、1938 年體協各支部收入決算 

支部 1937 年(昭和 12 年) 1938 年(昭和 13 年) 
新竹 2,104.45 2,245.53 
台中 4,495.63 4,430.98 
高雄 1,314.73 1,916.29 
嘉義 4,315.3 5,422.53 
台南 9,587.47 12,061.89 

單位：圓 

資料出處：〈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61 冊 2 件。〈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體育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1 冊 9
件。〈高雄州體育協會支部經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3 冊 14 件。〈台

中州臺灣體育協會台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二五九○號）〉，《臺灣總督

府公文類纂》，1939 年 3 月 1 日。10858 冊 5 件。〈臺灣體育協會臺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

件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74 冊 7 件。〈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

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55 冊 1 件。〈體育協會支部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

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8 冊 6 件。 

台南支部之收入不僅超過其他支部，台南州下嘉義支部的收入甚至比其他

州支部還多。值得注意的是，兩支部收入中州費等補助金額雖高，但比重皆不超

過一半，與新竹、台中、高雄等支部大量依靠州費補助的現象有所差異。 

台南與嘉義支部州費比重之所以所佔不高，係因其他收入較多所致，其中

台南支部每年均有前年度繰越金數千圓，此筆金額為每年度剩餘款攤入下年度使

用，例如 1938 年台南支部決算剩餘 1,294.26 圓，並攤入下年度使用。156 

除此之外，兩支部均有為數頗多的棒球賽門票收入。表 1-15 台南與嘉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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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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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收入中，均可見棒球賽門票收入，為兩支部帶來少則五百多圓，多則兩千五

百多圓的收入。 

表 1-15  1937、1938 年度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決算書歲入 
科目 1937 年 1938 年

會費 288 324
補助 1,850

（州補助 550、本部補助 100、

嘉義市補助 1,200）

1,850
（州補助 550、本部補助

100、嘉義市補助 1,200）。

門票 857.9 2,536.5
雜收入 1,155.08 513.27
寄附金 0 0
繰越金 164.32 198.76
計 4,315.3 5,422.53

單位：圓 
資料來源：〈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61 冊 2 件。〈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 

嘉義體協成立之初，設有招募會員規定（會員章如圖 1-5），例如嘉義支部

的名譽會員為對支部有特別功勞及曾捐贈金二十圓以上和支部長推薦，贊助會員

每年贊助會費三圓，通常會員則由各部長推薦、支部長承認，繳納入會金壹圓，

團體會員則每月須繳納會費金貳圓。157 

 
圖 1-5  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會員章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館藏品，館藏編號：2004.001.0321 

表 1-16  1937、1938 年度臺灣體育協會台南支部決算書歲入 

科目 1937 年 1938 年

                                                 
157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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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補助金 4,055 5,795
臺南庭球協會

補助金 
100 100

入場料收入 1,736.4（都市對抗賽

1,236.4，南部中等學校 500）

534.75（都市對抗賽）

繰越金 3,034.11 4,972.29
學校負擔金 380 360
雜收入 131.96 149.85
本部補助金 150 150
寄附金 0 0
計 9,587.47 12,061.89

單位：圓 
資料來源：〈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61 冊 2 件。〈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 

從表 1-15、表 1-16 顯示，由於 1937 年、1938 都市對抗賽的第一次、第二

次預賽分別在嘉義與台南舉行，1581939 年 1 月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屬

1938 年會計年度）則在嘉義舉行，159加上其他各項如南部中等學校野球賽等比

賽，為兩支部帶來為數頗豐的收入，當然，主辦比賽也需支出許多費用，因此兩

支部支出中，野球部支出決算通常也是最高的。以台南支部為例： 

表 1-17  1937、1938 年台南支部野球部支出決算 

科目 1937 年 各部

支出 
1937 年野球部事

業費 
1938 年各部

支出 
1938 年野球部事

業費 
庶務部 3,187.85 4,670.78
庭球部 494.58 440
陸上競

技部 
840.84 1,090.7

野球部 2,938.02 2,186 3,401.15 2,346
水泳部 215.41 215
球技部 300 400

單位：圓 
資料來源：〈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10861 冊 2 件。〈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 

                                                 
158 〈都市對抗野球臺灣豫選日割〉，《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6 月 2 日，8 版。〈都市對抗野球

と全國中等野球豫選〉，《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6 月 5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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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 元旦から嘉義で〉，《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12 月 8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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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顯示除庶務部外，野球部支出均高出各支部許多，而這些費用中多

數用於主辦不同的比賽，因此 1937、1938 年野球部主辦比賽的項目─事業費，

便佔野球部總支出決算的七成左右。160而觀察台南野球部的收入，入場票收入與

繰越金竟比支部的分配金（1937、1938 年均為為 280 圓）還要高出許多，事實

上，野球部收到台南支部的分配金僅高於水泳部，而低於同為台南支部下的其他

各部。綜合上述資料證明，1937 年、1938 年兩年度中，台南支部野球部的收入

與支出間，出現收入多於支出的現象，說明台南支部野球事業的發展，已達透過

主辦比賽可維持其營運的程度。 

對於台南與嘉義等野球部事業與預算的分析，可得知台南州在 1930 年代中

期，棒球風氣之所以非常興盛，有其各方面的基礎所造就，例如嘉農與嘉中在中

等學校棒球賽的突出成績，與學校的經營有關，台南隊為台灣都市對抗賽預賽之

常勝軍也建立在台南州廳支持，然而，體協支部野球部對於地方棒球的推動卻是

重要的行政推手，各支部野球部的事業不僅為日本帝國棒球發展的末梢神經，也

為棒球運動價值的推廣，建立重要的基礎。 

 

小結 

1920 年代後棒球運動的發展在台灣普遍流行，而其基礎係透過各項比賽的

舉行，競賽者與觀賞者競相投入，本文係以臺灣體育協會及其支部的棒球事業為

例，說明日本殖民帝國範圍內棒球運動發展的基本框架，包括比賽制度、運動交

流以及支援系統，甚至仲裁權威的面向等棒球體制，如何建構而成。 

台灣體育行政正式體制之形成，為 1920 年以降臺灣體育協會成立之後。作

為殖民地台灣的現代運動官僚機構的體協，係對內統合台灣體育運動發展的機

構，對外聯繫之窗口，透過建立棒球競賽制度，以及扮演仲裁權威、運動統制等

角色，建立起台灣的棒球體育行政體制。與此同時，台灣陸續參與以中等學校棒

球、都市對抗賽為主的比賽，體協並為此些棒球賽台灣預賽的主辦單位。這也說

明，1920 年代以降，臺灣體育協會的成立，具有統合島內與編入帝國的雙重意

義。 

由於具有統合台灣、編入帝國的功能，因此體協及其支部之人事大多由官

方主導，協會之協議、自治等色彩，例如透過會員的招募、收費與自治的色彩並

不顯著，因此會員會費對於會務之運作，並非關鍵。相對於此，體協及其支部的

運作經費，主要由各級政府或者，以及與官方具有密切關係的財團法人所支應。

此外，根據資料顯示，台灣人在此體制中，並未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花蓮

港支部的資料說明，台灣人僅以會員之身分繳納會費的方式參與。 

                                                 
160 〈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61 冊 2

件。〈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80 冊 1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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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臺灣體育協會透過各支部（州）甚至各分會（郡）的體制，構成日

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推廣的基本架構，透過府─州─郡的三層級，進而將棒球運

動深入地方社會，包括少棒賽、軟式棒球賽、中等學校選拔賽、都市對抗賽、全

島各支部野球對抗等比賽，皆在此架構下運作。 

各支部野球部的事業，對地方棒球運動的發展，具有一定程度影響，以 1930
年代中期的台南支部與嘉義支部為例，這兩個分別在都市對抗賽與中等學校棒球

賽表現突出的地方，相對於其他各州，從其支部野球部的事業與預算中觀察得

知，棒球風氣普遍，主辦各項比賽之支出與收入，均能損益平衡，甚至產生盈餘，

這說明兩地棒球發展的狀況，明顯有別於其他地方，而其因素之一，與支部野球

部所舉辦之各項比賽有關。 

日治時期的棒球體育行政體制，仿造地方行政制度的層級，遂使棒球體制

呈現金字塔型，加上體協具有官方統合色彩，符合日本帝國價值認可的棒球運動

的開展遂能在受到控制下，深入台灣地方基層社會。 

藉由體協及其支部棒球事業發展的討論，得以掌握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

架構，此架構創造出相應於日本─台灣的殖民行政體系的構造，如此仿造帝國行

政架構的棒球體制，既深入地方社會也具有階序關係，換言之，日治時期殖民地

棒球體制的建構與開展，既是個落實普遍推廣的實踐體制，也是個區別上下關係

的手段。 

最後，由於臺灣體育協會為日治時期近代體育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並掌握

與壟斷體育的行政與經費等資源，其所推動之事宜與價值，均為受官方所認可之

體育運動。從市民社會的運動與國家治理的體育的概念來思考，日治時期台灣體

育運動的發展，皆為官方刻意移入並受到官方的影響甚多，如此，殖民地台灣運

動的發展，便與運動為市民社會的歷史進程中自發形成的產物有所違逆。161 

日治時期台灣的近代運動的普及，不僅源於外來，也受到官方壟斷，甚至

發展的範圍與價值的論述，也受到官方的影響，如此，當能從中視為考察殖民地

台灣運動史的一項重要前提，此後，殖民地運動史分析中，涉及的殖民地現代性

的曖昧、殖民地社會階層關係的再生產、運動的挪用∕轉化與接受∕抗爭等問題

的探究，也應當考慮殖民地體育行政所構成的條件。 

例如，都市對抗賽與中等學校野球賽的裁判身分，多為日本人，在筆者瀏

覽過的資料中，並未見過台灣人出任上述兩項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賽事的裁判，

這也意味著，棒球的仲裁權威的建立，將仲裁專業給予族群化（日本人），台灣

人在被教育必須無條件尊重裁判判決，與對裁判判決不滿中，體現了面對仲裁權

威所映射的日台關係及其中之矛盾問題。對於類似問題的掌握，筆者認為必須考

89 

                                                 
161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異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

台灣的現況〉，《思與言》47：1（2009.3），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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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體育行政發展的背景與特性，在這樣的意義下，本文才能從枯燥的組織、經費

等資料的爬梳與問題討論中，給予殖民地體育運動史討論更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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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殖民帝國棒球世界的構成及其價值 

 
 
 
 
 

保持純真的精神，以堅實的動作活躍著，

進而尊重光明正大的堂堂態度。在此聚集

於象徵公平無私的太陽之旗下，虛己而磨

練身心為至高的喜悅，新棒球道逐漸誕生。 

──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委員長  幣原坦 

 
望被選拔而擔負台灣代表榮譽之選手諸

君，發揮誠實的台灣青年該有的氣慨，在

甲子園表現堂堂正正的運動家精神。…邁

向更美好的台灣，進而邁向更美好的日

本…… 

──體協野球部長   速水和彥 
 
元夫台灣野球沿革，發達難遲最近受遠征

團及其刺激著為覺醒，…，本回聘早大，

其有以資本島球界促進。 
──臺灣日日新報 

 

 

 

 

 

第一節  從「ベースボール」到野球：棒球的「武士道」精神 
壹、 「武士道野球」的形成 

一、武士道野球的基礎：「一高野球」 

1872（明治 5）年，棒球隨著美籍教師赴日教學而傳至日本，最初是在東京

開成學院（東京大學前身）、大學預備門（第一高等學校前身）、與札幌農學校（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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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大學前身）等校發展，1此後，日本至美國留學的學生，如學習鐵道技術的

平岡熙，則將棒球帶回日本，平岡熙在 1878（明治 11）年就職鐵道局後，成立

新橋俱樂部的棒球隊。此時，棒球從事者主要為具有留學經驗或者在上述幾個學

校讀書者，而型態主要以俱樂部為主，棒球仍處於相當不普遍的階段。2棒球在

此時，採用和製英語「ベースボール」作為稱呼，亦即用片假名寫baseball。 

直到 1890 年代，第一高等學校棒球風氣興起，同時擊敗橫濱的外國人球隊，

「一高」校風中的國家主義與德育主義，加上藉由擊敗外國人所帶來的自信，日

本的棒球運動開始建立起自我的風格、迥異於美國的價值。3 

棒球在美國，提供社會調和與統合的契機，透過棒球，讓不同人種、階層

與宗教的人，產生連帶感。運動所強調的機會均等與公平性，也反映民主社會的

價值。再者，運動中勝利者的角色，體現美國夢中對英雄的想像與期待，英雄的

產生又因為棒球運動中的統計紀錄而被強化與規制化，這種英雄形象，也建立在

男性的充滿力量與速度的身體崇拜之上，成為極具男性歸屬意識的的運動，在此

同時，女性球迷的則在慢慢增加之中。美國的棒球於是具有個人主義、民主傳統、

男性意識等特質。4 

1896 年，第一高等學校連續三場擊敗橫濱的外國人棒球隊，校長表示「今

日的勝利不只是我校的勝利，更是我國的勝利。」棒球的對抗因此是一場事關「國

家榮辱」，一高的勝利被視為發揚國威，令人振奮。然而，在此背景下，日本的

學生棒球與運動講求自由的發展並不相同，為體現「士」的精神，學校棒球具有

很強的精神主義，勝利至上的原則被強調。5 

有山輝雄曾經指出「一高式野球」具有以下三點原則：第一，優勝劣敗的

勝利至上主義，指出比賽的本義就是為了求得勝利。第二，精神主義，野球競技

的真精神是藉著身體運動涵養知育與德育。第三，集團主義，透過學生學寮的設

置，讓學生學習自治與管理，凝聚群體的共識，進行德育的養成，因此，棒球的

勝利不是個人的勝利，是集團追求一致目標的勝利，此即為籠城主義。6此三點

被視為日本棒球具有武士道價值的基本特徵。 

此特徵的造就，與一高學生中士族佔 58%，士族對於武士行為與價值的認

同高有所關聯。7同時，由於一高野球興起之時，適逢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主

義的勇氣、規律、團結、忍耐等氣質，與棒球運動相互結合，此因素也造就棒球

                                                 
1 美籍教師將棒球引入日本的研究，可參考佐山和夫，《明治五年のプレーボール 初めて日本

に野球を伝えた男―ウィルソン》，（東京：2002，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2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7-18。 
3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23-25。 
4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東京，同文館，1996），頁 210-214。 
5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頁 217-218。 
6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25-28。 
7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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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具有強調精神主義、勝利至上主義的價值。8 

一高野球的價值逐漸成形的時代，也是棒球逐漸日本化的過程，以野球翻

譯與用語的演變為例，1895（明治 28）、1897（明治 30）年，中馬庚在《一高野

球史》、《野球》兩書中，把「ベースボール」譯為「和製用語」的「野球」、「バ

ット」譯為「棒」，大致確定棒球在內涵上與名稱上逐漸日本化的基礎。9 

 

二、「野球毒害論」辯論與「武士道野球」 

1、野球毒害論的發起與內容 

日俄戰爭前後期，日本的青年層產生自我個人主義的意識，一方面追求以

致富為目的的成功價值，一方面注重享樂，再者則開始對人生感到煩悶，受此影

響，運動也開始產生以成就自我為前提的個人主義，於此同時，隨著中等學校的

普遍成立，使得原本僅在如一高精英學生間流傳的棒球也開始大眾化。因此，隨

著野球大眾化，上述青年個人主義意識的抬頭，許多棒球的負面價值也隨之而

生。10 

原本，中日甲午戰爭後，隨著中學校的普遍設立，以及棒球體現的武士道

價值，1902 年，全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提出獎勵野球的決定，1903 年平野正朝

在〈一高式野球〉中，指出棒球具有「質樸簡約之風」、「剛健勇武之氣」、「直往

邁進的氣慨」等優點，說明一高式野球與棒球興起的關係。 

然而，日俄戰爭後，情勢出現改變，同樣是中等學校校長會議，1907 年的

會議中，指出棒球影響課業、遠征浪費時間與金錢、造成運動傷害、由於過度重

視勝負而傷害公德等影響，因此做出校長應強化管理校外比賽、選手資格必須要

學科與操行中等以上、比賽禁止外宿、限制練習時間、廢止優勝旗與紀念品等，

透過教育系統，此些對棒球限制的決議開始於學校實施。11 

由於棒球的流行及其負面影響，成為社會問題，此時適逢明治末期日本新

聞的改革，原本日本新聞受到江戶町人文化的影響，事件的報導主要為勸善懲

惡，除此之外，尚有花柳界與藝能界的新聞，到了明治末期，新聞開始關注政治、

經濟、勞動等議題，並關心社會事件背後的社會脈絡等，這時開始採用大學畢業

的記者，因此把影響學生很深的野球，視為新聞處理的對象。12 

 
8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東京：青弓社，2001），頁 14。 
9 鳥井守信，〈外來語受容狀況としての明治日本野球用語解讀〉，《ベースボーロジー》，１（2000），

頁 125-127。然而，明治大正時期的野球術語日本化的過程中，由於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已經

習慣和製英語的用法，因此以漢字作為描述的棒球術語，反而讓人覺得很不習慣。 
10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32-42。 
11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05、137-138。 
12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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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批判棒球發展的聲音，由「東京朝日新聞」首先發難。1911
年（明治 44）8 月 20 日到 9 月 19 日，相繼以「野球界的問題」、「野球及其毒害」

為題，合計 26 回連載批判棒球發展。批判者以一高校長新渡戶稻造為首，加上

許多名人與教育家，此次的批評，稱為「野球毒害論」。13 

這次的報導並調查訪問了 144 位中學校長，校長對於野球持否定論的態度

明顯，在棒球的利弊、棒球的正反面影響的提問中，答案為負面者居多，以此為

基礎，野球毒害論的論點如下：棒球選手熱中棒球而影響學業、棒球選手受到歡

迎而有風紀上的問題、選手制度造成弊害、替早稻田慶應等棒球盛行的私人學校

廣告、野球比賽的入場卷問題、棒球中之戰術計謀非光明作法、棒球常造成運動

傷害等七點，進而提出真正的棒球價值，應該要落實武士道的精神，如同一高野

球強調的德育價值。14 

2、「武士道野球」論述的強化 

以押川春浪、安部磯雄為首的擁護野球者，面對「野球毒害論」的批評，

開始有所回應。首先，就押川春浪而言，他強化從一高式野球以來的論述，並且

為外來的棒球在日本傳統價值中尋找積極且重要的定位。押川指出，體力與精神

鍛鍊的範圍不限於傳統武技，將日本武士的精神注入外來的競技，特別是棒球之

中，棒球將成為文明的武技、武士的競技。押川是一方面接受外來的棒球，一方

面將棒球放在武士道的價值中解釋。15押川同時批評野球毒害論的主要發起人新

渡戶稻造為「大虛言家」，並以實例舉出 1910 年左右，日本社會的中堅份子中，

有許多都是棒球選手出身，藉以反駁棒球選手學業品行不佳的指控。16 

就安部磯雄而言，他由棒球的修練價值以及國際競爭的意義等兩個面向來

支持棒球，安部在「野球の三德」中，提出棒球具有精神或品性休養的效果，他

指出中國也有智仁勇三德的概念，但缺乏身體的實踐，且如同殺身以成仁，那是

最美的道德，棒球便類似如此，透過身體的磨練與精神的意志相結合，例如即便

局勢不利，運動競賽也必須堅持到底的決心，堅持的態度甚至比輸贏還要來得重

要。因此，安部認為日本的武士道，與強調堅持的精神、尊重比賽結果、擅用計

謀與身體能力取勝的運動家精神是一致，都是精神價值與身體的修煉。17信仰基

督教社會主義的安部，也是提倡非戰論的平和主義者，他認為運動的國際競爭，

                                                 
13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52-53。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138-139。 
14 晚近「野球毒害論」最完整的輯錄，可參考橫田順彌，《嗚呼！！明治の日本野球》，（東京：

平凡社，2006），頁 205-288。 
15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10-113。 
16 押川春浪，〈學生界のために弁ず〉，收入橫田順彌，《嗚呼！！明治の日本野球》，（東京：平

凡社，2006），頁 326-344。 
17 類似的說法，最具代表性的便是大阪朝日新聞社員中尾濟對於第一回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

的說明，他指出「運動家精神與日本古來的武士道是一樣的」。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

オロジー》，（東京：新評論，2002），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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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破各國偏見、促進各國交流的共通語言，具有為實踐國際和平的效果。18 

關於運動家精神與武士道的關係必須說明清楚，因為在不同的時代背景下

與立場中，對於運動家精神有不同的詮釋，武德會台灣支部的主事中川次郎而

言，武士道與運動家精神是不一樣的。運動家精神是紳士陶冶身心的手段，具有

娛樂的價值，且其在培養團結合作的意義上是武道所沒有的。然而，武士道的真

髓是忠孝，是精神的修練，雖然可吸取團結合作的運動家精神，但兩者是不同的。
19到了 1930 年代末期，荒木貞夫文部大臣在 1938 年指出，世界共有的運動家精

神，並不適用日本，日本要去除借用於歐美的運動家精神，確立與國策一致「新

運動家精神」，必須以武士道精神一致。20內田勝指出軍縮會議被美國所壓制，

國事變得日益多難，…，養成運動家精神以期體育向上與人格向上，為國運昌隆

而努力。21因此，一樣是運動家精神，安部磯雄與荒木貞夫所指的並不一致。 

武士道野球論述的強化，具有一項重要的意義，坂上康博特別指出經過武

道精神詮釋的棒球，已不是封建時代的遺物，武士道野球的意義，在於它說服了

反對者，創造野球獨立發展的空間，成為體育運動自治的發展先驅。22坂上康博

的說法，是經由檢討日本體育運動史的研究，認為從 1960 年以降，研究成果中

認為近代運動與武士道精神的關係，被過分強調。而在 1980 年代以來，民眾生

活史的研究觀點被重視，日本運動史的研究，開始從娛樂性、生活史等民眾觀點

切入。23正如同高津勝提及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地方社會的運動會，也提出在身

體規訓機制與國家主義等觀點之外，許多人對運動競技的關注，在於滿足其刺激

性與趣味性吸引許多人，從而產生「逸脫」規訓的現象。24 

事實上，在「野球毒害論」中，不管是贊成者或者反對者，都有個核心的

共識，那就是日本棒球發展的價值，必定遵守著武士道野球的精神。因此，兩者

的論爭，其焦點並非野球精神的問題，而是學生熱中棒球所帶來對課業的影響以

及身體不均衡發展的危害，以及由棒球賽售票問題，所產生 1910 年代對於棒球

的資本主義化課題所形成的辯論。事實上，不管是野球毒害論的發起者或者反對

方，皆認為武士道野球是日本棒球發展的價值。反對者反對的是俗化的問題，例

如過度熱中野球造成成績不振，野球選手的風紀問題，棒球選手制度的問題，私

 
18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頁 152-153。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

頁 117-118、120。 
19 中川次郎，〈再び武道と運動競技とに就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6（1926.4），頁 40-42。 
20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71-172。 
21 內田勝，〈我等の野球練習法に就て〉，《臺灣遞信協會雜誌》，101，頁 47-49。 
22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26-127。 
23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8-19。由民眾的角度切入的棒球史研究，這方面的

研究如有山輝雄討論了觀眾的問題，（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而竹村民郎則將甲

子園棒球放在關西大眾文化的脈絡下檢視。參考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

（東京，同文館，1996）。 
24高津 勝，〈「帝国」の形成と民衆の競技文化─「地方改良運動」期の運動会〉，《人文・

自然研究》，3（2009.3）頁 12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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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學校把棒球當做宣傳的工具，棒球比賽入場卷開始普遍化等問題。 

因此，棒球在武士道的概念下被強化後，所遭遇的問題，反而是在「全國

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舉行後，蔚為風行的棒球普及潮流中，廣大的參與者產

生許多世俗化的誘因，造成許多問題。武士道的野球因此不只是價值詮釋的問

題，而開始產生觀眾的約束及其理論建構，強化棒球的儀式，透過儀式的展演，

強調普及與儀式表裡一致的武士道野球價值。 

 

貳、「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與武士道野球的普及 

一、「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價值與普及 

1、「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與大眾娛樂的推波助瀾 

「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俗稱的「甲子園」）的發展，有許多原因，

但就背景而言，明治末期以來，中等學校棒球普及，棒球的技術與精神由高等學

校傳至中學校，各地方校際的競賽日漸普遍，但規模比較小，不過中等學校的棒

球風氣，已然興起。25 

其次，私鐵業者以設置運動場、開發房地產、設置旅遊設施吸引民眾、創

造商機的手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1913 年，小林一三經營的箕面有馬電軌（1920
年代的阪神電鐵）開設豐中車站，設置豐中運動場舉行大型運動會吸引人潮，進

而開發特定區域，鐵路業者的鐵道鋪設與區域開發，配合著運動場的設置與運動

會的舉行，成效良好。1917 年至 1923 年，則在阪神電鐵沿線的鳴尾球場比賽。

1920 年代初期，阪神電鐵委託大林組建設觀眾容量達到六萬人的新球場，因為

1924 年為甲子年，因此完成的球場便稱為「甲子園」，1924 年起，第十屆中等學

校野球大會從鳴尾球場移到甲子園舉辦。總言之，私鐵業者的經營手法與大眾文

化的興起，亦為重要的背景。26 

再者，在上述背景下，各種運動比賽被舉行，但為何「全國中等學校優勝

野球大會」最具代表性，甚至延續至今，則與大阪朝日新聞社密切相關，1879
年創刊的大阪朝日，與其在經營上不相上下，但稍微落後的則為「大阪每日新

聞」，兩報在大阪市及鄰近區域競爭激烈，因此，競相舉行各種活動吸引，這些

活動主要分成兩類：運動會與博覽會。特別是大阪每日最常以舉辦博覽會，吸引

民眾的參與。27大阪朝日新聞則利用棒球的高人氣，加上行銷網絡與據點，開始

計畫將各地區中等學校棒球隊集中比賽選出全國之冠。大阪朝日新聞透過各地通

信部為據點，派遣負責社員至各地交涉組織，透過各種方式，取得地方選拔賽主

                                                 
25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71。 
26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東京，同文館，1996），頁 225-233。 
27 吉見俊哉，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台北：群學，2010），

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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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權。終於在 1915 年舉行第一屆「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28 

從豐中運動場到甲子園棒球場，大阪朝日新聞透過提倡武士道精神的棒球

賽的舉行，得以獲致廣泛的回應，其原因主要是 1920 年代關西地區產業化與都

市化的程度提升，進而使得勞動時間縮小、休閒時間增加，多樣化的民眾娛樂進

而興起，以 1921 年大阪市內的新聞社所主辦的活動來看，就包括了演講會、博

覽會、陸上競技、音樂會以及棒球賽，總觀眾有兩百多萬，其中棒球觀眾佔約四

成，棒球已成為大阪最重要的大眾娛樂。29 
 

2、「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宗旨與價值 

1915 年，第一回大會舉行時，大阪朝日新聞社員中尾濟強調，「本大會不是

職業化的美國野球的翻版，是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藉著區別出日

本棒球與美國棒球的關係，連結一高時期的棒球價值，強調以武士道精神為基礎

的日本棒球特色。30 

自許作為正確模範的甲子園大會，除繼承一高以來優勝劣敗的勝利至上主

義，大會在大會規則、選手與球隊行動細節的制定，也具有武士道價值，例如比

賽賽制從地方選拔到全國比賽，都採取一敗淘汰的制度，換言之，僅有未曾失敗

的球隊，才能問鼎最後的冠軍，獨占至上的榮譽，這也是全國優勝野球大會取名

為「優勝」，所體現的優勝劣敗的原理。同時，也重視德育的精神主義以及發揮

集團主義。再者，則強調獻身團體的敢鬪犧牲精神，有別於勝利至上的對外取向，

犧牲敢鬪精神則是強調為團體內自我犧牲，犧牲也來自於甲子園大會對協同一致

的強調，協同一致講求必要時為集團自我犧牲。以智仁勇來說，棒球的「犧牲打」

就是體現殺身以成仁的行為。31集團與集團的對決，兩隊的對決，除了是對我方

的認同，更強調的是自我的犧牲與奉獻。慶應大學校長鐮田榮吉，因此指出甲子

園大會所強調的棒球精神是「盡忠報國等愛國精神的淵源」。32 

不過，為避免陷入一高必勝主義的後遺症，產生球員與觀眾過度激烈而造

成衝突，大會也強調敢鬪精神的發揮更勝於野球的勝負，故而在全國優勝大會的

「野球美談」中，履有為失敗者喝采，而留下同情眼淚的故事。33 

明治末期的棒球發展由一高全盛期轉為各地方中學校、商業學校與私立大

學全面興起，參與者由特權的菁英學生轉為大眾化，此時期也是中學校普設的階

段。中學野球發展後，畢業生進入了早稻田、慶應、明治等私立大學，野球也因

 
28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73-83。 
29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120-121。 
30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86-87。 
31 鳥山隆夫，〈運動夜語（三）〉，《運動と趣味》，2：9（1917.8），頁 16。 
32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93-94。 
33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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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興盛。而在此發展過程中，不僅技術被傳承，一高式的野球精神與武士道的野

球觀也被延續了。34在此背景中，說明了甲子園大會的兩個主要影響： 

其一，一高棒球的武士精英意識隨著甲子園而普遍化，更讓各階層的人受

到影響，形成以武士道精神為基調的日本野球。其二，球場上優勝劣敗的精神就

是世界各國競爭的縮影。一高精英的國家主義身體文化轉為中等學校的大眾的國

家主義。35 

 

3、「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儀式：精神如何「被看見」 

武士道精神除了價值的論述，也表現在所對應的身體技藝中，也因為精神

與身體對應，造成觀眾對武士道野球的體會，由精神上經歷視覺化過程，從而讓

價值「被看見」。例如：棒球員投入球賽的過程中，選手在球場中不能慢步行走

而需跑步快走、擊球後跑壘不管如何也應當快速跑壘。此外，球場的儀式也將武

士道的價值，透過儀式過程的可視化途徑，而被加以強調，而球場則如同一個舞

台，由豐中球場的一千多個觀眾席，成長到 1924 年甲子園球場的六萬名觀眾時，

球場中的球員的表現與大會的儀式，將武士道的精神，賦予更為傳神且精準的描

述。 

第一回大會中，由於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棒球賽被視為武士決鬥，將中學

生棒球選手視為古武士，而在比賽開始與結束時，兩隊隊員皆須面對面並列，彼

此敬禮，見證者為站在之中的裁判，這代表著公平競爭與正面對決的武士道精神

儀式，也意味對於裁判者的絕對服從（圖 2-1）。36 

 
圖 2-1  甲子園開賽前兩隊敬禮的儀式：1931 年嘉農與神奈川商工之戰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34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42-44。 
35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107。 
36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頁 152-153。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

頁 2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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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甲子園開幕入場時的儀式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1917 年第三屆開始，更增添球隊的出場儀式（圖 2-2），各地的優勝隊旗代

表著各地，肩負著各地的名譽而出場，依序如軍隊般行進入場。依序入場的選手，

共同爭取為表彰立於全國之頂點的優勝選手，而可獲得與天皇織同樣質地的皇國

織織成的優勝旗，這面優勝旗的造價高達一千五百圓，在當時可買一棟豪華的房

子。1926 年，第 12 回大會中，則制定「野球大會之歌」，歌詞強調作為正確模

範的代表，發揮年輕人的熱血。37 

再者，1930 年代末期，荒木貞夫文部大臣希望矯正野球的娛樂價值，認為

娛樂取向破壞青年們的精神，球棒、球、手套如同武士自己的刀，必須慎重對待，

不得隨便丟放，比賽前如同武士的決鬥，必須有嚴肅的入場儀式，比賽前雙方必

須相互敬禮。38武士的刀如同棒球員的球具，對待球具的方式，更應該排放整齊

顯示對自己的球具＝刀的重視，整齊的排放也體現了協同一致的團體精神。 

甲子園大會的開幕，通常融合上述儀式，比賽中球員由承載著價值的身體

所散發出精神與價值，加上球賽的相關儀式等，將武士道的價值，透過可視化的

儀式，經由日常實踐傳達給所有的參與者，包括場邊觀眾。39 

此外，全國優勝野球大會強調的價值，如何落實在觀眾身上，因為透過比

賽的儀式與價值的傳遞，球員比較能夠感同身受，但觀眾如何感受武士道野球的

價值，則是另一重要課題，特別是啦啦隊的問題，過去「一高式應援」的加油風

格，是由很誇張的奇裝異服對對手大聲嘲笑怒罵，加上身體的動作、旗幟、與鼓

的助威所構成，這樣的加油方式，在日本廣泛流傳，但也備受爭議，甚至有許多

                                                 
37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頁 222-224。 
38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72。 
39 以運動會與博覽會為例的討論，可參照吉見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頁 26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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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的衝突，都來自於觀眾席的加油團。因此第一屆大會以來，主辦單位便企圖

將啦啦隊規律化，透過報紙鼓吹堂堂正正的加油，並規定各隊啦啦隊不得穿著不

正經的服裝與卑劣的言行，同時將啦啦隊與一般觀眾隔離，以避免啦啦隊的失序

與激烈影響其他觀眾。40其目的就是讓場內場外也協同一致，在遵守風度的加油

中，協助支持的球隊取得勝利。 

綜上所述，大正與昭和時期，以武士道為基礎的棒球運動，雖然廣泛流行，

但日本國內對於棒球的反對力量始終存在，因此，常可見由於甲子園棒球具有大

眾娛樂的意義，觀眾加油有時導致對立者衝突。 

因此，甲子園棒球的規範與論述，大致上不斷強化學生野球的修練價值，

如此一來，棒球的武士道價值，便是在面對批判的情況下，不斷強化其身心修練

的價值下，持續廣泛流行，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棒球因為主客觀因素的關係而

告中斷。 

綜觀二次終戰前，日本棒球的發展，係以明治時期以精英學生為始，從對

美國人的對抗中，找到棒球發展的意義與主體性，而後則在甲子園大會中深化武

士道價值的論述，棒球作為精神修練手段的定位，在大正與昭和時期的日本，隨

著越接近戰爭爆發的時刻，更強化其論述，即便具有國民大眾娛樂的功能，但一

種以修煉為前提的大眾文化，正是日本棒球最重要的特色。 

如此一來，與棒球祖國美國相較，美國以成人與職業化棒球為主，十九世

紀末期，便以發展提供國民娛樂，提供社會調和與統合的契機，透過棒球，讓不

同人種、階層與宗教的人，產生連帶感。運動所強調的機會均等與公平性，也反

映民主社會的價值。再者，運動中勝利者的角色，體現美國夢中對英雄的想像與

期待，英雄的產生又因為棒球運動中的統計紀錄而被強化與規制化，成為極具男

性歸屬意識的的運動。41這些發展特色，顯示了日美棒球的差異。 

 

第二節  殖民帝國棒球世界與「武士道」棒球精神 

壹、殖民帝國運動世界的中心與邊陲─以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為例 

一、舉國奉獻與明治神宮的起造 

日本棒球的運動的發展，不僅及於日本內地，也在 1920 年代左右相繼及於

各殖民地，這個以同化政策作為訴求的時代，認為透過運動競技的交流，能夠促

進帝國內的每一份子，相互認識與了解的機會，因此，一個相應於帝國規模與版

圖的運動世界，透過各種全國規模的運動競賽的舉行而逐步成形，棒球的價值也

                                                 
40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101-103。 
41 竹村民郎，《笑樂の系譜─都市と余暇文化》，頁 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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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間流動與傳播。然而，內地與殖民地的關係，究竟透過運動的交流與價值的

交換中，產生了何種具有殖民研究分析的意義，本文將就明治神宮大會、全國中

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舉行說明殖民帝國運動世界中，內地與殖民地的中央與邊

陲關係。再者，則將由六大學的台灣訪問賽以及六大學選手在台灣棒球界所扮演

的角色，再度強調日本棒球的價值與六大學的棒球選手，如何在殖民地中以指導

者的角色，不斷強化彼此間優劣與高下的關係。 

首先，以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為例。1912 年，明治天皇過世不久後，為緬懷

明治天皇聖德，輿論與社會各界發起建立神宮的想法，此後由選定地點、決定以

興建風格、神宮規劃格局，以及專責機關的成立等，明治神宮興建作業在 1910
年代中期，開始緊鑼密鼓。42 

對明治天皇的擁戴與明治神宮營造的背景，與日本開始排除對民間佛寺信

仰，建立王政復古的皇統，並以伊勢神宮為頂點的神格制度的再編息息相關，換

言之，明治神宮起造與日本近代天皇制意識形態政策關係密切。43 

明治神宮起造的過程中，對於殖民地而言，最為重要的乃是透過將台灣捲

動入明治神宮建造的過程，進而建立台灣對國家與天皇的認同，明治神宮興建之

初，便決定將以朝鮮、樺太、台灣等地的木材為主，其中，台灣阿里山出產的檜

木，因為品質佳被大量採用，除此之外，明治神宮內外所種植的林木，台灣也捐

獻出七千多棵。44 

除此之外，明治神宮的建設經費，亦在明治神宮奉贊會設立後，開始透過

各地支部的設置，以類似於官僚機構的分工與效率，開始有制度的推動募款事

宜，同時分配各地應該捐獻的金額。台灣的獻金活動被分配了十萬圓，會社與銀

行負責五萬，其餘則由台灣各廳負責募集。台灣的募款至 1917 年左右，共募集

超過十四萬圓，比預期超過四萬。45 

1919 年、1920 年明治神宮的興建進入尾聲，鳥居完成、神宮上樑以及鎮座

式陸續舉行，1920 年 11 月 1 日到 3 日，明治神宮舉行鎮座式，台灣各地也同時

舉行遙拜祭典。46 

 
42 〈明治神宮内苑の風致 特別委員會に於て既に内定〉，《臺灣日日新報》，1914 年 10 月 8

日，夕刊 4 版。〈明治神宮御造營と内地産品 一切洋式を排す〉，1914 年 10 月 22 日，1

版。 
43 入江克己，〈近代の天皇制と明治神宮競技大會〉，收入於《運動會と近代日本》，（東京：青

弓社，1999）。頁 171。 
44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政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9。頁 148-149。 
45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149-150。 
46〈明治神宮遙拜式〉，《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1 月 2 日，4 版。〈宜蘭 明治神宮遙拜式〉，

《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1 月 4 日，4 版。〈澎湖 神宮鎮座祭〉，《臺灣日日新報》，

1920 年 11 月 7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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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神宮係由日本內地，包括各殖民地人民，共同捐獻物資與出資興建而

成，神宮興建除了說明以明治天皇做為祭祀核心的天皇制國家象徵的建立意義之

外，藉由殖民地對於神宮興建的參與，以及台灣對於神宮敬拜儀式的舉行，其結

果是透過殖民地子民對天皇的效忠，強化日本及其殖民地的關係，構築殖民帝國

範圍內的國家認同。1920 年開始，台灣總督府開始勸誘親赴日本參拜明治神宮，

1922 年，基隆的許梓桑參拜明治神宮後，寫下「一見臺山大檜材」、「先帝英澤

傳台灣」等詩句。47說明臺灣在這場明治神宮營造的活動中，作為財物的提供者

以及天皇恩惠所澤之地的兩層意義。 

 
2、面向核心的朝聖之旅─明治神宮競技大會 

1918 年起，明治神宮營造局開始規劃興建現代化的大型運動場，1921 年、

1922 年，以提升國民體格為目的舉行的運動會，以東京的單位與學校為對象開

始舉行。481924 年，「為緬懷明治天皇德澤，提升國民體力與士氣」，明治神宮的

運動會，改稱為「明治神宮大會」，由內務省負責擴大舉行規模，並照會日本內

各縣、與殖民地各州，舉行選拔賽，推派代表參與此盛會，因此，台灣首次的明

治神宮大會的預選，便於 1923 年 10 月在台北舉行。49 

林丁國引用村橋昌二、石黑英彥等人的說法，解釋台灣參加明治神宮大會

成績未盡理想的原因，不外地理偏遠旅途甚長、練習不便、生活作息改變、風土

氣候激變、代表隊規模小加油人數少；場地差異、運動器材有落差、獎金與經費

較不充裕，因為上述因素因此成績不佳，甚至認為是不懂運動之地。石黑則強調

台灣運動員在集合全國精英的神宮大會，應該肩負台灣名譽，同時抱持日本魂的

帝國精神，以決勝決心參加競技。50 

日本內地與台灣的對比，表現出來的關係是內台之間的優劣差異，當然，

這種差異不是絕對的，台灣依舊可以進步，也有少數優異的表現，但它都是以內

地為目標或者模範的進步之路，換言之，台灣與日本是在同一個系譜上，高低的

比較。然而，不管成績如何，如同石黑所強調的參加明治神宮大會，需發揮決勝

決心的日本魂價值。 

明治神宮大會從台灣預選賽乃至赴日比賽，它所開展的意義，一方面是體

育的交流，產生內地與殖民地之間，既表現出親密的關連性，但也在進一步的接

觸中，形成臺灣與日本高低落差的從屬關係。另外，體育的交流，加強日本帝國

統治下所有地方交流，藉由交流的過程，再現了帝國版圖的範圍，也強化了版圖

內的整體性，強化對國家的認同。 

                                                 
47〈遊京雜詠 明治神宮〉，《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6 月 10 日，6 版。 
48 〈明治神宮 祝賀運動會 東京聯合靑年團が〉，《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10 月 14 日，4 版。 
49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151。 
50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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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來說，對於國家的認同，係將明治天皇之聖德與運動的價值互相結

合，同時透過極具象徵意義的儀式舉行，將明治神宮大會效忠國家的價值，由日

本內地傳遞至殖民地。這些價值的強化，不僅依靠著許多象徵與儀式的不斷添

加，例如：明治神宮的開幕式中，最重要的就是明治神宮參拜的儀式，奉告運動

會的開始，明治神宮大會其實就是在「神靈御前」的競技，是為了在「御聖德」

中，進行國民身心鍛鍊，養成質實剛健的國民精神，而在 1915 年第二回大會的

皇族臨席、參與人數日漸普及、團體體操（參加者達兩萬人）以及制定明治天皇

頌歌等特色，1929 年天皇親自出席「行幸」，1931 年獲頒聖恩之旗，一九三○

年代以降，相繼經歷神宮體育會的解散，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由厚生省直接主辦，

更直接的呼應配合國民精神與體力的總動員等目的，同時強調明治神宮大會作為

國民意氣之昂揚、敢鬥精神之鍊成、團體訓練的強化、體力之增強、國防技能的

磨練，因應著不同的時代背景，明治神宮大會增添在國家認同與身體動員的意

義。51 

而在台灣，台灣參與明治神宮大會的項目，大多為軟網、田徑，此後也有

網球與籃球等項目。明治神宮大會的台灣預選賽中，前文所提的儀式與價值也都

被普遍用在臺灣。資料顯示，台灣的選拔大會雖沒有那麼複雜的儀式，但大致上

為選手進場、長官致詞、優勝旗返環。52以 1933 年，第七回明治神宮選拔大會

（同時為第十四回臺灣陸上競技大會、第二十回全日本選手權大會）為例，由於

參加者多為臺灣好手，因此，通常運動員人數大概在百來名左右，比賽通常國旗

揭揚、優勝旗返還、長官致詞等儀式，而後進行競技。代表選手選出後，準備參

加前，通常都有送行餐會，內容不外長官訓勉，希望代表台灣爭取榮耀，榮耀明

治天皇之精神，出發時並在三唱萬歲聲中出發。53皇紀兩千六百年，各地行政首

長給總裁宮殿下的奉祝文，由各地採用接力賽跑的方式送到明治神宮，臺灣的總

督奉祝文，由台北送至基隆搭船，到日本後由福岡隊接手，台北到基隆分為六段，

第一段是由總督官邸到中崙，出發當天穿著純白色制服的隊員，來到總督官邸，

在宮城遙拜、明治神宮遙拜、國歌齊唱等儀式結束後，總督轉交奉祝文給持捧者。

持捧者在兩旁手持日之丸旗幟的加油下，朝向目的地。54 

明治神宮大會開展的殖民帝國運動世界，不僅開展殖民地與母國間的運動

交流，使得各殖民地得以與母國展開進一步的互動，更為重要的是，這種關係也

構成內地與殖民地間，彼此的落差關係，殖民地雖偶有成績表現的選手，但整體

而言，仍需經歷一大段追上內地的過程。 

 
51 入江克己，〈近代の天皇制と明治神宮競技大會〉，收入於《運動會と近代日本》，頁 174-184。 
52 〈明治神宮競技大會の 臺灣豫選大會を前にして〉，《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10 月 16 日，

5 版。〈第六囘全島陸上競技大會 上圖後藤名譽會長の挨拶〉，《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10
月 11 日，5 版。 

53 臺灣鐵道同好會陸上競技部，〈第十四回全臺灣陸上競技選手全大會〉，《台灣鐵道》，257
（1933.11），頁 70-75。 

54 臺灣山岳會，〈紀元二千六百年奉祝繼走〉，《臺灣山岳彙報》，12：12（1940.12），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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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這層關係，以天皇崇敬與效忠為基礎的國家認同，則隨著明治神宮相

關儀式的添加與傳播到殖民地，造成天皇的象徵性人格，巡禮於殖民地的功能，

如同 1923 年，日本東宮太子臺灣行啟，透過天皇人格性象徵的巡遊，則產生規

律、訓練的機制，形成視覺性的支配，藉由殖民地人民的沐浴聖恩而崇敬天皇。
55另一方面來說，從台灣的預選賽到內地的決賽，這段朝向明治神宮與明治神宮

外苑運動場的旅程，是帝國運動競技的最高殿堂，也是帝國象徵權威的核心區

域，這段旅程對於台灣而言，是趟由邊陲到核心的朝聖之旅，是趟領受聖恩、感

受內地強盛運動實力的旅程。 

因此，明治神宮大會不僅劃定與建立以天皇崇敬效忠國家為基礎的殖民帝

國體育世界，更為重要的是，透過神社參拜、聖恩之旗、明治天皇頌歌等事物，

體育的交流，最終也是由中央與邊陲之間，以效忠天皇、國家主義為價值的聯繫。 

此外，明治神宮競技大會以天皇制國家為核心的論述，目的是「為緬懷明

治天皇德澤，提升國民體力與士氣」，同時一方面體現內台關係的互動與階序。

而在殖民地台灣，則以祭祀有助於統治台灣的功勞者為由，在 1928 年舉行「可

以安慰建功神社神靈」56的競技大會。建功神社為祭祀殖民統治以來，有功於殖

民地統治者戰死者、殉職者，因此於 1928 年興建落成建功神社，規定不分官民、

不分內地人、本島人、番人等，只要經過審查均得以入祀建功神社。「捨一命報

國，奉公效誠，是為我國民之中核，而國家對此殉國者厚祭，表明其忠誠，使國

民崇敬為護國之神，畢竟為政教之基本、國家社會之興隆，厚民後生之要道。」
57建功神社將台灣統治的成功歸功於不分族別的付出者，58此為「一視同仁」的

同化政策時代裡的台灣殖民統治論述，因此建功神社競技大會便有各競技代表選

手至神社參拜之事。59綜言之，建功神社競技大會為另一個統治神話與運動大會

結合的範例，但仍有待進一步深究。 

 

貳、「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在台灣 

一、「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與殖民帝國的棒球世界 

1922 年 6 月，曾任台灣民政長官，時任大阪朝日新聞重役的下村宏來台，

主要目的係為協調台灣參加甲子園大會。因為，當時北海道、滿州與朝鮮已參加

                                                 
55 若林正丈，〈一九二三年東宮臺灣行啟と「內地延長主義」〉，收於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

植民地」2《帝國統治と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87-107。 
56〈由全島各地選出 千五百餘健兒 大活躍於各種競技 可以安慰建功神社神靈〉，《臺灣日日

新報》，1928 年 7 月 15 日，4 版。 
57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146-147。 
58〈『臺灣の靖國神社』 建功神社の創建 貴い犧牲者なら 身分の別なく合祀〉，《臺灣日日

新報》，1928 年 5 月 1 日，7 版。 
59〈建功神社の神靈を慰む可く 全島から選ばれた千五百有餘の健兒 熱と意氣とで大活躍〉，

《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7 月 15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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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盛大的甲子園大會，而台灣卻未參加。因此，下村宏來台透過台灣體育協會，

邀請台灣參加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為此，台灣體育協會雖幾經協調，「希

望本島中等學校生徒預選參加。同協會蘘經向各學校交涉中。」但因各校態度不

一，例如台北一中「卒先辭退」，而台南則「抱有若豫選比試舉行時，則不妨出

場意見」，加上「台北除卻第一工業而外，其餘各校全部辭退」，後來「協會因不

豫選，內定欲以第一工業，使之參加，其後照會於朝日社，結果有不便之處，因

而今年之派遣決定中云。」因此，1922 年的甲子園大會，台灣未及推派代表隊

參加。60此後，經過體協賀來會長委由野球部部長音羽守與台灣各學校交涉，因

此於 1923 年 7 月 15、16 日舉行第一次「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由台北一中

獲得第一次的代表權，代表台灣參加第九回甲子園大會。61 

迄至 1943（昭和 18）年為止，台灣每年都舉行選拔賽參與此項比賽，參加

的隊伍由 1923 年，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台南一中等四校，而後加

入高雄中學、嘉義農林、台中商業，1930 年代則又陸續增加嘉義中學、台中二

中、台北二師、台北二中、台中一中、台南二中、屏東農業、花蓮港中學、國民

中學、新竹中學、台北中學校等校，總計參加的隊伍最盛階段可達十三隊，其最

高峰為戰爭初期的 1939 年左右，當年有 13 隊參加，新竹中學與國民中學第一次

參加，其理由則是呼應體位向上、保健推進的國策。62由於參與球隊遍及北中南

部，未免舟車勞頓，且花費過度成本，因此先舉行各地初選，最後由北中南三支

隊伍隊戰，決定何隊代表台灣。63每年度的代表隊，及其甲子園的成績如表 2-1： 

表 2-1 台灣參加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會成績一覽表 
年度 代表隊 成績 
1923 年 台北一中 4-23 立命館中學 
1924 年 台北商業 6-2 金澤一中、2-7 松本商業 
1925 年 台北工業 4-6 松本商業 
1926 年 台北商業 3-16 和歌山中學 
1927 年 台北商業 3-5 平安中學 
1928 年 台北工業 12-7 前橋中學、3-4 北海中學 
1929 年 台北一中 10-1 前橋商業、4-0 佐賀中學、5-4 平安中

學、0-9 海草中學 
1930 年 台北一中 （春）5-3 八尾中學、2-7 平安中學 

（夏）4-6 大連商業 
1931 年 嘉義農林 3-0 神奈川商工、19-7 札幌商業、10-2 小

倉工業、0-4 中京商業 

                                                 
60 〈中學選手中止〉，《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7 月 16 日，6 版。 
6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338-339。 
6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26。 
6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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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年 台北工業 5-11 熊本工業 
1933 年 （春）台北一中 

（夏）嘉義農林 
（春）4-6 高松商業、1-10 松山商業 

1934 年 台北商業 2-3 市岡中學 
1935 年 （春、夏）嘉義農林 （春）7-12 浦和中學 

（夏）4-1 平安中學、4-5 松山商業 
1936 年 嘉義農林 4-3 小倉工業、5-7 育英商業 
1937 年 嘉義中學 12-0 青島中學、2-4 滝川中學 
1938 年 台北一中 0-4 大分商業 
1939 年 嘉義中學 0-5 海草中學 
1940 年 台北一中 1-3 京都商業 
1942 年 台北工業 2-3 海草中學 

資料出處：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筆者自行整理。 

總計日治時期代表台灣參加甲子園大會者，依序為台北一中 7 次、嘉義農

林 5 次、台北商業 4 次、台北工業 4 次、嘉義中學 1 次，其中嘉農在 1931 年取

得亞軍，為日治時期台灣參加該項賽事之最佳成績。641930 年代以前，台灣代表

隊的實力，向來不被看重，1929 年台北一中甚至被評為「四流球隊」，但台北一

中卻一路闖進前四強，65此後，1931 年嘉農首次參賽，便得到亞軍，更寫下日治

時期台灣代表隊的最佳成績。 

1930 年台北一中進入準決賽後，隔年比賽前輿論指出台灣： 

雖位於南海的離島，遠離球技的中心地，但預賽大會開始以來已經

過八年的時間。因此也已經不是本島球界總被冠以「因為是台灣所

以…」的不利條件而遭受悔辱的時代了。幸好，各地來了內地球界

的前輩，由其啟示及鞭策，最近全島球技的普及與向上實為令人刮

目相看…66 

如此的說法，強調台灣與日本的中央與邊陲關係，而拉近彼此距離的則是

依靠內地球界的前輩。這正是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所體現出的內地與殖民

地關係。 

日治時期台北一中棒球隊、日後亞洲棒球總會的山本英一郎便指出「甲子

園的比賽唯一一件好事就是台灣和韓國的京城中學，還有之後滿州也有隊伍前

來，像是鞍山的球隊。大家齊聚一堂，進行友好的比賽。我認為那是件好事。像

是鞍山、奉天這些學校也來參加甲子園。」67總而言之，1923 年台灣首度參加甲

                                                 
6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 
65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61-63。 
6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07。 
67 山本英一郎口述、公共電視台訪問，〈山本英一郎先生棒球口述〉，收入本文附錄，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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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園大賽，所具之意義，曾任體育協會野球部幹事的速水和彥指出，朝日主辦的

甲子園大會，相當盛大，參加學校較第一回大會呈現倍數成長，所有帝國版圖內

的地方都有代表參加，唯有台灣沒有與會，因此台灣參加比賽，具有網羅帝國版

圖各地方球隊參加的重要意義。681923 年，台灣參加甲子園大會，填補帝國棒球

版圖最後的缺口。 

這同時也意味著甲子園棒球所強調的武士道精神，透過日本統治的殖民地

的共同參與，以及藉由參加選拔乃至取得代表權，進而進軍神聖殿堂的過程，激

發對甲子園所提倡價值的認同。因此，取得台灣代表權的球員，往往如同嘉農的

蘇正生一般，「想到我們居然可以進軍甲子園，大家都是興奮之至，喜極而泣…

歡喜的情緒，是一輩子才有一次的」69，得以親臨甲子園球場的球員，都有類似

台北一中下村豐的感覺，「踏在甲子園土地上的回憶，至今都不能忘記。」70對

於日治時期唯一一位在甲子園大會開幕式中，代表所有選手宣誓的台灣選手嘉義

中學的鯵坂俊雄而言，這樣的經驗更加令人印象深刻。71 

二、「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價值與儀式 

1、「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價值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既然是「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台灣

選拔賽，整個賽會的價值甲子園大會相類似。日本「學生棒球之父」飛田穗州曾

指出如果是為了身體保健的目的，依靠體操就可以了，因此學生從事棒球的運動

其實是為了鍛鍊精神，棒球練習如同是在坐禪，培養精神集中與忍耐，棒球場練

習就是是苦修院的生活，學生必須純粹無瑕的經歷修練過程。72而個人修練則是

為了達到與團體協同一致的目的。甚至必要時為了集團的榮譽，必須自我犧牲。

集團與集團的對決，兩隊的對決，除了是對我方的認同，更強調的是自我的犧牲

與奉獻。如同慶應大學校長鐮田榮吉，因此指出甲子園大會所強調的棒球精神是

「盡忠報國等愛國精神的淵源」。73 

上述的價值，都建立在堂堂正正的態度，如甲子園大會如同大會委員長幣

原台北帝大校長期勉選手「堂堂正正地，用力地奮鬥」，而代表選手宣誓的台北

商業隊長長坂也回應「將年輕的驕傲注滿血潮裡，正直地、磊落地、用力地奮鬥。」
74而年輕學生經過身心苦練的過程，透過青春的身體所展現的力量、熱情、意志，

表現出團隊的集中、團結與韌性等特質，這樣的精神就如同幣原會長，認為年輕

 
68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341-342。 
69 〈蘇正生先生訪問紀錄〉，《嘉農口述歷史》，（嘉義：嘉農口述歷史，國立嘉義農業專科學校

校友會），頁 117。 
70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17。 
7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56。 
72 飛田穗洲，〈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 上〉，《臺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2 版。 
73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頁 93-94。 
7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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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該以統制、堅實、純真等價值，抱持正直堅強的日本精神持續競技。75

進而為所其雙肩所承擔的校譽、地方名譽、國家名譽、榮耀天皇等使命，帶來不

辱使命的勝利。 

如同第六回大會中，新任的川村總督在決賽時親臨球場，鼓勵選手承擔台

灣的榮譽，更進一步發揮年輕人的活力，堂堂正正的以真正的競技朝向甲子園邁

進。761938（昭和 13）年，日下大會委員長則在開幕前一天的座談會中的致辭中，

說明野球大會不是只為了追求勝負，更具有在非常時期中，體位向上與團體行動

訓練的意義。棒球的精神在發揮在三點精神：集中、團結、韌性。77幣原坦進一

步的指出了甲子園的價值，不僅在表現運動的世界性，更是一種體現日本精神的

野球道： 

…在此將舉行全島預賽大會，對來自遠近各地的多數參會者，將發

揮其所磨練的技術，我們欣然歡迎。原本此競技（譯者按：棒球）

的世界性要點便是，無論勝者或敗者都必須抱持善意、勝者不誇敗

者不挫，勿因比賽結果而失去平靜心及寬容的態度。自從棒球輸入

我國之後逐年盛行，而今有凌駕世界各國的氣勢，其間自然而然地

吸收我國的國民精神，與其說是「運動」，毋寧說早已逐漸產生了

一種棒球道。因此無法滿足於遂行上述競技的世界性要點，更進一

步要求明朗潔白敬虔且勇壯的秉性，並且保持純真的精神，以堅實

的動作活躍著，進而尊重光明正大的堂堂態度。在此聚集於象徵公

平無私的太陽之旗下，虛己而磨練身心為至高的喜悅，新棒球道逐

漸誕生。78（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棒球的實踐面來看，做到身心修練，就是不斷辛苦的重複練習，日治時

期常以「斯巴達式」嚴格鍛鍊來形容這個過程，每天進行不斷重複鍛鍊，被視為

實現野球的武道精神。在此過程中，年輕的棒球選手被稱為「若武者」，亦即年

輕的武士之意。79並認為由於各校代表的武士道精神，讓選手都能經歷艱苦的訓

練與競技，1942（昭和 17）年，若武者與武士道精神，與戰時時局的價值被進

一步聯繫在一起： 

回應各參賽學校代表的武士道精神及其溫情，赤身橫渡激流漩渦之

濁水溪的花中（花蓮中學）之決死出征，以及原本不是選手，卻在

大會前病倒的同學村上捕手，經連日的猛烈練習而毅然擔任本壘守

備的高中（高雄中學）高橋君的氣慨等，織入了相應於非常時局的

各種美談而盛大展開的大會。因此，不僅在連日的炎熱如灼之下傾

                                                 
75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21。 
7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62。 
77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85。 
78 〈新野球道の昂揚〉，《朝日新聞》，1936 年 7 月 26 日，6 版。 
79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99、5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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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熱烈的鬥魂而比賽的 10 所參賽學校選手之外，……80 

體協野球部長日下也指出：「戰時下呼籲體力增強之際，望諸君堂堂正正臨

戰，傾注團結力、智力及能力等透過競技能發揮的所有至純聖美，奮鬥得像後線

青年。」81又例如，武道的精神聯繫戰時的國策價值，如同 1941（昭和 16）年的

大會開幕式中，代表選手宣誓的台北一中田中熙在誓詞中指出，我等選手一同，

以終始真摯敢鬪的武士道精神、透過運動競技鍛鍊身心。在戰時體制下，我等青

年學徒更加意氣昂揚，透過作為皇國民的修煉、翼贊興亞大業。82 

至此時，棒球戰鬪也被比喻為持續苦鬪的大東亞戰爭，因此，1942 年的全

島中等野球大會，四場延長賽更被視為發揮敢鬪球魂，做為大東亞戰爭下全島大

會的永久紀念。83 

此外，1930 年代中期，全島野球大會參賽球隊日增，如前文所述最多曾達

13 隊，由於冠軍只有一個，這也意謂著有更多隊伍必須面對失敗，因此失敗者

如何體現野球的價值，更令人值得注意。如台北二師、屏東農業等球隊實力並不

足以奪冠，但卻響應甲子園堂堂正正的敢鬪精神而奮戰。以屏東農業為例，福田

校長本來抱持「除非有贏得勝利的自信，否則不讓選手參賽」的態度，後來「往

往被誤以為是勝利至上主義，但今年夏天初次上陣之際，很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

思如下：「勝利這件事，重點不在於技巧上，而在於精神上的訓練。本校特別注

意這一點。觀察英勇精神如何、運動者精神的體驗程度如何後，發現選手已符合

我當初的信條，因此自然而然地就決定讓選手初次上陣。」84台北二師也指出「我

們學校打棒球並非以勝利為目的。而由於學校的性質，就算要贏也是不可能的。

只要以後選手赴學校就任時能夠貢獻於學校的體育道，此目的就已經達成了。」
85換言之，對於失敗者而言，參與的意義不是追求勝利，而是在參與的過程中，

實現一種身心訓練的野球精神。 

一般來說，即時到了戰時，甲子園大會的精神被更強調，但其實依舊為全

日本普遍性的現象，台灣的特殊性，究竟在何處？ 

首先，就台灣的統治論述來看，台灣代表隊的成績不僅代表著台灣棒球實

力的強弱，而是創造這樣成績的過程中，反應何種殖民地台灣的特殊性，從 1920
年代同化政策的脈絡下，嘉義農林所代表的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等「三民族」

合作的實例，是日治時期台灣參與甲子園大賽中，最能體現島內團結一致、一視

同仁對外爭取佳績的代表，然而，其中由於涉及島內三民族如何被整合在一套論

 
80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33。 
8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26。 
8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02。 
8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33。 
8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31。 
85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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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也涉及殖民地與內地之間複雜的殖民關係，關於此問題的討論，本文擬以

專章論述此問題。 

再者，「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所產生的價值中，也曾強調將發揮青年敢

鬪精神的運動競技，視為年輕棒球選手對台灣責任的奉獻，且最終是為成就日本

的成就。1942（昭和 17）年建功神社、建國神社奉納野球大会，乃是透過棒球

競技，紀念開發台灣犧牲的英靈而舉行的比賽。86相同地，台灣體協野球部長速

水和彥也曾指出： 

肩上擔負著台灣的未來之青年，追思殉身於本島開發的先人偉勳的

同時，傾注滿身的熱情，嚴肅地誓言致力於建設更美好的台灣，作

為此立誓之壇場，本大會具有深刻的意義且最適合不過，令人感到

十分喜悅…望被選拔而擔負台灣代表榮譽之選手諸君，發揮誠實的

台灣青年該有的氣慨，在甲子園表現堂堂正正的運動家精神。…邁

向更美好的台灣，進而邁向更美好的日本……。這些青年純真的憧

憬與熱情……這樣的氣氛瀰漫在 39.5 度的大熱天裡，不得不為今

年的台灣大會感到驕傲……87 

換言之，「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展現熱情意志的年輕人，既是為了追

思這座島嶼開發所犧牲的先人，也是為了邁向更美好的台灣，進而邁向更美好的

日本的實踐者。 

最後，台灣被視為位於南方海上的島嶼，離球技中心的日本內地很遠，88

因此應該透過更多的苦練以追上內地日本。然而，由於台灣熱帶的風土，常夏之

島陽光猛烈，陽光強氣溫高，加劇了訓練過程中的艱苦。所以有關「全島中等學

校野球大會」的描述中，常可見「炎熱的天氣下，烈烈的鬪魂傾全力而戰」或者

「炎熱下的敢鬪」89的描述，將台灣風土與棒球修練相互結合，成為強調台灣學

生棒球發揮武士道苦練價值的手段。 

                                                

 
2、「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舞台：儀式與觀眾 

清水諭以及有山輝雄曾將甲子園比喻為一個展演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中甲

子園的學生選手展現的棒球精神、啦啦隊與球員間「全員一丸」的關係，以及充

斥於其間的各項儀式，將甲子園所強調的學生野球的武士道修練的價值，給予明

確化、公開化。 

首先，甲子園大會所發展的傳統，也都在各地預選賽中被建立，借此連結

 
8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17-518。 
87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61-62。 
8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07。 
89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2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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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內地日本的決賽與殖民地臺灣選賽的關係。例如，1926 年，第 12 回大會制定

「野球大會之歌」，歌詞強調作為正確模範的代表，發揮年輕人的熱血。90觀諸

1930 年代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野球大會之歌」都是開幕儀式中與以及決賽

前一天的座談會中，全體與會者必唱的歌曲。91或者如象徵榮耀的優勝旗，則在

1923 年，第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開幕式中，選手進場後的第一件事，

則是朝日新聞寄贈的優勝旗，由朝日新聞代表的手中，交給臺灣體育協會常務理

事新元鹿之助，也成為往後近二十年，台灣中等學校棒球選手，最高的夢想。92 

授旗儀式以及旗幟本身的象徵，意味著甲子園大賽所構成的台灣選拔賽與

日本內地的優勝大會間的關係被串連起來，每年獲得優勝的隊伍，必須帶著這面

旗子，在甲子園大賽中出場，各地旗幟的集合，象徵著大會乃集結日本殖民帝國

各地精銳而成。在台灣獲得優勝者，可獲得保留優勝旗一年的權力，隔年比賽中

必須在開幕式中交回，每年的優勝隊，可在旗幟別上一條寫上校名的布條。因此，

甲子園大賽所強調的價值，如勝利者的榮譽、代表臺灣、進軍學生棒球聖地等意

義，都存在於優勝旗子之中。 

從比賽開、閉幕式的觀察，也是另一個掌握「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精

神的途徑「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開幕式（圖 2-3），大致如同甲子園大會。

1930 年 7 月 19 日第八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也是甲子園大會的台灣選拔賽

開幕，9 點開始，隊伍依序繞場一周，全體合唱國歌，各隊主將手持校旗，然後

則由去年優勝返還優勝旗，體協野球部長致詞。93 

                                                 
90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頁 222-224。 
9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21、255。 
9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5。 
9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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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開閉幕式中的升旗、宣誓、進場與頒獎 

資料出處與提供：蔡武璋先生（左上、左下、右下）。1939 年 7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

8 版（右上）。 

1937 年開幕式中，早上 8 點，參與各隊選手依序入場，吹奏大會歌，以去

年優勝隊嘉農為中心，各隊依序整列在本壘前，隨後將去年優勝旗返納，次則為

北中南三地選拔的綠旗返納。之後則為台大總長幣原坦大會會長致詞，以及選手

代表宣示，9 點時則有飛機飛過球場上空，在機尾噴出的五彩絲帶中，開球式所

用的球被拋出，現場響起熱烈的掌聲，這個球被交到幣原手中，並由他投出開球

式的一球。94而閉幕的時候，則是爭奪冠亞軍的兩隊在本壘前整列，幣原會長將

優勝旗頒給優勝隊，並頒發各單位提供的優勝章與參加章，會長致閉幕辭，隨後

在齊唱君之代的歌聲中，全場球員與觀眾面向緩緩降下的國旗與大會旗，後演唱

優勝隊的校歌，並在場觀眾與球員三唱萬歲後結束閉幕式。95 

1938 年之後，隨著中日戰爭的進行，開幕式中增加宮城遙拜、並為追悼戰

死軍人以及為出征軍隊祈求武運長久的願望而行默禱，而飛機橫越球場的項目則

在 1937 年之後，未曾出現。96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開幕儀式，與當時同時代的運動競技的開幕

式，最為特別的地方，並非國旗參拜、唱國歌、致詞等活動，而在於此項比賽，

自始至終便以學生身心鍛鍊與內地參賽作為主要核心價值，而其在儀式上的反應

便如前文所述長官致詞與選手宣誓中，都不斷強調棒球修練的武士道價值，以及

年輕選手承擔責任，進而成就校譽、地方名譽、國家榮譽的責任心與奉公精神。

類似的價值與精神，隨著選手從臺灣北中南部地方預選、臺灣預選、甲子園大會

的逐級而上穿越關卡，而更加體現其棒球精神與價值。對於現場的參與者而言，

開閉幕式都是相當嚴肅的事，因此升降旗、唱國歌、甚至頒獎的時候，全體都要

起立，比賽時吵鬧的啦啦隊也在儀式舉行時，立刻轉為靜肅。97 

                                                 
9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41。 
95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48。 
9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86、426、468、502。 
97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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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日戰爭乃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開、閉幕式的儀式，如同此時期

學生棒球，開始強調其目的是為體現為國奉公、鍛練身心的武士道價值，因此，

為戰爭祈福、遙拜天皇所在皇宮的儀式，成為棒球開幕式中常有的項目。 

對於參加的觀眾而言，甲子園大賽為日治時期最吸引日本與台灣球迷的目

光焦點的比賽，因此，比賽時往往吸引許多觀眾參與，球場上常擠進數千名、甚

至上萬名觀眾，圓山球場的觀眾席大約僅能容納數千名觀眾，所以許多觀眾是在

外野沒有觀眾席的地方看球。98以圖 2-4 1931 年圓山球場舉行的「全島中等學校

野球大會」為例，觀眾席坐滿觀眾，同時在外野草地上也圍滿觀眾。 

 

圖 2-4  1931 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觀眾席的盛況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若以本文的焦點，亦即在「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舞台上，棒球的精

神與價值，究竟直接影響誰之課題，則應該關注各學校的啦啦隊，清水諭曾經指

出甲子園比賽選手與啦啦隊之間，形成「全員一丸」與「一體感」的關係，99

例如，1923 年，台灣第一次的預選賽，比賽之前，雙方啦啦隊就已經搖著加油

的旗子，並高唱「應援歌」。1001924 年，也可見應援團「極度的狂熱」努力為母

校選手加油的描寫。101 

                                                

不過，1932 年，日本官方為導正中等學校棒球發展的亂象，而實施「野球

統制令」，僅承認全國中等學校優勝棒球大會、選拔中等學校棒球大會、明治神

宮體育大會等三項全國大會，對於為比賽加油方面，則規定不得為與比賽隊伍無

關的學校加油、加油時也要穿著學校制服與帽子。1021932 年，當年臺灣選拔比

賽中，便規定加油僅限於拍手，叫喊的加油則是絕對禁止，也不能對裁判與選手

 
9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12。 
99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頁 32-38。 
100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5。 
10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4。 
102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

頁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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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言語的攻擊，任何影響比賽進行的言行均應謹慎。103 

雖然政府明文規定，但根據圖 2-5、2-6，仍可見比賽時雙方啦啦隊揮舞旗

幟，熱情為自己的學校加油，依舊是台灣選拔賽中球場最為顯著的特色。 

 

圖 2-5  1931 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會觀眾席上台南一中應援團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一般來說，跨州的比賽，學校無法動員太多啦啦隊，只能依賴校友會或者

有心的地方人士組織啦啦隊，例如 1935 年，嘉義民眾為進軍甲子園，各種有支

援的資源而組織「嘉義農林野球應援團」，104但一般的狀況來說，比賽時在地隊

伍的啦啦隊陣仗較大，而來自外地的球隊，則要靠有心人士支持者或者畢業校友

的支持，例如嘉農畢業的鄭芳瑞「…無時無刻對母校總寄以無限的關懷，如嘉農

棒球隊，每次到台北比賽，我都會去加油，一九三一年首度獲得台灣區代表權時，

我們高興的流下淚來。」105 

 

                                                 
103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 南部豫選大會 スポーツの夏酣に 健兒覇を爭ふ 十六日より臺南

綜合運動場で 參加五團意氣昂し〉，《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6 日，3 版。 
104 〈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2 日，4 版。 
105 鄭芳瑞，〈嘉農精神─常在我心直至如今更不疑〉，《嘉農人》1，（1997.1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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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台北一中激動的啦啦隊 

資料提供：建國中學校史室網站 

1924 年入學的蔡鴻文指出，1931 年嘉農參加甲子園的時候，「啦啦隊是由

校友會組成的，拿嘉義特產的檳榔樹葉剪編而成的扇子加油，扇子上面前頭寫著

「阿里山」，後面寫著「嘉義嘉農」幾個字，非常好看。啦啦隊還把這些扇子分

送給其他觀眾，讓他們一邊看比賽，一邊搧風，也等於是幫嘉農加油。這麼新鮮

的加油工具，這麼熱烈的加油氣氛和情緒，都是日本人聞所未聞，所以留給他們

非常深刻的印象。106或如陳保德指出「自己雖然不是棒球隊的一員，但每次在嘉

義棒球場比賽的時候，我一定是啦啦隊的成員，在一旁為嘉農棒球隊加油打氣，

搖旗吶喊，好像自己就像是在場上競技的選手一樣，總是大汗淋漓。」107因此，

如同自己在場上般的投入，以及各校發展出具有特色的加油方式，正是甲子園大

會中，強調的場內外協同一致、標榜學校特色的精神。 

甲子園大會的舞台上，充滿象徵意義的儀式與熱情的觀眾，將甲子園的價

值從「不只是從屬於內在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更是產生內在信仰機制本身」，

透過意識形態的物質化，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使這些儀式是殖民認同產生的基

礎。108換言之，考察甲子園價值所產生的影響，必須關注學生野球武士道的修練

價值，如何透過儀式進而將之具體實踐。 
 

第三節  殖民帝國的棒球「巡禮」與人才流動─以「六大學」訪台與

六大學選手在台灣為例 

壹、「六大學」聯盟訪台及其成績 

一、六大學訪台賽的舉行 

藉由台日間棒球比賽的交流，開展棒球價值交換，以母國─殖民地的治理

關係為基礎的帝國棒球圈，在既存的政治疆界的意義上，另有價值的意涵。武士

道野球的價值，加上交流比賽中的勝負關係，強化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價值∕球

技的教授者與接受者的差距。下文將就「六大學」訪台，說明殖民帝國棒球價值

的交換與流動。 

「六大學」棒球聯盟，為早稻田、慶應義塾、明治、法政、立教、東京帝

國大學等棒球隊聯盟的簡稱。最初，1903 年，僅有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的對

抗，但因為學生過於投入影響課業，且加油觀眾常產生衝突等負面影響，因此兩

 
106 〈蔡鴻文先生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80。 
107 〈陳保德校友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70。 
108 荊子馨著、鄭力軒譯，《成為日本人 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北：麥田，2006），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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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抗曾經停止，而至 1914、1917、1921 年，明治、法政、立教三所大學棒球

隊相繼加入，以五大學聯盟的規模，持續進行比賽了四、五年後，1925 年東大

加入聯盟，「六大學」聯盟於是形成。1926 年 10 月以明治神宮野球場在六大學

野球聯盟協力下完成，並成為聯盟專屬球場。109 

1905 年，早稻田大學首次赴美比賽，隨後並在 1910、1911 年早稻田大學棒

球隊赴美訪問比賽，這項活動不僅是純粹的訪問，更由於日俄戰爭後日本對外擴

張的心理與自信，因此訪問美國進行友誼賽便具有與國際競逐的意義，110面對此

項比賽，媒體指出「我國民之奮躍投身海外者。不在於萬國會議之參列。而在於

野球團之遠鬥。及開南丸之探險南極者。」111或者指出：「渡美野球隊。雄哉早

稻田。勝操原不怠。敗□亦堪憐。此後當磨礪。行奏復凱旋。戰雲騰漠漠。壯絕

美人天。」112換言之，野球隊海外訪問的慣例不僅早在明治年間已經開展，同時，

此事也被認為是透過國際體育競爭爭取國家榮耀、展現文明進步的表現。 

1910 年代，台灣的北部野球協會便曾邀請早稻田大學與法政大學等校棒球

隊訪台。1131920 年代中期，六大學聯盟開始運作之後，六大學訪問台灣的次數，

越趨規律與頻繁，且往往以「見學」為其名義，114從 1929 年底開始，一直到 1937
年初，六大學棒球隊連續八年來台訪問，此時也大致是台灣人普遍接觸棒球的期

間。 

六大學來台訪問，往往受到球迷的注目，因此，球場中往往擠滿觀眾，例

如：1936 年 1 月立教大學到台灣訪問時至台南與台南州廳棒球隊比賽，比賽地

點位在台南棒球場，報載如此描述當時的狀況：「故若大球場，幾無立錐之地，

場之圍座均滿，…，當比賽時市民往觀者，幾於空巷云」115盛況由此可見。黃丙

丁也指出「日本時代他們（六大學）來台南比賽，我們就會去看比賽，比賽是在

台南市棒球場，是要收門票的，球場觀覽室雖然不多，但是大概都有一、兩千個

觀眾，當時台南市才十多萬人，這樣算是很多人看…。」116 

六大學來台訪問，主辦單位雖常以台灣體育協會為名，但實際上總理其務的

                                                 
109 東京六大學聯盟成立後，1931 年春天以東京附近的大學為主的東都大學成立，1931 年秋天以

關西六大學為主的聯盟也形成。一時之間，大學聯盟的風潮湧現，但大致上，東京六大學依

舊是球迷公認實力最強，且由於東京六大學校譽卓著，入學困難，學生都被視為菁英，因此

東京六大學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學聯盟。大和球士，《真說日本野球史  昭和篇その一》，

頁 297-301。 
110 關於最初明治年間日本大學隊赴美比賽的歷史，可參見木村毅，《日本スボーツ文化史》，（東

京：ベースボール マガジン社，1978），頁 82-92。 
111 〈我國民之奮躍投身海外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8 月 14 日，1 版。 
112〈新評林／原不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4 月 28 日，2 版。 
11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40-555。以法政大學早訪台灣的成績為例，總計法政大學的

打擊率為 0.224，失誤為 29 次，而台灣方面的打擊率則為 0.139，失務則有 44 次之多。 
114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640。 
115 〈立教野球破台南團〉，《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1 月 7 日，四版。 
116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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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臺日」主辦此些比賽，皆以推廣棒球

為名，然而，亦有報紙販售與票房收入等考量，就票房收入來說，以 1936 年立

教大學訪問台灣為例，該次訪問總收入為 8,590.88 圓，其中台北收入 7,490.88
圓，應指台北圓山球場的門票收入，而另外地方補助則為 1000 圓，其中體協台

南支部的補助便達八百多元。支出則為 9,021 圓。缺額五百多圓則由日日新報負

擔。117 

六大學來台至各地比賽，比賽地點所在的體協支部，應有補助若干金額。例

如 1936、1937 年台南支部對於立教與明治大學的補助，分別是 1936 年 1 月立教

大學訪問時台南支部補助 894.61 圓，結果則有 1,613 圓的票房。1937 年 1 月明

治大學台南支部補助 821.94 圓，門票收入則為 1,400 圓。118 

以台南支部為例，邀請六大學至台南比賽，票房歸支部所有，支部則需支付

補助金額給「臺日」，如此一來，主辦比賽的虧損風險，便由「臺日」與各支部

分攤，但在台北，顯然都是由「臺日」負責，因為經檢視台北支部的預算表中，

皆未談到與招募日本大學來台的補助與協助辦理的問題。119 

 
二、六大學訪台的應戰與成績 

1929 年底開始，一直到 1937 年初，六大學棒球隊連續八年來台訪問，六大

學來台此數分別是早稻田大學來台 3 次、法政大學來台 3 次、慶應大學來台 2
次、明治大學來台 2 次、立教大學來台 3 次，東京帝國大學則未曾來台灣。來台

的隊伍，在許多的口述歷史中，常被認為是當年度冠軍的隊伍來台訪問，例如黃

丙丁指出「六大學的比賽一年一度會來台灣，來的都是冠軍隊…」120，六大賽冠

軍隊曾來台，但並非慣例，僅有慶應、法政、立教、明治在四個年度中是以春季

或秋季冠軍的身份來台。 

總計六大學訪台期間所進行的比賽，成績為 114 勝 10 負 2 和（來訪年度及

明細如表 2-2），顯然實力高出臺灣所派出的代表一大截。此外，六大學來台，並

非只是球技的切磋，也包括棒球專業知識的指導，例如：1931 年 12 月，日本野

球界的權威大知俊一、横澤三郎在隨明治大學來台，擔任明治大學比賽裁判的工

作，並擔任裁判的技術指導等。121 

 

 
117 〈立教野球決算〉，《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2 月 1 日，八版。 
118〈台灣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七八五六號）〉，《臺灣總督府

公文類纂》，10824 冊 13 號。 
119 〈體育協會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735 冊。 
120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 
12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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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六大學棒球隊訪台成績 
時間 來訪球隊 邀請單位 戰績 
1917 年 12 月 27 日至 1918 年 1
月 

早稻田大學 台北（北部）野

球協會 
7 勝 1 負 

1918 年 12 月 28 日至 1919 年 1
月 

法政大學 北部野球協會 

嘉義野球協會 
8 勝 1 負 

1922 年 12 月 25 日至 1923 年 1
月 9 日 

慶應大學スタ

ー俱樂部122
 

 10 戰全勝

1922 年 12 月 30 日至 1923 年 1

月 9 日  
法政大學 臺南新報 8 勝 1 負 

1923 年 12 月至 1924 年 1 月  立教大學 台灣體育協

會、台北俱樂部 
7 勝 1 負 1
和 

1929 年 12 月 27 日至 1930 年 1
月 9 日 

慶應大學（昭和

4 年春季冠軍）

臺灣日日新報

社 
8 勝 1 和 

1930 年 12 月 30 日至 1931 年 1
月 12 日 

早稻田大學 臺灣日日新報

社 
7 勝 1 負 

1931 年 12 月 29 日至 1932 年 1
月 15 日 

明治大學 臺灣日日新報

社 
12 戰全勝

1932 年 12 月 29 日至 1933 年 1

月 13 日 
法政大學（昭和

7 秋季冠軍） 
臺灣日日新報

社 
9 勝 2 負 

1933 年 12 月 29 日至 1934 年 1
月 25 日 

立教大學（昭和

8 年冠軍） 
臺灣日日新報

社 
7 勝 2 負 

1934 年 12 月 29 日至 1935 年 1
月 18 日 

早稻田大學 臺灣日日新報

社 
9 勝 1 負 

1935 年 12 月 28 日至 1936 年 1
月 15 日 

立教大學 臺灣日日新報

社 
11 戰全勝

1936 年 12 月 26 日至 1937 年 1
月 13 日 

明治大學（昭和

11 年春季冠軍）

臺灣日日新報

社 
11 戰全勝

資料出處：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61-681。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20，昭

和 8 年，453-455。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22，昭和 9 年，頁 101-102。田中一二編，《臺灣

年鑑》，24，昭和 10 年，頁 429-430。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26，昭和 11 年，頁 441-442。

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28，昭和 12 年，頁 463-464。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30，昭和

13 年，頁 460。 

臺灣面對六大學棒球隊，往往是精銳盡出，選派最強的隊伍應戰，甚至為

因應六大學訪台，應戰之棒球隊皆為此提前準備，1934 年早稻田大學棒球隊訪

台前夕，高雄州體協支部棒球部役員舉行商談，討論對應早稻田大學的計畫與野

                                                 
122 慶應大學スター俱樂部為慶應大學代表隊的「變體」，除了大學部的主將之外，包括幾位普通

部的選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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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選手改造，以及討論參與都市對抗賽之事，並決定自 16 日開始練習。123台南

州也為此事在 16 日舉行練習，由州廳團混入台南一中選手，分為紅白對抗。124

經過如此慎重的準備，結果依舊不如人意。

就算是曾經代表台灣參加都市對抗賽，堪稱台灣社會祖最強勁旅的台北鐵

團、CB團應戰亦都相差懸殊。例如 1931 年代表台灣參加都市對抗賽的鐵團，陣

中成員為渡邊大陸（明治大學）、木村茂（臺北工業）、黑田健吉（關西中學）、

溝部忠雄（臺北工業）、石川兵馬（宇都宮商業）、小橋三省（長崎高商）、增田

次郎（濱松高工）、山上巖（新發田中學）、田中傳、田子榮一（臺北商業）、中

村儀祐（長崎高商）、三山幸一（山口高商）、淺尾實（臺北高商）、永田登（關

西大學）、內山康（臺南一中）、本多澤一（臺北工業）、才木克己（山口高商）、

鈴木平藏（立教大學）、岡本義則（臺北商業）等出身高校與大學的選手。125但

在同年底，明治大學來台訪問時，鐵團與明治大學的三場比賽，分別被 5－4、

11－4、11－3 橫掃。雙方實力之差距由此可見。 

 
貳、「六大學」出身棒球選手在台灣的地位 

一、指導者的角色 

六大學蒞台，吸引許多球迷的關注，雙方實力雖然懸殊，因此，六大學的

訪台，具有強烈的指導者的立場。例如 1929 年慶應大學訪台，總務長官人見次

郎認為台灣棒球實力不強，慶應大學訪台可刺激台灣棒球水準。126而在 1931 年

早稻田大學訪台時，媒體便指出「元夫台灣野球沿革，發達難遲最近受遠征團及

其刺激著為覺醒，…，本回聘早大，其有以資本島球界促進。」127因此，六大學

棒球隊訪台是扮演著指導者的角色，這可從其實力遠勝於台灣各隊伍可知。 

然而，六大學對於台灣棒球的刺激不僅是球技上的，對台灣球迷而言，六

大學棒球隊，在各方面都是極為優秀，甚至比起六大學在日本內地的形象還要來

得完美。 

在日本，六大學棒球擁有相當多的支持者，但由於大學棒球競爭激烈，且

優秀球員極具人氣，因此大學間相互挖角，甚至給學生零用錢，乃至學生喝酒、

功課落後等狀況頻傳。因此遭到學生野球之父飛田穗洲的批評、感嘆大學棒球的

墮落。128然而，六大學棒球隊抵台，從其聲明如早稻田大學在抵台聲明書中，說

 
123 〈高雄波飛沫〉，《台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15 日，5 版。 
124 〈早大に備へ 台南州廳猛練習〉，《台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16 日，2 版。 
125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662。 
126 〈總督以下口を揃へて 慶應選手を激勵す 一行先づ本社に來訪した後 總督、長官、文

敎局長を歷訪〉，《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2 月 29 日，夕刊 1 版。 
127 〈三十日在江山樓旗亭 歡迎早大野球團〉，《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 月 1 日，六版。 
128 坂上康博，《にっぽん野球の系譜學》，頁 173-177。飛田穗洲，在《野球清談》，〈學生野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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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早稻田大學採取堂堂正正的行動，盡自己有限的力量努力爭取勝利的精神。以

及在媒體的評論中，六大學幾乎以棒球精神與棒球員模範表率的形象出現。 

此外，更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將就台灣棒球界「六大學」出身者所扮演

的角色，強調帝國棒球圈的台灣與日本關係，在技術與價值傳遞的關係中，何以

落差懸殊。 

大正時期台灣棒球正值起步之初。曾經在 1910 年美國芝加哥大學棒球隊訪

日，與之應戰的早稻田大學中，擔任第一棒守備位置為游擊手的伊勢田剛，129

在 1914、1915 年之交到台灣，任職總督府殖產局。伊勢田剛抵台後幾日便出現

在新公園球場殖產局內各課的棒球比賽中，擔任指導者，這則報導是當天的預

報，指出棒球界名手本日將出現在新公園運動場，由此可知台灣棒球界當時對伊

勢田的期待與重視。130事實上，當時的媒體認為伊勢田剛渡臺，對台灣棒球界造

成根本改革，依靠棒球規則的解說，以及棒球技巧的傳達，讓棒球界變得更興盛，

而在報導中總是以強調早稻田大學出生，說明系出名門的伊勢田足堪擔任改革台

灣球界的重任。131伊勢田剛來台不久後，就勸誘同校的野々村納渡台，並在總督

府鐵道部任職，擔任體協台北支部野球部幹事，同時也是裁判，後擔任體協野球

部幹事。132幾乎是同時擔任球員、教練、裁判、賽務推動等身份與職務。 

                                                                                                                                           

約當此時，四位明治大學棒球隊出身者─高瀨信郎、寒川良雄、山村一郎、

中村俊二先後來台。高瀨信郎來台後加入通信局，讓實力較弱的通信局，實力提

升為足以跟鐵團與財務對抗。133來台初期在北部的寒川良雄，後因為台糖招募而

南下，並擔任臺南陸軍團教練，退下選手後則在後璧林工廠擔任教練。134山村一

郎是在高瀨信郎勸誘下來台，原本活耀於台北棒球界，任職於臺北廳與通信局，

後受台灣製糖會社聘任至阿猴製糖所服務，與山口、寒川等人共同與鹽糖相抗

衡，同時擔任台南一中、陸軍團的教練。135從以上三人的經驗，可得知六大學出

身選手相當被看重，台糖能在 1916 年起扭轉劣勢擊敗鹽糖，與山村一郎的加入

息息相關，再者，六大學出身者也被視為棒球技術的傳授者。 

相較於以上三人僅在台灣停留幾年，1916 年來台，曾代表明治大學赴美訪

問的中村俊二，則對台灣棒球產生持續且深遠的影響。中村到台灣鐵道部奉職，

並且擔任教練。1932 年 1 月，中村轉職到鐵道部花蓮出張所庶務課長，對於當

 
論〉一文中指出了昭和時期的大學棒球，失去了一高野球魂與早稻田野球精神中身心磨練、

樸實堅忍的精神。飛田穗洲，《野球清談》，（東京：東海出版社，1940），頁 40-61。 
129 大和球士，《真說日本野球史明治篇》，東京：ベースボールマガジン社，1977。頁 260-262、

291。 
130 〈本日の野球戰  伊勢田氏運動場に立つ〉，《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4 年 2 月 14 日，7 版。 
131 本西溪風，〈野球界の今昔〉，《運動と趣味》，2：8（1917.8），頁 2-3。 
13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32、736。 
13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31。 
134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696、733。 
135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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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棒球事務的推動產生持續影響。136 

再者，同為明治大學出身的渡邊大陸，中學時便被視為「偉才」，1920 年進

入明治大學，1925 年進入大每，隨同各地遠征，1929 年鐵團招募入社而到台灣，

擔任台灣中等學校棒球勁旅台北一中的教練。137渡邊大陸不僅繼承著從伊勢田剛

以來，六大學出身者對於台灣棒球所扮演的指導者角色，此外，由於昭和年間媒

體領域中運動報導與評論的風氣日漸增加，六大學出身者也被視為具有合宜身分

評斷台灣棒球優缺之人。以渡邊大陸為例，來台灣的次年起，便開始發表文章，

其內容大致分為兩類，一個是引介日本棒球的發展，一個則是評論本島棒球發展

的狀況。引介日本棒球發展的部份，可以 1932 年 10 月到 1933 年 11 月，在《臺

灣鐵道》發表的〈球界閑語〉為代表，內容主要介紹日本大學棒球的發展與特色，

以及日本大學棒球隊遠征美國、大聯盟觀戰之介紹。138對於台灣棒球的評論可以

〈全國都市對抗野球戰の敗因や何處に在る〉以及〈來襲せんとする早大軍の新

陣容を豫想し對CB戰を控えて我新陣容〉，前文提出了三點因素檢討鐵團在都

市對抗賽的敗戰，後者則在分析早稻田大學隊員實力強盛，但CB也已蓄勢待發，

如同台灣特有之低氣壓的大暴發。139 

最後，昭和年間，六大學出身者在台灣所受到的看重與期待，最具代表性

的例子，就是 1940 年以大正興業、日東商船為主體的高雄市隊，取得都市對抗

賽的代表權，當年陣中包括兩位曾經具有六大學棒球隊主將身分的選手─清原初

男、櫻井寅二。清原初男為臺南一中畢業，立教大學主將三壘手，櫻井寅二則為

慶應大學主將。140日治時期的棒球隊中，會有位各方面表現都是最佳的選手，稱

之為主將，一個球隊能有兩位具有主將身分者，因此深受注目。高雄雖未能奪冠，

但高雄市在引起台灣與日本媒體的關注，與兩位選手出身六大學且為主將有很大

的關連性。 

綜上所論，六大學選手對於台灣棒球界的影響相當深遠，不僅是台灣各地

棒球運動推動的指導者，也是棒球運動的評論者。 

 
136 湯川充雄，《臺灣灣野球史》，頁 734。 
137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著者自印，1996）頁 100。 
138 〈野球閑語〉刊登時間從《臺灣鐵道》的 244 期到 257 期。 
139 渡邊大陸，〈全國都市對抗野球戰の敗因や何處に在る〉，《臺灣鐵道》，220（1930.10），頁 79-82。

渡邊大陸〈來襲せんとする早大軍の新陣容を豫想し對 CB 戰を控えて我新陣容〉，，《臺灣鐵

道》，222（1930.12），頁 65-70。 
140 〈全高雄張切る野球 新に櫻井、清原兩選手を擁し 堂堂都市對抗豫選出場〉，《臺灣日日

新報》，8，1940 年 4 月 23 日。李世雄，〈第十四回日本全國都市對抗野球試合參加の回想〉，

《校友會訊》，6，1991 年 9 月 30 日，頁 95-99。蕭長滾也指出「高雄市代表參加都市對抗賽

的隊伍，是由大正興業與日東商船為班底，組成「高雄市團」，還有一些其他公司的選手。昭

和 15 年，高雄市代表隊找來兩個滿有名的日本大學生來當打手，一個是清原初男與櫻井寅

二，清原是投手，櫻井是捕手。清原是六大學有名的立教大學的隊長，櫻井是甲子園三連勝

的中京商業的選手，後來到慶應大學。他們兩個實力很強，高雄受到矚目跟他們兩個有關。」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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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人心中的「六大學」 

對於台灣人而言，實力強盛的六大學，激發球迷心中對棒球的熱情，如長

榮中學的潘坤西對於連戰連勝的立教大學棒球隊，「最後的決勝戰也打得很好而

擊敗高雄棒球隊，見到立教大學堂堂勝利的我，心中想著「我決定要成為這樣的

名投手」。此願望我牢牢的記在心上。」141六大學的形象，正如黃丙丁指出「我

記得我有看過立教、法政、慶應、早稻田都有看過，我們這邊都打不贏他們。他

們比賽不放水的，贏很多也不放水，要盡全力打。職棒還沒有成立之前，六大學

是最好的，但是職業棒球發展起來後，就還好。大學生也讓人感覺不一樣，當時

大學生很少。」142 

因此，六大學的受人注目並不僅因為連勝台灣球隊而被視為敵手，六大學

的指導者身分竟然已經確定，勝負已非球迷唯一關注焦點，重點是六大學球員優

異的身手、打棒球的態度，以及大學生的身分等因素，造就了台灣球迷對於六大

學選手的想像。 

1940 年，蕭長滾也在都市對抗賽的陣中，當有人問他是否有加入職棒的意

願時，這種球員生涯的重要諮詢，結果是「我去詢問那兩個日本大學生（清原、

櫻井）的意見，他們要我考慮自己是不是能適應那樣的生活。」143 

六大學也成為棒球的正面代名詞，因此，精采的棒球對峙，具有人氣的組

合，往往被稱為「某某早慶戰」。如同洪太山說嘉農與嘉中勢均力敵觀眾滿場的

比賽，被稱為「嘉義早慶戰」。144而高雄第一公學校比賽時，「本校啦啦隊，聲援

的盛況，似可媲美日本早慶球賽。」145早慶所指為早稻田與慶應，六大學最初的

對抗便由此兩隊開始，而台灣球迷將之用以形容棒球比賽中最具人氣、最具對抗

性的形容，由此也可知六大學在台灣球迷中的地位。 

換言之，六大學的實力強盛，深受台灣球迷注目，但，也必須關注，來自

日本內地的訪問者，往往以相對於內地的完美形象出現在台灣，這種完美形象的

構成，不僅是其優異的球技，使其成為棒球的指導者，也包含令人稱羨的大學生

身分，以及內地球隊與在地球迷，對於來自內地的他者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中，

台灣球迷如同黃丙丁，看到六大學奮戰不懈一心求勝的那面，以及其中所體現出

的棒球的精神，至於六大學棒球紊亂的狀況，並沒有出現在台灣球迷的心中。 

 
                                                 
141 潘坤西，〈僕と野球〉，《輔仁》，13 號，台南長老教長榮中學學友會，無頁碼。 
142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143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5。 
144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145 旗津國小一公校友聯誼會編，〈母校創立九十年校史沿革概說〉(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校

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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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ベースボール」到野球，棒球由美國的舶來品，發展成為以學生棒球

為主體、具有日本特色的「武士道」棒球，由於棒球的普遍風行，帶來許多負面

影響，對棒球的批判，以及不斷強化棒球的價值，使得棒球在歷經「野球毒害論」、

「野球統制令」以及戰爭時期的嚴格管制的過程中，逐步強化其精神價值。這是

戰前棒球的價值不斷必須強調的主要原因。 

棒球約當在 1910 年代開始具有更為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於商人的生意手

段，加上棒球運動，形成了棒球的大眾化，強調學生棒球修練價值的甲子園大會，

為戰前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大眾娛樂。 

武士道精神的棒球價值，強調年輕學生經過身心苦練的過程，透過青春的

身體所展現的力量、熱情、意志，表現出團隊的集中、團結、韌性與為團隊犧牲

等特質，進而為所其雙肩所承擔的校譽、地方名譽、國家名譽、榮耀天皇等使命，

帶來不辱使命的勝利。而為了做到身心修練，就是不斷辛苦的重複練習，日治時

期常以「斯巴達式」嚴格鍛鍊來形容這個過程，每天進行不斷重複鍛鍊，被視為

實現野球的武道精神。在此過程中，年輕的棒球選手被稱為「若武者」，亦即年

輕的武士之意。 

甲子園的價值不光靠論述，藉著甲子園球場的舞台中的儀式與規範，將武

士道野球價值轉化為實踐的行動。這也說明現代社會的日常性生活構造中，就是

一種糾結儀式與奇觀文化的文化政治展演，以甲子園為舞台的儀式、棒球員、觀

眾、加油方式、大會歌所構成的展示秩序，強力的動員了人們的意識。146 

1920 年代，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與甲子園大會，相繼發展成為全國性規模，

這些賽事強調日本殖民帝國轄下每一塊土地參與的完整性，帝國境內各地的運動

交流，被認為可促進帝國各地的關係，強化對於日本的認同，因此體現 1920 年

代，文化政治下的帝國治理特色。從價值上與運動制度上，甲子園大會構成殖民

帝國的棒球圈，藉由台日間棒球與運動競賽的交流，開展棒球價值交換，以母國

─殖民地的治理關係為基礎的帝國棒球圈，在既存的政治疆界的意義上，另有價

值的意涵。武士道野球的價值，加上交流比賽中的勝負關係，強化母國與殖民地

之間，價值∕球技的教授者與接受者的差距。因此，明治神宮運動場與甲子園棒

球場，不僅是決賽的地點，也是最高榮耀的所在，更是朝聖之旅的最後一站。 

相同地，「六大學」訪台也有著與甲子園大會類似的效應，但更為具體的是，

1930 年代，實力強盛大學生所組成的棒球隊，幾乎連年來台訪問，提供了台灣

球迷更為接近的距離，觀看日本棒球在技術上與精神上，最高層次的代表。有趣

的是，六大學在台灣只看到正面的形象，日本內地中大學棒球員品行不佳的狀況

 
146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台北：群學，2010），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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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在殖民地發生。由於六大學選手被認為是日本棒球技術頂尖者，因此，六

大學出身的棒球選手在台灣棒球界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技術的傳遞者與指導

者，棒球的評論者，扮演的角色、發言的位置與內容，已說明六大學選手在台灣

棒球界的指導者身分。 

上述所指，說明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價值的建立，係以棒球日本化的武士道

精神為基礎，透過比賽制度、人才流動、價值論述，構成了殖民帝國棒球世界實

質運作的基礎與內涵。在這層關係中，殖民地台灣的棒球特色，不會只是全然的

接受者，事實上，自我與異己共在，沒有劣者如何凸顯優者，帝國規模下內台的

棒球關係，以及台灣島內不同的行動者，如何以台灣的條件，運用這個由統治者

所搭蓋的舞台、所傳遞的價值，建立起自我的解釋，則有待本文以嘉義農林為例

的討論中加以析論。 

最後，1945 年，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後殖民時代裡，作為比賽制度的殖民

時期的棒球圈雖已然瓦解，然而，甲子園、六大學卻成為日本棒球的象徵，在戰

後的情境下，這個象徵意味著實力強盛、不可攀越，甚至物質條件都比台灣好，

這種面對昔日殖民者的矛盾情結，迄至今日，還是一個深具意義但仍有待解明的

台灣棒球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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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與三民族的運動競合  

 
 
 
 
近藤教練為了球隊的勝利，不分族群，表

現不好就是嚴格操練。…打球就是要贏，

隊員是誰都一樣。 
                         ──蘇正生 

 

農業學校的學生要做粗重的工作，有時會

被人家笑，但也可能被認為我們的體力很

好，打棒球需要體力做基礎。 

──洪太山 

 
…不能不認為以台灣人吳姓投手為首，亦

有內地人及高砂族混合所謂的三民族嘉農

選手團，比以往代表還真正代表台灣。因

為如此，台灣人都不同於以往的態度，期

待球隊的勝利… 

                      ──臺灣新民報 

 

 

 
 
 

第一節  「三民族」棒球隊的構成：內部統合的觀點 
壹、從成軍到站上甲子園的舞台  

一、三民族的學校 

嘉義農林學校（以下簡稱嘉農）創立於 1919 年 4 月，1原先嘉農創校之初，

是以招收台籍學生為主，後在 1922 年，由於〈新臺灣教育令〉所揭示的內台共

                                                 
1 嘉農創立的背景與過程請參照，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碩士班歷史組碩士論文，2007，頁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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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精神，因此嘉農也開始招收日籍學生。學事年報中，日籍學生的資料首見於

1924 年，共有 3 名日本人，台灣人則有 224 名。2直到 1920 年代中期，日籍學

生才逐漸增加，從畢業生人數來看，1929 年開始一連十年的畢業生中，日籍學

生都占了兩成以上。3  

嘉農之所以成為三民族就讀的學校，有其基礎，有些說法認為「似乎因為

嘉農的棒球出名了，所以報考嘉農的日本學生也開始比較多了。」41930 年代，

有不少學生係慕嘉農棒球實力之名而來，例如佐佐田利雄，由於從小就對玩球特

別感興趣，在臺中的明治小學及嘉義的旭日小學階段均為棒球選手，且曾在嘉義

的少棒賽擔任旭日小學棒球隊的投手，為學校贏得優勝。5因此，佐佐田就讀嘉

農便可能因為棒球的關係。其他的台灣人，如在台中梧棲的陳再乞，從台中跑到

嘉義去唸嘉農，主要原因「是哥哥的建議，我的哥哥曾在日本留學，喜歡看野

球…，嘉農野球隊遠征日本參加甲子園比賽，打進決賽、爭奪冠亞軍一戰，在日

本相當出名，…，這個名聲還是讓哥哥極力建議要我去考嘉農…」6入校後成為

棒球隊員的劉正雄也說： 

嘉農拿到甲子園亞軍時，我大概七八歲，但是印象很深，…。他們

回嘉義的時候，球員跟教練坐車遊街，很多嘉義人都出來歡迎，大

家跟「肖仔」一樣，我也有去看，那個時候就想說不打棒球不行，…

我公學校畢業之後，當時就想要考嘉農，而且就是跟棒球有關，7 

因為嘉農的棒球名聲，劉正雄因此決定要考嘉農。 

但是，就日本人而言，一般性的動機，或許也如嘉農 13 屆學生町田純高表

示，大正末期昭和初期剛好適逢世界的經濟大恐慌，大學找不到工作，東大出身

只能夠當小學教師，滿街也都是失業者。但當時卻是台灣製糖的興盛時期。那時

流行「進入製糖會社工作十年就能夠領到一萬元的退職金」，當時建一棟房子差

不多兩千元，在這樣的時勢下，嘉農畢業常常就能夠進製糖會社工作。8因此，

日本人入學嘉農主要應該與經濟不景氣但台灣糖業卻相當發達有所關連。9 

除此之外，原住民的學生在嘉農所占的比例則更低，一年的入學生大約都

                                                 
2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大正十三年度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三年報》，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文教課：1926 年。頁 204。 
3 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頁 99。 
4 蘇正生，〈蘇正生訪談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09 
5佐佐田利雄，〈嘉農棒球的回憶〉，《嘉農口述歷史》，嘉義：國立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1993

年，頁 211–212。 
6 陳再乞，〈陳再乞先生訪問紀錄〉，《嘉農口述歷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

年，頁 44。 
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7。 
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著者自印，1996），頁 191。 
9 嘉農學生炙手可熱就職容易，因此導致報考人數激增。〈入學志願者は多いが 卒業生の就職

口に 閉口する嘉義農林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3 月 10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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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位數，如 1925 年入學者僅有ナモカサウ一人。101929 年入學者，僅有ウマ、

ボロ（平野保郎）兩人。11原住民學生入校似乎沒有經過特別的優待，報載 1931
年嘉農棒球隊中，同樣來自台東的上松耕一、真山卯一、東和一、平野保郎等人，

都是台東公學校畢業，就讀一年高等科後，與許多台灣漢人、內地人共同參加競

爭激烈的考試而入學，報導中並未特別提及考試有何優待原住民之處。12口述材

料也顯示「考試的時候，不會因為你有打棒球而錄取，完全是照規定。就我所知，

台東的原住民來參加考試也是一樣的。」13似也證明入學制度本身並未考慮原住

民的族群身分問題。 

不過，研究者曾指出「原住民學生人數最少而且大都和棒球運動關係極

深」，包括第九屆真山卯一、上松耕一，第十屆的東和一、南信彥，第十一屆的

平野保郎，第十四屆的吉川武揚，第十七屆的東公文，第十八屆的濱口壯馬、濱

口光也，第十九屆的馬越蘭一，第二十三屆的和田清等原住民選手，都是棒球隊

員。14 

綜上所述，日後造就嘉農成為三民族棒球隊的基礎，其前提是因為共學制

度，以及糖業經濟景氣、嘉農的棒球名聲等因素，招致不同族群的學生，前來嘉

農就讀，形成三民族的學校。 

 

二、嘉農棒球隊成軍 

創立之初嘉農的運動社團僅有庭球（網球）部，後陸續設立陸上競技、野

球、桌球、柔道與劍道，其中嘉農野球部為 1928 年 4 月成立，成立之初野球部

長為濱田次箕。15成立後，1928 年第一次參加全島中學校棒球賽時的教練，應為

安藤信哉，次年則為山本繁信，1930 年參加文化三百年紀念時濱田次箕為教練。
16然而，真正讓嘉農強盛的教練，則為出身早稻田大學、曾任松山商業學校教練

的近藤兵太郎，不過近藤並非嘉農教職員，而是在嘉義工商任職，據說近藤在濱

田出任教練時才到嘉農擔任教練，17此事據悉由校長樋口孝聘請近藤來指導棒球

隊。18近藤直到 1940 年才以書記名義在嘉農取得正式職位。19本文主要將以最受

                                                 
10〈嘉義農林入學者〉，《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4 月 3 日，6 版。 
11〈全島各中等學校新入學生氏名 席次は受驗番號若くはいろ順／嘉義農林〉，《臺灣日日新

報》，1929 年 4 月 1 日，5 版。 
12 〈嘉農チームの高砂出身者 何れも眞面目で寡默〉，《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23 日，

夕刊 2 版。 
13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14 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論文，2007，頁 95。 
1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84。 
16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編者自印發行，1996），頁 61、76、114。 
17 拓弘山口述，蔡武彰整理，〈驀然回首天下嘉農路〉，《嘉農人》，3（1999.11），頁 6-7。 
18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北：民生報，1994），頁 26。不過高正源指出

是由島內庸明校長聘請應該是錯誤的，因為島內庸明是在 1931 年才就任校長，因此島內聘請

近藤說顯然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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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目的大阪朝日新聞舉辦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及其在台灣的預選賽全

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為例，討論嘉農棒球的相關課題。 

1928 年 7 月，嘉農成軍不久後，參加第六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此項

比賽從 1923 年開始舉辦，前五屆的冠軍，為台北一中、台北商業與台北工業等

校（1923 年至 1930 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參賽隊伍與台灣代表隊及其成績請

參見表 3-1），中南部學校台南一中、高雄中學、台中商業等校雖曾參加，但實力

普遍不敵台北的三個學校。嘉農在 1928 年首次參賽，但首場遇到台中商業，結

果以 13A：0 慘敗。那一年嘉農陣中有李詩計、吳明捷等漢人，以及上松耕一、

東和一、真山卯一等原住民。20第一次參加的嘉農雖然成績不佳，但日本人、台

灣漢人與台灣原住民所組成的隊伍，卻被媒體稱為開民族集團之好例或被形容為

民族融合。21同年 10 月，嘉農參加體協台南支部的聯盟戰，共有九隊，嘉農與

天狗團、南鐵團、州廳團同屬B組。22成績似乎並不理想，以 5：2 輸給南鐵後，
23就以臨時考試為由，放棄與天狗團的比賽。24 

表 3-1 1923-1930 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參賽隊伍及其成績 

年度 參賽隊伍 優勝隊 優勝隊甲子園成績 
1923 年 台北一中、台南一中、台北商業、

台北工業 
台北一中 4-23 立命館中學 

1924 年 台北一中、台南一中、台北商業、

台北工業 
台北商業 6-2 金澤一中、2-7 松

本商業 
1925 年 台北一中、台南一中、台北商業、

台北工業 
台北工業 4-6 松本商業 

1926 年 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

台南一中、台中商業、高雄中學

台北商業 3-16 和歌山中學 

1927 年 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

台南一中、台中商業、高雄中學

台北商業 3-5 平安中學 

1928 年 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

台南一中、台中商業、高雄中學、

嘉義農林 

台北工業 12-7 前橋中學、3-4
北海中學 

1929 年 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

台南一中、台中商業、高雄中學、

台北一中 10-1 前橋商業、4-0
佐賀中學、5-4 平安

                                                                                                                                            
19 《昭和十五年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錄》，（臺北：臺灣時報，1940），頁 552。 
20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9。 
21〈全島中等學校 野球戰組合せ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7 月 14 日，夕刊 2 版。

〈野球戰 臺北工業捷つ 七對二臺北商業慘敗／臺中商業捷つ 嘉義農林零敗〉，《臺灣

日日新報》，1928 年 7 月 15 日，2 版。 
22〈臺南州下 野球戰陣容整ふ 出場團體九團〉，《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9 月 18 日，5 版。 
23〈臺南野球 リーグ戰 南鐵農林を破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10 月 1 日，5 版。 
24〈臺南の 野球爭覇戰 準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10 月 23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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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農林 中學、0-9 海草中學 
1930 年 台北一中、台北商業、台北工業、

台南一中、台中商業、高雄中學、

嘉義農林、台中一中 

台北一中 4-6 大連商業 

資料出處：西脇良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3、22、38、50、58、74、101、548。 

1929 年，嘉農先是參加在高雄舉行的第 1 回中南部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遇

上甫於去年遭其擊敗的台中商業，這場比賽僵持到傍晚，雙方 1：1 握手言和，

之後則贏了南一中、輸給高雄中學。251929 年嘉農參與第 7 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

大會，第一場以 2：8 輸給台北一中。26當年 10、11 月，嘉農參加第 16 回南部

大會贏台南一中，參加第一回嘉義野球大會，分別擊敗嘉南、全嘉義而得到嘉農

第一面的優勝旗（圖 3-1）。27 

1930 年 1 月，嘉農先是在年初遇到日本來訪的諏訪蠶絲以 4：15 落敗，在

7 月的第八回全島大會中，首場遭遇台北商業，以 2：10 落敗，遭到淘汰。28但

在同年 9 月的第 3 回嘉義大會中，嘉農在決賽中擊敗嘉鐵得到冠軍。291930 年

10 月，在幾乎集合台灣中等學校棒球精英的文化三百年紀念全島中等野球大會

中，嘉農連續擊敗兩支曾經代表台灣參加甲子園的台北一中與台北商業，但於決

賽中，敗給高雄中學。30 

 

圖 3-1  1929 年嘉農的第一次冠軍 

                                                 
25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72-73。 
26〈中等學校野球大會 第一日の戰績 臺北一中八—二嘉義農林〉，《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7 月 21 日，7 版。 
27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88。 
2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89、102。 
29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12。 
30 高雄中學在次年（也是嘉農奪得台灣代表權的 1931 年），分別又在高雄港勢展覽會中南部中

等學校野球大會、高雄春季大會中奪冠，並在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打進最後四強，顯然，

南部學校的實力已經普遍提升。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13-116、120-12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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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1928 年成軍乃至 1931 年奪得台灣代表權之前，嘉農在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

會的成績，雖然是一勝未得，但整體來說，至少在 1929 年底開始，嘉農的實力

逐漸增長，這段期間三民族的特色已被談論，然而，嘉農必當要打出好成績，三

民族才可能由一種客觀的描述，轉變為談論成功經驗的基礎。 

1931 年中等學校比賽前夕，嘉農在 1930 年來所累積的好成績，已經被用「三

民族打成一丸的嘉義農林」以及「黃金時代」來形容，換言之，這個時候嘉農的

三民族團結合一的特質，已經跟黃金時代等意味實力堅強等形容詞相結合。31 

二、1931 年以降的嘉農棒球 

1931 年，嘉農在第 9 回全等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首場以懸殊比數，擊敗

台中一中贏得在這項比賽的第一場勝利，第二場對上台中二中也獲得勝利，第三

場則擊敗台南一中進入決賽，最後在決賽中擊敗台北商業贏得冠軍。嘉農的勝

利，終結該項比賽八年來冠軍皆由台北球隊贏得勝利的傳統，大會的優勝旗首度

渡過濁水溪，嘉農取得代表台灣參加第 17 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代表

權，空前的成就，使得嘉農回到嘉義時受到英雄式的歡迎，甚至還在嘉義市區舉

行遊行（圖 3-2）。32 

 

圖 3-2  1931 年嘉農取得台灣代表權於嘉義市區遊行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31〈三民族 を打つて 一丸とした 嘉義農林〉，《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7 月 18 日，4 版。 
3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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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吳明捷為主將擔任投手的嘉農，東和一擔任捕手，搭配蘇正生、真山卯

一、上松耕一、小里初雄等「三民族」選手的嘉農，在 8 月 15 日開始嘉農在甲

子園大賽的第一個對手─神奈川商工贏得勝利，之後遇到北海道代表札幌商業、

北九州小倉工業均贏得勝利，嘉農高上壘率與出色的腳程，擅用盜壘戰術取得優

勢而贏得注目，然而，在最後的冠軍賽中，不敵東海代表中京商業而屈居第二，

但已創造台灣球隊在此項大賽中，空前絕後的成績（嘉農成績請參閱表 3-2）。33 

表 3-2  1931 年嘉農參加甲子園大會戰績表 

時間（年） 成績 比數 對手 
3：0 勝  神奈川商工 
19：7 勝  札幌商業 
10：2 勝  小倉工業 

1931 年 
 

亞軍 

0：4 敗  中京商業 
1933 第一輪淘汰 1：10 敗  松山商業 

4：1 勝  平安中學 1935 八強 
4：5 敗  松山商業 
4：3 勝  小倉工業 1936 第二輪淘汰 
5：7 敗  育英商業 

資料出處：西脇良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遠征の嘉農軍 制覇の夢空し 一

擧に五點を先取後得點なく 强敵育英商業に惜敗〉，《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8 月 17 日，

7 版。 

主將吳明捷更因此一戰成名，得到進入棒球名校早稻田大學棒球隊的機

會，之後在東京六大學聯盟比賽中，締造大學生涯七支全壘打的聯盟紀錄。34

當時在日本的楊基銓指出：「…明捷後來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成為早稻田大學

隊的明星。……每次吳明捷站在打擊位置時，全場『吳  吳（GO  GO）』之叫

聲響起，歷久不停，我曾經親歷過此景，印象至今深刻。」35 

                                                

而同年畢業的隊員上松耕一與蘇正生，也因為棒球的關係，到橫濱專門學

校讀書。36事實上，蘇正生的學長，嘉農創隊時代的隊員李詩計，畢業時也是前

往橫濱專門學校讀書。37蘇正生、上松耕一、李詩計回台灣後，則加入台南州廳

棒球隊，成為少數參與都市對抗賽的台灣人。 

嘉農再一次的黃金時期，是從 1933 年到 1936 年之間，三度進軍甲子園。

1933 年以平野保郎、吳波、東公文、吉川武揚、福島又男等選手為主的嘉農，

再度進軍甲子園，但第一場便遭遇松山中學而落敗。1935 年，嘉農在中部第一

 
3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36-140。 
3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48。 
35 楊基銓撰述，《楊基銓回憶錄》（臺北市：前衛出版社，1996 年），頁 36-37。 
36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2-23。 
37 簡永昌，〈懷念前輩李詩計先生〉，《棒球界》，1（1957），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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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預選賽中，一分未失三戰全勝，繼之在全島大賽中，先後擊敗高雄中學與台北

商業，而奪到冠軍。在第 21 回甲子園中首場遇上平安中學，順利過關，次場則

遇到松山商業，則在延長賽中，因為投手犯規而以一分落敗。38這屆比賽中投手

東公文無疑是引人注目的選手，原住民身分、高大的身材，入學時年紀較長（1916
年出生，入學時已近 20 歲），因此一年級便成為正選選手，加上罕見的潛水艇式

投球方式，以及最後對上松山商業時，戲劇性的投手犯規而落敗。39 

1936 年，嘉農再次在中部預選賽中獲勝，並最後的選拔賽中擊敗台北一中、

台南一中，再度取得代表台灣的權力，這年的嘉農，眾人矚目的焦點除了已經升

上二年級的東公文，還有即將畢業的吳波，嘉農在甲子園的第一場比賽，遭遇小

倉工業，安打雖比對方少，但靠著積極的盜壘而擊敗對手，第二場對上兵庫代表

育英商業，則以 5：7 落敗。40賽後由於兒玉、吳波、吉川、盛等人畢業，加上

升上來的低年級選手，實力還未成熟，因此嘉農建立第 2 次的五年計畫，重整陣

容。41 

這段時間，嘉農最受矚目的選手則是日後加入日本職棒的吳波。由於近藤

與日本巨人隊教練藤本，同為松山商業出身，因此透過這層關係邀請吳波加入巨

人隊，吳波（後改名吳昌征）加入巨人隊後，曾在 1943 年得到日本職棒年度最

有價值球員。42 

表 3-3 嘉農進軍甲子園比賽的先發陣容及其守備位置 

1931 年 1933 年 

守備位置 姓名 族群別 守備位置 姓名 族群別 

投手 吳明捷 漢人 投手 平野保郎(羅保農) 原住民 

捕手 東和一(藍德和) 原住民 捕手 川原信男 日本人 

一壘手 小里初雄 日本人 一壘手 杉四健 日本人 

二壘手 川原信男 日本人 二壘手 今久留主淳 日本人 

三壘手 真山卯一(拓弘山) 原住民 三壘手 高木光夫 日本人 

游擊手 上松耕一(陳耕元) 原住民 游擊手 吉川武揚(楊吉川) 原住民 

左外野手 平野保郎(羅保農) 原住民 左外野手 福島又男 日本人 

中外野手 蘇正生 漢人 中外野手 吳波 漢人 

右外野手 福島又男 日本人 右外野手 崎山敏雄 日本人 

後補球員 崎山敏雄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有馬純高 日本人 

後補球員 里正一 日本人 後補球員 張萬居 漢人 

                                                 
3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90、248、255-257、259-262。 
39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64。 
40 1936 年嘉農進軍甲子園的日誌，另可參考〈甲子園遠征記〉，《瑞穗》，12（1937.7），頁 161-162。 
4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90-301、307-308、310。 
42 關於吳波的傳記請參考岡本博志著、陳明言譯，《人間機關車─吳昌征  首位台灣人日本職棒

選手奮鬥生涯》，（台北：南天書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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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補球員 谷井公好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楊元雄 漢人 

後補球員 積真哉 日本人 後補球員 脇黑丸二男 日本人 

後補球員 劉蒼麟 漢人 後補球員 木村靖 日本人 

1935 年 1936 年 

守備位置 姓名 族群別 守備位置 姓名 族群別 

投手 東公文(藍德明) 原住民 投手 東公文(藍德明) 原住民 

捕手 今久留主淳 日本人 捕手 河野博 日本人 

一壘手 杉田健 日本人 一壘手 盛福彥 日本人 

二壘手 日高岩男 日本人 二壘手 脇黑丸二男 日本人 

三壘手 高木光夫 日本人 三壘手 奧田元 日本人 

游擊手 吉川武揚(楊吉川) 原住民 游擊手 吉川武揚(楊吉川) 原住民 

左外野手 吳波 漢人 左外野手 楊元雄 漢人 

中外野手 木村靖 日本人 中外野手 吳波(吳昌征) 漢人 

右外野手 兒玉玄 日本人 右外野手 兒玉玄 日本人 

後補球員 脇黑丸二男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戶田大介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戶田大介 日本人 後補球員 富士農 日本人 

後補球員 谷一 日本人 後補球員 園部久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河野博 日本人 後補球員 濱口牡馬(郭壯馬) 原住民 

後補球員   後補球員 濱口光也(郭光也) 原住民 

資料出處：林華韋、林玫君編著，《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 1928-2005》，（台北：行政院體育

委員會，2005），頁 45。 

1937 年開始，進入五年計畫的嘉農，曾有段低潮，直到 1938 年、1939 年，

才又在第 16、17 回全島的大賽中，連續兩年取得亞軍。並於 1939、1940 年，兩

度問鼎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冠軍。1940 年代，嘉農仍是台灣棒球的勁旅，

建功神社奉納競技野球大會與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等全島大會皆曾有奪

冠紀錄，但終日治時期，嘉農卻無緣在進軍甲子園的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會

中奪冠。43然而，西脇良朋曾統計，嘉農在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成績（33
勝 13 敗）與勝率（.733），都高居日治時期全台灣學校之冠，而其以三民族球隊

所締造的成績，更令人注目。44 

                                                

姑且不論嘉農棒球在歷史分析上的意義，但嘉農的崛起，確實對於嘉義棒

球風氣的興起，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蘇正生便指出： 

嘉農贏得甲子園亞軍之前，嘉義很少人在打棒球，得到亞軍之後，

嘉義棒球風氣興起，路上也開始有小孩子在接傳球，差別很大。嘉

 
43 林華韋、林玫君編著，《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 1928-2005》，（台北：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5），頁 172-173。 
4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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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是正港的「野球瘋」。台灣人本來對野球比較不理解，如果不

是嘉農，台灣人不知道野球。45 

洪太山也指出，由於嘉農受到嘉義人的普遍關切，因此「當時，不要說比

賽，嘉農在練球的時候，有人下班後旁邊都有人在看我們練球，大概都有幾十個

人在看。連練球都有人在看，代表嘉義對嘉農是很支持。」46 

 

三、嘉農的支援 

嘉農棒球隊的成立，依靠許多的資源協助，其中，最為持續性的支持，為

校友會的經費。1930 年代初期的資料顯示，以在校學生所組成的校友會，對會

員徵收 3 圓入會費，一年會費則為 9 圓，這筆經費，最主要的支出，係用於學生

各類社團活動。1933 年，嘉農棒球隊使用了校友會預算中的 800 圓，1932 年校

友會支出決算，則為 799.45 圓。1932 年校友會對於體育相關社團的支出決算為

1,384.72 圓，換言之，光是野球部就佔了支出一半以上，其餘的部份則為陸上競

技、庭球、軟式野球、柔道、劍道等社團共享。47隨著嘉農的強盛，野球部的預

算有逐年提升的趨勢，1937 年的決算中，嘉農棒球隊的支出已近千圓。48 

對於上述所論，蘇正生也指出在校生每學期都要繳十圓的校友會費，一年

三學期共三十圓，所以費用都由校友會支付。49雖然金額有異，但是向學生徵收

校友會經費用於支持棒球隊之事，應是無誤。 

此外，來自社會的支援，也相當值得重視，1931 年之後，嘉農已得到嘉義

市民的普遍支持，來自於市民的實質幫助也因此出現，嘉義市中關心嘉農的人，

因此組織「嘉義農林野球應援團」，例如嘉義的藤井食料、加土活版、津本寫真、

吉川山陽堂等集合在一起發起支持嘉農的應援活動，募款捐給嘉農充當練習費，

並預計在嘉農到台北比賽時組織加油隊前往加油。50蘇正生也說「嘉農除了學校

幫助之外，因為沒有經費所以要去拜託鹽水港、台灣等製糖會社贊助。…」51 

同時，嘉農也有棒球隊畢業校友的支持，例如，畢業的學長回來學校協助

訓練。1940 年代初期的隊員洪太山與劉正雄就曾接受過學長的訓練。52此外，例

如吳明捷畢業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棒球隊，曾經從日本募集使用過的一百數十顆球

與三十幾支球棒給嘉農使用。53也是另一種對於學校的支持。 

                                                 
45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0。 
46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0。 
47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84。 
48 〈校友會決算書〉，《瑞穗》，13（1938.7），頁 136-137。 
49 蘇正生，〈蘇正生先生訪談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14。 
50 〈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2 日，4 版。 
51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2。 
52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53 〈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5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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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球隊的內部統合：學長制與斯巴達訓練 

一、取代族群差異的學校文化：學長制 

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棒球最具代表性的嘉農，由於三民族構成的特色，

呼應同化政策時期一視同仁的口號（此問題容後文分析），然而，從嘉農棒球隊

與學校文化等因素加以探究，卻可看到學校的學長制與棒球隊內部運作的邏輯，

包括隊員的功能與訓練等棒球（隊）內部文化等等因素，對於嘉農棒球隊組成的

影響。 

嘉農原係以台灣人學生為主，到了 1932 年，日本人有 90 名，台灣人有 339
名（內含 4 名原住民），日本人約有兩成。54台日學生比例漸趨接近，在此情形

下，學生間如何減低族群衝突，最常見的方式，便是以年級身分，做為學生地位

與關係的主要依據，亦即由學長制中的學長擔任管理學弟的角色，做為學生間自

治文化的主要核心價值。 

以嘉農的宿舍生活為例。一般來說，五年制的嘉農，一、二年級的學生皆

須住校，在宿舍中，學弟必須幫學長掛蚊帳、整理棉被、打綁腿。學長學弟制的

文化，之所以被學校認可與鼓勵，主因為養成學生長幼有序的倫理觀念，也訓練

社會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55因此，嘉農校友鄭芳瑞才會提及「下課後接受學長

的指導與訓導。隨時隨地培養服從性、責任心、榮譽感。」56 

相同地，嘉農棒球隊內也是由學長制構成主要的內部成員倫理。嘉農隊員

劉正雄就指出「嘉農球隊內是學長學弟關係的，學長會打學弟巴掌的。台灣人學

長照打日本人學弟，不管你是誰。之後遇到了也不會記恨，因為是為了公的。」
57 劉正雄的隊友洪太山更進一步的說： 

嘉農棒球隊的訓練相當嚴格，常被打。我進球隊練球的第一天，就

被學長打巴掌。…學長則可以教訓學弟，所以我進球隊第一天就被

打，而且是沒有理由的。當時練完球，學長下令換衣服後三年級以

下集合，然後從三年級的就開始打，還問被打的人知不知道為什麼

被打。搞到最後，原來是因為球不規則彈跳打到學長，學長被教練

罵，學長怪罪整理場地的學弟，所以就打我們。學生間處罰，比較

主要的原因是學長對學弟，不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而且是種

文化，其他的學校也是如此。…當時，比較怕上級生，比較不怕教

                                                 
54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昭和七年度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一年報》，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文教課，1934。頁 317。兩成的說法也可參見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頁

95-97。 
55 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頁 117。 
56 鄭芳瑞，〈嘉農精神–常在我心直至如今更不疑〉，《嘉農人》1，1997 年 11 月，頁 8-9。 
5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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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因為上級生可以毫無理由的打人。58 

洪太山描述中，除了球技的指導由教練負責之外，球隊內部的管理，係由

學長管理學弟。因此，嘉農是透過學長制的文化做為學校與球隊內部的主要倫

理，這點為日治時期的中等學校普遍的學校文化現象。 

同時，球隊內部被選為正式出場選手的規則，也有套兼具實力與學長制的

規範，洪太山指出進入球隊之初「…原本只是撿球，守備位置多半是依據「補缺」

原則，那裡空出來了，再看看有沒有適合的人。但一般而言，常從外野開始練起。

學弟一開始沒得打，只能在外野撿球。優秀的選手三年級才可以上場比賽，比賽

還是以四、五年級的隊員為主。…，藍德明一年級時已經二十歲，所以一年級就

能出賽。」59因此，除非球技驚人，按照一般原則，正式選手的決定也依循著學

長制。 

然而，在相同的條件下，日本人比較有利「隊長都是五年級生擔任，不限

日本人或者台灣人，但日本人會比較有利。」60例如 1936 年，嘉農棒球隊中的主

將（相當於隊長的職位），並非由學生時代名聲已經遠播到甲子園，且畢業後加

入日本職棒的吳波擔任，而是由右外野手兒玉玄出任。事實上，學長制雖為一般

性通則，然而，學校內的族群因素，依舊可能成為學生之間不穩定的因素之一。

1936 年 12 月，兒玉玄遭到圍毆事件，凸顯學校內的族群問題與違逆學長制所引

發的衝突。 

據報載嘉農學生周水全未將嘉農主將兒玉玄的劍收好，放在武器庫外，而

遭教官責罵，兒玉於是罵周水全，引起周水全的不滿夥同其他同學，在 1936 年

12 月 24 日嘉義火車站前廣場毆打兒玉，引發一陣喧染大波，預計嚴懲滋事學生，

報載學生自陳「云余等所執之行動，絕無內台人對立事情，兒玉常持為野球部主

將，對同級生或下級生，恆出不遜態度，故欲警戒之也。」61 

然而，就曾經參與兒玉玄事件的許喬木而言，他認為「當時嘉農的學生中，

台灣人與日本人同居一處，其比率約為七比三。兩種不同種族之學生處在一起，

卻猶如親兄弟似地相處融洽」，兒玉玄事件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周水全與兒玉玄

發生衝突之後，「兒玉同學遂在私底下煽動低年級之日本學生，在校外遇到高年

級之台灣籍學長不必敬禮。如此，使我等臺灣人感到莫大之侮辱，並認為他此一

行為已破壞同學間之和睦氣氛。大家為此均非常憤怒，…」然而，事件發生後次

日： 

參加本案之同學中，有十一人被嘉義地方法院檢查處叫去訊問，皆

                                                 
58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2。 
59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0。 
60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2。 
61〈嘉農野球主將 被生徒所毆 學校擬處分之〉，《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12 月 29 日，4 版。 

 136



 
第三章  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與三民族的運動競合 

被留置一夜，擬以社會問題嚴辦。當時因請病假的島內庸明獲悉

後，立即帶病出面，向檢察處討回學生，並以本校之名譽與各位學

生之前途聲名為由，聲明本案應由學校處理。後在校長室開會，由

澤田教務主任主持，數位老師為委員，檢察官列席，會中議決：「令

退學一人，記二大過留級五人，其餘均處「三週間謹慎」（需每日

寫日記，由師長評閱，操行改為丙）。該學期學生成績表本已填妥，

依例發送各家長，但經學期末之判罪處分，在新學期開始的第五

天，收回成績單，將操行由甲等改為丙等。而我的座次本在前鋒，

因操行關係改為尾部座排。而島內校長更為此案自責掛冠求去，甚

令師生同感惋惜。此種學生打架之芝麻小事，日本人對台灣學生卻

施以重大處分，而對日本學生兒玉君並不處分，很不公平。62 

綜上所述，肇始台灣人圍毆兒玉玄的重要主因，已非原先的劍未收好的事，

這起事件之所以蔓延，其實是兒玉玄本人「對同級生或下級生，恆出不遜態度」

以及「煽動低年級之日本學生，在校外遇到高年級之台灣籍學長不必敬禮。如此，

使我等臺灣人感到莫大之侮辱」。 

換言之，兒玉玄事件反應著學長制做為維繫學校不同族群間和諧相處的重

要性，誰撕毀學級階序學長制規則，牽連而出的就是族群問題。總而言之，主導

嘉農棒球隊內部主要價值的，其實是日治時期學校中常見的學長制文化。 

二、一視同仁的苦練 

除了學校的學長制文化對於球隊的影響外，球隊內部的訓練文化，亦是嘉

農棒球隊得以構成的主因。在球員眼中非常嚴厲的近藤教練，實施著被球員視之

為斯巴達式的操練法。1931 年得到甲子園亞軍的隊員蘇正生，肯定近藤的訓練，

是嘉農得以獲勝的原因。他說：「要去參加優勝大賽，照台灣的方式都無效，所

以我們教練的方式都不一樣，也在打球，也研究規則，所以他的方式都跟人家不

一樣，…。」63 

近藤的訓練以確實為原則。蘇正生說： 

我們都從練習基本動作開始，要按照步驟來，你要是錯了一樣不

行，要用正確的方法，我們打的是正確的方式，所以我現在第一觀

念，現在看這些選手，都沒有按照方式來，每一顆球都要中間這樣

丟過去才是正確的。打擊的時候第一點是眼睛，眼睛要看球，所以

打球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顆球，打擊的人要看這一顆球，守備的

人也要看球不管到哪裡都要看，這顆球到那邊都要看，都要看球，

                                                 
62 〈許喬木先生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37-139。 
63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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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備也要看球不然不行。64 

洪太山也指出「近藤的訓練是要照規矩來，動作一定要標準。不像美國式

的比較自由。」65而在訓練的內容方面，近藤教練則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重複練習

達到目的。 

近藤的訓練方式很嚴格，我五年級的時候，因為選手不夠，所以近

藤叫三年級的松本守三壘，松本當時接強勁的滾地球，會怕球，身

體就本能的會閃球，近藤要松本穿上補手的護具接球，然後一個

球、一個球不斷的打，而且是很用力的打，一直練到他不怕球。66 

我剛進棒球隊的時候是二月，天氣還有點冷，幾個人傳接球，距離

不遠但要用力投，一百個球都沒有漏接，就可以休息，漏了一個球

要從頭開始算。當時手套也不是很好，我傳完球之後，手都腫起來，

痛到要把球手套的釦子打開，手套才能從手中拿出來。當時手套不

好，如果這樣都不能忍，之後更糟糕，因此就是要練到變成死皮。

所以訓練受傷是常有的事，都是基本的。…我在嘉農是外野手，外

野的訓練很嚴格，近藤會打高飛球讓我們接，他一定把球打到讓你

要拼命跑，才接得到球的距離，你一定要拼命的跑，才接得到，而

為了接球常常撲倒在地，那個時候的幾秒鐘，竟然有種休息的感

覺，直到被教練大聲叫「起來起來」，練到最後，真的是一顆球都

看成兩顆球。…為了比賽，在賽前大概二十天，就住在學寮進行二

十天的集體訓練。集中訓練很累，早上練球，吃過飯後，繼續練習，

晚上吃過飯後，大概七、八點，開始對野球的規則與戰術，進行模

擬考試，就像是跑者在不同的狀況下，跑壘的方式都會不一樣，每

個守備位置遇到不同狀況，也要有不同的處理，這些都是做個棒球

選手要記住的，要不然不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棒球選手。被問到的時

候，不能想太久，反應要很快，如果回答錯了，馬上就是一個巴掌。

比賽前集體訓練的時候，晚上比早上在球場上練習還要痛苦。67（底

線為筆者所加） 

劉正雄與洪太山回憶中的近藤教練，是藉由不斷重複的苦練磨練選手，在

此過程中，受傷是常見的事，嚴厲的訓練不僅在於球技也在於對規則與戰術的理

解，不能做到者，常有被打巴掌的事。曾在台南看過嘉農比賽的李昌盛，指出「我

也去棒球場看比賽，那時應該是有球員表現不好，沒有照近藤的意思打，我就看

                                                 
64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9。 
65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1。 
66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1。 
6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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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藤打學生，很嚴厲。」68 

然而，球員也指出，近藤私底下是個溫和客氣的人，對於近藤的形象，有

相當大的反差，如此也塑造了近藤的專業人形象，亦即嚴厲不是個性的延伸，是

為了追求球隊的目標，而使用的手段。洪太山即將畢業時，到近藤家拜訪近藤，

「但他私底下完全不一樣，快畢業的時候，跟幾個去近藤家拜訪，近藤的態度很

親切，請太太與女兒拿東西請我們，跟球場上的樣子完全不一樣…」69 

由於球隊的訓練目的是為了求勝，為此教練對於球員的分類，便以球場中

選手的位置為主要的思考，族群不會做為主要的考慮。正如蘇正生指出「為了球

隊的勝利，不分族群，表現不好就是嚴格操練……，打球就是要贏，隊員是誰都

一樣」。以至於「球隊裡的訓練無明顯的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分別，我們打得不好，

教練會罵『回支那』，原住民則罵『回山上』……」70與蘇正生同期的真山卯一

也說「不論在公開場合或私底下，近藤永遠只有一個立場──全部都是球員，一

律平等。」71 

換言之，嘉農棒球隊採取的訓練方式，回歸到棒球比賽的最終目標─爭取

勝利，這可從嘉農的口述歷史，有許多強調嘉農的苦練，其程度有些到達令人不

置可否其真實性的地步，可得知苦練做為嘉農一貫價值的重要性。72為此苦練是

唯一的手段，身分不見得重要，因此對於三民族球員的一視同仁，並不盡然能夠

從提高台灣人、原住民待遇提升的角度來看，而在於棒球隊內的一視同仁，落實

的是一種因為球隊目的的必要，而產生的公平性。斯巴達苦練對於三民族棒球隊

的作用，係在以棒球隊訓練的目的，考慮使全體隊員達到可面對強勁對手的程

度，就這個出發點而言，族群問題並非嘉農棒球隊所需面對的問題，或者做為一

種思考上的前提，取而代之的則是棒球文化本身。 

 

參、農業人的野球魂 

一、匱乏者的求勝之道 

一視同仁的訓練與學長制文化，目的就是提升實力邁向勝利，同時確認球

隊內的團結一致。接著，更進一步來說，嘉農在邁向甲子園的過程中，究竟以何

種論述與價值，強化自我，凝聚彼此共同的目標，這其中並不只是如 1931 年嘉

農崛起後，不同的外部觀點所指稱的三民族合作的結果。 

                                                 
68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7。 
69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1。 
70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2。 
71 陳守庸，〈走訪 94 高齡的嘉農元老拓弘山〉，《國民體育季刊》，30：4（2001.12），頁 109。 
72有則口述歷史指出「吳（吳明捷）選手在嘉義市省立醫院住院，醫師吩咐要靜養不能動，當時

在旁的濱田老師，用柔道腰帶把他綑在病房，不准他出去練球，…」吳柏堂，〈嘉農五年學生

生活的回顧〉，《嘉農人》，3，1999 年 11 月，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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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年，〈臺灣公立實業學校規則〉中，對於農林學校的課程有具體的規定，

但此課程規劃中對於實習課並無具體規範，其主因為「…本島人學生厭惡實習課

之弊端，因此為去除該項弊端之故，並且讓學生置身投入實習作業，故特不明文

規定時間限制」，研究者指出以嘉農的課程為例，通常下午是實習課程。73 

由於嘉農是農業學校，以及農業實習比重頗高，因此相較於工業、商業與

中學校，農業學校常被用不同的眼光看待，例如「農場實習活動，是非常辛苦的，

割草、施肥、接枝，樣樣都來，常常弄得一身髒兮兮的，所以，有時嘉義人（特

別是嘉中的學生），會笑嘉農的學生是挑糞的。我們聽到了當然不高興，不免有

衝突。」74蔡鴻文也說因為實習課程必須扛水肥，弄得全身臭氣，因此當時嘉中

的學生「居然歧視嘉農的學生，不但把我們當笑話看，還喊我們farmer，日子一

久，雙方就產生敵意，終於釀成學生打群架的場面。」75農業實習課程，在嘉中

學生眼中，竟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然而，由於實習課程必須進行農作、挑糞等粗重的工作，雖然遭致恥笑，

但在洪太山的認知中，卻發展出了一套，實習課程奠定嘉農強盛基礎的論述： 

當時參加甲子園的學校都是工業、商業或者中學校，嘉農是農業

學校，當時很少有，農業學校的學生要做粗重的工作，有時會被

人家笑，但也可能被認為我們的體力很好，打棒球需要體力做基

礎。76 

對於嘉農人而言，農業訓練是磨練自己最好的機會。劉蒼麟認為「…成果

並非一朝一夕得來，是不斷努力累積的成果，當時他們每一個人努力、合群、有

禮、負責、刻苦耐勞，這又使我想起我們學農的人不也是這樣嗎？學農的人一樣

也要訓練他經得起勞苦，不畏風吹日晒、汗流夾背，他還要鍛鍊堅強的毅力，所

以我們嘉農學生由於平時的吃苦耐勞奠定了日後棒球場上的饒勇善戰的基礎。」
77鄭芳瑞也說「上午上課下午則是實習，培養刻苦耐勞及克盡職責之美德。」78

農業學校被嘲笑的憑藉，卻是農業學生成長與磨練的機會。 

                                                

類似這種吃苦當作吃補，短處視為優點的態度，也表現在球場上，嘉農本

身並無棒球場，所以都在嘉義公園棒球場練球，洪太山指出： 

嘉農棒球這麼強，但是本身沒有球場，都去嘉義市借，直到我三年

級的時候，學校才買了十六甲的地來蓋球場。但是直到我畢業前，

 
73 謝濟全，〈日治時期嘉義農林學校之發展〉，頁 108-113。 
74 〈陳保德校友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67。 
75 〈蔡鴻文先生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81-82。 
76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77 劉蒼麟，〈我‧嘉農‧棒球〉，《嘉農人》，2，1998 年 11 月，頁 13。 
78 鄭芳瑞，〈嘉農精神─常在我心直至如今更不疑〉，《嘉農人》1（1997.1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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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都跑到嘉義公園去練球。79 

《臺南州教育誌》中，曾論及：「本校原來沒有棒球專用練習球場，也沒有

田徑競技場，僅有網球場。儘管在這樣的逆境下，仍能獲得醒目的成績，是什麼

原因？就是因為不斷努力、強固的意志和一致協力，我們稱之為嘉農魂。」80 

更為值得注意的是，練球環境差，竟也被轉化為足以爭勝的手段，蘇正生

提及了初到甲子園球場的感覺。 

換我們練習的時候，大家都跳下去，場地看很像鏡子一樣，連一顆

石頭都沒有，我們這邊的球場都有小石頭，大部分都有小石頭，我

就說就很像鏡子那麼光亮，印象很好。這樣大家都有自信了，在台

灣，球場小石頭很多都可能打了，來這邊球場怎麼像鏡子一樣，那

個球來方向就都不會受小石頭影響。81 

也就是臺灣不平整的球場都能適應了，甲子園平坦如鏡的球場那就更沒有

問題了。換言之，棒球資源匱乏者，面對資源優越者有時雖自慚不如，但當擊敗

對手後，這些弱點也都變成長處，甚至自我肯定的基礎。 

綜上所述，有時被汙衊的農業人，以及沒有球場或者球場不平整，就某種

狀況而言，是資源匱乏，或者是被嘉中學生奚落的原因。然而，也由於嘉農的反

差來自於貧乏，沒有球場、球場不標準，球場不標準甚至成為苦練不怕球的理由。

這樣的理由說明嘉農成功的內部動力或者自我邏輯，是建立在自我貧乏的認知及

其超越上：預設了一個條件劣於他人的自我，但是靠著後天的努力，以及劣勢所

提供的磨練，卻成為成功的契機。綜上所述，嘉農得以成功的因素，並不盡然僅

能從刻板的三民族團結加以解釋。 

從一視同仁的苦練到匱乏農業人的奮鬥，嘉農棒球也被收攏在棒球的價值

上，這個價值，強調的是專注，如同蘇正生引述近藤教練的話：「我們是來打球、

作戰的，不是來玩的，所以要放棄娛樂，全心全意打球。」82這種專注，不僅是

球場上的要求，更建立在某種程度的生活自律，如同蘇正生提及近藤對於球員在

生活上的規範： 

我有時候要出去看電影，他都不跟你說什麼，他就跟你說打棒球眼

睛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去看電影的光線對眼睛不好，…他在市區都

有放眼線在那邊，知道誰跟誰在幹麻，看有沒有人出來做壞事情，

如果做壞事，大部分是喝酒啦，但是我們那時候都不會，那都是禁

                                                 
79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80 柯萬榮編輯，《臺南州教育誌》，（台南：昭和新報社台南支局，1937），頁 113-114。 
81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0。 
82 蘇正生，〈蘇正生訪談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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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事情，喝酒、抽煙都不會，但是看你有沒有做什麼壞事情。83 

對於近藤而言，打棒球重視的精神的專注與投入，近藤曾跟隊員說： 

打棒球的人，不用為了更好的結果，而表現給別人看，而是應該揮

發自己十分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就有價值了。棒球也是，

棒球的每個動作有沒有盡力去完成，不是為了表演給人家看。盡力

就會有效果，打棒球就會贏，這不僅是棒球，也是人生的標準。84 

佐佐田利雄曾經指出，嚴格的近藤「除要求的球技外，對精神訓練也是非

常嚴格，每天練習完畢後，老師必將全體隊員集合起來訓話。至今我仍經常在口

頭低吟老師的詩：球者魂也，球不正，就是魂不正！魂正，球亦會正矣！」85

球與魂關係的詮釋，適切的反應一套以棒球做為從身到心的修練價值與實踐。 

嘉農棒球隊加油歌中： 

靈峰玉山我仰望，累積甘苦幾風霜，堅定矢志要奪冠，我等立誓氣

昂揚。誓為母校來增光，不斷磨練再成長，多少辛酸凝成鋼，我軍

陣容已堅強。男子漢無懼勇往，千錘胳脖已強壯，不怕頑強多囂狂，

劫如破竹敵膽喪。啊！嘉農，啊！嘉農，加油！加油！啊！嘉農，

啊！嘉農，加油！加油！86 

強調的也正是「不斷磨練再成長，多少辛酸凝成鋼」的價值觀。 

以上所指，在於從嘉農的學校文化與棒球運動的目標與訓練方式，甚至嘉

農的農業人特性，進而從嘉農的內部觀點，或者嘉農人本身，構成這支棒球隊得

以成軍的基本要素，日後做為同化論述下的「三民族」說法，並非是主要的力量。

至於作為 1920 年代以降，同化政策下的嘉農棒球史，則為下文討論重點。 

 

第二節  同化政策與「三民族」的嘉農棒球史 

壹、內台融合的典範：「三民族」與嘉農棒球 

一、體育運動的同化邏輯 

1920 年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普遍湧現的民主自由思潮席捲日本，進入所

謂「大正民主時期」，前此發生的 1915 年（大正 4）「西來庵事件」，以及 1919

                                                 
83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9。 
84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9。 
85 佐佐田利雄，〈嘉農棒球的回憶〉，《嘉農口述歷史》，嘉義：國立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

1993 年，頁 211–212。 
86 蔡武璋，〈嘉農棒球史〉，《嘉農人》，1（1997.1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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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大正 8）朝鮮發生的「三一事件」則是改變殖民地政策的重要因素。政治改

革風潮及於殖民地台灣，台灣人隨即以成立組織、發行刊物的抗爭運動，提出訴

求，一股向政府爭權力的力量逐漸湧現。早在日本治臺初期便在臺灣事務局提出

「同化政策」的原敬，此時已為總理大臣，二十年前被放棄的理念又被重提。適

當改變治理殖民地的基調，在上述背景中落實在一系列政治與文教的措施上，在

「內地延長主義」的新口號中，文官總督取代武官總督、初步的「地方自治」開

始實施，在教育上則開啟重視「國語」教育的同化政策。87Mark Peattie指出同化

政策的目標是將台灣人「轉為勤奮、忠誠的皇民…並使之與日本人有一樣的生活

風格」。88 

在此概念下，殖民地教育的改變，最足以表現同化政策的要旨。最為顯著

的為提出國語是日本國民的「精神之宿」，是與修身相當的科目，對於國民性格

的養成應佔特殊的地位，因此賦予國語特殊的地位，兩者關係如同車輪一般，兩

兩相進，因為國語幫助外部同化、修身則從精神面作用產生內部的同化效果。89

同化的手段，不僅存在於校園，同時也向社會蔓延。1910 年代初期，由地方菁

英出面組織、並藉著這些組織推動的放足斷髮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開展，此一具有

組織性的社會力量，同時延伸其觸角，組織、成立同風會、風俗改良會等「社會

教化團體」，目的在於振興德教、融合臺日、改革風俗、推廣日語，以促進臺灣

人同化。90 

1920 年代前後，殖民地台灣的治理政策改弦更張為以同化為目標時，約當

同時，《運動と趣味》刊出一篇文章，說明運動在同化概念中的功能。 

…隨著台灣教育令的發布，設立了不少中等高校和專門學校，實為

令人高興的事。我認為這些新設學校必然重視運動。…我認為我們

有必要鼓勵這些學生們從事運動，不厭其煩地呼籲同化也可以，但

同時也有大大的必要在不知不覺中將作為日本人該有的精神灌輸

給他們。…既然有勸導本島人學校從事運動的必要，我認為也必須

鼓勵學生以外的本島人運動。觀察大稻埕的年輕紳士，與其說是培

養進取之氣象＝接近內地人，不如說多少有些反抗的氣氛。而亦有

人自以為是地耽溺酒色，視此為現代紳士的作風。…對這些有為青

                                                 
87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著，《臺灣開發史》（臺北：空中大學，1996），頁 201-207。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北：稻鄉出版社，1990），頁 166。 
88 Mark Peattie “Introduction”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40. 
89 高岡武明，〈公學校の修身科につきて〉〉，《臺灣教育會雜誌》，4（1902 年），頁 3。轉

引自周婉窈，〈失落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臺

灣史研究》8：2（2001 年 12 月），頁 48。 
90 請參見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臺北：正中書局，1992），頁 323-330。

實際社會運作與推行國語的論著請參見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

以海山地區為例〉，《思與言》29：4（1991 年 12 月），頁 5-43。林麗卿，〈日治時期臺灣

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 以臺北州「同風會」為例〉，（中興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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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紳士灌輸日本魂，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與其嚴肅地以學問式

的、邏輯式的方式進行灌輸，不如同化什麼的都不用說，勸導其運

動，換言之，讓他們成立棒球團、網球團，內地人和本島人都加入

其團體，一起在太陽之下、大地之上從事運動，豈不是很愉快、很

有趣且有益的事情嗎？91（底線為筆者所加） 

以上所論，指出體育運動在同化上的兩個功能。首先，運動必須透過參與

與實踐，因此可以在「不知不覺」（實踐的過程）或者「什麼的都不用說」灌輸

「日本人該有的精神」，其次，由於運動顯然比用說教的方式還要好，也就是運

動其實是透過「做」的方式實踐同化，因此能夠「不知不覺」，但其重點還在於

「內地人和本島人都加入」。 

透過上述兩功能，運動被視為以內台融合為同化之精神的具體手段。不過，

不同的運動所訴求的價值都不一樣，但以棒球來說，主要還在於透過棒球的參與

強調合作與團結、競爭與節制（守規則）等一般性價值，就前章所強調的日本棒

球的武士道價值，棒球的參與也揭示一種年青人犧牲奉獻的美德。 

綜上所述，1920 年代以降，同化的精神與措施於殖民地社會普遍開展，作

為團體合作的棒球運動，常被用來實踐做為台灣人與日本人內台融合的具體對

象。因此，日治時期具有日本人與台灣人學生的中等學校棒球隊，常會強調棒球

運動的內台融合，例如台南二中校長便指出：「全校學生 540 名當中，內地人學

生 20 名左右。我提倡由球技實現內台融和並且實際行動，已獲取相當顯著的成

績。望一般球迷理解球道的本質而聲援。」92因此，當具有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

參與一支必須建立在團結合作且一致對外的球隊時，其所體現的正是同化政策所

強調的一視同仁乃至內台融合的表現。 

 
二、殖民地治理與同化的典範：「三民族渾然融合的異色球隊」 

嘉農在甲子園的優異表現，最起碼代表著台灣棒球實力的提升，如同下村

宏指出「假如明年嘉農再度得到冠軍（按：台灣島內），便與今年被視為黑馬不

同，而必須持有受到比實力還要高的評價之覺悟。若有嘉農以外的學校得到冠

軍，就會由於打敗嘉農，還是受到更過度的評價。就是因為提高台灣棒球界的水

準。」93但更為值得注意的，則為三民族特色的嘉農放在內台融合的同化政策解

釋下的意義。 

1931 年嘉農奪得台灣代表權之前，最為特殊之處，便是三民族，因此成立

之初，便得到開民族集團之好例或被形容為民族融合。94只是一支尚未成氣候的

                                                 
91 園部生，〈運動競技本島人及〉，《運動と趣味》，4：3（1919.4），頁 15-16。 
9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34。 
93 下村海南（下村宏），《吳越同舟》，（東京：四條書房，1932），頁 333-334。 
94〈全島中等學校 野球戰組合せ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7 月 14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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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球隊，除了代表三民族團結之外，尚不能指出團結所創造出來的利益為

何？然而，到了 1931 年，「三民族團結（打成一丸）的嘉義農林」已經跟「黃金

時代」等指涉強盛等形容詞相結合。95  

蘇正生回憶嘉農在1931年的甲子園大會開幕儀式出場時，日本觀眾的回應： 

一進去，就聽到他們叫得更大聲，我們都很好奇。後來才知道，他

們看見嘉農隊的選手，個個又高又壯，皮膚又黑，又來自台灣，而

且是由台灣人，高山族及日本人三個民族組成的聯軍，為前所未

有，所以讓日本球迷覺得新鮮，對我們都報以熱烈的喝彩。96 

來自台灣的三個民族的聯軍，由於前所未有而讓日本觀眾覺得新鮮。然而，

嘉農的三族群是球隊組成的客觀事實，不見得是被讚賞的特質，嘉農必當有好成

績才能贏得更多的讚譽，嘉農須在球技的表現與球場的勝負上，表現的更讓人刮

目相看。 

 

圖 3-3  三民族的嘉農（左起為福島又男、蘇正生、羅保農（平野保郎））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從棒球運動的角度來看，在於三種不同民族，必須學會棒球競爭所該有的

條件：盡力競爭卻又知所節制（係指遵守棒球規則與球場禮儀），例如，蘇正生

指出「…內野球的必死球，我們也拼命衝刺跑向一壘，…一球打到中外野來，我

接到球之後，直傳本壘，…吳明捷高壓投法，球速又快又急，每投一球，全場就

                                                                                                                                            
〈野球戰 臺北工業捷つ 七對二臺北商業慘敗／臺中商業捷つ 嘉義農林零敗〉，《臺灣

日日新報》，1928 年 7 月 15 日，2 版。 
95〈三民族 を打つて 一丸とした 嘉義農林〉，《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7 月 18 日，4 版。 
96 蘇正生，〈天下之嘉農〉，《嘉農人》創刊號（1997.1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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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歡呼。」而知名球評飛田穗州也說「…嘉義農林，在一群不容忽視的敵人當

中，盡情地展現出如獅子般的奮戰精神…其無視於其他作戰經驗豐富隊伍的鬥

志，真是令人讚不絕口…」97嘉農在球技與精神上的表現，讓球迷與專家樂於稱

讚此支球隊。 

對於這支球技優異的球隊，台灣體育協會創立推手，以及促成台灣參與甲

子園大會的下村宏指出「三民族團結一致，開朗且靈活的動作，能投能打能跑而

且遵守節制的運動者氣氛，使得讓百萬觀眾成為嘉農迷。」98嘉農在甲子園出賽

時，也贏得文學家菊池寬如下的稱讚： 

從嘉農出賽開始，我就深深喜愛此一隊伍。由日本人、原住民、台

灣人不同民族組成的選手們在勝利的同一目標下努力奮鬥的精

神，使我感動得眼淚都流下來。在甲子園球場觀戰的觀眾都一面倒

向嘉農隊伸出聲援。聽收音機播出實況的聽眾或許誤為選手們個個

都是很猛悍，但絕不是！大家都是彬彬有禮，很客氣的好青年。99 

下村宏與菊池寬的說法中，說明三民族的球隊如何以團結跨越族別，進而

習得不遜於全日本學生棒球精英的高超球技。正如同嘉農締造好成績時，已被指

為「大和、高砂、本島的三民族渾然融合的異色球隊，如同夏夜綻放強光的三色

惑星。」100靠著優異的球季，嘉農證明「三民族渾然融合的異色球隊」的強盛實

力。 

更進一步來看，三民族本是對台灣島內部族群的客觀描述，但是嘉農的隊

員園部久指出，異色的三民族融合並沒有帶來混亂，且被視為台灣目標（係指同

化）的三民族合一，是由嘉農來達成。101 

這套三民族團結的邏輯中，三民族不是台灣紛亂的象徵，而成為台灣的優

勢，因此如同蔡溪松認為「三個民族團結，沒有日本人、台灣人的分別。一個民

族怎麼跟三民族合作對抗。」102或如洪太山指出「嘉農是由日本人、台灣人、原

住民組成，就是三民族的球隊，這個全日本沒有這樣的情形，日本沒有、朝鮮也

沒有，台灣的其他學校也都沒有。所以就有人說嘉農會這麼強，是三民族的合作。」
103 

1931 年，對於嘉農的成就，不管是來自日本或者島內，均為三民族團結的

嘉農之勝利而歡呼。其原因，從日本治台所採取之同化政策而言，嘉農代表的是

                                                 
97 蘇正生，〈天下之嘉農〉，《嘉農人》創刊號（1997.11），頁 20-21。 
98 下村海南（下村宏），《吳越同舟》，（東京：四條書房，1932），頁 333-334。 
99 蔡清輝，〈西武集團企業主管拜訪校友總會記要〉，《嘉農人》，8，2004 年 11 月，頁 44-47。這

段文字原文係出自《朝日新聞》，1931 年 8 月 22 日，3 版。 
10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428。 
101 園部久，〈甲子園八十周年の夢〉，《嘉農人》，2，1998 年 11 月，頁 22。 
102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1。 
103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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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台灣的成果典範。這套說法意味就算嘉農在甲子園場上如何傑出，都僅

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民的共同成就」，也確定嘉農的成功必然為「共

同努力」的成果，綜言之，「三民族」團結的嘉農論述，確保了不管嘉農如何的

勝利，都很難將之功勞，單獨屬於本島人或者原住民之身分者。在此情形下，三

民族的嘉農，如同石田雄指出，北海道、台灣、朝鮮在帝國當中各自為同調集團，

同調集團的目的是藉由團結內部，再利用競爭心理，企圖追上「進步」的「中央」

的一場「同調集團的忠誠競爭」。104 

三民族的團結，代表台灣內部的民族超越族群而成為一個「同調集團」，嘉

農表現優異時，便意味著台灣同意並參與這場帝國同調集團的競爭─表現忠誠的

競爭。這意味著球迷與球員在認同三民族概念的同時，也認同三民族合作對於帝

國的效忠，在此過程中，不僅解消棒球勝利對於日本帝國下，台灣人對於既有統

治階序關係的衝擊，「三民族」的口號也與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說法相互

呼應。 

以上述討論為基礎，從「抗爭與認同」的概念來解釋，三民族合作的嘉農，

是很難藉著棒球達到抗爭目的，「三民族」的極限是當如果有一天即便代表台灣

的嘉農奪得甲子園冠軍，仍有將三民族合作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由

此看來「三民族」是一套同化政策時期，產生於運動場的治理手段與論述。 

三、霧社事件後的理蕃政策與嘉農棒球 

1930 年，三民族的嘉農棒球隊進軍甲子園的前一年，在被殖民者視為最開

化的霧社地區的部落間，爆發震撼日本朝野的霧社事件。1934 年，《霧社事件誌》

中，當局提出霧社事件爆發的幾項因素，其中包括理蕃失政、蕃人的暴力本性，

以及一連串的偶發事件。荊子馨指出，批判日本政府者與官方立場，對於原住民

的理解，有著一項共同點：對土著的浪漫化，而其背後反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日本人與蕃人的二元區分出現，被殖民者的原住民，不是凶惡的加害者要不就是

無助的受害者。105 

對於殖民者而言，霧社事件之後，在理番政策上產生調整，以同化政策配

合綿密的警察網絡侵入原住民的生活，破壞原住民「民族的固有性」、「傳統的社

會經濟結構」，使其學習支配者的價值觀，成為效忠天皇的日本帝國的一份子。106

事實上，追究霧社事件為何爆發的原因，不管是官僚系統乃至學術研究，都以上

述說法面對原住民問題，心理學家飯沼龍遠根據實驗研究指出，原住民不在於智

能低下，而在於情緒的疏通治理，以霧社事件為例，爆發的原因之一，係因是易

於發怒的原住民受到刺激後憤怒發作。107科學家意圖透過實驗觀察被殖民者的憤

                                                 
104 轉引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北：遠流出版社，2005），頁 322。 
105 荊子馨，《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 成為日本人》，（台北：麥田出版，2006），頁 193-202。 
106 近藤正己，《總力戰の台灣─日本殖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310。 
107 巫毓荃，〈消失的憤怒─日治晚期藤澤茽的原住民心理學實驗〉，《新史學》，18：2，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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怒，卻不知殖民統治的不平等關係，早已阻絕憤怒的爆發。而從這個假設原住民

易於憤怒的實驗，可以看見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武力反抗的戒懼與解釋。因此，

在宣稱成功的同化政策下，其實隱藏著壓抑、偽裝的憤怒自我。108 

如果說嘉農棒球隊的成就，是來自於三民族團結一致，並擅於棒球技術與

習得球場的禮儀規範而成功，那麼原住民應為這個過程中，必須改變最大的一群

人。此因從日治初期以來，殖民者的原住民觀，如同伊能嘉矩便認為台灣原住民

雖然身體成長，但思想與嬰兒無異。109原住民的相關調查報告中，也指出原住民

「感情強烈，容易激動，感情變化快，缺乏忍耐自治的能力，喜怒哀樂形於外。」
110或如山路勝彥指出日本帝國所建構的原住民意象，主要是一種「兒童」或「嬰

兒」的意象，在這樣的意象中，台灣原住民被視為「小」、「弱」、「愚」的孩童，

因而需要被保護，但另一方面，他們則被浪漫地描寫為具有孩童「純真」、「素樸」、

「無垢」、「可愛」等特質，而不像文明人一般機巧詭詐。111 

具有如上特質的台灣原住民，在 1931 年 8 月，霧社事件爆發不到一年後，

成為下村宏指出「三民族團結一致，開朗且靈活的動作，能投能打能跑而且遵守

節制的運動者氣氛，…」112原先被視為缺乏忍耐自治能力的原住民，已經成為球

場上合宜競爭的運動員，如此一來，三民族的嘉農棒球，更意味著一種新的理蕃

典範。 

事實上，1937 年的一篇報導中，指出原住民天性喜歡運動，並有許多優秀

的棒球選手，在台東廳五千尺高的ブルブル蕃童教育所實施棒球運動，能夠刺激

學生到學校的出席率，並提升學生的成績，理蕃當局感到非常滿意，「野球已經

成為今日理蕃的重要一環。」113 

1931 年，被視為三民族合作的嘉農棒球，不僅是三民族一起合作的問題，

從霧社事件後的理蕃觀點來看，一個在不到一年前的時間，還被視為殘暴代表的

民族，卻在一年後，成為懂得運用與節制身體力量，與他人合作一起從事競爭的

族群。因此，三民族的嘉農如果被視為同化政策下的樣板，其中，歷經霧社事件

後的原住民，應是重要的主因。 

 
貳、「他者」的身體想像 

一、導向文明的野蠻的身體：能高團 
                                                 
108 巫毓荃，〈消失的憤怒─日治晚期藤澤茽的原住民心理學實驗〉，《新史學》，18：2，頁 103-153。 
109 伊能嘉矩，〈台灣に於ける土著の分類及び其の現在通有する開花發生の度〉，《蕃情研究會誌》，

1（台北，1898），頁 12。 
110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一卷》，（台北，1921），頁 76。 
111 山路勝彥，《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蠻人〉という言說の展開》，（東京：日本圖書セ

ンター，2004）。頁 83、94-107。 
112 下村海南（下村宏），《吳越同舟》，（東京：四條書房，1932），頁 333-334。 
113〈蕃人は野球家〉，《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4 月 14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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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嘉農為代表，原住民參與棒球運動雖被統治者視為進入文明教化的

象徵，但日本人始終承認，奔馳於山林的台灣原住民，身體的能力（奔跑的速度

或者力量）優於日本人，不過卻缺乏機敏，因此認為「蕃人自言日本人機敏可驚。

吾蕃人走直線猶可。若走曲線。到底不敵日本人也。」114這句話與其說是原住民

的自陳，倒不如說是日本人對原住民的刻版印象。如上描述，都與前文下村宏所

指稱嘉農是支「能投能打能跑而且遵守節制的運動者氣氛」的隊伍之特質相去甚

遠。 

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從事棒球運動，可以花蓮的能高團作為代表。能高團之

成軍，與主要提倡者花蓮港廳廳長江口良三郎有關，江口組織能高團，並非對於

棒球運動的喜好，而是為了讓原住民體會運動的精神，矯正凶暴的血統，進而促

進原住民的教化。115另一方面，日治時期台灣東部的日籍企業家，顯然與不在地

的在日資本家大不相同，西部台灣不乏在地日本資本家，台灣東部在殖民政府努

力塑造作為日本人新故鄉的特殊化政策下，居於相對優勢的在地日本企業家表現

出更明顯的在地化傾向，認為東部是一個移民新社會，他們不但是東部產業的主

導者，在地域社會影響力甚深。116因此，對於東部社會的宣傳著力更深，而被視

為野蠻的原住民，如果被教化成功，更可說是東部日本官僚與商人的功績。 

起初，1923 年左右，花蓮港內地人與本島人，棒球風氣已經相當興盛，每

年春、秋兩季的棒球賽吸引許多人參加，每到星期日運動場也都充斥著打棒球的

人，唯獨原住民不感興趣。然而，報導指出原住民與「文明環境」接觸久了，自

然興起模仿的興趣開始從事棒球，並組織了以花蓮農業補習學校阿美族學生為主

的棒球隊─能高團，能高團的成立讓學校中從來只知道玩弓射箭的原住民兒童得

以從事棒球運動，並從中「改正蕃人傳統的特有兇暴性，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

這支球隊的成立，讓原住民能夠與本島人與內地人在球場上競爭，藉此提高其地

位。117 

1924 年 9 月 20 日能高團與全花蓮港團到台北訪問，他們穿著卡其色的制

服，穿著鞋子，舉著實業學校（花蓮港農業補習學校）的旗子，被媒體稱為看起

來就像是中等學校的學生，「誰也不會想到他們是蕃人。」118能高團訪問台灣西

部所得的迴響，讓江口更進一步計畫讓能高團訪問日本。 

1925 年 7 月，能高團訪問日本，根據研究者整理得知能高團一共進行了 9
場比賽，成績為四勝四負一和。119同時，能高團在比賽中，展現出驚人的跑壘與

                                                 
114〈蕃人及生徒競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10 月 16 日，3 版。 
115 東臺灣研究會編，《東臺灣研究叢書─第一編》，頁 10-12。 
116 林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台灣的企業及其企業家〉，《台灣大學歷史學報》，

33（2004.6），頁 352-353。 
117 〈花蓮港の蕃人野球チㄧム能高團〉，《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12 月 14 日，8 版。 
118 〈能高團昨夕臺北著元氣頗る旺盛〉，《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9 月 21 日，7 版。 
119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 年）〉，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頁

64。能高團赴日比賽的相關過程，也可參考戸部良也，〈台湾野球のルーツ 能高団に始ま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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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臂力，以及勝不誇，敗則悲的精神，並且常保合宜的謙遜，因此贏得日本

球迷的肯定。120能高團回到台灣後，「花蓮西本願寺住持武田善俊聽到能高團遠

征日本的佳績，對伊藤正雄（羅沙威）、伊藤次郎（羅道厚）、阿仙（稻田照夫）、

紀薩（西村嘉造）的棒球天份大為讚賞，因而著手安排他們到日本平安中學。121

但花蓮的能高團則因為後續缺乏支持而解散。122 

棒球所代表的文明象徵，係透過日本人獨到的眼光，發掘原住民天生的優異

力量與速度，將之導向棒球的訓練，進而獲取優異的成績。因此所謂的抑制凶暴

性與朝向文明，不是要壓抑原住民的身體能力。事實上，殖民者認為原住民有「天

性」的優勢，因為「許多的高砂族的選手們從幼兒時代便赤腳在山野中奔馳，腳

程不用說遠超一般常人，再加上阿美族人練有投石獵鳥的習慣，肩力與控球能力

亦屬不在話下。」123只是藉由江口的眼光與門馬教練的訓練，將被視為野蠻的身

體導向文明，進而擅用驚人的速度與力量，同時，配合棒球場中的規範，遵守規

則以及合宜的球場禮儀等，使能高團的阿美族棒球手們，成為教養與文明的宣傳

對象。124 

二、他者的身體想像：駿足、強肩與怪投 

能高團所代表的殖民地原住民教化的樣板，是透過棒球運動讓原住民的天性

導向文明，並學習棒球運動的相關道德價值，例如謙遜且知所節制。然而，如前

所述，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在棒球領域認知中，認為「天性上」原住民具有腳程快

與力量大的優勢，如此的認知，係建立在身體能力特徵的強調，就像能高團主要

的特色，始終被指出是腳程與球速。125 

當能高團的選手到日本平安中學後，速度與力量依舊被視為他們的優勢與特

徵： 

阿仙是三人中個子最小，但他腳程極快，本壘至一壘只需 3.7 秒，

內野一周只要 13 秒，因而佐藤教練只要阿仙上壘，即便無人出局，

亦命他盜壘，只要阿仙在根本沒有犧牲打的必要，他盜壘成功率接

近百分之百。 

紀薩擔任外野，之後才當捕手，紀薩傳球至二壘時，被形容像箭一

般，據說又低又強勁，投手阿仙如果不及低頭便會被低飛的球給打

                                                                                                                                            
て日本を席巻した棒球史〉，《ベースボーロジー》，5（2004），頁 169-183。 

120〈蕃人チーム 能高野球團の生立ち〉，《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8 月 25 日，5 版。 
121 平安高等学校野球部史編集委員会編，《平安野球部史》，（京都：平安學園，1985 年），

頁 20。 
122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 年）〉，頁 65。 
123 平安高等学校野球部史編集委員会編，《平安野球部史》，頁 20。 
124 〈蕃人チーム 能高野球團の生立ち〉，《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8 月 25 日，5 版。 
125〈能高野球團歸る 走力と球速で 内地の人達を驚かした〉，《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7 月

31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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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傳球到三壘，亦同樣驚人，二年級的香椎瑞穗三壘手，接他的

球時，總要忍痛吞下幾乎衝口的哀鳴聲。126 

進而指出由於台灣選手的爆發力與速度，在當時中等學校棒球中極為傑出，

使得平安中學棒球部所展現的強力棒球球風，吸引了許多球迷。127 

嘉農成名時，被認為實力不遜於日本內地球隊的部份，依舊為「跑壘與打

擊」等特色，128這兩項能力也是近藤教練認為嘉農最為強盛的部份。1291935 年

嘉農進軍甲子園時，《朝日新聞》評估嘉農的實力，指出「以往昔的精悍攻擊為

拿手技巧，飛躍擅長的快腿，今年也會大顯身手，獨得甲子園的好評。」1301936
年嘉農在甲子園擊敗小倉工業時，媒體形容為「剛球、駿足」並給予「盜壘無敵

艦隊」之名。131甚至《朝日新聞》曾以漫畫，形容上了一壘的吉川武揚（原住民），

如同裝了螺旋槳般的腳程，準備盜壘（圖 3-4）。 

 

圖 3-4  盜壘的腳程如同螺旋槳的吉川武揚（原住民） 

資料出處：《朝日新聞》，1936 年 8 月 18 日，5 版。 

然而，根據 1930 年代嘉農比賽的統計，林丁國指出「嘉農隊的盜壘次數通

常比對手多、失誤次數則少於對手」。132顯然的，當研究者指出嘉農有著比其他

隊伍更為快速的腳程與堅固的防守時，媒體卻總是喜歡強調力量與速度這種來自

於先天的素質，而少見對需要精密技巧的守備能力的稱讚。換言之，一種對於原

                                                 
126 平安高等学校野球部史編集委員会編，《平安野球部史》，京都：平安學園，1985 年，頁 20-21。 
127 平安高等学校野球部史編集委員会編，《平安野球部史》，京都：平安學園，1985 年，頁 20-21。 
128 〈嘉農の强味は 走相の攻擊 内地强豪に遜色はない〉，《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7 月 25

日，6 版。 
129〈打擊と走壘には 自信がある 相當の成績をあげやう 嘉農の近藤マネーヂヤー語る〉，

《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7 月 25 日，6 版。 
130 鈴木明、黃秀敏譯，〈甲子園的光輝 東投手的現況〉，《山海文化》，9（1995.3），頁 45。 
131 〈剛球、駿足を誇り嘉農堂ヶ快勝す〉，《朝日新聞》，1936 年 8 月 15 日，5 版。 
132 林丁國，〈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野球運動的發展：以「嘉義農林」為中心的探討

（1928-1945）〉，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識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北：政治大學

歷史系，2005），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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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身體特質的想像與強調，也被投射在嘉農的身上。雖然，嘉農內部原住民從

來不佔多數，但原住民卻成為日本人想像台灣的主要象徵。 

然而，將原住民在棒球上的能力解釋為天性說，必須面對一項基本難題：

天性說通常意味著有著來自於天生，而後天難以改變的條件。能高團的伊藤次郎

（羅道厚）到了平安中學後，教練曾經試圖改變他的投球姿勢： 

平安中學教練佐藤秀吉希望利用羅道厚的球速當投手，並教導上臂

投法。但由於羅道厚習慣以石投鳥的側肩投法，因此最後不得不要

羅道厚改採接近側肩的四分之三投法。佐藤親自擔任捕手，要羅道

厚以外角偏低的球路連投 80 球，控球能力令人札舌，幾乎不用移

動手套。133 

這種根源於從小到大、以石投鳥而習得的側投，並無法被標準的上臂投法

改變，最後僅以折衷的接近側肩的四分之三投法。天性說代表著某種折服於他人

的能力來自天生，這也意味來自天性的能力，始終可能以有別於他人的動作與姿

勢而存在，如同伊藤次郎無法被改造的投球動作。 

1935 年，嘉農進軍甲子園時，陣中最受人矚目的便是採取潛水艇式投球方

式的東公文（藍德明），東公文的投球姿勢，據說來自於「為了保護父母所捕的

每一尾魚，就學會了向海鳥擲石子將之趕走的技術，命中率以『由下投擲』的最

好。他天生的控球力和下勾投球，即在此養成。」134 

當根據天性所養成的投球動作，以非典型的方式取得成功時，所受之評價

也不置可否，無法稱之為好，也不能說是不好，僅能從有別於標準的─怪，來作

為描述，東公文因此被以「怪投」稱呼。1935 年，嘉農與松山商業的比賽中，

延長賽時竟因東公文投手犯規而落敗時，飛田穗洲也指出「這場延長賽，由於東

投手的投手犯規，而以悲慘的結束，令人長嘆，但是，若天意如此，必須安慰嘉

農，但以怪投手東的奮鬥，全體隊員的霸氣，觀眾因此以同情的淚，目送他們的

背影離去。」135 

1936 年 5 月與 8 月，甲子園大會開始前與結束後，媒體對東便以「怪投手」

稱呼，136而被稱為日本學生棒球之父的名球評飛田穗洲評論當屆最受矚目的選手

時，東公文被稱為「怪球」。1371936 年有個漫畫描述東投手，以下勾球的球路充

分玩弄小倉實業的打者，漫畫中形容，東投手的球路讓打者以為是登山，上升的

球路，卻沒想到就如雨般快速下降。（圖 3-5） 

                                                 
133 平安高等学校野球部史編集委員会編，《平安野球部史》，（京都：平安學園，1985 年），

頁 20-21。 
134 鈴木明、黃秀敏譯，〈甲子園的光輝 東投手的現況〉，《山海文化》，9（1995.3），頁 47。 
135 飛田穗洲，〈長嘆じ禁得ね嘉義の善鬪〉，《朝日新聞》，1935 年 8 月 20 日，1 版。 
136 〈全島中等野球界展望 2〉，《朝日新聞》，1936 年 5 月 17，5 版。 
137 飛田穗洲，〈甲子園熱戰の跡〉，《朝日新聞》，1936 年 8 月 22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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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東投手球路連番玩弄打者 

資料出處：《朝日新聞》，1936 年 8 月 15 日，5 版。 

天生的力量與速度被合宜的運用於棒球場，被視為原住民接受文明沐浴的

象徵，然而，源自於天性能力是被引導到球場上，而不是被根本改變，因此，原

住民的身體想像中，粗礦、原始與野蠻的根性始終存在，甚至被視為非典型的「怪

異」。 

驚人的身體條件與怪異的動作，有時令觀眾充滿好奇心，有時也是一種稱

讚，如同台北一中曾有位投捕打三拍子的捕手筱原一宣，因為其精悍的實力，而

贏得「生蕃」的綽號。138有時也因為新鮮感而備受歡迎，東公文因此也是繼吳明

捷之後，嘉農最受甲子園觀眾與媒體關注的球員，然而，這種非典型最後是否為

成功的保證，答案並不能確定，如同東公文說： 

我會緊張，怎麼也無法發揮實力。一站上那投球版，那轟隆轟隆鳴

似的甲子園的六萬人的聲音，正好集中到我的正中央。不行。我總

是敗給具有綜合力量的內地球隊…139 

對於東公文而言，這段話說明自己（或者嘉農）不敵於具有綜合力量的內

地球隊，對於相對於內地的自己（或者嘉農）而言，來自天性的力量，始終還是

不夠。 

以原住民為例，說明天生的身體能力，成為日本人對原住民身體想像的根

本基礎，這反應一項問題，亦即強調日台融合的同化，一方面刻意強調異族的先

天的身體能力，是台灣的特色，也是台灣的優勢。同化在棒球領域的表現，可以

是一種價值與道德上的訴求，例如團結、勇敢、合作等，但是卻無從抹去身體差

異所構成的距離。 

                                                 
13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75。 
139 鈴木明、黃秀敏譯，〈甲子園的光輝 東投手的現況〉，《山海文化》，9（1995.3），頁 47。 

 153



第三章  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與三民族的運動競合 

強調天生身體能力的同時，原始、粗礦與非典型等價值也就如影隨形，不

夠完整、不具有綜合力量，甚至不夠細緻（如同嘉農很少被認為守備能力強一樣）

的印象，更是長相左右。因此，藉著原住民棒球選手的身體想像問題的考察，呈

現同化融合與刻板歧視間的曖昧與模糊，從而揭露同化政策背後，對異族身體想

像中，根深蒂固的他者與異己的觀念。 

 

参、「真正的台灣棒球隊」：台灣民報的觀點 

自許為「台灣人唯一言論機關」的《臺灣新民報》，對於台灣人在運動場上

的表現，曾藉由台灣與菲律賓的游泳比賽交流而提出批評與期許，由於這項交流

比賽，台灣人無人參加，因此《臺灣民報》指出「各國之人都很在獎勵體育，以

提高國民的實力，甚且努力於國際的競技場中獲得錦標，以誇耀於世界，尤其是

在新興的國家或各弱小民族，最為努力於此機會獲勝，可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

使世界人認識他們的存在。」140故而期許台灣人應重視運動。 

繼之，又在 1930 年，有篇文章討論台灣人運動為何不振的原因，指出父兄

沒有理解、缺少團體的訓練、缺乏適當的指導者等因素，因此導致「總之對於競

技方面的運動，臺灣人既無遠征，或出頭於國際的競技場中的實力，甚至對於外

來的遠征客尚不能相當應酬，實是遺憾的事。…」141 

原本被《臺灣新民報》視為運動實力落後日本人的台灣人，卻在嘉農棒球

的議題上，以三民族為概念發展新的觀點。當 1931 年 8 月，嘉農取得進軍甲子

園資格，出發前往日本比賽之際，《臺灣新民報》以「嘉農野球選手團 こそ真の

台灣代表團」為題，指出： 

甲子園的棒球冠軍爭奪戰台灣已有好幾次派出代表隊，但此代表大

概僅有居於台灣的內地人學生選手，並不能說真正的台灣島代表。

而這次的代表嘉農才是真正的代表選手團。不能不認為以台灣人吳

姓投手為首，亦有內地人及高砂族混合所謂三民族的嘉農選手團才

比以往代表還要真正的台灣代表。因為如此，台灣人都不同於以往

的態度，期待球隊的勝利，在甲子園鼓起勇氣奮鬥，即使未能得到

冠軍，只要堂堂正正發揮作為真正代表台灣的氣概便感到滿足。（底

線為筆者所加） 

台灣新民報並期待這支「真正的台灣代表團」，應該「必然以超於其他球隊的運

動者精神的態度奮戰」進而說明「在此台灣人家長貫徹體育的主旨並且理解必要

讓子弟的身體健康。應要知道孱弱的子弟不管學問優秀也無法完成此使命。」142

                                                 
140 臺灣民報，〈提倡獎勵體育〉，《臺灣民報》，262 號，1929 年 5 月 26 日，頁 2。 
141 張如陵，〈臺灣人的運動為怎麼不振？〉，《臺灣民報》，294，1930 年 1 月 1 日，頁 14。 
142〈嘉農野球選手團こそ真の台灣代表團〉，《臺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8 日，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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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民報的立場很清楚表示，三民族構成的嘉農棒球隊才能被稱為台灣代表

隊。 

而當嘉農得到亞軍時，民報進一步指出「…豈料其遂出於甲子園竟然連戰

連捷，…這樣超群的躍進實在罕見，我們以其台灣團能得優勝，就已經為台灣斯

界不勝欣喜，何況該團的主將吳君是台灣青年，一躍而被推入名投手之列，為台

灣青年運動界的前途，尤可慶祝！」143 

嘉農即將回台之際，《臺灣新民報》繼而指出： 

不用說，嘉農軍光是由漢民族、大和民族及高砂族的三民族團結一

致而參加甲子園，便受到十萬觀眾的矚目。而嘉農不出吾人的預料

之外大大地發揮運動者精神，以其實力破竹之勢而連戰連勝，雖在

決賽敗北，但相當地發揮其實力。據說，他們的活躍使十萬的棒球

迷膽戰心寒。 

雖然嘉農軍在決賽惜敗，但作為初次上陣的成績已經超乎預期。因

此吾人認為為了嘉農軍未來的發展應滿足於此。因為在實力方面，

與其他學校相比不見遜色。從有人討論決賽當天各選手連日的疲

勞，以及僅有一個吳姓投手肩膀痛，便可窺之。 

嘉農軍為了我們台灣，以超越民族的團結而奮鬥。二十六日來台的

下村宏氏，在收音機節目上作為隔了十年後回來的見聞報告嘉農軍

善戰的最後一段話：「嘉農軍初次上陣獲取如此的成績，已經很了

不起了。明年在更加努力的話，搞不好得到冠軍也說不定，好好謹

慎地進行訓練即可。運動是公平競爭（fair play）且超越民族、

國家。吾人從此見地一直鼓勵之，運動及公平競爭在促進國際和平

的意義上也具有不小價值」，表達如上意見而鼓勵其未來的發展。144 

上述的報導，除說明嘉農是真正的台灣代表隊，也肯定嘉農成績難能可貴

之外，還強調幾個重點，其一、嘉農是三民族組成的棒球隊，而其主將是台灣青

年，報導中的語意，「臺灣青年」不是指生活在臺灣的青年，而是做為族群身分

的臺灣青年。145 

                                                 
143〈嘉農團意外的成績〉，《臺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22 日，2 版。 
144 〈甲子園を馳驅した嘉農團明日歸台〉，《臺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29 日，15 版。 
145 臺灣新民報甚至甚至曾以〈臺灣運動界的新人  嘉農野球團主將 青年名投手吳明捷君 初登

甲子園便入決勝戰〉為題，介紹吳明捷為「…苗栗街人，今年二十歲，於大正十五年入嘉義

農林學校，昭和二十年該校々友會創設野球部的時候，吳君即加入為部員練習，而該野球部

的選手，雖有臺灣人、內地人、高砂族等三民族的混成團，但於平素都極熱心練習，至去年

間該野球團，竟斷然獲得臺灣中等學校代表權，出場於甲子園全國中等學校野球的比賽大會，

在甲子園，努力奮戰的結果，第一、二、三回戰，皆全部優勝，至決勝戰的時候，雖竭盡平

生的力量決死奮戰，可惜！終敵不過勁敵「中京團」。嘉農的野球團，雖是戰敗於中京，但於

這次戰績，一躍而為中學校野球界的霸者。而使該團能如此榮譽者，實賴於該團主將名投手

吳君之力其大，在每次比賽之間，吳君的妙技莫不超群，而受一般的稱羨。記者曾詢問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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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嘉農為台灣所爭取的榮耀，是超越民族的團結所獲致。換言之，從

臺灣新民報的觀點中，嘉農的勝利其所強調的是：嘉農棒球隊是三個民族團結的

棒球隊，其中的關鍵主將是台灣人，他們的表現是不同族群團結一致所獲得的成

果。這樣的說法，肯定三民族共同合作與團結，並提示臺灣青年之表現，為其中

關鍵。 

綜上所述，從《臺灣新民報》的觀點來看，肯定並認同三民族的合作，這

點看似與殖民地官僚的言論如出一轍，然而，對於台灣新民報而言，三民族的合

作，在最起碼的意義上，代表著不同族群可以用平等的身分一同參與棒球活動，

這與 1920 年代以來，臺灣社會政治運動，訴求與日本人享有公平待遇（如法政

面向的議會設置請願）一事相同。 

 

圖 3-6 吳明捷投球時與個人獨照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然而，從相關的報導中，卻也透露出《臺灣新民報》認為三民族的嘉農棒

球隊，遭受某種打壓與威脅，顯示其對以肯定「台灣青年」為前提的三民族論述

在殖民地社會的處境感到不安。 

先是嘉農在日本參加比賽時，《臺灣新民報》重提舊帳，指嘉農在臺灣選拔

賽時，「…在島都與北商比賽時，某審判員竟將嘉農團新得的一點，宣告無效，

                                                                                                                                            
對過去的感想，他答說自練習野球以來，沒有甚麼話好說，只有辛苦的練習，辛苦的過去而

已。…」〈臺灣運動界的新人  嘉農野球團主將 青年名投手吳明捷君 初登甲子園便入決勝

戰〉，《臺灣新民報》，1932 年 1 月 1 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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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得補回戰多得兩點，否則被北商奪其代表權，某審判員之心情，豈無偏袒。」
146而在嘉農回臺灣之後，由於台北市出現了批評嘉農的聲音（原因不詳），因此

新民報批評「市內各中等學校的野球熱，本來是冠於全島，自從被彗星似的嘉農

奪去甲子園代表權，即時頓減其熱，並且有不純者對嘉農團大加惡宣傳，誠然完

全沒卻競技的精神，市民們多在非難。」147但報導並未解釋何謂「大加惡宣傳」。 

甚至當嘉農在 1931 年底，參加選拔野球大會落敗時，「在來的慣例，於甲

子園野球大會，獲得決勝戰之成績的嘉農，當然是有資格而被選參加全國中等學

校選拔野球大會，但是於這回的選定，竟名落孫山，實令人感為意外，其間豈沒

有甚麼存章？」148新民報所指為參加明治神宮野球選拔大會，嘉農在報名推薦上

被遺漏之事，149對此事臺灣新民報提出一個令人充滿想像的答案，大有質疑內情

不單純之意。 

約當同時期，報導中提到了以台灣人為主的北二師與高等學校尋常科，在

台北州下中等學校的美式足球賽中遭逢，由於「二師獲得一點，卻被裁判判不算，

以致二師選手憤慨審判不公平，一同憤然退席，遂被對手得勝，觀眾多非難說競

技的審判員需要神聖公平，決不準插入差別觀念才是。」150 

上述的討論中，裁判是否誤判不是重點，重點在於新民報的心態，新民報

懷疑掌握裁決權的裁判（多為日本人），有可能對嘉農做出不公平的判決，而其

考量，從新民報來看則是「插入差別觀念」，新民報的論點背後反映的心態為─

運動不應有差別觀念，嘉農為三民族的球隊，不過顯然就新民報的認知，認為有

人想破壞三民族組成、甚至主將還是台灣人的棒球隊。151 

從 1920 年代以降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來看，三民族表現出一種平等的殖

民地族群關係的實踐，而這正是政治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進而使爭取台灣

人利益的民報，同意也接受三民族合作的概念，因此，也可以見得三民族的嘉農

棒球論述，可說是一套成功體現同化價值的治理手段。 

然而，《台灣新民報》對於三民族嘉農的解讀，反應著台灣人在運動場上朝

向平等參與的過程，對於這個結果雖然肯定，但卻不篤定。而這正是 1931 年三

民族說法構成之際的當下寫造。 

 

                                                 
146〈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22 日，4 版。 
147〈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1931 年 10 月 17 日，4 版。 
148〈赤崁流彈〉，《臺灣新民報》，1931 年 9 月 19 日，4 版。 
149〈嘉義團の推薦洩れに抗議電報を發す〉，《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16 日，夕刊 2 版。 
150〈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1931 年 11 月 7 日，4 版。 
151 類似的耳語不僅存在島內的族群問題，關於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中，也有聲音指出：「日本人說

到嘉農很多人都豎起大拇指，但是我也有聽說，當時吳明捷他們在甲子園被威脅說，如果得

冠軍，就會被打，也有日本人說優勝的黑獅子旗，不能離開日本本島。」洪太山口述、謝仕

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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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嘉農與嘉中的對抗：棒球運動的衝突、和解與認同 

壹、校際競爭的對抗文化：嘉農與嘉中 

一、後起之秀：嘉中棒球隊的成立與兩度全島奪冠 

1924 年創立的嘉義中學，野球部成立於 1926 年 4 月 1 日，比嘉農野球隊成

立的時間還早，152但卻遲至 1931 年才首次參加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不過首

場便以 4：10 敗給台中二中。153此後，嘉中持續參加全島野球大會，然而，成績

並不優異，在 1932 年的全島大會中，首場便敗給嘉農，1933 年在南部的預選賽

中，先是贏了高雄中學，但後續則連敗給台南一中與嘉農，而無緣進軍第二次的

預選，1934 年，嘉中在第一次預選賽的首場中，就被台中二中擊敗，1935 年，

嘉中在第一次預選賽中擊敗台中商業，但在第二場中，卻被嘉農以 17：0 擊敗。

1936 年，嘉中在第一場擊敗台中一中，但在第二場中，卻被嘉農擊敗。154 

至 1936 年為止，嘉中在中等學校的成績並不突出，至少從未在第一次的預

選中脫穎而出。不過嘉中對於棒球運動顯然相當支持，以經費來說，透過收取會

費 9.6 圓、入會費 2 圓而構成的校友會基金中，1932 年嘉中棒球隊的支出決算，

有六百五十圓左右，佔總支出決算兩千兩百餘圓的近三成左右，高居所有運動社

團之冠。1551939 年的校友會總支出約當為 4,900 圓，棒球隊的支出就佔了約 1,500
圓左右，扣除總務部的支出約為 1,000 圓，其他的十幾個社團，如美術、圖書、

寫真、音樂、水泳、陸上競技等僅能共用約 2,400 圓。156除此之外，尚有寄附款，

例如 1937 年嘉義中學便收到 3000 圓的寄附。157對比於沒有球場的嘉農，嘉義中

學校內甚至有可容納兩千多名觀眾的專屬野球場。158 

1936 年，嘉中雖在中部預選不敵嘉農，但當年 8 月嘉中在後援會的支持下，

為慰問即將畢業的五年級生也為磨練新生，因此到日本「內地遠征」，並締造 4
勝 1 敗 1 和的成績，姑且不論對手實力如何，但嘉中的資源及得以內地遠征之待

遇，顯見學校對於棒球隊的支持。159 

為提升球隊的實力，嘉中在 1934 年全島野球大會結束後，制定進軍甲子園

的 3 年計畫，1935 年，由於幾位資質不錯的球員入部，3 年計畫變更為 5 年計畫。
1601937 年的全島大賽中，嘉中先是擊敗台中商業，次則力克勁敵嘉農與台中二

                                                 
152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83。 
15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24。 
15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55、178、182、212、246-247、292-293。 
15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83。 
156 嘉義中學校友會編，《旭陵》，10（嘉義：嘉義中學校友會，1939），頁 295-296。 
157 嘉義中學校友會編，《旭陵》，8（嘉義：嘉義中學校友會，1937），編輯後記頁。 
158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99。 
159〈野球部ヶ報〉，《旭陵》，8（1937.4），頁 277-278。 
160 嘉義中学校同窓会，〈澤天君を偲んで〉，《旭陵会会報》，27，1989 年 7 月 1 日，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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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後則擊敗台北商業贏得冠軍。1611937 年，嘉中首次進軍甲子園，首場便

以 12：0 大勝青島中學，次場則敗給兵庫代表滝川中學。162 

兩年之後，1939 年是嘉中五年計畫的最後一年，也就是計劃制定之初的選

手，都已畢業之際，也可說是球隊實力最為成熟的階段。嘉中在這年比賽中，先

後擊敗台北商業、台北一中、嘉農等三支曾奪得台灣代表權的強隊，再度前進甲

子園。但在進軍甲子園的第一場比賽中，敗於當年大會的冠軍海草中學。163 

表 3-4  1937、1939 年嘉中的甲子園成績與隊員名單 

 1937 年 1939 年 
成績 12-0 青島中學 

2-4 滝川中學 

0-5 海草中學 

投手 芳賀頼文 酒見英夫 
捕手 足達泰治 產形一夫 

一塁手 伴元和 江頭日吉 

二塁手 鯵坂俊雄 前潟勇三 

三塁手 日永明 日永明 

遊擊手 最上年康 松井信勝 

左外野手 勝田正夫 白男川 実文 

右外野手 沢田一郎 渡部正男 

中外野手 渡部正男 中島功貴 

部員 酒見英夫 亀山馨 

部員 中島功貴 竹下静雄 

部員 產形一夫 木場厳 

部員 前潟勇三 宍倉正男 

部員 松井信勝 前潟孝四郎 

部員 白男川 実文 三宅万寿男 

部員 指方亀雄  

部員 亀山馨  

資料出處：中島一誠，《嘉義中學校野球部の步み》，未出版。 

除 1937、1939 年之外，1941 年嘉中同樣獲得台灣冠軍，但當年受到時局的

影響未舉辦甲子園大會，因此無緣三度進軍甲子園。不過，根據西脇良朋的統計，

嘉義中學參加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成績，僅次於嘉農與台北一中，可說是日

治時期台灣棒球的後起之秀。164 

                                                 
16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41-347。 
162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51-354。 
163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32-437、440。 
16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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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農與嘉中的對抗：嘉義的早慶戰 

1930 年代，嘉中與嘉農一共拿下六次台灣的代表權，換言之，嘉義市的兩

支中等學校棒球隊，都是當時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球隊。成軍稍早的嘉中，1930
年代中期之前的成績是不如嘉農的，然而，當嘉中開始計劃三年計畫或五年計畫

時，其近期目標就是在三年內擊敗嘉農，165次年，嘉中便在台南州中等學校野球

賽中達到目標。166 

兩校除了在全島與南部的各項大比賽中遭逢，由於「幾乎未在嘉義市舉行

過正式比賽，據傳存有情緒性的對立，對此有識之士皆深感遺憾，」因此在市長

出面與兩校校長協調下，兩支台灣棒球界的代表決定展開定期對戰，「…全島球

迷都最熱切期盼兩隊的比賽，進而對兩校練習的不足和球季的磨鍊有所幫助，甚

至不單單是嘉中和嘉農，也期望促進台灣中等學校棒球界的向上。」167日治後期

嘉農的隊員洪太山曾經指出： 

嘉農與嘉中的比賽，被稱為嘉義的早慶戰，……嘉農與嘉中每年在

春、秋季時進行三戰的對抗，每到比賽是嘉義重要的事。…我們那

個時候是嘉中的實力比較好，但等到我五年級時，是嘉農的實力比

較好。……當時，跟嘉中的比賽很激烈，我撞到後腦昏倒，那次的

比賽是慰勞傷兵的比賽，所以有醫生在場，馬上來看我，我聽同學

說醫生診斷我十幾分鐘，消息也很快，不知道誰去告訴他的，我媽

媽知道了，趕快跑過來，從火車站那邊走到公園找我……168 

兩校的對抗，成為嘉義市民熱衷的組合。研究者曾統計 1932 年之後，兩校

之間的對抗，嘉中以 13 勝 11 敗較佔上風，特別是嘉中所贏得的 13 場勝利，都

集中在 1936 年之後，而 1936 年之前，嘉農較佔優勢。換言之，1935 年之後，

嘉中佔優勢的態勢趨於明顯。169 

 

三、校際競爭的對抗文化：校譽之爭與菁英意識 

前文所指嘉中與嘉農之間「據傳存有一種情緒性的對立，對此有識之士皆

深感遺憾」，情緒性的對立究竟所指為何，由於嘉農為三民族球隊，而嘉中則為

純日本人的球隊，但兩校之中，均有相當程度的日台學生，嘉中的台灣人學生甚

至在 1935 年已超過日本人。（如表 3-5）因此，所謂的情緒之爭，並非僅從日台

                                                 
165 〈打倒嘉農目標に 雌伏六年の努力〉，《朝日新聞》，1936 年 7 月 1 日，5 版。 
166 林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5）〉，發表於 2009 年 10 月

30、31 日，嘉義縣政府主辦「第五屆 2009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頁 14。 
167 頁 363。 
168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169 林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5）〉，發表於 2009 年 10 月

30、31 日，嘉義縣政府主辦「第五屆 2009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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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解釋，嘉中與嘉農「被想像」為日台之別，固然存在，但應有其特定性，

此點容後再論。 

表 3-5 嘉中與嘉農兩校日台學生人數 

嘉義中學 嘉義農林 年度 
日本人 台灣人 日本人 台灣人 

1925 年 108 84 9 221 
1930 年 225 203 64 340 
1935 年 246 262 122 318 

以上各年度《學事年報》。嘉義農林的台灣人學生，包含原住民。日本人學生含外國人。 
資料出處：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的二十四年報》，（台北：台灣總督府文教

局，1927），頁 259、305。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的二十九年報》，（台北：台灣

總督府文教局，1933），頁 259、305。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的三十四年報》，（台

北：台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頁 162-163、209。 

但若回到嘉中與嘉農的關係，兩校之間的對抗，應視為中學生之菁英意識

與維護校譽之心態所產生的對立關係。首先，就錄取率而言，嘉中與嘉農皆為不

容易錄取的學校，以 1935 年為例嘉農錄取 100 人，但卻有五百多人報考，通算

日本人、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錄取率，分別為 42.03％、14.91％、20％。當年度，

嘉中錄取人數為 150 人，報考人數為 472 人，日本人與台灣人錄取率分別為 67.52
％與 21.41％。170 

而就學生的經濟背景而言，就讀中學校的學生，都有一定的家庭經濟支持，

洪太山說「那時候的嘉農，如果以一班五十個人來算，大概能考上的也只有十來

個吧。當時一個月賺差不多三十圓才能維持一個家，因此，公學校畢業大部分人

都去賺錢維持生計，比較少繼續往上唸。」171 

中等學校與實業學校學生的菁英意識，除了來自上述家庭背景與通過難關

而考取等因素而造就之外。學生就業與未來發展的設定，也是另一個嘉中與嘉農

有所差異的地方，嘉農的蔡溪松認為： 

嘉中的學生都是頭腦好，而且家庭有錢，因為以後還要讀高等學校

還是大學，他們都想要當醫生的，嘉農的學生頭腦也很好，考試很

難考，但一般來講，學生家裡環境不太好比較刻苦，所以讀嘉農，

讀嘉農畢業後就能夠工作。就業方面，嘉農一點都不輸一般的中學

校，嘉農畢業的一定找得到工作，士農工商裡，農業是佔著一定份

量的。畢業後一定都找得到工作。像是我當時就讀的嘉義農校，常

常都是學生都還沒畢業就被內定到某某公司上班。172 

                                                 
170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的三十四年報》，（台北：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頁

166-167、212-213。 
171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9。 
172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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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農的學生承認嘉中更難考，學生家庭背景更好，但嘉農的學生，卻由就

業的優勢，建立起對自我的認同。事實上，以 1935 年為例，嘉農畢業生除了 4
名繼續升學外，其餘皆在會社或官署上班，同一年度，嘉中則有 18 人繼續升學，

12 人就業，44 人不詳。173嘉農的學生可說是充分就業，而嘉中生學比例則就高。 

嘉中與嘉農的學生的精英意識，加上日治時期學校相當重視學生與校譽維

護的關聯性，如同 1920 年代，棒球運動在學生推廣時，相當強調比賽對陶冶學

生團結合作、維護「我校」榮譽的表現，此等「我校」的榮譽，甚至常被比擬成

為「我國」爭榮譽。174如同新竹的李水圳指出「我覺得當我們是團體行動時，個

人關係沒有辦法被照顧到的。這大概與我們當時教育強調「國家主義」有關，非

常注重學校名譽的維護及爭取團體的名譽。」為此，他在街上遇到其他學校學生，

就算彼此可能熟悉，但依舊互丟石頭，彼此叫囂。175 

換言之，嘉農與嘉中的校際對抗的關係，必須從學生菁英意識與維護學校

榮譽等因素來加以理解。 

由於上述因素造就了嘉中與嘉農校際間的緊張關係，甚至關於嘉農棒球奮

起的回憶中，有一段故事更反應了 1920 年代兩校學生間的關係，陳金定指出： 

嘉農棒球隊的成立，可能也是偶然，在我入學時，嘉農棒球已經成

立四年了，學寮九室室長李瑞泰曾經對我們說過這段歷史，嘉農棒

球隊組成那一年，嘉農和嘉中剛好有一場比賽，嘉中早有棒球隊，

嘉農則是臨時成軍，設備、器具、服裝都不齊，連球鞋穿得都是普

通運動鞋，選手則是一、二年級，那次比賽投手是一年級的上松，

也就是陳耕元，表現的相當好，其他隊員有日本人、台灣人、高砂

族，可以說是一支雜牌軍，那場比賽嘉農贏了，嘉中輸球很不甘心，

更無法忍受投手上松良好的表現，為了報復，竟然在嘉義法庭前埋

伏，趁上松要回學校前，持球棒攻擊上松。 

上松被攻擊後跑回學寮，校友獲知非常氣憤，立即動員反擊嘉中學

生，那時候嘉農學生在嘉中學生放學進出的主要道路，全部封起

來，一個個過濾，只要是日本人就抓起來打，這件二校學生互毆事

件，最後鬧到警察局，警察要來學校調查，但是校長嚴拒干涉，阻

止警察進入學校，堅持這件事由二校自行解決，二校校長協調，整

件事的起因，還有不對的是嘉中，嘉中認錯、處分鬧事學生、學校

道歉，二校風波才告結束。 

                                                 
173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的三十四年報》，（台北：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

頁 174-175、221。 
174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 
175 李水圳口述，何湘妃、陳瑞玲訪談，陳瑞玲紀錄，〈我的小學生活－李水圳先生的回憶〉，

《竹塹文獻》，43（2009.7），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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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嘉農苦練四年，沒有球場跑去公園練，沒有教練，想辦

法請其他地方的教練來，嘉農的學生很耐苦，終於獲得全台冠軍，

民國廿年代表台灣參加日本大阪甲子園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賽，默

默無聞的嘉農打進決賽，還拿下亞軍，轟動日本全國，後來嘉農也

有幾次代表台灣參加比賽。（底線為筆者所加）176 

陳金定聽其學長李瑞泰回憶的那場比賽，並無明確資料說明，然而，問題

在於嘉農的校友再次複製了嘉農刻苦不服輸的韌性，如同前文提及，嘉農因為實

習課程必須扛水肥，弄得全身臭氣，因此嘉中的學生歧視嘉農的學生，不但把嘉

農學生當笑話看，還喊嘉農學生farmer，「日子一久，雙方就產生敵意，終於釀

成學生打群架的場面。有一回，兩邊學生撞在一起，一言不合，大打出手，情況

非常激烈，居然打死了一名嘉中的日本籍學生。這名嘉中學生的父親是嘉義的刑

警，發生了這種事，當然不會善罷干休，鬧得很厲害一定要嚴懲我們嘉農的學生，

聽說還揚言要以命抵命。…」177陳保德也解釋了嘉中與嘉農的關係，「農場實習

活動，是非常辛苦的，割草、施肥、接枝，樣樣都來，常常弄得一身髒兮兮的，

所以，有時嘉義人（特別是嘉中的學生），會笑嘉農的學生是挑糞的。我們聽到

了當然不高興，不免有衝突。」178這種嘉農學生認為被嘉中嘲笑為農夫一事，顯

然是嘉農人普遍的回憶。此外，遍尋資料皆沒有找到嘉農打死嘉中學生之事，但

這故事反映嘉農與嘉中之間的相互敵意。 

由於這樣的敵意，嘉農與嘉中在嘉義市，幾乎是事事競爭。黃鎮山說，「嘉

農和嘉中就成為樣樣都競爭的對手。而且兩校都在嘉義公園旁邊，走同一條路上

下學，所以兩校學生時有摩擦，也發生過打群架。每年都有兩校間的各項對抗賽，

例如棒球、柔道、劍道、相撲等。179嘉中 20 屆的黃金山也說：「我們都稱嘉農的

學生『挑糞的』，戰後我在唸嘉中的時候，當時舉行嘉義的聯合運動會，嘉中與

嘉農後來起衝突，…」180 

因此，嘉中與嘉農的對抗關係，整體而言，必須從學生家庭背景與學校文

化的因素加以掌握，其中包括入學率低、學費負擔與家庭經濟較好等背景因素所

形成的學生自我意識，也包括學校文化對於校譽維護價值的強調，進而構成嘉中

與嘉農之間激烈的校際競爭。 

 

貳、競賽制度下的他者分類與同調集團 

                                                 
176 陳金定，〈陳金定先生訪問紀錄〉，《嘉農口述歷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

年，頁 17-18。 
177 蔡鴻文，〈蔡鴻文先生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81-82。 
178 〈陳保德校友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67。 
179 黃鎮山，〈第十九屆的回憶〉，《嘉農人》，4，2000 年 11 月，頁 57-59。 
180 黃金山口述，2009 年 10 月 15 日，訪問於嘉義市黃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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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者的分類及其想像：嘉中是日本人、嘉農是台灣人 

對於球迷而言，在不同階段、不同層次的比賽中，產生不同的認同，因此

形成支持態度游移的現像，例如，嘉農在全島大會中擊敗台北的幾個中等學校，

但台北一中、台北商業與台北工業等棒球隊，為了幫代表臺灣的嘉農得到好成

績，因此在嘉農出發前，與嘉農進行「送別試合」，181而台北一中的球迷，以支

持台灣代表隊在甲子園取得好成績而支持嘉農，也是很合理的。在此過程中，我

們要關注的是不同的行動者位置，如何透過分類與想像的過程，建構一套自我合

理化的價值。換言之，這關係到從地方、臺灣島內與日本內地中央等不同層級的

競賽與認同系譜變遷的關聯。 

台灣球迷對於支持球隊的選擇，反應了殖民地所界定的不同社會範疇，對

於人群的分類，可以是地域的、階級的、族群的，球迷常在上述因素的考量中，

改變支持對像，例如台南的李昌盛說，「台南人很關心嘉農的表現，一方面會覺

得嘉農出名的選手，是台灣人，像吳波、吳明捷，一方面嘉義當時跟台南一樣都

是台南州，所以台南人很關心嘉農的表現。」182換言之，構成李昌盛選擇支持嘉

農的因素，有族群的關係，也有地域的關聯。 

球迷在認定其所選擇的支持者過程中，常反應殖民地社會所對應的關係，

以嘉義現場的嘉農與嘉中為例，黃鎮山指出「兩校有比賽時會吸引眾多觀戰者而

會變成兩方的啦啦隊的對抗。一般的市民是為嘉農加油，嘉中的啦啦隊則日本人

較多。當然嘉農的啦啦隊是人多氣盛，遠勝嘉中。」183換言之，前文所指出的嘉

中與嘉農的校際對抗，從內部因素考察，有其學校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是，就市

民而言，雖然嘉中也有為數不少的台灣人，甚至比日本人還多，但球迷在選擇支

持對象的過程中，卻將嘉中「認定」為日本人（此處所指為支持者的主觀態度）。 

劉正雄的回憶也呼應此看法： 

嘉中棒球選手大部分是日本人，當時嘉中與嘉農差不多在大比賽都

會遇到，市內比賽都是在水源地公園比賽。在看台上都是嘉中的支

持者比較多，比較多是公務員、事務員的子弟為主，嘉農的支持者，

就不一樣，嘉農的都是食堂、賣菜的、吃檳榔的。分得清清楚楚，

不是坐在看台喔，是站在外野。嘉中都日本人公務員的子弟，雙方

就自然分成兩邊。站在嘉農的加油者，比較熱心熱情，嘉中的支持

者比較不激烈，主要是去看自己的子弟打球。184 

劉正雄的隊友洪太山則談起入學嘉農前，觀看嘉中與嘉農比賽的場景： 

                                                 
18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32。 
182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7。 
183 黃鎮山，〈第十九屆的回憶〉，《嘉農人》，4，2000 年 11 月，頁 57-59。 
184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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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都為嘉中加油，台灣人都為嘉農加油。嘉中一百五十個新

生中，台灣人大概二十個，嘉農之中三分之二是台灣人（與實際有

誤），因此嘉中與嘉農的對抗，就有台灣人對抗日本人的意味。有

次比賽，場邊觀眾還差點起衝突，場邊的台灣人要打日本人，日本

人與台灣人之間，觀眾與啦啦隊壁壘分明。嘉農與嘉中每年在春、

秋季時進行三戰的對抗，每到比賽是嘉義重要的事。我小時候就去

看過，跟大人一起擠，大家很喜歡看，都是在幫嘉農加油的…185 

蔡溪松也指出：「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實力都很強，兩個學校練球的時候很多

人看，觀眾大家各選邊站。嘉中比較多日本人，都是有錢人，我們也不認輸，大

家各有優越感…」186即便是在台南的黃丙丁，也說「感覺上嘉中都是日本人，嘉

農主要是台灣人跟原住民。」187 

上述說法，不僅由嘉農學生的觀點來看，有的是對他人的觀察，或者入學

嘉農時的年幼記憶，有的則是台南市民對於嘉中與嘉農的觀察。然而，上述的說

法，雖然都刻板化了嘉中與嘉農，確實嘉中棒球隊都是日本人，但學生中台灣人

卻占了半數，而嘉農確實比較多臺灣人，但嘉農棒球隊陣中日本球員比重也高於

台灣人與原住民。 

構成上述想像的，顯然不僅是族群性的分野，族群性的分別更與階級關係

互相聯繫，支持嘉農的臺灣人被認為都是「食堂、賣菜的、吃檳榔的」，而嘉中

支持者不僅是日本人，也多為「公務員、事務員等」。當然，客觀來說，這也是

相當刻板的分類。 

二、地方認同：嘉義與嘉中都是嘉義代表 

雖然嘉中與嘉農的對抗關係，主要為校際對抗、菁英意識所造就，但對於

旁觀者而言，嘉中與嘉農如何被看待，立場不見得與學生相同。事實上，分析嘉

中與嘉農的支持者，可呈現日治時期棒球運動中，支持者動機與態度的流動性問

題，對於影響支持者態度因素的理解，除了上述的族群與階級因素之外，地方認

同也是一個要素，甚至就某種程度而言，嘉農與嘉中的球迷，有共同的基礎，那

就是將對嘉義的認同，投射在這兩個隊伍。 

例如，1931 年 7 月，嘉義的野球迷為了幫嘉中與嘉農加油，因此號召球迷

到台北加油。1881935 年，嘉農第二次進軍甲子園時，嘉義球迷組織「嘉義農林

野球應援團」，參加者包括藤井大飯店、藤井食料、加土活版、津本寫真、吉川

山陽堂等，約定發起募款捐給嘉農充當練習費，並預計在嘉農到台北比賽時組織

                                                 
185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3。 
186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1。 
18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0。 
188 〈嘉義の 野球フアン 臺北に道出〉，《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7 月 17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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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隊前往加油。189該團在 2 月 23 日成立，選出藤井吉太郎為會長，參與的會

員則有吉川山陽堂、川浪代書、津本寫真、藤井食料、江藤旅館、平井、時澤、

金子寫真、長谷川、大野福岡屋、矢野光嘉堂、勝田醫師、松野ひのき、上田合

木、野邊銀座、廣田ともえ、瀨戶、佐佐木、丸山土木、松崗土木、今村洋服、

木南藥水、濱田活版、中島、岡元寫真、重川エヒメ、角田福喜等商家與人。應

援會約定每月 17 日集會，同時，決定為了要去台北幫嘉農加油，會員約定到嘉

農贏得優勝之前，每月需交兩圓經費，以為加油的基金。190以上支持者的身分，

多半是在嘉義做生意的日本人。 

再者，如 1941 年時，由於棒球對嘉義市對外宣傳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嘉義

市的球迷在同年 7 月，組織嘉農嘉中野球後援會，預計在中等學校比賽時為兩隊

加油。191 

事實上，地方人士基於對地方的支持與宣傳的因素，而支持地方棒球隊的案

例在 1930 年代的都市對抗賽中常出現。例如 1934 年 12 月的全島體協支部野球

對抗大會由台南得到冠軍，改變了向來由台北得到全島冠軍的態勢，這激勵了台

南州發展棒球運動的信心，也掀起了台南市的野球熱潮，組織後援會募集捐款，

以作為發展棒球運動進軍都市對抗賽之後盾。192而鄰近的高雄也在類似的心態

下，認為一年一度耗費鉅資的划船比賽，應該流用部分的經費來補強優秀選手。
193例如，1935 年 6 月體協高雄支部組織強化全高雄野球團的後援會，希望招聘

優秀的球員強化州廳與築港的實力，因此號召全州各郡同好者約三百餘人，每年

繳交年額 10 圓，作為強化選手之用。194在 1936 年初，招聘神戶大學出身嘉義團

主力捕手小柴重吉。195 

以地方的認同為基礎，構成支持球隊的態度，為常見的狀況。例如，1941
年，全島中等學校秋季選拔野球大會在花蓮舉行時，高文章指出： 

中等學校的比賽來過花蓮比賽，我有去看，當時嘉農很有名，因此

嘉農來花蓮比賽我也去看，花中對上嘉農很好看，很刺激，花中有

一陣子實力也不錯。我們花蓮人是希望花中可以贏，但嘉農實力很

強。196 

因此，雖然嘉農陣中有洪太山與吳新享等台灣球員，但對於花蓮人而言，

支持的對象則是在地的隊伍花蓮中學。因此，對於部分嘉農與嘉中的支持者而

                                                 
189〈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2 日，4 版。 
190〈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5 日，3 版。 
191〈嘉農嘉中野球後援會を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41 年 7 月 14 日，4 版。 
192〈台南の野球熱〉，《台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11 日，7 版。 
193〈高雄波飛沫〉，《台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6 日，4 版。 
194〈高雄野球團の後援會を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6 月 16 日，3 版。 
195〈嘉義紫煙〉，《台南新報》，1936 年 2 月 1 日，4 版。 
196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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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兩者都是代表嘉義市的球隊，基於此，地方的認同為構成支持者態度的主要

因素。 

三、運動競賽的衝突、和解與認同 

對於本文討論的課題而言，關注的是透過將嘉中與嘉農視為日本人與台灣

人的分類想像，並讓這兩種分類在競賽中對抗之事，在 1930 年代，運動競合對

於殖民地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上述將嘉農與嘉中的對抗，分類為台灣人、日本人，甚至具有階級差異等

對立的概念，分類者的主觀因素具有很大的影響力，而這種主觀性常常刻板化客

觀情勢。 

事實上，這種分類觀反應的是日常生活中對日本人、公務員的想像，由於

這種想像是出現在競賽中對手的想像─想要擊敗的對象，因此，日本人與公務員

等族群與階級身分者，對於台灣人而言，必當有著不滿的情緒，否則就不會出現

如此的分類想像。 

然而，就如同劉正雄也說「…一般人來說，嘉農代表或是嘉中代表都沒關

係，誰代表，都是代表嘉義代表台灣，嘉義人都會加油。」197因此，嘉中與嘉農

所產生的族群對抗的想像，在全島、全日本層級的比賽中，已不是主要問題。換

言之，離開嘉義，如上嘉農與嘉中的分類觀，可能會被一種對嘉義、對臺灣的支

持給取代。而包括三民族的嘉農棒球隊，對於島內各地、各族群者的支持，更具

有說服力。 

另一方面，棒球運動的競賽過程中的層級關係與認同系譜，看似再現殖民

地尖銳的族群關係，但是，不同層級的比賽，是衝突卻也是和解的機制，換言之，

運動競賽所體現的族群互動，並不是無視於族群的差異性，而是讓這種差異性，

透過運動競賽得到釋放，這種釋放從運動競賽的意義來看，必當不用付出過多的

社會成本，例如，棒球運動倡導服從輸贏結果的運動家精神，比賽也是定期的，

今年的失敗，明年有機會雪恥。 

透過對台灣的認同與運動競賽的競合，棒球運動創造一種殖民地的人群關

係，這種關係隨著層級差別而流動，有時反應的是殖民地的族群分野，有時則反

應以地域為基礎的認同意識，棒球的運動世界中，沒有一套固定不移的認同標

準，這套機制最為強而有力的是，不管是台北、台南、嘉義，最後的終點都將台

灣視為整體，共同成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同調集團，朝向以日本內地為中心的甲子

園大賽的目標前進。因此，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讓台灣島內的三民族，透過運

動競賽的衝突、協調，最終達成一種以認同台灣為前提的共識。 

 

                                                 
19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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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的討論，以三民族的嘉農為例，分析其在日治時期棒球史上，所涉及

之同化政策的關聯，並指出三民族論述，作為殖民帝國架構下的日台關係中的位

置，然而，作為三民族團結一致意義下的嘉農，由於該論述符合統治者所提倡的

價值，也說服了反對殖民體制的部份台灣人，因此，嘉農棒球史，與 1920 年代

以降，宣稱一視同仁所關連的島內三民族都有密切相關。 

因此，本文首先從學校文化與球隊內部的組織文化的觀點切入，具有優異

成績的嘉農，球隊的組織並非以族群為主要考慮，而是由學校文化所延伸的學長

制構成球隊內主要的倫理，而在追求勝利的目標下，對於球員的思考，主要是發

揮其在攻手上的能力。另外，更為值得關注的，則是在近藤教練的訓練與農業學

校刻苦的課程中所鍛鍊出的實力，自然於資源匱乏（學校無球場）、被嘲笑（被

嘉中學生恥笑為農夫），嘉農棒球產生不畏辛苦、落後奮上的「嘉農魂」（嘉農人

的自稱），進而構成嘉農優異實力的基礎。 

棒球運動之所以被提倡，係因為被視為內台融合為同化之精神的具體手

段。不同的運動所訴求的價值都不一樣，但以棒球來說，主要還在於透過棒球的

參與強調合作與團結、競爭與節制（守規則）等一般性價值，同時，以甲子園棒

球的價值而言，更標榜棒球所注入的武士道價值，棒球的參與揭示年青人犧牲奉

獻的美德。 

對於嘉農而言，之所以備受重視，甚至視為台灣的典範，係因嘉農的成就

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被認為是殖民地台灣的三族群合作，共同學習棒球運動的技

藝與價值，進而贏得好成績，至此，三民族不是台灣紛亂的象徵，而成為台灣的

優勢。 

1931 年，對於嘉農的成就，不管是來自日本或者島內，均為三民族團結的

嘉農之勝利而歡呼。其原因，從日本治台所採取之同化政策而言，嘉農的代表的

是殖民統治台灣的成果典範，特別是在霧社事件後，理蕃政策改為以教化為訴

求，台灣原住民在球場上的優異表現，更具有某種統治上的意義。而以《台灣新

民報》為主的臺灣人立場，則認為嘉農為真正的台灣代表隊，台灣漢人與原住民

在球場上平等參與、表現優異，為台灣爭取好成績，三民族嘉農也獲得台灣人的

認同。 

然而，三民族合作的論述，意味著就算嘉農在甲子園場上如何傑出，都僅

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民的共同成就」，也確定嘉農的成功必然為「共

同努力」的成果，綜言之，「三民族」團結的嘉農論述，確保不管嘉農如何的勝

利，都不可能將之功勞，單獨屬於本島人或者原住民之身分者。在此情形下，三

民族的嘉農，本文援引石田雄的同調集團的討論，說明如何三民族的團結，如何

代表台灣內部的民族超越族群而成為一個「同調集團」，嘉農表現優異時，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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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台灣同意並參與這場帝國同調集團的競爭─表現忠誠的競爭。 

在此過程中，不僅解消台灣人借由棒球的勝利，而對既有統治階序關係造

成衝擊，更有甚者，當有一天，「三民族」的嘉農代表台灣奪得甲子園冠軍時，

仍有將三民族合作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 

三民族嘉農的討論，說明三民族如何透過運動的競合，表現出以台灣為前

提之三民族相互合作、爭取向上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透過運動的競爭

不是無視台灣內部的差異性，相反地，競賽的過程再現了殖民地內族群的、階級

的、地域的等特質。從嘉中與嘉農的對抗中，嘉中與嘉義的學生是為校際競爭與

菁英意識等因素而對抗，但對於球迷而言，嘉中與嘉農被想像為日台的對抗（嘉

中棒球隊確實都是日本人，但嘉中內的台灣學生卻將近半數），然而，當兩者對

外比賽時，嘉義球迷或者台灣球迷都將之視為台灣或者嘉義的代表隊。 

換言之，運動競賽所體現的族群互動，並不是無視於族群的差異性，而是

讓這種差異性，透過類似由嘉義、台灣、日本等不同層級的運動競賽中得到釋放

與協調，從運動競賽過程來看，必當不用付出過多的社會成本，例如，棒球運動

倡導服從輸贏結果的運動家精神，比賽也是定期的，今年的失敗，明年有機會雪

恥。透過對台灣的認同與運動競賽的競合，棒球運動創造出的殖民地人群關係，

這種關係隨著層級差別而流動，有時反應的是殖民地的族群分野，有時則反應以

地域為基礎的認同意識，棒球的運動世界中，沒有一套固定不移的認同標準，但

這套機制最為強而有力的是，不管是台北、台南、嘉義，最後的終點都將台灣視

為整體，共同成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同調集團，朝向以日本內地為中心的甲子園大

賽的目標前進。因此，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讓台灣島內的三民族，透過運動競

賽的衝突、協調，最終達成一種以認同台灣為前提的共識。 

最後，同化在棒球領域的表現，可以是價值與道德上的訴求，例如團結、

勇敢、合作等，但是卻無從抹去身體差異所構成的距離。例如，日本人對台灣原

住民的想像，慣常強調原住民先天的身體能力，是台灣的特色，也是台灣的優勢。

然而，強調天生身體能力的同時，原始、粗礦與非典型（如同伊藤次郎與東投手

無法被改造為正統，但卻充滿威力的投球）等價值也就如影隨形，不夠完整、不

具有綜合力量，甚至不夠細緻（如同嘉農很少被認為守備能力強一樣）的印象，

更是長相左右。因此，藉著原住民棒球選手的身體想像問題的考察，呈現同化融

合與刻板歧視間的曖昧與模糊，從而揭露同化政策背後，對異族身體想像中，根

深蒂固的他者與異己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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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體育運動是甚麼？─台灣人對體育運動及棒球

的觀念 
 

 

 

 

……經常在醫院小花園裡揮棒，不聽話的

球亂飛，有時會引來父親的生氣，要我好

好念書，不要在瘋棒球。 
──林敬義 

 
有運動精神的人，人格不一樣，風度、做

人都不一樣，生意人賺錢不擇手段，生意

人有些不守道德，經過正式運動訓練接受

運動精神，比任何的教育還有用。 
──蔡文玉 

 

如何交朋友呢？（秘訣） 

…… 

最後，盡可能的培養興趣和運動。 

──陸季盈 

 

 

 

 

第一節  排除與編入、排拒與接受：日治前期（1895-1920）的體育運

動 

壹、體育運動對民俗活動的排除與編入：以端午節石戰與龍舟為例  

體育運動通常聲稱具有身體健康的功能，而此功能又為追求社會乃至國家

富強之重要基礎，明治維新本於富國強兵目的下，接納近代體育運動，背後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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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著社會達爾文主義觀念下，身體健壯與國家富強的關連性。1然而，如果體育

運動只是為了培養競爭性、追求身體健康，那麼應該任何具有競爭性、操持身體

使其具有身體健康功能的活動，應該都能被視為體育運動。 

但結果不盡然如此，以歐洲為例，歐洲許多以身體對抗為特徵的地方性民

俗活動，原來具有暴力性質、甚至鬧出人命，也具有某種超自然的神聖性，但在

十七、十八世紀開始經歷近代化歷程，啟蒙運動理性主義的影響，加上資本主義

的價值與規範，配合工業化、都市化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形成近代運動，也

抑制了許多民俗性體育活動的發展。這是伊里亞斯（Norbert Elias）所指出的運

動化的概念，亦即十八世紀的運動化是掌控、改良血腥運動，甚至是宣佈血腥運

動違法的重要因素，直接的方式是透過立法，進而幫助暴力混戰式的足球，轉型

成為較嚴謹、較守秩序的運動，因此能降低選手受傷或死亡的風險。更重要的是，

運動化過程將這些活動重新描繪為複製、控制社會文化的場合（強調團隊合作、

競爭與自律的價值）。甚至在最低風險的狀況下，將人們的感覺、激情、不滿與

情緒加以紓解。2 

總言之，根據Allen Guttmann指出，近代體育運動的發展，具有以下原則：

世俗性、平等性、官僚化、專業化、理性化、對紀錄的偏執等特質。3而在競技

的特質上，則具有為致力於最快、最遠、最高的目標，並為此目標採用的規則和

方法，產生整套合理而適用於各地的系統的達成原則。4 

同時，體育運動於十九世紀的變遷，從國家主義的觀點來看，由於人口潛

藏的危害，包括暴力、威脅與破壞，不事生產卻又會耗盡資源，因此，國家必須

設法確保國民的身心健康與教育水準，同時也要教導他們舉止得宜、增產報國，

達成此目的的方案之一便是集結傳統運動、體能文化與訓練，設計各種體能活

動。5 

日治時期的台灣，殖民者引入以歐洲為範本的近代體育運動，然而，因為

近代性是外來的，因此，形成重層化問題，「現代」的價值於是堆疊在台灣，由

此展開，現代對傳統的排除與重組，傳統對現代的挪用與解釋的過程，構成一個

外來現代與在地傳統相互交融的近代社會。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傳統的武術面對發展危機，但也為傳統武術提供更新

與改良的契機，以柔道為例，由於嘉納治五郎給予柔道符合運動理論與運動教學

                                                 
1 詳見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國立中

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39-44。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

育運動之發展〉，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頁 42-65。 
2 Tony Schirato 著；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臺北縣：韋伯文化國際，2009 年，頁 68。 
3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3 
4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43。 
5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台北：韋伯文化，2009），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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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並給予清楚的規則，具有發揚日本傳統精神的柔道，因此具有現代體育

運動的特質。6本文將就日治初期台灣民間社會在端午節的民俗活動，石戰與龍

舟競渡為例，說明體育運動在殖民地台灣所反應的特質。 

日治初期，至少在台中以南、迄至屏東佳冬為止，端午節時都曾有石戰的

習俗，其原因「蓋為養成勇氣。可袪癘疫。遂至迷信成例。今若依然任其所為。

其間往往有非常負傷者。甚至死於非命。當道究竟不能默許。乃斷然欲禁絕之。」
7或稱「為擔心惡疫流行五穀不登而舉行石戰」8因此，石戰與端午驅除瘟疫的風

俗有關。 

通常石戰的進行方式，大致為「兩還列陣勢。舉石相投蓋俗以投石為可禳

疫。故多年不廢。甚至有傷者。人亦不以為怪焉。」9或者「招邀分排兩邊。始

也執磚石塊。互相投擲。終焉以籐牌。刀、銃、相擊致傷。或致命者。」10戰勝

者甚至可以侵入戰敗村落，毫不客氣的吃粽子作為報酬。雖然石戰的結果，不會

「永遠懷恨在把對方當仇敵看待」，11但當局因為擔心惡疫所進行的石戰引起民

眾傷亡，並將之視為迷信，「當道謹令保甲員禁止。倘有不遵。當重責以示警云。」
12為此警察與地方保甲開會，對保甲表示石戰迷信必除，「是日警官督帶壯丁。

先赴該地彈壓嚴行禁止云。13」因此，石戰習俗被官方禁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被視為迷信與危險的石戰被禁止時，卻被認為可由

運動競走來代替，如同「彼等又為本年欲形式為之，願為許可…定改設運動會，

為徒步競走。」14或者「攘惡疫又禱豐穰，石戰舊慣幾星霜，一朝自覺代競走，

畢竟蠻習期改良。」15這便說明石戰雖然具有競爭分勝負的特徵，但由於石戰活

動具有相對難規範的暴力性質，並具有超自然解釋，因此被視為迷信遭到禁止，

進而由運動會競走取而代之。 

同樣為台灣舊慣，也是日本民俗的端午龍舟競渡，其俗之緣由係來自對屈

原的憑弔，如「端陽之有競渡。原以屈子投身汨羅。聊以慰其忠魂耳。」16或認

為龍舟為淨江之舉「端陽競渡。本為追弔忠臣。相沿已久。乃習俗踵事增華。妄

為附會。以為江中若不划船。則江中不淨。從前溺死之鬼。必拿生人交替。」17

換言之，龍舟也有一套根源於台灣民間社會的超自然說法。 

                                                 
6 大熊廣明，〈學者筆下的日本近代體育史〉，《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6：1（2000），頁 10-13。 
7 〈斗六奇習〉，《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7 月 4 日，5 版。 
8 〈打破時戰舊弊〉，《臺灣日日新報》1917 年 7 月 1 日，6 版 
9 〈嘉義通信舊慣猶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6 月 25 日，4 版。 
10〈嘉義通信禁止角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年 6 月 12 日，4 版。 
11 鈴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台灣舊慣習俗信仰》，（台北：眾文出版社，1994），頁 544。 
12〈嘉義通信禁止角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年 6 月 12 日，4 版。 
13〈嘉義通信／禁止擲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6 月 16 日，4 版 
14 〈打破時戰舊弊〉，《臺灣日日新報》1917 年 7 月 1 日，6 版 
15 他意中人，〈期改良〉，《臺灣日日新報》，1917 年 7 月 25 日，2 版 
16〈鬥龍船及迷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7 月 7 日，5 版。 
17〈划船俗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年 8 月 4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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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龍舟競賽實為台灣傳統社會中，在特定節日中提供刺激娛樂的功能。

以台南五條港為例，五條港之五姓分別為「臺南西關外南勢街郭姓。北勢街許姓。

競佛頭港街蔡姓。老古石街黃姓。外新街吳姓。清時此五大姓。」每當端午節「各

備彩船一雙。於五條港渡奮錦。迨迎標之日。爭奇鬥巧。熱鬧至六月終。…」18

進行龍舟競賽後，奪得錦標之勝者，視此為地方大事，因此「迎得勝旗當市佛頭

港近日競渡龍舟。…。去六日南勢街郭姓。競渡十六回。奪標至十五枝。擬演劇

三十臺。竝裝三十檯詩意。鑼鼓三十陣。將所得錦標。出遊街市。以彰未曾有之

大得勝云。」19 

類似的競賽，為了輸人不輸陣，會各自網羅好手增強實力，如「新店向來

之龍舟競渡。但分上下兩街。交爭勝負。此次因新店下街。另邀大坪林庄土名十

二張大宅班。幫同該下街船夫林充外二十名。前與上街鬥賽。遂自舊曆另月五日

起迄九日。皆大鬥勝。」20換言之，端午龍舟競賽係以地緣、團體為基礎，透過

奪得錦標的競賽形式，透過此對抗，釋放地域人群與團體間的衝突，同時提供觀

看民眾刺激的餘興，此一關涉端午龍舟對於地方社會的意義與功能，應有再討論

的空間。 

對本文所關切的問題意識而言，重點是龍舟競渡如何被看待，龍舟為何不

像石戰受到當局嚴禁，其緣由為何？ 

從日治時期的媒體報導中，曾經指出龍舟競度「奮勇爭□。錦□競□。彼

此一心。皆欲直達目的而後已。頗具忍耐力。大有合於文明的之好運動會。而於

衛生主義。又無缺點。」21或者「惟其競爭皆以端艇。極其壯快活潑。值人注目。

似乎本島人之習慣。尤以此為最堪感賞者也。」由上觀之，奮勇、團結、忍耐被

視為龍舟運動的價值，而其過程也不如石戰般暴力，石戰的暴力對抗甚至致命。

加上龍舟競渡有明確的競速輸贏的特性，其規則清楚而明確，因此被視為「似乎

本島人之習慣。尤以此為最堪感賞者也。」 

從《台灣民報》的立場來看，民報的報導中常反對台灣傳統民俗信仰，不

是說迷信，要不稱鋪張浪費，然而，民報亦認為「然此種之競會，若比迷信迎媽

祖請王爺之事，是稍有意義」，為何民報會言此情形有意義呢？該篇報導接著說

「不僅可回想屈原之遺風、亦可獎勵體育、故誣陷於奢侈浪費，是不宜排斥，而

應當嘉許之。」22該篇報導中，認為競渡可想屈原遺風，而倡導之；或以其頗知

節儉之道，而鼓勵之。綜上所述，龍舟被認為「大有合於文明的之好運動會」、

甚至就被視為「獎勵體育」，主要原因不外是其具有競技類型中之競速性質，因

此產生明確化的規則，不過屈原與水鬼說，也使其受到批評。 

                                                 
18〈南部通信／汨羅韻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年 6 月 5 日，4 版。 
19〈瀛壖鯉信／迎得勝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年 7 月 10 日，6 版。 
20〈蟬琴蛙鼓〉，《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7 月 8 日，3 版。 
21〈稻江競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年 7 月 2 日，5 版。 
22 〈臺南市預定豫行競渡大會〉，《臺灣民報》，63，1925 年 8 月 2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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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923 年日本太子「扒龍船御台覽（高雄）」 

資料出處：〈扒龍船御台覽（高雄）〉，《行啟記念寫真帖》（台北：臺北市役所，1923）

頁 59。 

石戰與龍舟，一者被解釋為具有「合於文明之好」的體育運動，一者則被

視為迷信而受壓制，主要原因為龍舟與石戰同為傳統民俗活動，但因為本身的特

性、實踐方式有所差異，造成一者因具有運動的競速形式而被視為運動，甚至流

傳至今，一者則已失傳於台灣社會。 

以上的討論，意在說明殖民地社會的外來現代性的代表─體育運動，其實

是一套具有辨識價值的特定機制，可將傳統賦予現代的形貌進而留存，也可將對

傳統產生排除的作用，視為迷信加以打壓而根絕。 

 

貳、面對體育運動的態度：從排拒到接受 

一、日治初期的體育運動觀念 

1898 年之前，台灣初等教育體育活動，其課程重點在整頓、隊列等活動，

主要是使「當地人民不守規律之故，亦應需要嚴格矯正其舉止。」1897（明治

30）年 8 月，各縣廳學務主任的會議，也認為體操仍以養成規律、服從之二精神

所不可或缺之課業。此舉無非是針對臺灣人不守規律的習慣，是為規範被賦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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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律、骯髒形象的臺灣人。23 

明治維新之後，體育活動便被認為是「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手段，

但在台灣其最初目的，如同體操科法規強調「保持正確的姿勢」，體操科教授重

心置於整隊、行進等課程，反應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殖民者如何「相對化」臺灣人、

並將之規範等策略應用，從而提供體操科強調「保持正確的姿勢」的正當性。24

因此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體操科的發展，實展現殖民者意欲透過「體操科」的

實行，支配臺灣人身體的手段，一言以譬之，此階段是「體育即身體規律」的時

代。25 

在此階段，台灣人對於體育運動的觀念，並不如殖民統治者所預期，例如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原本體操科的教授是在校舍之內，後來學校為展示殖民教

育的成效，以作為人民的模範，因此將體操科上課場地換到龍山寺寺前廣場。 

但是校方的如意算盤顯然錯打，因為學生的內心非常厭惡體操科，所以常

不去上學，同時家長在廣場看到學生上體操科，則認為體操科是為了將學生訓練

成軍人，以備將來徵調，所以也群起反對體操科、贊成學生罷學。26許多臺灣人

甚至因為害怕「日本政府使舉國民眾皆服兵役」，因此滯留廈門不敢歸臺。27法

國人Reginald Kann的觀察同樣指出：「使學生遠離學校的是體育課（體操科），本

地人的想法則是認為上學的目的是讓小孩能夠服兵役，畢業之後就可送到日本當

兵。」28 賴和也曾聽人說：「讀日本書會被捉去當兵。」29 

基層教師的描述則更為直接，鈴木金次郎認為由於民眾不瞭解新教育的旨

趣，故而認為體操科是為將來從軍做準備，因此同學常「同盟休校」，30 加藤元

右衛門也指出臺灣人認為教授體操是為日後徵兵之用，因此常不去上學。31甚至

到了 1908 年（明治 41）尚有報導指稱：「世人不察（體操科），輒目為軍士之演

                                                 
23 請參閱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國立

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51-56。 
24 Albert Memmi 指出由於殖民者總是認為殖民者刁蠻、頑劣，所以殖民者不得不實施警察統治

合峻法酷典。Albert Memmi、魏元良譯，〈殖民者與受殖民者〉，香港嶺南學院翻譯系文化/
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頁 3。 

25 請參閱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27-61。 
26 〈本島學生の思想の變遷〉《臺灣日日新報》，1901 年 5 月 5 日，2 版。 
2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洛林監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領臺以後之治安狀況（上）》

（臺北：海峽學術，2000），頁 1037。 
28 Reginald Kann 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頁 43。 
29 賴和著、林瑞明編，〈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集》（臺北：旭昇圖書公司，2000），

頁 230。 
30 鈴木金次郎，〈十年前の思ひ出〉，《臺灣教育會雜誌》，79（1908.10），頁 27。 
31 加藤元右衛門，〈十年前の思ひ出〉，《臺灣教育會雜誌》，79（1908.10），頁 31。加藤元右衛

門，〈序〉，《臺灣紀念名鑑》（台北：臺灣刊行會，1926），頁 22-23。日後編著《臺灣體育史》

的竹村豐俊亦提出亦提出相同的看法。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臺北：臺灣體育協會，1933），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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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其見亦左矣」，32 

近代體育運動在台灣的發展，從 1895、1896 年開始，乃至 1898 年隨著公

學校制度的建立，而更廣泛開展，於此同時，台灣人對體育活動的理解，隨著體

育課程的多樣化，也逐漸吸引台灣人的目光，進而改變日治初期的態度。 

二、體育運動態度的轉變 

1898 年之後，台灣人透過公學校體操科以及運動會的舉行，更完整認識體

育運動，台灣人漸漸改變原有的態度，甚至以體育活動成為吸引學生就學的誘

因。於是，體育運動帶來的健康觀念、團結合作、競爭爭勝的價值開始深入人心。

例如，賴和就讀公學校時，因為遊戲所以初入公學校「失望不慣的心情，漸被歡

喜快樂所侵佔，同時我也不復畏思，也敢盡興盡心和同學們競賽遊戲」33正說明

學生對於遊戲的態度。1902 年（明治 35）彰化廳公學校校長會議中，討論如何

鼓勵學生出席，其中採取快活的遊戲也是其中策略之一，而其項目大抵有輪投、

毯球、旗取、豆囊、源平競爭、西洋鬼子遊、繩飛、鐵棒等項目。34足以扮演勸

導學生出席的工具，可見遊戲受學生歡迎的程度。 

此外，公學校運動會也是令台灣人改變對體育活動態度的契機。資料顯示，

明治三十、四十年代，隨著公學校在地方社會普遍成立，35在日本已成為學校年

中主要行事的運動會，36也開始在臺灣地方社會生根，並成為地方民眾共襄盛舉

的重要活動。37例如 1905 年（明治 38）大稻埕公學校開運動會被指出： 

昨年大稻埕公學校開運動會以後，各地公學校相繼開會，而延生徒之

父兄往觀，因以獎勵向學之心，誠好機會也，今年廳下各校，乃定聯

合開大運動會。38 

                                                 
32 〈體操一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8 月 1 日，2 版。 
33 賴和著、林瑞明編，〈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集》，頁 231。 
34 〈內外彙報 彰化廳　公學校會議〉，《臺灣教育會雜誌》4（1902.3），頁 50-51。 
35 許佩賢以明治 44 年作為公學校在臺灣地方社會普遍成立的時間點，同時從學生積極的就學情

形觀察，可反應公學校與臺灣人之間的密切互動也約略在明治三十到四十年代。參見許佩賢，

〈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立（1895-1911）〉，第三章、第四章的

討論。 
36 明治 24 年為培養學生忠君愛國的精神，日本公布「小學校於祝日大祭日關儀式規程」，規定

小學校在新年、紀元節、天長節中學校的行事，其中第四條明文指出：「生徒可在體操場或野

外，舉行遊戲、體操，使得學生的心情愉快」。山本信良、金野敏彥，《大正、昭和教育天皇

制ィデオロギ─Ⅱ》（東京：新泉社，1986），頁 342。 
37 例如張麗俊在 1906 到 1911 年間幾乎每年參與地方的運動會（張麗俊，許雪姬、洪秋芬編纂、

解讀，《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到（四）冊，頁 146~147、293（一）、頁 108、287、426（二），

頁 76（三），頁 339（四）。）。或如新竹舉行小公學校聯合運動會時「旁觀者又有廳長及各

長官、學生家長、臺灣私學先生亦率其學生參觀，計有千餘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
年 3 月 25 日，3 版）甚至連基督教徒也舉行「內地土人合併運動會」，李春生並曾與會參加，

可見殖民地運動會之多元化。〈內地人土人合併運動會〉，《臺灣日日新報》，1898 年 5 月 10
日，6 版。 

38 〈學事雜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3 月 6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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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地區有如深坑也在 1906 年（明治 39）舉行運動會，由於國語學校醫學

校公學校之運動會，歷年舉行故不為奇，但深坑為山鄉，管內開聯合運動會較特

別，「幾百千人。環集參觀。俱非常喜悅。而尤惹人注視者。…眾父兄之對學校

觀念，當必煥然一新」39 或如新莊公學校的運動會「山村僻處。罕有奇觀。故

聞風往覩者。殆覺多數。亦熱鬧云」。40。總之，明治四十年代為止，公學校運

動會已成為地方社會年度重要活動，參觀者亦對此活動抱持新鮮好奇的態度。 

臺灣人藉由公學校體操科及運動會的親身參與，加上小至身體健康、大至

體育所具之國家強盛等體育認知的養成，臺灣人對於體育活動與運動競技的認

知，已不若日本治台初期一般。 

對於學校體操運動中的遊戲而言，家長因此認為「肆業之餘，俱任其成群

嬉遊適趣於附近庭園，其父兄從旁觀者，每竊竊然疑之，以為約束太寬，轉不如

從學私塾，猶得賴之。」41 或認為學校教育不外是「聚集子弟走舞耳，究何益

哉。」42 雖然「嬉遊」、「走舞」未曾指明是否為體操科內的遊戲，但以身體外

在特徵而言，不論何種遊戲兼具有此一共同性，故將之視為家長對於體操科遊戲

的瞭解，似也未嘗不可。相對於家長而言，學生的態度顯然較具有一致性的反應。

首先，美國駐臺領事Julean Arnold曾在 1908 年（明治 41）表示： 

運動遊戲中展現的歡樂，是本地漢人教育最有希望的現象，下課十五

分鐘，公立學校操場和西方學校一樣地生氣蓬勃，漢人兒童喜愛參與

遊戲的樂趣。43 

對於就讀公學校的賴和而言，因為遊戲所以初入公學校「失望不慣的心情，漸被

歡喜快樂所侵佔，同時我也不復畏思，也敢盡興盡心和同學們競賽遊戲」44運動

對於身體健康的觀念，漸漸被台灣人所接受。 

1910 年代左右，媒體曾經對不識體育運動之台灣人，提出「吾儕竊怪我島

人於金錢計較而外。別無所謂趣味者。於運動遊戲。猶視若無關輕重。聞且大笑

之不已。蓄長爪曳長袖以自高者。亦足以證。是非振作精神之道也。遊戲運動。

娛精神。強身體意志。補佐道德。救人於哀安鳩毒之中。…」45亦即對於體育運

動的觀念，尚未普遍。 

隨著台灣人日漸接受體育運動，說明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治理的一項重要

成果。如同英國在印度推廣板球，主要是「改善他們眼中的印度人懶散、怠惰、

                                                 
39 〈深坑運動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5 月 24 日，4 版。 
40 〈各學校之運動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11 月 11 日，5 版。 
41 〈教育兒童論〉，《臺灣日日新報》，1901 年 5 月 19 日，5 版。 
42 〈催促生徒〉，《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4 月 28 日，4 版。 
43 Patricia Tsurumi、林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蘭：仰山文教基金會，1999），頁 49。 
44 賴和著、林瑞明編，〈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集》，頁 231。 
45 〈丙吉問牛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年 9 月 18 日，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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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力的習性。…，印度是各種對立團體的集合，充滿了具有各種心理缺陷的男性

（和女性）。而板球則被看作是讓在地人社會化的理想方式。46」殖民政府認為

不守規矩、不衛生的台灣人，可依靠體育運動「改善」，因此推廣各項體能文化

與訓練，設計各種體能活動，設法確保國民的身心健康與教育水準，同時也要教

導他們舉止得宜、增產報國，將被治理者所潛藏的危害，包括暴力、威脅與破壞，

不事生產卻又會耗盡資源的狀態，改變為殖民統治的協力者。47 

參、體育運動的論述：從健康身體到國家強盛 

一、健康的身體 

體育活動漸為台灣人接受與喜愛的同時，台灣人對於體育運動的認識，亦

隨之改變。首先，最常見的說法則是體育運動有益於身體健康，因此指出「人生

修學固宜以運動為先、步武道路，身體可以健以康。」48，一位本島人並曾以「全

無動筋骨之事，此生徒衛生上，最有害也」、「若不為體操亦難保身體之強健」的

論調批評書房教育。49 

同時甚至針對體操科的功能，說明其所具有之三項功能：令身體無不發良，

不使手足腰脅，偏有強弱，而氣體日健。50或如指出「體操一科，於兒童身體，

最有關係，不但可活動其筋骨，流通其血脈，且能使之消化鬱氣，舒暢精神，故

學校教授法，於德育、智育之外，即繼以體育。」51另外，吳德功也指出「人之

身體苟無運動，則氣血必滯，筋骨弗靈，而精神不活潑，此學校所以重夫體育

也…。」52  

而有鑒於台灣人吸食鴉片問題，林清江因此指出： 

凡人得閑。必能起寂寞之感。故不可無閑散機關。以安慰其精

神。以消遣其憂鬱。圖書館。遊技場。公園。…。短艇。野球。

海水浴。溫泉。皆有益無害之閑散機關。皆可令人為娛樂處。

支那豈非乏少此機關之故。乃構成此多數之吸煙者乎。 53 

則是著眼於透過運動等娛樂而禁鴉片，達到身體健康的目的。 

不過，從健康面向來看，運動所造成的「運動傷害」的問題觀點亦被

指出： 

                                                 
46 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度》，（臺北市：群學，2009），

頁 130。 
47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臺北：韋伯文化國際，2009），頁 67。 
48 〈生徒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00 年 7 月 12 日，三版。 
49 簡江稿，〈論公學校書房教授法之利害〉，《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33（1904.12）。頁 5。 
50 〈學科之義〉，《臺灣日日新報》，1903 年 5 月 15 日，3 版。 
51 〈體操一科〉，《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8 月 1 日，2 版。 
52 吳德功，〈運動會記〉，《臺灣時報》，73，（1915.10），頁 13。 
53 林清江述，〈論解鴉片（承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年 12 月 1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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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身體熱而覺渴，且不可飲水，飲水則有傷腸胃及傷風之

虞，略飲茶湯，或以水漱口俱無妨。運動時輒出汗，然運動後不可不

急拭乾，否則汗即蒸發而奪去體熱，易於傷風。競走雖為運動會中之

第一技，稍不注意，即招危險，將到決勝點之時，面色蒼白如土，此

皆由於全身肌肉與心臟肌肉，十分疲勞，血液聚於肺臟，不能配布全

身故也，又競走者呼吸之迫促，亦為呼吸筋大疲勞之確證，語云過猶

不及，學校運動時，切不可使生徒行非常過度之運動。54 

如同張深切的母親認為「運動過激會損害身體，自己犧牲健康」55以及

一般臺灣人認為「見其子弟在公學校恣為運動，竟恐其疲勞筋骨，礙及身

體」56體育運動論述中的健康概念，有其正向表述，也有負面影響的顧慮。 

 

二、從個人到群體 

體育運動的觀念亦具有國家建構論述的意義，主要途徑是藉由從體育

之於個人的影響，進而擴延到體育運動對於成就國家強盛重要性之關連。

如同彭城晃指出體育運動具有鍛練身心強壯，也具有養成諸德之功能，「使

之鍛鍊身心，一則使身心強壯，一則於其間養成協力正直禮讓諸德。」 57 

日治初期至 1910 年代左右，常見對於將體操理解為儒家「文武」、「六藝」、

「智仁勇」等觀念，仍為不時可見的說法。1898 年公學校成立之初便有「吾人

為學，文武精細，不可偏廢即課小學，亦貴令端始基試觀射御六藝之中，推類以

思，可見小學諸科，運動之儀，不可不習也，人何疑哉」58的說法。台人亦有簡

江稿表示「古聖賢立教，固有六藝教人，六藝者何，禮樂射御書數是也，古之射

御猶今之體育」59吳德功指出「射以觀德、其爭也君子，實為運動會之矢，況勇

與智仁、為三達德，雖聖門亦重體育也，然則體操之事，豈尋常遊戲者哉。」60

彭城晃也說「道德完全，智識豐富，身體健壯，身體壯健皆必要也，此三者相鼎

立，不可一缺，缺一則不立矣」61 

將體育運動與智仁勇、六藝等說法，相互結合的論述，目的在於說明在儒

家傳統價值中，體育所實踐的勇，對於成就一個完整的人，具有重要的價值。 

然而，體育運動的目的，不僅在求一己之身之完美，更在於求一國之盛。

                                                 
54 〈說人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年 3 月 28 日，5 版。 
55 張深切，《里程碑 ---又名：黑色的太陽（上）》，（臺北：文經社，1998），頁 111。 
56 〈運動會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11 月 6 日，5 版。 
57 彭城晃，〈就運動會而言〉，《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92（1909.11），頁 1。 
58 〈運動會解〉，《臺灣日日新報》，1898 年 12 月 13 日，3 版。 
59 簡江稿，〈論公學校書房教授法之利害〉，《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33（1904.12），頁 5。 
60 吳德功，〈運動會記〉，《臺灣時報》，73，（1915.10），頁 14。 
61 彭城晃，〈就運動會而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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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論者指出「夫人所以能經營於世界之上者，賴有此健全之身體耳」62 以及

「令習於技勇，領脊堅正，威儀明爽，國民之氣，不作而自強。」63 等言論，

均指涉體育為經營國家、乃至世界的手段。尚且體育甚至是深具文明開化意義的

「苟欲進乎文明之域」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具有競爭精神的「一國之人，欲擠於

至優人種之列，非特體育宜講。」64彭城晃觀察運動會後指出： 

途中難關險隘…，然彼乃晏然自若，不驚不慌，不屈不饒，

戰破幾多之艱難辛苦，…，以此推之，大可以為國家忠烈之

士，…此糾糾武夫雖稟二千五百年來之大和魂所致，亦自少

小時於小學校體操遊戲運動會之間鍛鍊而來也。65 

綜上所述，體育運動所涉及是個體力量匯集到群體的國家之力，是由

少年之培育，而為日後的強盛。 

此外，女性的健康與女子體育的問題，亦成為 1910 年代台灣體育運動發展

的重要課題。誠如朱阿貴在〈論纏足之弊害及其救濟策〉的文章中指出：「今天

賦之足，故意纏之，則不能自由運動，然此運動，乃體育生理之最大必要，而不

可缺也。」66因此說明放足之必要性。女子體育興盛，則「女子體格之強弱大小，

皆與他國國民之體格強弱大小，有相維相繫之勢。」因此「女子體育之不可不講

也。」67而女子體育不興「是為閭巷秩序紊亂之源，甚旦延為國家之憂患。」68

換言之，女子體育也在於說明如何從強化改造一己之身，進而成就國家之富強。 

                                                

身體的能力被視為國力的象徵，其背景與達爾文進化論引導人們沿著生物

學和人類進化的軌跡來思考社會問題；產生所謂講求「優勝劣敗」、「弱肉強食」

等生物學概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在Herbert Spencer社會有機體進化論知識

脈絡中，將體育的功能帶入增強個人身體能力匯整為強大國家能力，亦即個體與

群體的邏輯關係。69後藤新平在 1896 年（明治 29）於日本體育會所舉行的演講

中，以「體育的效用」為題針對當時體育不振的情形提出見解，後藤認為體育思

想、實踐的普及，是文明國家所必須的，是國家對外發展、經濟成長的基礎，因

 
62 〈體操一科〉，《臺灣日日新報》，1908 年 8 月 1 日，2 版。 
63 〈學科之義〉，《臺灣日日新報》，1903 年 5 月 15 日，3 版。 
64 自然道人，〈女子體育論〉，《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66（1907.9），頁 1。 
65 彭城晃，〈就運動會而言〉，頁 2。 
66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女子體育的發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6），頁 11。 
67 自然道人，〈女子體育論〉，《臺灣教育會雜誌》66（漢文版）（1907.9），頁 1。 
68 自然道人，〈女子體育論〉，《臺灣教育會雜誌》，頁 1-2。 
69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北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84-85。

凝聚個體成就群體的力量，不獨身體、軍隊等富國強兵等範疇，甚至道德領域也是如此。陳

弱水曾就公德觀念檢視近代日本的倫理問題，藉以標示近代日本文明開化與文化變遷的特

質，然就觀念的理念與實踐而言，公德觀念恰好反應由個體實踐乃至群體建構的歷程，與卸

卻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體育體述，所蘊含之個體乃至群體組構的問題，正與道德的範疇共

同驗證了明治國家建構過程中，類同性的組構模式。陳弱水，〈日本近代思潮與教育中的社會

倫理問題──一個初步的考察〉，《新史學》11：4（2000.12），頁 65-98。 

 183



第四章 體育運動是甚麼？─台灣人對體育運動及棒球的觀念 

此不分男女均需重視體育對於國家發展的幫助。70 

 

第二節  1920 年代政治社會運動下的體育運動 

壹、體育運動的推廣 

1920 年代以降，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的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致力於文化

啟蒙運動，爭取政治參政的平等權益，並具體透過實際參與，推廣上述理念。與

台灣文化協會具有密切關係的《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便可見體育運動相

關活動的推動與報導。 

其中，可分為實際從事體育活動以及推廣體育運動觀念的演講活動等兩個

面向來談。 

首先，就身體力行方面，幾則新聞說明台人間組成體育運動團體，集體參

與運動，早在 1920 年代初期，東京的台灣留學生所創辦的《臺灣青年》中，便

報導留學生自組「臺灣青年體育俱樂部」，獎勵體育運動，鍛鍊身體與養成人格，

甚至組隊參加運動比賽。71 

而至 1920 年代中期，則開始有「臺北青年體育會，為獎勵體育起見，特設

公眾運動場，於臺北市太平公學校後之廣地，欲供一般公眾自由運動。…。地場

既廣大設備又週至，雖未竣工，而每日到場運動者，頗不乏人云。」72或如「臺

北有摘星會之團體，所盡屬太平公學校之出身者，而由商工學校者居多，竟佔十

之八九，現時會員五十餘名，頗注重體育，每日之閒暇時間，則獎勵為打硬球之

運動，…，自七月起欲邀他團體比賽，以促進其競技之進步，故在臺北青年體育

會運動場、東邊球庭，…」73以及「臺北青年體育會會員，…，自前年以來每日

在大稻埕民眾運動場，實地運動，每遇競技大會，同會之會員，時奪錦標遂著名

於全臺矣，…。」74而在台灣文化協會所開設的夏季學校亦有相關體育活動的課

程。75霧峰林家甚至在其所倡議的「一新會」中，設有體育部，也舉行運動會，

力行運動的實踐。761932 年時，台北艋舺共進會體育部的晨起會已運作四年，會

員有百人，「每天早晨五點一齊集到龍山寺口，先唱歌、次體操，後入休養談話，

或有益言論，一同呼吸新鮮空氣…前後繼續四年，堪做青年的模範。」77 

                                                 
70 後藤的演講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分為四期刊出，分別為明治 36 年 10 月 14 到 17 日等四日。 
71 顏春芳，〈我が臺灣青年の體育改造を呼ぶ〉，《臺灣青年》，2：2，（1921.2），頁 56-59。 
72 臺灣民報，〈公眾運動場將竣〉，《臺灣民報》，2：5，1924 年 4 月 11 日，頁 11。 
73 臺灣民報，〈摘星會會員注重體育〉，《臺灣民報》，3：8，1925 年 6 月 21 日，頁 5。 
74 臺灣民報，〈獎勵體育之大講演會〉，《臺灣民報》，3：11，1925 年 4 月 11 日，頁 5。 
75 〈臺灣文化協會會報〉，《臺灣民報》，1924 年 10 月 1 日，頁 12。 
76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220。 
77 〈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1931 年 11 月 2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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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體育運動觀念的推廣，亦常依靠演講會的舉行： 

八月十四夜七時起，景尾青年有志主催之体育講演會，開在景尾之

翁公廟內，首由高兩貴君述開會辞，繼講演者王南山君講「怎麼使

身体強壯」，連太空君講「力」，翁澤生君講「弄獅與子弟」，弘洙

君講「勇」，玉鵑女士講「對女子体育的管見」，玉鵬君講「人類之

水平線與体育」，潘欽信君講「体育與人間生活」，細華君講「体育

與目的」，連溫卿君講「所感」當夜聽者甚然多數塞滿廟內，各辯

士亦甚熱心發揮其雄辯。78 

臺北青年體育會員，已依前報對於體育非常注重，今回由會員等，

思欲鞏固其團體，非設立會館不可，因擇太平町三丁目一O九番地

第三層樓，充為聚會之處，藉以互相討論良法，以期鼓勵發達島內

同胞之體育，遂於十九日下午六時，舉行開館式，會員約百名皆熱

心出席，先由白成枝氏述開會辭，其次來賓施立峯、王錫舟、黃燿、

易前非、黃醒民諸氏相繼起演說，再由白氏向來賓諸氏道謝，然後

會員等審議會則，並舉白成枝氏為常務委員，高両貴潘欽德兩氏任

庶務，周鶴成陳湧成兩氏任會計，吳清海氏外十名為評議員，至十

時始散會，聞此後擬對於會務之發展，注重實行其目的云。79 

從《台灣民報》的報導，可知 1920 年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下，台灣

人對於體育活動的關注，透過身體力行與觀念推廣等途徑。 

 

貳、從身體健康到「可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 

1920 年代，台灣知識份子對於體育運動的論述，其背後的價值主要受到當

時普遍流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因此強調從身體健康乃至「台灣人之於世

界體育競技場中取勝」的關係，目的是希望證明透過運動的參與，證明台灣人完

全不遜於日本人，甚至「可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 

這套論述通常從己身健康之追求談起，如「蓋深感我臺同胞身體之弱小，

欲以矯正從來之弊害，竭力運動，以鼓舞體育之發達。」80先追求自我的完整性，

並將此完整性，視為面對激烈競爭而不落於他人的重要憑藉： 

如球類可以運動四肢，增進健康，身體活潑々地，…，如果想有功

於社會，於人類，那便不能不先對於「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的器具—強健的身體、智慧的腦筋、高尚的新道德、正確的人生觀—

                                                 
78 臺灣民報，〈臺北青年體育會後援 景尾青年有志 主催之體育講演會〉，《臺灣民報》，69，1925

年 9 月 6 日，頁 5。 
79 臺灣民報，〈臺北青年體育會舉行開館式〉，《臺灣民報》，3：14，1925 年 5 月 11 日，頁 5。 
80 臺灣民報，〈摘星會會員注重體育〉，《臺灣民報》，3：8，1925 年 6 月 21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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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造成十分的完美，如欲如此便更要先對於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

特別的注意一下！81 

蔡培火便曾指出「夫人體弱則氣自衰，所想都屬苟且退守之類，際此競爭

激烈之世，故不居落伍劣敗之地豈可得耶？」82 

1929 年，台灣與菲律賓進行體育運動的交流，結果竟沒有一個台灣人參加，

為此民報曾為文批判，認為「近來水陸上的運動競技，已成為國際間交驩的一種

工具，以此一來可以獎勵國民的體育發達，二來能得圖謀國際交誼的親密。」並

指出「近來國際間的運動競技大會，就是各國體力比賽的一個機會。所以各國之

人都很在獎勵體育，以提高國民的實力，甚且努力於國際的競技場中獲得錦標，

以誇耀於世界，尤其是在新興的國家或各弱小民族，最為努力於此機會獲勝，可

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使世界人認識他們的存在。」83 

甚而批評台灣人之所以不重視體育運動主要有幾項因素，首先「然而臺灣

人對於運動方面之不發達，不消說是在不注意體育為其主因，…第一對於青年男

女的運動，父兄沒有理解。…我們臺灣人的父兄們，不消說經濟上少有餘裕亦為

一因，譬如子女要購運動具，不但不喜，甚至要罵，至於說到要乘車去別的地方

比賽，沒有理解的父兄就要壓迫到沒有餘地。」其次，「缺少團體的訓練，所以

在團體的運動的時候，常常失去團結的精神，不是龍頭蛇尾的，就是團體中當起

不和，以致運動不能發達，」再者，「缺乏適當的指導者，而且團員聽服指揮的

心志很薄弱，所以時常失去統制，以致成績終歸落空。」因為上述因素，民報在

遺憾中帶著期許： 

總之對於競技方面的運動，臺灣人既無遠征，或出頭於國際的競技

場中的實力，甚至對於外來的遠征客尚不能相當應酬，實是遺憾的

事。…然而其實臺灣人中善於游泳的思不乏其人，但奈因沒有團體

的組織和訓練，所以終不能表現的。所以此後希望青年同胞，互相

注意體育，熱心於運動。組織團體以期進出島外，並且努力於能得

參加國際的競技場中去爭雄才是。  在此新年提倡運動第一！須知

有康壯的身體才有健全的精神而後理想的事業亦才會成功呀！84 

而於 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在全島第一回少年野球大會中奪冠時，台灣

人投入體育而至揚眉吐氣的一刻，便轉為如下的報導：「因公學生之優勝，實可

以激勵台灣人對體育之熱心，如果認真練習，將來台灣人之於世界體育競技場中

取勝，豈有何難的事呢？」85 

                                                 
81 張友鶴，〈青年生活的三大要素〉，《臺灣民報》，2：40，1924 年 8 月 1 日，頁 10。 
82 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年》，1：1，1920 年 7 月，頁 49。 
83 臺灣民報，〈提倡獎勵體育〉，《臺灣民報》，262 號，1929 年 5 月 26 日，頁 2。 
84 張如陵，〈臺灣人的運動為怎麼不振？〉，《臺灣民報》，294，1930 年 1 月 1 日，頁 14。 
85 〈公學生得野球榮冠〉，《臺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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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運動，台灣人期許從身體健康，成為「強健的身體、智慧的腦筋、

高尚的新道德、正確的人生觀—將他造成十分的完美」，最終得以在國際上佔有

一席之地，使世界人認識他們的存在。 

而在 1932 年，《臺灣新民報》的社說〈急宜獎勵青年體育〉中指出台灣人

「多欠講究體育衛生的方法，勞力者如牛馬服役，過於辛苦，勞心者以斯文人自

居，過於孱弱，故身心剛健者少而孱弱者多。」文中又指出殖民地教育對台灣人

不夠普及，進而說明台灣人「遠不及歐美及內地人的勇壯剛健」，甚至死亡率均

高於日本內地人甚多。進而提出反問，指出「若不十分用心獎勵體育的發達，則

不但沒有剛健的身體，而且又沒有健全的精神，身心既不健全，則欲望社會的健

全發達，豈可得呢？」86 

總言之，透過運動競技，不僅在獎勵國民體育，追求身心健康，也透過合

理化運動的競爭行為，將之視為合理爭勝、出人頭地的手段。至此，臺灣人對體

育觀念與競技觀念的接受，已由過去的單純接受者，轉變為具有吸收、轉化能力，

並以內地人、日本、菲律賓、世界為對比，指出台人對於發展體育之期許。 

以上所討論係由 1920 年代以降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中，討論體育運動如

何作為一種自我到群體建構的手段，在此過程中，主要以內地人、日本、世界作

為對比，進而指出孱弱之台人應致力體育展現自己的力量，從而顯現，1920 年

代以降，體育運動所具有的意義與扮演的工具性角色。 

 

參、勞動的基礎與休閒的手段 

同樣是從事體育運動，另一觀點則從工商社會下勞動與休閒的考量著手，

因此主張透過工作之餘的休閒時間，從事運動，增進體力有益身心，進而有益於

工作的效率。例如，《台灣民報》便曾在爭取設置娛樂機關的報導中指出： 

要設公共娛樂場，如公園、草地、運動場、戲園、遊戲場、音樂室

等可以發人興趣，助長精神，使人身體發達，易於健康充實腦力，

才可增加勞働的能率了。我們台灣平素不講究人民的愉快…青年出

入花街柳巷，失了財損了身…所以建設主種種的公共遊戲場…運動

場…發達精神可以養成一般強健的國民，成就種種的事業，充實自

己的經濟，國家也就強盛起來…87 

如上所言，健康的休閒娛樂，增進勞動效率，進而強盛經濟。1935 年，朱

點人也曾在作品中寫著：「懶於運動的台灣人，近來也曉得注重體育了，要工作

就需要健康，只有健康才能夠從事於工作的話，已成了一般的常識。1……2……

                                                 
86 〈急宜獎勵青年體育〉，《臺灣新民報》，1932 年 5 月 3 日，2 版。 
87 劍如，〈提倡設備娛樂機關的必要〉，《臺灣民報》，3，1923 年 5 月 15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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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早起會的人們，再體操了一會，便停止了體操，他們的頭上都纏著白

色頭巾，精神煥發地各自回去了。」88 

綜上所述，透過體育運動，台灣人認為將以健康的身體有助於投入生產行

列，而利用工作之餘的投入體育運動，也可視為善用閒暇時間，收「發人興趣」

之效。 

 

肆、資源分配公平性與運動合理性的批判 

然而，我們應該關注做為實踐層次的體育運動，不僅關切個人參與，也涉

及殖民政府如何支持體育運動，支持那種體育，甚至將體育視為公共資源，進而

產生分配問題，從而凸顯體育運動在日治時期台灣發展的殖民地特色。 

殖民政府規劃的休閒空間，是殖民政府展現文化支配意圖的一項空間操

控。89因此，對於提供運動與休閒空間的公園而言，民報便曾指控「公共娛樂的

公園與體育會場，都是建設在約五萬人口的日本所住之城內，和二倍以上的住在

大稻埕萬華的台民，卻沒有大關係…」90因此，也可看到增設或者開放學校操場

圍運動場的期待： 

如歐米學校體操場，多准人民及兒童自由出入運動，而臺灣則不

然，除起學校有關係的人則不能進入，學校是人民的稅金建築的，

若不紊亂秩序應該開啟，使市民一般共同利用，…若有人口聚集二

三千的地方，就要趕緊設這個娛樂的機關，…，所以我很希望各市

街地，有智識的階級提倡這議，促市街當局設施這個娛樂機關。91 

1930 年代，全台各地進入了一波興建棒球場的熱潮（詳見第一章討論），其

目的主要訴求為提供民眾從事娛樂，然而，運動設施投資涉及公共資源分配的問

題，加上使用對象為誰等問題的思考，便得以檢視殖民地體育運動發展的特色。 

1930 年代初期，台南州欲在台南大南門外，花費鉅資興建棒球場，便遭致

「…當局特要挖掘墓地，開銷莫大的費用，建設野球場，這樣的費用豈不是民眾

的負擔，實勘值一般反對的。……況且該野球場的建設，任有多大的理由，不過

是一部人們可以利用而已。」92而 1931 年新竹市欲興建競馬場與野球場時，也

得到「不思為市民謀增生產，而欲以少數優越階級所獨享的娛樂機關，當作振興

                                                 
88 朱點人，〈安息之日〉，張恆豪編《王詩琅 朱點人合集》，（台北：前衛出版社，1990），頁 209-210。 
89 徐裕健、陳成章，〈殖民城市的文化空間與權力---以日治時期台北之休閒生活模式及空間建構

為個案〉，頁 41。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舉辦「文化政治與歷史重構」研討會，1995。 
90 〈各地宜設娛樂機關〉，《臺灣民報》125，1926 年 10 月，頁 3。 
91 劍如，〈提倡設備娛樂機關的必要〉，《臺灣民報》，3，1923 年 5 月 15 日，頁 3。 
92 〈赤崁流彈〉，《臺灣新民報》，390，1931 年 11 月 14 日，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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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唯一的良謨，恐未見其利先見其害，…」93《臺灣新民報》也曾以類似的立

場批評過淡水高爾夫球場，僅為少數人的需求，花費鉅資而設立，徵收土地鋪設

道路，勞民傷財，同時也說一人打球，需雇一人揹球具很不經濟。94 

 

                                                

因此，從爭取運動場的增設，以城內新公園比擬本島人居住地無公園、運

動場一事，乃至花費鉅資的棒球場、高爾夫球場的設置，主要在滿足殖民地的上

層階級等事，可見得站在《臺灣民報》的立場，雖鼓勵台灣人從事體育運動，但

殖民政府更應該公平的分配體育運動的公共資源。因此，民報之批評，係出於付

出的社會成本與受惠者過少之間的失衡、以及公共資源付出過程中的不公平，進

而為人所不滿。 

除此之外，《臺灣民報》雖然重視體育運動，但對於過度的投入乃至偏廢本

務則保持批評的態度，例如《臺灣新民報》批評為了準備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小

公學校為爭取各州代表權，每日花很多時間練習，荒廢學業，讓身體過勞，讓年

紀輕輕的公學校學生，為了一校之名譽而爭勝負的競爭，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失

去了體育的意義，少年野球大會的意義已失，應該廢止。95 

或者認為「體育會的目的，是在謀體育發達的均衡，至於賽跑的勝負，簡

直是一種的餘興而已，今本團的選手，已經盡了最善的努力，披露本團平時怎樣

用力在體育的態度於觀眾之前，目的就算達了。這種的說法，倒是正解。」96

類似的批評還有「運動會的目的在於獎勵體育，在使兒童身心發達，然而往往現

在台灣的教育家們，丟了運動會的根本目的，而反使以競爭占優勢為主旨，於是

常常出生矛盾的結果…」97

此外，以鳳山公學校過度練習為例，批評： 

近來島內到處公學校的聯合運動會盛行，獎勵運動，鍛練身體，論

起來却是很好的事，總是因為運動會而欲博虛名，全犧牲學課，在

開會之一箇月前，就將大部分的學課時間皆注於運動會之準備，此

實屬一大要考慮之問題，加之，重形式不重實質，只注重腳步之整

齊，而不顧有合運動之目的與否，此亦有百弊而無一利，98 

1920 年代的背景，台灣人體育運動實力普遍不如日本人，此點也為民報所

 
93 〈建立競馬場野球場就可振興新竹市嗎〉，《臺灣新民報》，1932 年 2 月 6 日，4 版。 
94 〈高官們的享樂地淡水高爾夫球場〉，《臺灣新民報》，1931 年 6 月 20 日，4 版。 
95 臺灣新民報，〈兒童の野球爭霸戰〉，《臺灣新民報》，325，1930 年 8 月 9 日，頁 13。 
96 〈新竹——團體十哩賽走會〉，《臺灣民報》，第 160 號，1927 年 6 月 5 日，頁 8。 
97 〈運動會主旨〉，《臺灣民報》，1929 年 11 月 24 日，3 版。這類的批判一直延續到《臺灣新民

報》時期，1931 年 11 月 21 日的報導中便批評「元來運動會，是在把學校裡平素的體育運動

之於身體發育及身體的美的教育的效果（展現）…決不要在特急去準備運動會的運動才是…

有犧牲許多學課來充作準備，此豈不是誤會了運動會本來的精神嗎？」。〈中洲噴水〉，《臺灣

新民報》，1931 年 11 月 21 日，5 版。 
98 臺灣民報，〈運動會的流弊 鳳山公學教員毆打學生〉，《臺灣民報》，83，1925 年 12 月 13 日，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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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因此，台灣民報雖然強調運動是「合理爭勝、出人頭地的手段」，也說「最

為努力於此機會獲勝，可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使世界人認識他們的存在。」但

卻批評僅為「一校之名譽而爭勝負的競爭，是本末倒置的作法」，進而強調的體

育觀念，是要求合理的參與、均衡的發展，構成人格的完整性，因此「已經盡了

最善的努力，…，目的就算達了。」如此的邏輯，實可呼應 1920 年代，台灣人

雖已將體育運動視為「造成十分的完美（人）」的工具，但對於過份的追求勝利

的看法，則帶有保留與批評，內中反應台灣人對於體育運動合理化精神的理解。 

 

第三節 台灣人對棒球運動的認識 

壹、反對棒球的理由：危害健康與運動無用 

一、危險的「柴球」與運動傷害 

1910 年代左右，棒球於台灣發展之初，主要從事者多為日本人，如果從資

料上記載，1919 年，參加北部野球大會的醫專隊中，兩名李姓與林姓的台灣人

參加。透過學校教育，開始了台灣人接觸棒球的機會。99此後則在 1920 年代起，

由於少棒的推廣，台灣人從事棒球運動才更為普遍，正如同村橋昌二比較 1926
年與北部野球協會時代，台灣棒球發展的差異時，特別用了幾個對照，其中一個，

就是過去沒有台灣人棒球選手，1926 年時已有。100  

如同台灣人最初在學校中，接觸到體操課程時，誤以為體操是要將台灣人

訓練成軍人，因此而排斥。棒球運動在台灣發展之初，雖為日本人熟悉的運動，

但台灣人卻覺得相當陌生，特別是面對球速很快的棒球，應該唯恐避之不急，但

打棒球卻必須接近球、接住球。 

1931 年，代表嘉農奪得甲子園亞軍、來自台南東山的蘇正生便說出他對初

見棒球時的感覺： 

我的老師是日本人，他弟弟到台灣來，帶棒球來玩，我本來以為球

很硬，打到會死，當時，日本人有自己的小學，台灣人讀公學校，

比較沒有接觸，而且台灣人看到棒球，我們不知道，覺得球看起來

很硬，看了會怕，那個時候不了解，之後看到一個小孩子被砸到也

沒怎樣，才知道那個是軟式棒球，軟軟的，打到也不會怎麼樣。101 

同為嘉農的洪太山，則指出「在當時台灣人心中，棒球被稱為柴球，被棒

球打到會『帶傷』，因此認為棒球是危險的運動，一般台灣人不喜歡打棒球，…」

                                                 
99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60-61。 
100村橋昌二，〈過去十年間の本島に於ける運動競技の推移－其の昔盛大だった淡水河の競漕、

軟球から硬球へ遷り行く庭球技〉，《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頁 157。 
101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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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戰後初期，謝真南曾回憶日治時期棒球的發展指出：「回顧約在三十年前，那

時本省沒有軟式棒球隊，因為打硬式棒球危險性較大，本省同胞未感興趣。」103

大溪的簡永昌也說「我們看了覺得很有趣，但都是日本人自己在玩，沒有台灣人，

台灣人那時以為球很硬，會打死人，父母也不准小孩子玩。」104換言之，許多台

灣人對於棒球的認識，認為棒球運動很危險。 

事實上，就算是受過訓練，從事棒球依舊有風險，特別是激烈的投、打、

跑，常常導致手腳的受傷，因此，台灣人反對棒球─特別是學生的家長─的理由

之一，與棒球容易導致受傷有關。對於棒球導致學生受傷的批評，可說是日治時

期反對棒球的聲音中主要的原因之一，例如，1908 年起的「野球毒害論」的批

判中，棒球導致身體發育不平均，以及運動傷害是常被提出的棒球「毒害」。105

而在日治時期的棒球選手的經驗中，也常有受傷的例子，例如花蓮的高文章，小

學擔任捕手「因為沒有護具、面具的保護，所以後來有一次，練打擊的時候被球

打到眼睛，之後就不敢當捕手。」106 

                                                

面對可能發生的運動傷害，就如同台南的郭清來一般，「打球也常常會受點

小傷，回家被我爸爸看到會被罵。」107或像黃丙丁則說「我開始打棒球的時候，

我的爸爸對於棒球並不理解，認為打球會受傷，108曾經得到全島少年野球冠軍的

莊銘燦則指出「運動還會受傷，就算得到全島冠軍後，家長的態度還是一樣。偷

偷練球，都不敢讓父母知道。…109」因此，棒球運動所導致的運動傷害問題，確

曾為日治時期反對從事棒球運動的理由之一。 

 

二、運動無用論與對「布爾喬亞」的批判 

接續上個理由，棒球遭到反對的理由，則是「打球沒有用」，亦即，打球

對前途無益，因此，當日本成立職業棒球時，曾有評論指出「此後運動家亦免

愁喫飯無去處，得圖趣味之生涯矣」110換言之，當打棒球不能為業時，棒球是

無用的。 

類似希望不要打球、多讀書才有將來的論調，常成為日治時期的家長反對

子弟從事棒球運動的理由，黃丙丁的父親「叫我不要打球要多讀書，認為打球

沒有用…111」林敬義則說「…經常在醫院小花園裡揮棒，不聽話的球亂飛，有

 
102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8。 
103 臺灣省體育會棒球協會編，〈裁判員座談會〉，《棒球界》，2，1957 年 8 月，頁 4。 
104 簡永昌口述，謝仕淵整理，〈簡永昌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8。 
105 橫田順彌，《嗚呼！！明治の日本野球》，（東京：平凡社，2006），頁 205-288。 
106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1。 
107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0。 
108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8。 
109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9。 
110 〈南國新聲〉，《台南新報》，1935 年 8 月 20 日，夕刊 4 版。 
111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8。 

 191



第四章 體育運動是甚麼？─台灣人對體育運動及棒球的觀念 

時會引來父親的生氣，要我好好念書，不要在瘋棒球。」112莊銘燦也說「當時

家長大多反對小孩打球，認為唸書比較重要，…」113高雄橋仔頭的陳森溪則說： 

當時台灣很窮，農民要培養一個中等學校的子弟不簡單，因此有經

濟壓力，不容易考上了，家長也會希望認真專心讀書，不要去打棒

球。…例如我哥哥，他現在八十八歲，當時參加仕隆公學校棒球隊，

我哥哥很投入打棒球，但是我爸爸反對，所以將他打球的球棒打

斷。114 

綜上所述，棒球運動從事者的長輩，用以反對棒球的理由，幾乎都是基於

打球影響學業為由，反對子弟從事棒球運動。 

對於要升學的人而言，由於打棒球對升學沒有幫助，因此就被認為與其打

球不如好好讀書，嘉農的劉正雄就說「我公學校畢業之後，當時就想要考嘉農，

而且就是跟棒球有關，但是考試的時候，不會因為你有打棒球而錄取，完全是照

規定。就我所知，台東的原住民來參加考試也是一樣的。」115因此，要升學考試

就要好好讀書。反之，打棒球是無益於升學。 

此外，運動無用的論調，也跟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有關，高雄的蕭長滾便

指出「鄉下農家的小孩去打球家中就少了幫手，所以務農的家庭可能會反對小孩

打球。」116換言之，家中務農亟需勞動力的家庭，便可能反對家中子弟從事棒球

運動。 

由於棒球運動的球具所費不貲，以中學校棒球隊的運作而言，沒有校友會

經費的支持，無法持續，社會人棒球隊則更是必須依靠機關單位的支持，或者有

能力的人出資才得以進行。以 1932 年為例，國產美津濃為 2.8 至 4 圓、軟式球

棒 0.7-1 圓，手套則從少棒的 1.5 至 2.5 圓，軟式手套為 2.7-4 圓，硬式手套為 6.5-8.5
圓。117相較於 1937 年調查台灣人受薪者與勞動者家庭每月的娛樂費支出，分別

為 2.59 圓與 1.03 圓。118棒球用具的價格，都高於受薪者與勞動者家庭每個月的

娛樂開銷。因此，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門檻並不算低。 

由於棒球運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資本作為基礎，因此從事棒球便具有某種

精英與階級色彩，對此，也產生從階級問題的角度，提出反對棒球的聲音。 

呂赫若在 1935 年完成的〈婚約奇壇〉中，將拆散春木與琴琴的李明和，描

                                                 
112 林敬義，《天容海色本澄清  林敬義回憶錄》，（台中：林高德出版，2004 年），頁 170-171。 
113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5。 
114 陳森溪口述，謝仕淵整理，〈陳森西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3。 
115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116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1。 
117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186-187。 
118 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2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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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為「是街上頭號布爾喬亞的兒子，在內地住了兩年回來，依然鎮日東晃西盪，

如今是鎮上青年團數一數二的棒球選手，以喝酒和泡咖啡聽大大聞名。119」1932
年，台北也曾出現某校野球選手，帶女學生、泡咖啡廳，「大發散尖端的氣分，

他客皆莫名奇妙…在台灣也說是稀有的怪現象吧！」120也如同賴和在〈蛇先生〉

中，批評著西醫「…把有用的生產力，消耗於遊戲運動中。」121 

事實上，棒球選手的「暴行」也曾是《臺灣民報》批評的對象，在這些報

導中，棒球選手有時是以魯莽的惹事生非者的姿態出現，與運動家精神與或者武

士道精神強調的完全不同。例如豐原曾經發生「營林所豐原儲木場渡邊某一團亦

到運動場，練習野球，即命生徒們跑開，生徒欲收運動用具的時候被毆打」122，

而在大甲也有「郡下學校職員，去三日，在沙鹿公會堂野球戰，破壞玻璃窗門甚

多，而球類跳出戶外天文佛堂後庭院內，欲人取球缺不由前門，竟越牆入，亦非

教員之舉動也。」123等事。 

1935 年，正值台灣棒球運動發展蓬勃的階段，在相關的報導以及左翼青年

呂赫若的心中，青年團、棒球運動、喝酒、泡咖啡廳、帶女學生出遊、東晃西盪

等經歷與行為，則成為受到批判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階級的特質。同時，

也顯示運動的階級性特色，而成為 1930 年代，階級問題中的階級象徵而被批判。

換言之，1920 年代以《台灣民報》為主的知識人，對於體育運動雖持肯定的立

場，但運動涉及階級問題，或者運動做為特定階級彰顯自我的手段，進而也在相

關的階級議題中，成為遭受批判的對象。 

 

貳、幼童的棒球運動：「模仿」的現代性 

一般來說，學生從事棒球運動，自行利用課餘時間打棒球的狀況很普遍，

但進一步成為學校的代表隊，則需要有一定條件的支持，在此之前或者沒有機會

進入校隊的學生，對於棒球運動的參與有種不藉由學校支持也能進行的方式。學

童參與棒球運動的過程，有的是模仿著投擲棒球的樣子「自幼年時代就喜歡丟石

頭」124，有的則是在沒有足夠的物質條件下，發展出近似棒球運動的競爭遊戲。 

發展出類似於棒球運動的競爭遊戲，基於很多不同的因素，有可能是參與

人數不足、設備不足、場地不配合等因素，但共同點是，參與者都認為他們也在

打棒球，棒球運動中進壘得分的要素在這些遊戲中缺一不可，為此所產生的對抗

與競爭也因此而起。運動所連帶產生的殖民地的文化、社會、經濟因素，雖不盡

                                                 
119 呂赫若，〈婚約奇壇〉收錄於張恒豪主編，《呂赫若集》，（台北，前衛出版社，1990），頁 94-95。 
120 〈島都瑣聞〉，《臺灣新民報》，1934 年 10 月 10 日，3 版。 
121 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北：前衛出版社，1990），頁 84。 
122〈野球團打生徒校長需與計較〉，《臺灣新民報》，390，1931 年 11 月 14 日，8 版。 
123 〈是是非非〉，《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21 日，4 版。 
124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 年 8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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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這樣形式的活動中出現，但透過此活動的觀察，可掌握棒球參與者對於運動

參與（以身體參與、規則類同棒球所產生的競爭）的轉化與應用。 

成長於板橋樹林一帶的王世慶曾指出，生活於村莊的小孩子不像是都市人

有很多玩具，因此為了打棒球，同時也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一種被稱為「抉走

箍」（kho）仔的遊戲，便發展而成，此遊戲是使用較軟式棒球便宜的軟式網球，

並以手掌代替球棒，一隊人數不限，只要兩隊人數相同即可，一般而言則是四、

五人左右，這種比賽通常利用三合院的曬穀埕便可進行，除此之外，所有規則一

律與棒球比賽相同，必須經過三個壘包回到本壘方能得分，這種遊戲不限男女，

只要人數足夠即可進行。125 

或者在嘉義的洪太山則說： 

小時候加入校隊之前，我有打棒球，就是跟鄰居的囝仔，但是是簡

單的，用軟式網球當做球，用手臂當作球棒，大家也都沒有手套，

沒有裁判，沒有捕手，所以八個人就可以玩了，投手用拋的方式投

球，打擊者用手打擊，其餘的規則都跟棒球一樣，要算點數分輸贏，

我們叫這樣的玩法稱為「天地」（てん ち），為甚麼這樣叫，我也

不知道。這是原始的棒球，都不用球具，一顆球就能夠讓一、二十

個人玩，當時在嘉義都在玩「天地」，在嘉義很普遍，也很安全，

家長也不會反對。126 

洪太山的公學校同學劉正雄也呼應此說法並指出「囝仔打球沒有球具，就

用軟式網球，比較便宜，也不用球棒，就用拳頭打，其他規則都跟棒球一樣，這

很普遍，對棒球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會玩這種遊戲，就等於了解棒球規

則。」127 

台南的郭清來提及孩提時代打棒球的方式，甚至可因地制宜調整比賽規則

甚至不見得需要經過三個壘包回本壘得分，他表示： 

囝仔時代玩棒球，比較有彈性，有時空間不夠、人不夠，場地就沒

有一二三壘，只有一二壘，內野變成三角形的，五個人也可以玩，

沒有四壞球保送的規則，球也打不遠，所以不用外野手，其他的規

則都差不多，反正總是要回本壘得分。這樣也是棒球，就是要回來

得分才能贏。當時打球有時候沒有球具，如果有球具也都是向附近

的大人借來的，如果沒有球具，就用其他東西補充，空手接球也可

以，要不然就用麻綿做的布手套代替，其實沒有也可以打，但有手

                                                 
125 王世慶口述，許雪姬、劉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先生訪談記錄》，（台北：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3 年），頁 28-29。 
126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8-69。 
12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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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就是比較像打球的樣子。128 

不管是「抉走箍」或者「天地」，都是在物質、技術、甚至人數等條件不允

許下，依據現有條件轉化或從事棒球運動的遊戲，然而，這種遊戲雖然缺乏球具，

甚至僅能以布手套權充棒球手套，模仿、想像更為接近真實棒球的狀態，並且也

必須遵守依據既存條件所發展彼此認可的規則，此種遊戲的方式才能持續進行。 

類似的遊戲方式是普及與體驗棒球運動的常見型態。類似的遊戲還在兒童

的天地裡，以其生活的網絡，發展出了不同的競賽方式，例如嘉義的洪太山指出

「…我們會到牛墟尾、店仔口、番社，最遠還跑到東門那邊，跟那邊的囝仔比賽，

打輸的要給一打鉛筆。」129台南的郭清來也說「我們小西腳的，會跟電信局的那

邊打，各地的囝仔會互相比賽，但大概不會跑太遠，因為都是用走路的而已。」
130依憑著地緣的關係，孩童以自我的方式，透過他們定義下的比賽，維繫對棒球

的熱情。 

孩童時代的棒球遊戲，其目的為滿足趣味以及理解棒球規則，正式的棒球

比賽中所強調的自由競爭與遵守規則間關係，雖也存在於此種孩童的棒球遊戲

中，但由於沒有評審，也沒有監督者的制約，因此極其脆弱。如同葉清德指出「我

們集團也時常與別的集團在公園運動場比賽棒球，打勝就歡喜，如果打敗就找出

理由鬧出打架。」131就讀花園小學校的劉克全，談起童年玩伴之間的比賽也說「…

比賽在金子的一聲令下開始，但沒多久即扭打在一起。當時輪值的赤木玖三老師

見狀立即從教職員室中衝出來，隨即大聲斥罵。…」132孩童的遊戲，常常因為比

賽中的爭執，導致一哄而散或者暴力衝突。 

換言之，此種棒球遊戲，對於理解棒球雖然很有幫助，也可能是台灣人接

觸棒球的普遍方式，但由於缺乏正式的運動競賽中，維護其競賽公平性的制約，

因此，較易產生運動成就建構的危機，而棒球運動所塑造的國族認同與運動家精

神的相關論述、儀式與物質盡皆缺乏，「抉走箍」或者「天地」可說是一種權宜

性理解棒球的遊戲。 

以上所述，說明進入公學校的校隊之外或者之前，或者本身便不以棒球隊

為參與對象的兒童們，另一種極為普遍且因地制宜的棒球運動型態，藉由轉化與

應用的彈性，透過約定成俗彼此認可的規則，開展於孩童之間，也培養著藉由此

項遊戲所陶冶的競爭精神。 

 

                                                 
128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9。 
129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9。 
130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0。 
131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 年 8 月，頁 12。 
132 劉革新，〈台灣人是棒球迷〉，收錄於劉克全編，《半個日本人》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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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漢詩社群的棒球觀念 

一、漢詩社群的通俗化與現代性的實踐與轉化 

1920 年代以降，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主要從公學校開始蔓延，1930 年代，

社會人之中便可看到台灣人頻繁的參與棒球運動，上述兩點容由後文的討論説

明，對於上述參與者而言，大多可了解棒球運動從競爭的特質，以及從個人乃至

團隊合作爭取勝利的過程與價值。除此之外，除了參與棒球運動的社群外，其他

特質的社群如何看待棒球？ 

以傳統詩社社群為例。黃美娥曾經指出，日治時期「若干台灣傳統漢詩社

群有意識地選擇以延續漢文『傳統』此一看似『反現代性』的目標為結社宗旨」

但同時文人社群也夠過大眾媒體、集會形態完成共同意見的表達，進而參與改造

社會」對於日本治台後所開展的現代化措施，亦有所回應。133 

面對現代生活，漢詩社群開始在生活節奏日趨緊張的情況下，重視休閒娛

樂調解情趕擺脫壓抑，另外，則是將生活轉化為藝術品，促使藝術與日常生活之

間界線的消解。此種生活美學與休閒娛樂等風潮影響下，傳統詩社成員身分開始

多元化，年齡層下降，而有大眾化、通俗化趨勢。將各種如運動健身、機械文明

是為詩題，進行創作。134 

黃美娥最終指出，漢詩社群面對現代性時不全然僅能用反對與抗拒的角度

來看待，其中所存在之實踐與轉化的意義更值得重視。新題詩的寫作，表現傳統

詩社社群的現代體驗，進而證成傳統詩社的現代化經驗，進而賦予傳統的「轉型」

與「更新」的積極性價值。135 

 

二、漢詩描述下的棒球運動：以《台南新報》「文輝閣 第二期徵詩 野球」為例 

如前所述，透過漢詩社群的觀察，亦可做為了解台灣人看待具有「現代性」

的體育運動乃或棒球，如何透過身體競爭、產生輸贏、甚至體現休閒娛樂的意義。 

相關文獻中，台灣人對於棒球的描寫作品，最早約當在 1920 年代。1866
年出生，1895 年由廩生中舉人的鄭家珍，曾在 1923 年時，寫下：「村前村後碧

溪流，猶記童年此地遊。晚穀登場剛十月，垂楊絡架憶千秋。故人有約敲詩缽，

歸路無心看野球。餘興却隨兒女輩，公園暫作小勾留」136的詩句，觀察全詩所談，

並未對棒球比賽的過程進行描述，難以得知如何看待棒球的價值。 

                                                 
133 黃美娥，《重層性鏡像 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北：麥田，2004）

157。 
134 黃美娥，《重層性鏡像 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58-159、165-173。 
135 同前引書，頁 174-176、144-145。 
136 此詩收於《雪蕉山館詩集》，詩題為〈癸亥（1923）十月廿五日遊廿張犂莊書事〉。檢索於

全台詩 http://cls.hs.yzu.edu.tw/TWP/b/b02.htm，檢索日期：2009 年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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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年，謝汝銓對於棒球的描述則為「秋日圓山畔，野球新會盟。襟懷殊

磊落，頭角總崢嶸。未肯當仁讓，翻教用力爭。相期摧勁敵，藉以著蜚聲。左右

分強翼，後先接短兵。高投神鬱勃，猛襲氣縱橫。匍伏機無失，犧飛勢不驚。生

還堅可陷，封殺壘能平。意態疆場壯，功名汗血成。最終輸一點，審判肅規程。」
137其中，詩中「未肯當仁讓」、「左右分強翼」、「封殺壘能平」、「最終輸一

點」等詩句，顯示對棒球比賽過程的觀察與描寫，謝汝銓筆下的棒球，充滿你來

我往當然不讓的競爭刺激，從描述棒球賽進行時，進壘與得分等狀況，也顯見作

者對規則的理解。 

1936 年，《台南新報》連續三日（1936 年 8 月 17 日到 8 月 19 日），刊載以

棒球為題徵詩活動中的二十首作品。本文擬透過這二十首作品（表 4-1），說明漢

詩社群如何看待與認識棒球運動。 

表 4-1  「文輝閣 第二期徵詩 野球」作品 

名次 作者 詩句 
1 朴子 瑾如 不似三郎戲，輕彈一杵揮，東西雄對壘，赤白勢分析，

勝負球為賽，攻防野作圍，得心還應手，爭霸奪標歸。

2 臺北 何夢酣 審判居然在，軍雄尚武威，歡呼攻外野，喝采溢周園，

暗算防回壘，奇謀人化機，笑看強一點，全島霸權歸。

3 新竹 柏商 体育關強種，時趨事豈非，眼中孤杵待，腕底一丸飛，

運力堪醫瘦，勞筋亦制肥，郊坰三壘時，勝負看誰歸。

4 臺南 惠卿 一角人山聳，承投注是非，陣開龍虎勢，棒伏死生機，

敵猛攻三壘，聲高振四園，昂々多戰士，綠野盡戎衣。

5 高雄 劉聲濤 大會場開日，一球一棒揮，聲雄龍戰野，氣壯虎衝園，

勝負從分點，高低有伏機，我邦多尚武，只看戲遊非。

6 東港  古意堂

主人 
体育如交戰，分團服指揮，球飛防點壘，棒落競衝園，

對抗推名手，傍觀美勝旗，神宮爭霸去，合奏凱歌歸。

7 新化 王則修 野戰知何似，觀球悟殺機，兩軍深再接，一擊挺如飛，

得勝歸優点，輸班赴打圍，列強今尚武，体育未全非。

8 中壢 張雲程 試合皆名手，豋場各示威，兩軍旗閃爍，三尺棍橫揮，

右翼機謀拙，中堅熟練達，滿腔猶抱恨，敗北一毬非。

9 麻豆 李步雲 曠野人爭霸，團々立四圍，員分前後墨，手脫去來飛，

落日孤丸躑，臨風一棒揮，試看優勝者，高唱凱歌歸。

10 臺南 朝乾 投手誇無敵，攻防此合園，人聲搖大塊，棒影拂斜暉，

國粹慚文弱，民風尚武威，却欣強一點，露布凱歌歸。

11 臺南 雲祥 歐化東漸日，文明古代非，平原疆界劃，大地野球飛，

                                                 
137 此詩收於《奎府樓詩草》，詩題為〈觀野球〉。檢索於國家文化資料庫檢索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檢索日期為：2008年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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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勇爭方寸，堅強振四園，聯珠優勝捷，奪得錦旗歸。

12 北門 王大俊 一棒全神握，球來信手揮，健兒皆胆壯，曠野又風微，

戰氣沖高漢，歡聲起四園，兩軍終得勝，奪幟凱歌歸。

13 臺南 楊元胡 尚武新游戲，龍蛇試合園，何殊分楚漢，却異奪旌旂，

望影鷹揚壯，擒球虎距威，傍觀多興趨，詩思迫雲飛。

14 臺南 許子文 野潤球爭霸，乾坤一戰機，鞭投肥水斷，碑勒峴山歸，

盜壘謀周鼎，登城拔趙旂，羞同晉懷憨，敗北着青衣。

15 中壢 謝雷明 地劃鴻講界，陣分內外園，抱來疑月落，擊去儼星飛，

南北軍心壯，高低玉杵揮，錦旗欣獨占，高唱凱旋歸。

16 臺南 陳雲汀 未似三郎醉，誰能罷手歸，猛球天外落，強棒野中揮，

健將頻爭壘，雄軍早拔園，乾坤憑一躑，逸與已□飛。

17 善化 蘇宜秋 共立球場上，編師制勝歸，兩軍看對壘，一擊突重園，

尚武精神在，興文弱体飛，此風歐米盛，傳遍海東圻。

18 台南 許子文 野曠人爭勝，雙軍互突圍，聲洪球霹靂，影碎捧紛霏，

守壘危朝露，揮弋返落暉，東郊春試馬，未可論兵機。

19 臺南 張榜山 体育傳歐美，交鋒一棒揮，捕球同虎踞，盜壘訝龍飛，

軟硬□投手，存亡在突圍，兩軍爭霸戰，誰奪勝旗歸。

20 臺南 黃煥明 豋場人比賽，畫地作環圍，奪壘功無備，爭強信不違，

三郎傳舊事，萬國換新機，漫道同兒戲，遠征耀武威。

資料出處：臺南新報，〈詩壇 文輝閣 第二期徵詩 野球〉，《臺南新報》，1936 年 8 月 17
日，8 版。臺南新報，〈詩壇 文輝閣 第二期徵詩 野球〉，《臺南新報》，1936 年 8 月 18 日，20
版。臺南新報，〈詩壇 文輝閣 第二期徵詩 野球〉，《臺南新報》，1936 年 8 月 19 日，8 版。 

首先，對於競賽規則的描述，反應創作者並非只是門外漢，而是對棒球比

賽規則有甚深的理解。例如瑾如「東西雄對壘，赤白勢分析」、王大俊「一棒全

神握，球來信手揮」、張雲程「右翼機謀拙，中堅熟練達」、蘇宜秋「兩軍看對壘，

一擊突重園」、王則修「兩軍深再接，一擊挺如飛，得勝歸優点」、陳雲汀「猛球

天外落，強棒野中揮，」、張榜山「捕球同虎踞，盜壘訝龍飛，」分別說明棒球

比賽的兩軍對壘攻防激烈，乃至棒球規則中，攻守雙方藉著揮棒攻擊、進壘得分

等棒球運動的競賽特質。上述詩句所反應出的現象，表示在 1930 年中期，所謂

的漢詩社群對於棒球的競賽規則與邏輯，有較深入的理解。 

其次，漢詩中也顯示對棒球等體育運動競賽價值與意義的認識，例如：柏

商「体育關強種，時趨事豈非」、蘇宜秋「尚武精神在，興文弱体飛」、王則修「列

強今尚武，体育未全非」、朝乾「國粹慚文弱，民風尚武威」等詩句，大致上說

明棒球運動關係到強種、尚武等，透過運動擺脫文弱，進而使國家強盛的價值。

或如「奪壘功無備，爭強信不違」所體現的公平合理競爭的精神。漢詩中所反映

的運動觀念，大致上符合，前文討論 1920 年代以降，《台灣民報》中呈現的體育

運動觀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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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球場的氣氛如李步雲「曠野人爭霸，團團立四圍」、何夢酣「歡呼攻

外野，喝采溢周園」、王大俊「戰氣沖高漢，歡聲起四園」說明加油觀眾的興奮

與投入，棒球觀眾隨著比賽的進行，牽動情緒的高低起伏，呈現觀眾投入比賽的

程度。謝雷明「錦旗欣獨占，高唱凱旋歸」、李步雲「試看優勝者，高唱凱歌歸」

分別描述勝利者最終得勝時的喜悅。競賽的過程與勝利，提供球員與觀眾，比賽

中的刺激的娛樂。 

附帶一提的是，二十首漢詩的作者，分別來自台南、善化、中壢、北門、

麻豆、新化、東港、高雄、台北、朴子等地。亦可約略知道 1930 年代中期，棒

球在台灣發展的普遍性。 

綜上所言，1930 年代中期，隨著棒球的普遍流行，漢詩社群對於棒球有更

深的理解，不僅對於體育運動觀念的建立，也對競賽內容、運動競爭有進一步的

理解。同時，從另一個面向來看，漢詩社群對於棒球的關注，也可顯示運動普及

的現象。 

 
肆、棒球選手的價值觀─身心訓練、團隊合作與社交手段 

對於實際參與棒球運動的臺灣人，亦建構一套棒球價值，這套價值的論述，

強調棒球運動對於身心訓練的意義，進而在團隊的合作上，展現對團體的認同與

投入。這段由身心訓練到團隊合作的過程，是以體力與技巧的訓練為基礎，進而

培養選手了解、善用規則，觀察場上形勢，爭取有利的局面，並在團隊合作下爭

取勝利。 

類似的邏輯，如同宋宦勳指出「體育不是只為了身體健康跟愛國精神，而

且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也可以更有毅力、耐力，棒球可以說是身體鍛鍊與

精神訓練最好的運動。」138而高雄的蕭長滾也認為「棒球也是一種很好的精神磨

練，團隊生活也讓人不會有自私的心理。球員時代的訓練，也讓我覺得，一個球

員第一就是精神要好，第二是技術要好，第三是體力要好。」139 

以上所指，大多說明棒球運動的核心價值，從身體鍛鍊到團隊合作的關係。

身體鍛鍊是為了強化個人乃至團體的力量，而團隊的生活則為去除自私的心態。

如同日治時期學生棒球運動所強調的為團體而犧牲敢鬪的精神。 

除此之外，運動所鼓勵的競爭，必須以不違反規則、甚至善用規則作為前

提，如同嘉農的訓練中，近藤教練： 

開始對野球的規則與戰術，進行模擬考試，就像是跑者在不同的狀

況下，跑壘的方式都會不一樣，每個守備位置遇到不同狀況，也要

                                                 
138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6。 
139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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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同的處理，這些都是做個棒球選手要記住的，要不然不可能成

為一個好的棒球選手。…140 

蔡文玉也說運動也需要運用頭腦思考。「…知道如何競爭，知道服從規則，」

這是運動最好的訓練。」141運動所鼓勵的精神，不僅是體能的競爭，還是鬥智的

過程。對於棒球選手而言，從事棒球運動不僅需要體力，也需要機敏的反應。 

對於日治時期接受棒球訓練的人而言，運動價值的積極意義，在於運動提

供了正面建構社會的基礎，例如柯仙宏便認為棒球與體育運動「對於身體健康與

培養規律的習慣有很大的幫助，可以說是身心的鍛鍊，對於我長大之後體格強壯

和守紀律的影響最大，我認為受過日本時代教育的人，犯罪的人很少。142而蔡文

玉則認為「有運動精神的人，人格不一樣，風度、做人都不一樣，生意人賺錢不

擇手段，生意人有些不守道德，經過正式運動訓練接受運動精神，比任何的教育

還有用。」143上述所指，具體的說明體育運動對於犯罪防止、生意人守道德、運

動人的人格等面向的正面影響。 

再者，九曲堂青年團二分團棒球隊隊員陸季盈曾經指出，從事運動不僅得

以強身健康，更助於社交。因此在日記中，寫下如何交朋友的秘訣： 
如何交朋友呢？（秘訣） 

第一、為人要親切。 

第二、時常保持活潑開朗。 

第三、不與人計較（經常為人付出）。 

第四、讓人認為你是值得信賴的人。 

最後，盡可能的培養興趣和運動。144 

清楚指出運動的參與，對於社交生活有所助益，以陸季盈為中心的討論，

另可參見本文第七章第三節的討論。 

總言之，本文意在說明從事棒球運動的人，對於棒球的認知與價值，一方

面符合官方所宣稱的運動將帶來身體健康的功能，一方面則強調對於團體─隊

伍、社會與國家的價值，但是，運動的參與對於社交生活擴展的功能仍不容小覷。

事實上，棒球運動的功能並不是「實際的」，特別是從前文批評運動無助於賺錢

升學等理由的標準來看。然而，反過來說，棒球的從事者也就是以此「無用」的

目的，建立起形象─被呂赫若批評為布爾喬亞階級的形象，由社會脈絡中理解棒

球價值觀與棒球社群，因此也呈現了運動所涉及的階級問題。 

 

                                                 
140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141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3。 
142 柯仙宏口述，謝仕淵整理，〈柯仙宏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8。 
143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3。 
144 陸季盈，《1941 年陸季盈日記》，國立台灣歷史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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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基於對台灣人身體的管理與運用等目的，推行現代

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的發展，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強調由自我健康的追

求到國家富足強盛的關連性。體育運動則透過Allen Guttmann所指出的規則化、

平等性、世俗性、官僚化、專業化、量化、對記錄的偏執等原則建立一套辨識機

制。145而在競技的特質上，則具有為致力於最快、最遠、最高的目標，並為此目

標採用的規則和方法，產生整套合理而適用於各地的系統的達成原則。146 

體育運動所體現的殖民地現代性課題。首先，便是產生一套辨識甚麼是體

育運動，甚麼不是體育運動的機制。以端午節石戰與龍舟為例，雖同為具有超自

然解釋的活動，但由於龍舟具有上述體育運動原則的特徵，清楚的競速特質，使

之被認為是文明的體育運動，反之，兩陣投石的石戰，則被認為是迷信的活動而

被壓制。日本時代引進的體育運動，本為外來植入的概念，這套概念在殖民地具

有外來者觀點的強烈價值取向。由此，判斷何者為具有文明精神與特徵的運動，

何者為迷信。 

與此同時，體育運動的推行，面對日治初期台灣人由排拒到接納的過程，

然而，體育運動的競爭性、趣味性趨動了台灣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而台灣人也開

始呼應那套統治者所提出的運動論述。對於日治初期的台灣人而言，運動意味著

一種身體健康，乃至追求國家富強的手段。 

1920 年代以降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背景下，體育運動的價值被以《臺灣民報》

為代表的台灣人所承認，被作為證明台灣人亦可爭勝於世界的手段，同時，也指

出台灣人在體育運動的表現，必須追上、進而追過日本人。同時，體育運動也被

視為工餘之外，健康休閒活動的選項之一。 

另一方面，作為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的體育運動論述，亦由體育運動設施

分配現象，指出資源分配公平性的問題，同時對於對度強調運動的勝負、過度的

練習的發展，《臺灣民報》也從運動合理性的角度提出批判。 

然而，從不同社會行動者的立場來看，體育運動以及棒球，不見得能在不

同階層的台灣人之間取得一致性的認同，除了造成運動傷害這個常見的反對運動

的理由外。「運動無用」亦即不能賺錢、不能有助於升學的論調，始終存在於日

治時期，相同地，從事棒球這種「無用的體育運動」，卻也被從階級的角度，成

為批評布爾喬亞階級的內容之一。換言之，1920 年代以《台灣民報》為主的知

識人，對於體育運動雖持肯定的立場，但也呈現運動所反映的階級性問題及其批

評。 

                                                 
145 Allen Guttman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3 
146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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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漢詩社群、小孩而言，亦各自展現對棒球運動的轉化、吸納的

能力，呈現殖民地台灣不同社群與體育運動互動關係，小孩從因陋就簡的變通

中，學習體育運動中的競爭方式與精神。而漢詩社群也從其作品中，表現對於棒

球運動的了解與認識。對於從事棒球運動的人，特別是曾在學校中接受棒球訓練

的人，學生棒球所強調的身心訓練與團隊合作的價值，也曾為他們建構棒球價值

的基礎。 

綜言之，日治時期台灣人與作為殖民地現代性的體育運動之間的關係，有

日治初期與 1920 年代之後的階段性差異，也有著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下，作為

對抗與批判憑藉的特色。更為直接的是，不同社群對於體育運動的認知，反映殖

民地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如：臺灣知識人對於體育運動的受容之間，呈現了體育

運動所牽涉的階級問題、台灣人自我證明等面向的考量，小孩與漢詩社群則展現

了對現代性吸收與應用的能力。隨著台灣社會的複雜化，也隨著體育運動在學校

之外的蓬勃發展，得以透過對體育運動的觀察，了解殖民地社會中，不同行動者

基於不同各自動機下，面對體育運動時的複雜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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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動作確實與標準是很重要的，接球的時候

要正面迎球，手要在手套旁準備，傳球時

揮臂，手要過肩，不能側投。每個人的動

作都一樣，很標準，不標準是不能打球的。

──郭清來 

 

場邊一小的人罵我們「清國奴」，我們台灣

是殖民地，被人家管的，我聽了也很不高

興，但也沒有甚麼反應，只是內心裡還是

覺得很不高興。 

──蔡鳳鳴 

 

所有的運動規則都是要公平，結果也是清

楚的，…不能看你是日本人就不一樣，所

以打球的時候，就都是公平的。 

──黃丙丁 

 

 
 

第一節  公學校棒球運動的發展及其價值 

壹、公學校體育活動與競爭精神 

一、體育中的競爭精神：以公學校規則的體操科「遊戲」為例 

臺灣人開始有規模的參與棒球運動，約在 1920 年代以降，主要係以公

學校少棒運動發展為基礎，對此必當先瞭解公學校體育活動的發展目的及

其歷史脈絡，而台灣人對於體育活動的態度亦有轉變，理解公學校棒球運

動的發展乃至臺灣人棒球社群的出現，自應檢視公學校體育活動中開始強

調競爭性的目的，加之大正民主時期各種競技運動的蓬勃發展等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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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棒球運動為例的「少國民」之競技文化如何普及與發展。下文將透過 1930
年以前，公學校體操科課程、競技體育活動的發展，俾便從公學校體育競

爭文化形成的脈絡下，檢視公學校棒球的發展。 

1898 年之前，台灣初等教育體育活動，其課程重點在整頓、隊列等活動，

主要是使「當地人民不守規律之故，亦應需要嚴格矯正其舉止。」1 1897（明治

30）年 8 月各縣廳學務主任的會議，也認為體操仍以養成規律、服從之二精神所

不可或缺之課業。2此舉無非是針對臺灣人不守規律的習慣，是為規範被賦予不

規律、骯髒形象的臺灣人。3 

因此，體操科法規強調「保持正確的姿勢」，體操科教授重心置於整隊、行

進等課程，反應的問題其實是殖民者如何「相對化」臺灣人、並將之規範等策略

應用，從而提供體操科強調「保持正確的姿勢」的正當性。4因此日治初期臺灣

初等學校體操科的發展，實展現殖民者意欲透過「體操科」的實行，支配臺灣人

身體的手段，一言以蔽之，此階段是「體育即身體規律」的時代。5 

1898 年（明治 31）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成立，兒玉源太郎成為新任臺

灣總督，殖民地的事務多半委由 1898 年 3 月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

藤新平的教育政策，主要透過設置具有初等教育意義的公學校，而其教育

方針則改變伊澤修二時代的同化精神，強調講求實業發展的實學課程為發

展殖民經濟前提下的教育內容，然就體操科而言，也在標舉殖產興業、文

明開化等發展殖民地的策略與口號中，有了新發展。 

1898 年（明治 31）「臺灣教育令」與「公學校規則」公布，新規則中

體操科授課內容，除附屬學校時代的「普通體操」外，另增加「遊戲」課

程，體操科授課目的則為：「體操科教授是要學生經常注意姿勢，以及肢

體均一成長，且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快活的精神，並養成遵守規律的習慣，

為其要旨。」61904 年（明治 37）時，公學校規則再次進行更正，同規則第

三章（教則）第十四條中對於體操科意義與內容則闡釋：「體操科是使身

體各部位均齊發育，使四肢動作機敏，藉此保護增進身體健康，精神快活，

兼以養成遵守規律和崇尚協同一致的習慣。最初教授適宜的遊戲，再漸漸

加入普通體操，女孩則以適當的遊戲為主，因體操科學習的姿勢規律宜令

                                                 
1 〈明治二十九年十一月份國語學校事務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85 冊 5 件。 
2 〈各廳縣學務主任會議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311 冊 47 件。 
3 正如第三附屬學校所進行的隊列活動便是為矯正臺灣學生不規律的習慣。臺灣教育會編，《臺

灣教育沿革誌》，頁 712。 
4 Albert Memmi 指出由於殖民者總是認為殖民者刁蠻、頑劣，所以殖民者不得不實施警察統治

合峻法酷典。Albert Memmi、魏元良譯，〈殖民者與受殖民者〉，香港嶺南學院翻譯系文化/
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頁 3。 

5 請參閱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台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中央大

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第一章的討論。 
6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32、23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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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常保持」。 7 

1898 年（明治 31）與 1904 年（明治 37）兩段教育規則，內容與附屬學校

時期大體相同，僅簡短說明規則中「學生經常注意姿勢」、「體操科學習的姿勢規

律宜令其時常保持」的規定以及「普通體操」中的隊列運動仍是體操科課程重點，
8以及普通體操「徒手體操」雖具矯正體格、健康的目的，但維持規律仍為主要

目的。9但若關注體操科實施項目的變革進行觀察，以及兩段體操科規則的差異，

由 1898 年的「肢體均一成長」轉為 1904 年的「四肢動作機敏」、新增「崇尚協

同」，且在體操科項目上則增加「遊戲」項目，均顯示體操科拋棄強調規律的「普

通體操」的制式框架，進而拓展強調身體活動的遊戲項目。 

此後，大正元年「公學校規則」第 27 條指出，體操科是為「……要求身體

各部位均齊的發育，養成機敏的動作、使其精神快活，藉此增進健康並養成遵守

規律、重節制的習慣為其要旨。體操科的教授是體操科初始是教授遊戲，後漸漸

加入普通體操。由體操學習的姿勢與規律等習慣務必常保持。」10規則除延續先

前體操科含括體操與遊戲等兩大範圍及其旨趣外，其重要之轉變則是由「崇尚協

同一致」轉為「重節制的習慣」。《臺灣教育會雜誌》中的報導語帶含糊的認為此

轉變是「本島民教育上適切的改正」，未清楚說明相關理由。11然據蔡禎雄的研

究指出，之所以由「協同」轉為「節制」，實乃呼應舊慣調查後，結果發現臺灣

人具有強烈的「利己主義」，亦即自我中心、自我意識強烈，因此特別以「節制」

取代「協同」以矯正臺灣人性上的「缺點」。12 對此說法，可觀察至日本治台初

期時，便有言論指稱第三附屬學校的學生缺乏共同合作精神、利己主義太盛。13 

因應 1919 年（大正 8）明石總督任內頒佈的「臺灣教育令」，臺灣的「公學

校規則」（府令第 75 號）也在 1921 年（大正 10）4 月 24 日進行改正，體操科法

規如先前強調「重節制」一般，仍然被延續著。14  

1919 年（大正 8）田健治郎成為臺灣第一任的文官總督，進一步的發展前

任總督明石的同化政策，田總督的教育政策，可由 1922（大正 11）年頒佈的

                                                 
7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65。明治 24、33 年日本內地頒佈的「小學校令施

行規則改正」以及明治 30 年針對臺灣日本人的「第四附屬學校規程（府令 28 號）」中，針對

體操科教學要旨的論述，與公學校相較幾近全文雷同，唯一差異處僅在日本法規增加「剛毅」

一詞，此一詞彙必須置於體現某種日本人的特質進而造成殖民差異手段的途徑允以理解，本文

之第三章將就此一問題進行分析，故在此處不擬詳述。石橋武彥、佐藤友久，《日本の體操  百

年の步みと實技》（東京：不昧堂書店，昭和 41 年），頁 133。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

革誌》，頁 410-411、416。 
8 秋濤生，〈體操科教授細目〉，《臺灣教育會雜誌》，37（1905.4），頁 33-35。 
9 鈴木梅太郎，〈公學校體操科教授の概要〉，《臺灣教育會雜誌》，11（1903.2），頁 31-32。 
10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92。 
11 臺灣教育會，〈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せらる〉，《臺灣教育會雜誌》，128（1912.12），頁 9。 
12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初等學校教科體育歷史的考察〉，日本筑波大學體育科學研究科

博士論文，頁 82。 
13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712-713。 
14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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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灣教育令」得知。「臺灣教育令」撤除臺日人教育差別主義、同時原則上

共學、但初等教育常用日語者進小學，不常用者進公學校，公學校與師範學校需

配合臺灣的特殊情形外，其餘教育制度比照日本等原則。15 

相對於後藤新平時代對於普及初等教育採取壓制的策略，1919 年、1922 年

公布的「臺灣教育令」，代表田總督時期採行普及學校政策，負責學務工作的隈

本繁吉更以「一視同仁」作為普及學校的宣傳口號。16 配合 1922（大正 11）年

4 月的「臺灣教育令」所頒佈的「公學校規則」（府令第六十五號），在體操科法

規第三十二條指出：「體操科的教授是要求身體各部位均齊的發育，養成機敏的

動作、使其精神快活，藉此增進健康並養成剛毅、遵守規律與重協同的習慣為其

要旨。」17 

上述規則於同年公布的「臺灣公立小學校規則」相較，也幾近雷同，18而其

關鍵處，不僅是「節制」已遭刪除，同時並增加「剛毅」。前此「公學校規則」

從未將「剛毅」一詞寫入規則之中，而日本與臺灣小學校則始至於 1891 年（明

治 24）「小學校規則」開始便將「剛毅」寫入，19使之成為體操科的法規，並將

體操科視為培養「意志堅強」的工具。因應「臺灣教育令」所頒佈的「公學校規

則」將此「剛毅」寫入，可視為「同化」政策脈絡下的更動，論者以此認為體操

科是不問臺灣人與日本人，皆被視為同等重要的事。20但不同的是，日本內地將

遊戲稱之為「遊戲與競技」，但台灣則將之直接稱為「遊技」，並解釋此用法是為

避免使用「競爭」的字眼。21 

1926 年，日本改正 1913 年以來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公佈新的教授要目，

除了普通體操與教練之外，競技的項目中增加走技、跳技、投技、球技等項目。
22台灣於次年採用此教授要目，此為同化政策階段小、公學校一體化的表現。在

新的要目中遊戲被稱為「遊戲與競技」，永田重隆指出其中具有競爭心之培養，

包括遊戲中的競爭遊戲，以及走技、跳技、投技、球技等項目。新增的項目如走

                                                 
1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北：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1983），頁 38-42。

臺灣教育令對於高等教育採取開放的態度，可說前所未有別具意義，相關研究請參照吳密察，

〈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北帝國大學的設立〉，《臺灣近代史研究》。鄭麗玲，〈日

本殖民地高等教育政策之轉折與發展──以京城大學與臺北帝國大學的設立為例〉，《臺灣風

物》51：2（2001.6），頁 87-137。 
16 然而，若將普及學校、國語同化政策的內涵進行聯繫性思考，便發現同化理念具思想壓制意

義，最終，普及教育實作為同化的手段，成為壓制的功能。請參照陳培豐，《「同化」の同

床異夢 日本統治下臺灣　國語教育再考》，頁 165-172。 
17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18 臺灣小學校與公學校之差別僅在於，前者要求「四肢動作機敏」、「保護增進全身健康」，

而公學校為「動作機敏」、「保護增進健康」，其餘則相同。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

降教育制度發達史 十二卷》（東京：社會教育會，1938），頁 346。 
19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年史》（東京：建帛社，1985），頁 433。 
20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歷史的考察〉，筑波大學體育科學

博士論文，頁 149。 
21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6230 冊 13 件。 
22 石橋武彥、佐藤友久，《日本の體操  百年の步みと實技》（東京：不昧堂書店，1966），頁 17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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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跳等，多為田徑項目，球技則為籃球、簡易籃球、躲避球、腳踢球、足壘球、

隊長球、手球等，此外，在課餘也可實行弓道、角力、薙刀、漕艇、網球、乒乓

球、棒球、滑雪、溜冰等。23因此，在 1926 年的體操要目中，遊戲中增加許多

球類與田徑的項目。 

然而，體操科的教授目的中，也可看出日台的差異，例如對內地人而言是

以培養沈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練規律、靜肅、從順為主的內台差

異。24綜言之，公學校體操科倡導競爭遊戲的目的，與其說在鼓勵競爭，倒不如

說更強調合作、從順。因此，公學校體操科遊戲的競爭文化，對於合作協同的面

向的關注更甚於鼓勵競爭（相對於小學校而言），從而突顯殖民地台灣治理的特

殊性。 

綜觀 1930 年代之前，體操科規則對於遊戲的採用及其目的，必須從遊戲在

明治以降的體育知識背景來理解，方能掌握殖民地台灣體育競爭文化的特性，正

如所有學校體育課程所宣稱的，遊戲具有身體健康的功效，但更是培養特定德性

的訓練活動，明治年間著名的遊戲教育理論家可兒德，分別從心理與道德等層面

指出，從事遊戲活動可使兒童培養注意力、判斷力、想像力、意志力等心理特質，

同時可達到正義心、公共心、名譽心、競爭心、快活力、培養友情、公德心、忍

耐心、責任觀念、機敏、沈著心等道德特質。25 而這正是遊戲中最重要的「社

會化」功能。26因此遊戲被稱之為「使之鍛鍊身心，一則使身心強壯，一則於其

間養成協力正直禮讓諸德」27 

體操科「遊戲」一般分為競爭、行進、動作（表情）等三大種類，其中之

一；也是公學校體育活動中競爭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礎，則為競爭遊戲。28競爭遊

戲不僅藉由激烈的運動過程（跑步、跳躍）達到身體健康的效果，同時也以誘發

人類競爭的心理為要務，俾便達到追逐勝利的精神素質之養成。29  

                                                 
23 永田重隆，《臺灣體育之理論及實際研究》，（臺北：惠美堂，1927）。頁 120、148、264、298。 
24 〈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6230 冊 13 件。 
25 可兒德、石橋藏五郎、寺岡英吉等著，《理論實際  競技と遊戲》（東京：中文館書店，1919），

頁 170-181。 
26 因為遊戲通常以不同的方式和不同的複雜程度幫助社會得到發展，包括在兒童們之間，建立

起聯繫或是對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及其驅動力加以理解。儘管不是所有遊戲都具有社會性，

但大部分還是有的，這就必然要求人們彼此之間建立起聯繫並時時對其他人的情況加以考

慮。Thomas, L. Goodale & Geoffrey, Godbey 著、成素梅等翻譯，《人類思想史中的休閒》，

頁 191-192。 
27 彭城晃，〈就運動會而言〉，《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92（1908），頁 1。 
28 此分類架構及其比重在明治 38 年成立的體操科調查委員會及其進行的調查報告中，並已成為

定制。永井道明，《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の精神及び其の實施上の注意》（東京：教育新潮研

究會，1915 年），頁 162-163。 
29 競爭心理與遊戲理論之間的扣連請參見日本的體育理論書籍，其中重要者為可兒德、石橋藏

五郎、寺岡英吉等著，《理論實際  競技と遊戲》。永井道明，《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の精神

及び其の實施上の注意》（東京：教育新潮研究會，1915），頁 16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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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科遊戲有別於以往體操科所採取的嚴格身體規律的要求，但其用意在

以誘發、身體自由活動的形式，達到合作、競爭的目的，但是，正如專研遊戲的

學者指出，對於遊戲規則不可能有懷疑主義的餘地，因為規則是不可動搖的真

理。30任何遊戲或競賽中的競爭關係首先需要的是共識與合作，而規則正提供一

套由命令、約束、規則與賞罰所構成的遊戲「秩序」，如果沒有制約，沒有共識

和理解，那麼遊戲的教育效果必定大打折扣。31因此，相關遊戲的書籍，特別著

意於遊戲者必須絕對遵守規則、服從裁判、聽從號令的重要性。32殖民地遊戲的

競爭文化，不僅在強調競爭、合作等價值，也在強調守法的價值。 

遊戲所強調的守規則、競爭與合作的精神，呈現體育活動所展現的禁欲、

克制、束縛的理性化特質。依照Bryan Tuner指稱，建構身體的支配、朝向制約、

秩序化的理性發展，是建構社會秩序不可或缺的條件。33 透過競爭遊戲依方面

強化的競爭力以及身體能力，也同時強調守秩序理的精神，如同姜尚中所指出殖

民權力存在著「壓抑」與「生產」兼具的性質，體操課程的競爭遊戲便具有如此

的意義。34 

 

二、校際競技的開展 

1、公學校運動會的發展 

運動競爭文化除表現在公學校體育課程外，也透過運動會以及各種球賽，

展現體育運動中的競爭價值。因此透過運動會的了解，對於掌握公學校體育活動

的競爭文化有其代表性。 

日本於明治 24 年以培養學生忠君愛國的精神為由，公布「小學校於祝日大

祭日關儀式規程」，規定小學校在新年、紀元節、天長節中學校的行事，其中第

四條明文指出：「生徒可在體操場或野外，舉行遊戲、體操，使得學生的心情愉

快」。35 於國家重要節日舉行運動會是為培養忠君愛國的身心涵養，但另一方

                                                 
30 儘管 Johan Huizinga 對於遊戲定義是「Play」遠較體操科遊戲的「Game」來的廣，但規則之

於兩者的意義是同等重要的。Johan Huizinga 著，《人：遊戲者》（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頁 14。 
31 Thomas, L. Goodale & Geoffrey, Godbey 著，成素梅等翻譯，《人類思想史中的休閒》，頁 191-192。 
32 可兒 德、石橋藏五郎、寺岡英吉等著，《理論實際  競技と遊戲》，頁 213-215。 
33 Bryan Turner 指稱社會中總存在一個霍布斯（Hobbes）的支配權力，在此結構中，身體的制約，

密切的勾連著社會秩序的建構。Turner 以韋伯對於新教資本主義精神的討論，來檢視身體禁

欲的問題，同時以葛蘭西的看法，說明身體的秩序化對於穩定資本生產的必須性甚至成為工

業理性化生產的道德源頭。參照 Bryan Turner. The Body &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1996), pp. 103-117. 

34 姜尚中，〈アジア觀の相剋：植民地主義者の肖像（その 2）〉，《青丘》23（1995，秋季號），

頁 191-197。姜尚中，《オリヱンタリズムの彼方へ---近代文化批判》（東京：岩波書店，1996）。 
35 山本信良、金野敏彥，《大正、昭和教育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Ⅱ》（東京：新泉社，1986），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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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學校的運動會因能達到學校與地方民眾間的互動，故而亦有獎勵就學的目的。
36運動會舉行之目的不外為獎勵體育、展現平日體育成果、自覺平時體育上的成

績有機會與他人比較、喚起全校共同一致、鼓舞兒童身心的健康、養成公德心等

目的，而其型態分為全校運動會與校際間的聯合運動會。37 

台灣公學校運動會的日漸普遍與公學校普及的歷程相應，通常，運動會的

舉行多半利用秋季、天長節前後的星期假日舉行，並燃放煙火通知民眾與會，民

眾的參與則因運動會場多半美輪美奐，運動會競賽過程相當刺激，民眾不僅可參

觀此精彩的過程，並可親身參與，甚至獲得獎品。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的運動會

便在此情形下由學校的年度行事，轉而為地方的年度盛事。38 

日治初期公學校運動會的內容，依其項目的分類與比重如下表 5-1 所示，主

要內容為各式賽跑的競爭遊戲為其重點，所佔比重超過一半。另一重點，為講求

規律協同一致的體操與部分遊戲運動。 

表 5-1  日治初期公學校運動會運動種類比重 

運動種類 種類實施次數 所佔比重（％） 
體操 15 5.7 
競爭遊戲 171 65.3 
動作遊戲、行進遊戲、唱歌 44 16.8 
球類競技 8 3 
戰爭遊戲及其他 24 9.2 
總數 262  

資料來源：金湘斌，日治初期台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頁 149-151。 

一般來說，競爭活動顧名思義，亦即兩組以上之對抗，以其勝負分出輸贏，

因此如同 1897 年台南灣裡街舉行六個學校聯合運動會時，學生用赤、白肩章分

隊，競技時現場掌聲如雷一般，每一勝負終了之後，馬上頒發獎品，使學生更加

努力的表現，以贏得勝利。39又如明治 30 年大嵙崁公學校舉行的第一回運動會，

會中官紳家長寄贈物品，作為優勝獎品，學生「無不踴躍鼓勵，力逞捷足，觀者

同聲喝采為大嵙崁未有之事。」40換言之，運動會競爭遊戲之所以吸引人，多半

是因比賽過程刺激，而比賽刺激則仰賴一股學生爭取勝利的心理。41總之，競爭

                                                 
36 山本信良、金野敏彥，《大正、昭和教育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Ⅱ》，頁 319。 
37 金湘斌，〈日治初期台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體

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頁 85-86。 
38 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台灣歷史學會通訊》16，（2003.5）。 
39〈灣裡街の天長節〉，《臺灣新報》，1897 年 11 月 17 日，3 版。 
40〈崁校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01 年 4 月 7 日，5 版、〈大嵙崁公學校の運動會〉，《臺灣日

日新報》，1901 年 4 月 7 日，2 版。 
41 以明治時期為例，運動會的獎品大多為金牌、銀牌或紙筆、筆記本、鞋襪、巾帶、紙筆墨硯

等。〈枋橋公學校運動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年 11 月 19 日，4 版。〈八芝蘭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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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體育活動為公學校運動會相當重要的一部份。 

除學校運動會外，另有聯合運動會，日治初期便有聯合數校之聯合運動會，
421920 年台灣地方制度改為州、市郡、街庄層級後，以郡為單位的聯合運動會更

為普遍的舉行。據資料顯示郡的聯合運動會，應相當頻繁，因此 1937 年時，北

港郡的聯合運動會已舉行第十一回，從 1921 年以來，十五、六年間，幾乎只有

四、五年未舉行運動會。43聯合運動會通常是範圍內的小公學校共同參加，其實

況如同高雄的莊銘燦指出： 

全市的學校也會舉行聯合運動會，各校派代表參加，內容以田徑賽

為主，我曾經參加過跳高比賽，在西子灣體育場舉行。場面很大，

觀眾也很多，學校也有啦啦隊，每個學校都是隊伍整齊的帶隊到體

育場，每個學校各自也有自己的加油口號，同時，也一定會唱著自

己學校的校歌。44 

進入 1920 年代之後，運動會的層次在郡之上，另有各州運動會，第一個州

下運動會，為 1926 年台中州小公學校陸上競技會，之後各州陸續跟進舉行，比

賽項目以田徑項目為其主流，例如五十、一百、兩百公尺賽跑，以及接力賽跑、

跳高、跳遠、三級跳等，故而皆稱為陸上競技會。45且隨著進入 1920 年代，由

於公學校數量增加，臺灣人就學率超過 20％，公學校運動會更進一步的普遍發

展。46 

從學校乃至聯合方式等不同層級的運動會，以及漸加入田徑等內容的運動

會特色，學校運動會大體以競爭性的項目為主，透過選手、觀眾以及啦啦隊的參

與，培養競爭之精神。 
 

2、體育運動的競爭精神 

對於日治時期的教育官僚與研究者而言，公學校體育競技活動具有如永田

重隆針對 1926 年的學校教授要目中的走技、跳技、投技、球技等項目，提出其

共同之優點為愉快的滿足、敏捷、活潑動作的訓練、喚起共同一致、犧牲的愛國

精神，陶冶自發創造的能力、人格磨練與社教性等。但缺點則為沉溺於競技的趣

味容易陷入過勞、妨礙學業、對於身體均衡發展產生影響，例如網球運動過度使

                                                                                                                                            
運動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年 11 月 25 日，6 版。 

42 例如 1897 年台南灣裡街舉行六個學校聯合運動會。〈灣裡街の天長節〉，《臺灣新報》，1897 年

11 月 17 日，3 版。 
43〈地方近事 北港〉，《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10 月 19 日，8 版。 
4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頁 45。 
4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320。 
46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北：南天書局，1997（復刻板）），頁 315-31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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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慣用手，個人競技者亦陷入利己思考，審判及其他部分易引起社會事件。47 

另一方面，公學校體操科的競爭遊戲到運動會的競爭項目，之所以日漸受

到重視的背景，尚有源自十九世紀中葉後，達爾文進化論引導人們沿著生物學和

人類進化的軌跡來思考社會問題；產生所謂生物學概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所關

聯。新教的勞動倫理加上生物學中的競爭觀念，因此，十九世紀的遊戲理論與功

能，便隱含著強烈競爭精神的培養，此精神被理解為人類的天性。48而日本在甲

午戰爭、日俄戰爭取得勝利後國勢日盛，當時媒體指出：「今世界正激烈競爭之

世界也，競爭者，貴乎打勝競爭，能打勝競爭者，正吾人達人生之目的。」49 競

爭遊戲所提倡之精神正符合時代的精神。（如同圖 5-1 課文中所強調的） 

 

圖 5-1  漢文讀本－「第十五課  運動會」 

資料出處：《公學校用漢文讀本卷二》，1926 年，頁 8。 

因此，殖民地近代化過程中，台灣學校體育活動強調求勝以守規則、重合

作為前提，進而在強化身體能力養成競爭心的同時，也養成理性精神。如同教科

書中，對於運動會所強調的內容「種種運動，皆規矩整齊奮勇爭先」。 

然而，運動競技的競爭性，常常不如教育官僚所宣稱的那般容易與簡化，

                                                 
47永田重隆，《臺灣體育之理論及實際研究》，臺北：惠美堂，1927 年。頁 298-299。 
48 Thomas, L. Goodale & Geoffrey, Godbey 著、成素梅等翻譯，《人類思想史中的休閒》，（雲南：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 188。關於日本如何在明治維新時接受「競爭」觀念的過程請參

照松野修，《近代日本の公民教育 教科書の中の自由、法、競爭》（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

版會，1997），頁 50-69。 
49 〈不平論（三）不平者人之競爭的精神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年 9 月 2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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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遊戲往往強調競爭爭勝與奉獻犧牲的愛國精神間的關連性，因此我校之勝利

常被比擬為我國之勝利。然而勝利者往往認為個人的勝利事關團體的榮譽，故而

欣喜若狂，即便強調遵守規則與尊重裁判，但落敗的人一心想要討回顏面，差槍

走火時便發生衝突。對校競技通常必須區分輸贏，因此你爭我奪十分激烈，回憶

曾指出類似「棒倒」（全校分成紅白兩軍，…把木頭頂上的旗子拔下來的為勝利。）

是運動會的壓軸戲，…。有一點野蠻但是可以讓大家充分發洩年青人的精力及表

現戰鬥精神，所以大部分的同學都喜歡參加這個節目，也是觀眾最愛看的節目。
50也由於如此，雙方互相對抗連帶使得加油隊也彼此對壘，51因此產生擦槍走火

的現象。例如吳聲潤在旗山郡的相撲比賽中贏得勝利： 

…櫻井及四、五個日本小學生，在學校前面大草場等著我下課，…，

對方出口罵我「清國奴」，說先前的勝敗是我僥倖，要跟我重新較

量。…，這是日本人最污辱台灣人的一句話，我的怒氣像要爆炸似

的，…，雙手一推，日人櫻井四腳朝天，跌倒在草坪上，…52 

而當北埔在運動場上得到勝利，「護送優勝旗和優勝盃回北埔的路上，竹東

人會在兩地交界的「水龍」堵我們。雖然庄內的選手和子弟組成護旗團，將戰利

品團團圍著，但是竹東人還是不會輕易放過…，往往有一些小小的「戰鬥」發生，

於是有些人會額外再帶些小小的「禮物」(皮肉小傷)回家。53」嘉農與嘉中每年

都有兩校間的各項對抗賽，例如棒球、柔道、劍道、相撲等。加上兩校都在嘉義

公園旁邊，走同一條路上下學，所以兩校學生時有摩擦，也發生過打群架。54 

由於對校競爭出於對「我校」校譽之維護的價值，建立在對「他校」的不

示弱，進而導致兩個學校的學生，常發生衝突。就讀新竹第一公學校的李水圳回

憶起遇到其他學校的學生的狀況： 

我們學生如果在路上遇到，常常會彼此喊叫或互丟小石子，這些

動作有打招呼或示威的意味。如，我們遇到第二公學校的學生，

我們會喊他們「二公孫」，意思就是看不起他們。…。那些二公

的學生，其實我們都認識，有些是鄰居有些甚至是自己的親戚朋

友，大家私下的情誼也不錯，若不是與同學走在一起在路上遇

到，絕對不會有那些行為。…。我覺得當我們是團體行動時，個

人關係沒有辦法被照顧到的。這大概與我們當時教育強調「國家

                                                 
50 黃鎮山，〈第十九屆的回憶〉，《嘉農人》，4，（2000.11），頁 57-59。 
51 以台中的傳統為例，州下的聯合運動會，往往是台中一中、台中商業、彰化女高互相加油，

而台中二中、台中農業、台中女高互相支持。朱珮琪，《臺灣日治時期菁英教育的搖籃：以台

中一中為例》，（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99。 
52 吳聲潤，《一個六龜人的故事 白色恐怖受難者 吳聲潤創業手記》，作者自印，頁 6-7。 
53 張俊一，〈豪氣還在-記台灣光復前後棒球在北埔地區的發展〉，頁 19-25。 
54 黃鎮山，〈第十九屆的回憶〉，《嘉農人》，4，頁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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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有關，非常注重學校名譽的維護及爭取團體的名譽。55 

因此，包含運動會各項球賽在內的對校競技，雖是培養競爭心、團隊精神、

協同合作的重要機制，但卻可能導致若干負面影響。明治 40 年文部省對於對校

競技甚至也指出過度熱中而荒廢學業、運動傷害、優遇選手使其產生價值觀偏

差、比賽耗費過多時間與金錢等缺失，進而提出對外競技應受到校長許可、教職

員的監督、限制練習時間、禁止金錢贈與、取締過度加油等方式，導正對校競技

所產生的危害。56 

總之，體操科的競爭精神與對校競技是涵養身心的重要手段，在此過程中，

建立一個足以與「我校」對抗的對手，所有的競爭對象與榮譽感建立的過程中，

都與一個相對於我校的他校的敵手的出現有關，1920 年代普遍舉行的各項聯合

運動會（校際對抗）與球類競賽，便是透過如此的邏輯，型塑「少國民」的我校

認同與競爭精神。57 

 

貳、日治時期台灣少棒運動發展 

一、少棒運動的興起 

1926 年，日本改正 1913 年以來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公佈新的教授要目，

內容除普通體操與教練之外，競技項目中增加走技、跳技、投技、球技等。58

台灣於次年採用此教授要目，此為同化政策階段小、公學校一體化的表現。在新

的要目中遊戲被稱為「遊戲與競技」，永田重隆指出其中具有競爭心之培養，包

括遊戲中的競爭遊戲，以及走技、跳技、投技、球技等項目。新增的項目多為田

徑項目，球技則為籃球、簡易籃球、躲避球、腳踢球、足壘球、隊長球、手球等，

此外，在課餘也可實行弓道、角力、薙刀、漕艇、網球、乒乓球、棒球、滑雪、

溜冰等。59因此，在 1926 年的體操要目中，棒球成為官方所認可的體育運動項

目。事實上，體操教授要目中，棒球雖被列為課外活動，但是，體育正課中若干

項目，其原理近似棒球運動，例如足壘球等，因此，足以可見學校學生對於棒球

運動的學習與了解，在 1920 年代日漸普遍。 

新的教授要目中之所以增加大量球類與田徑等項目，係與「大正民主」時

期，民主的體育運動體制的形成有關，此時，也由於日本體育與國際接軌，開始

                                                 
55 李水圳口述，何湘妃、陳瑞玲訪談，陳瑞玲紀錄，〈我的小學生活－李水圳先生的回憶〉，

《竹塹文獻》，43（2009.7），頁146。 
56 新竹州教育課編，《學校衛生資料》，（新竹，新竹州教育課，1924），頁 185-186。 
57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地方社會運動會盛行，一方面展現地方的自主與活潑，一方面呼應帝國

的競爭爭勝的價值。請參閱高津 勝，〈「帝国」の形成と民衆の競技文化─「地方改良運動」

期の運動会〉，《人文・自然研究》，3（2009.3）頁4-148。 
58 石橋武彥、佐藤友久，《日本の體操  百年の步みと實技》（東京：不昧堂書店，1966），頁 177-184。 
59 永田重隆，《臺灣體育之理論及實際研究》，（臺北：惠美堂，1927 ）。頁 120、148、26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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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國際競賽等因素，因此，日本國內運動的種類與團體、國內外運動會的主辦

與參與，體育運動的組織與設施普及。但另一方面，日俄戰爭之後，由於帝國軍

方勢力的抬頭以及整備國家的功能，教練也透過政府體制進一步滲透。60 

棒球運動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對參與者與旁觀者而言，由於比賽有輸贏，

過程你來我往，具有趣味性相當吸引人，比賽過程更是陶冶學生團結合作、維護

「我校」榮譽的表現，甚至「我校」的榮譽，也被比擬成為「我國」爭榮譽，棒

球運動因此也找到在校園中立足的正當性。61 

除了在教育的價值上，由於棒球運動受到認同，進而成為學校體育活動的

選擇外，對少棒普及具有關鍵性因素的則為軟式棒球的發明。 

1910 年代，中等學校棒球風氣興盛，也讓許多小學校學童熱衷於棒球，但

硬式棒球危險且昂貴，因此，小學校學生打棒球多用網球，但網球較輕，打起來

的手感也不像棒球結實。因此在 1919 年，東神橡膠株式會社發明軟式野球，軟

式野球相對於硬式棒球，不僅較便宜，安全性也較高，因此造成包括少年棒球與

社會人士普遍性的接觸棒球，亦稱之為「大眾棒球」的發展。62 

東神橡膠製作，球體上寫著「A」字的軟式棒球，以一個一圓的價值，迅速

在關西地區的體育用品店熱銷，體育用品店並藉著主辦棒球比賽而使少年棒球迅

速推廣。631920 年，以神戶為根據地的「大日本少年野球協會」成立，舉辦全國

大會，1926 年，橫井春野在東京創立另一同名的協會，同時舉行全國大會，日

本少棒運動遂以東京與神戶京都為據點，舉行兩個全國性的少棒賽，各地少棒風

氣在軟式棒球發明後迅速普及。641929 年，日本內地參加全國少年野球大會預賽

的隊伍計有 1,456 隊，選手也有一萬七千餘人之多。65在日本內地棒球風潮影響

下，1921 年，臺灣新聞社創立二十週年紀念為名舉辦「台北少年野球大會」，較

具規模的少棒賽正式在台灣揭開序幕。 

 
二、少棒運動的普及與衰微 

台灣少棒運動由 1920 年代開始普及，據報載為 1920（大正 9）年 12 月 5
日，台南公園進行一場由台南市的第一小學校與橋仔頭小學校間的棒球賽，被稱

為「台灣最初的少棒比賽」。66 

                                                 
60 水野忠文、木下秀明、渡邊融、木村吉次，《體育史概說──西洋 日本》（東京：杏林書院，

1992（13 版 9 刷）），頁 280-289。 
6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 
62 成田理助，《軟式野球》，（東京：ベ－スボ－ル マガジン社，1968），頁 13-14。 
63 小川正太郎，《軟式野球》，（東京：旺文社，1951 年），頁 10-11。 
64 成田理助，《軟式野球》，頁 14。 
65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 
66 〈少年野球仕合〉，《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2 月 7 日，2 版。〈臺灣では最初の試み〉，

《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2 月 7 日，7 版。 

 214



 
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此後，各州市的棒球賽紛紛舉行。台南在 1920 年由綠熱團主辦台南少年野

球大會，參與學校有第一公學校、第一小學校、第二小學校、橋仔頭小學校等，

比賽分尋常科與高等科，均由第一小學校獲勝。67台北的第一回全市少棒大會在

1921 年由台灣新聞社主辦下開始舉行，高雄市則為 1923 年開始，1924 年台中第

一回大會。68台東則在台東體協支部成立當年（1926 年）舉行第一回少年野球大

會。69比較晚的則像是花蓮港廳，則在 1930 年舉行第一回的花蓮港廳下少年野

球大會。70少棒運動發展初期多由媒體主辦，如一年一度的台北少年野球大會均

由臺灣新聞社主辦，進入昭和時代前，台中與台南的少棒賽，臺灣新聞社亦為主

辦單位。 

 

 
圖 5-2  1920 年代公學校中的棒球練習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 

一般來說，日治時期的棒球照片，多半是比賽後棒球隊員的合影，以上幾

張照片反映出棒球運動在校園中發展的幾個側面，從 5-2 中可得知棒球參與者眾

                                                 
67 〈台南少年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0 年 12 月 14 日，7 版。 
68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279。 
69 〈體協臺東支部 少年野球 豫選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10 月 23 日，3 版。不過

1926 年之前，台東應該就有少棒比賽，例如日治時期台東的呂家公學校在 1923 年便開始參

加支廳舉行的棒球運動。張中元，〈日治時期原住民初等教育之探究─以呂家公學校

（1905-1945）為例〉，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行政碩士論文，2005。頁 73。 
70 〈花蓮港廳下少年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7 月 20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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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照片中的參與者皆有三十、四十人之譜，如果說這是棒球隊，其實更像是班

級的活動。再者，棒球的訓練似乎也不是急就章，學校提供的球具，也能供幾十

人同時練習，如同第一張面對面傳球的練習中，就有將近十七、八人參與，同時

第一張照片中，練習者的背後似有一列防止球亂跑的圍網。 

然而，由於少棒運動對校競爭向來有爭議，例如荒廢學業、旅程勞師動眾、

運動傷害等，因此由媒體出面並不適宜，同時，1928（昭和 3）年台北與台南兩

地優勝的對抗造成很大的迴響，因此，將少棒運動放在臺灣體育協會架構下舉

行，至此舉行全島性的少年野球大會的時機已成熟。1929（昭和 4）年，體協主

辦首屆的全島少年棒球賽。71 

1929 年，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先在五州舉行預選，各地參與的球隊中，以公

學校為例，新竹有新竹公學校、苑裡公學校、鶴岡公學校、烏眉公學校，台南則

有寶公學校、港公學校，高雄有高雄第一公學校、高雄第三公學校，台北參與四

校皆為小學校，台中則似未舉行預選賽而直接由台中小學校代表，參與隊伍除新

竹之外，其實皆為州治所在之小、公學校，未包括郡下之相關小公學校。72次年

起參與之地區又新增花蓮港、嘉義等地代表。73 

該項比賽連續舉行三年，但在 1932（昭和 7）年因為野球統制令規範少棒

比賽：未經校長認可的比賽禁止參加、禁止參加必須投宿才能參加的比賽、僅可

參加府縣以及市町村等體育團體主辦的比賽，營利企業主辦者不能參加、比賽僅

能利用星期六下午以及休假日、禁止收取入場費及寄附金與贈品等、禁止組織啦

啦隊等。此規定導致日本以東京與京都為主的兩個全國少棒比賽中止舉行。74

相同地，1929 年起體協主辦的「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因應 1932 年的野球統制

令，體協於 4 月決定停辦該項比賽，州下比賽則照舊舉行。75 

                                                

「野球統制令」的影響下全島大會成為絕響，而在各地造成的影響也大小

不一，例如台東從 1932 年起連續四年未舉行少棒賽，76而臺北市也決定不參加

州下的少棒賽。77據推測或許與野球統制令有關。 

然而，資料顯示少棒運動在 1930 年代依舊蓬勃發展，甚至少棒運動已普及

至郡層級以下之學校。例如，1934（昭和 9）年鳳山郡少棒賽便有鳳山小學校、

九曲堂公學校、鳥松公學校、赤崁公學校、林園公學校、小港小學校等校參加。

 
7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89-290。 
7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87-292。 
7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311、333。 
74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

頁 84-86。 
75 〈全島少年野球 取止に決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1 日，夕刊 2 版。 
76 〈臺東廳下の少年野球 四年ぶりに復活〉，《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7 月 19 日，5 版。 
77〈少年野球に參加せす 市敎育評議員會て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4 日，

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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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938 年屏東郡則有里港公學校、九塊公學校、長興公學校、麟洛公學校、鹽埔

公學校、高樹公學校等校。791930 年代回到大溪服務的簡永昌回憶「學生的比賽

則是公家辦的，由郡出面舉辦，那時是每個郡都會舉行地區性比賽，大溪有，別

的地方就有…」80換言之，進入 1930 年代棒球運動反倒是因為郡級棒球賽普遍

舉行，少棒棒球因此在各校間更為廣泛的開展。 

郡與州比賽之間，具有上下關係，例如 1937（昭和 12）年新竹州少棒賽便

有各郡代表參加，811937 年代表苗栗參加新竹州比賽的陳嚴川也呼應「得到苗栗

的冠軍才能去參加新竹州的比賽，也大概是暑假的時候。…參加新竹州的比賽大

概有七八隊，就是桃竹苗各郡的代表。」82圖 5-3 為苗栗第一公學校得到郡下冠

軍後，隊員與老師在學校奉安殿前的合照。 

 
圖 5-3  1937 年苗栗第一公學校奪得郡下比賽冠軍 

資料來源：陳家俊先生提供。 

至於在市郡州之外，街庄聯誼性的比賽，則更為普遍，例如 1916 年出生、

1920 年代末期接觸棒球運動的簡永昌指出「我小時候讀大溪公學校時，就有打

棒球，還有日本教練來教我們，那時大溪有一間小學校，一間公學校，公學校的

學生也有打棒球，但常常輸小學校…」83，又如在北港就讀公學校時，已進入戰

爭時期的蔡溪松便說「北港街的三個學校，老師打的時候，學生也有比賽。都是

利用放假的時間，不會利用上課時間。老師會負責幫忙連繫跟其他的學校比賽。」

                                                 
78 〈鳳山〉，《臺南新報》，1934 年 7 月 10 日，4 版。 
79 〈屏東少年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9 月 11 日，8 版。 
80 簡永昌口述、謝仕淵整理，〈簡永昌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8。 
81 〈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855 冊

1 件。 
82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83 簡永昌口述，謝仕淵整理，〈簡永昌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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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雖然，「日本時代沒有這樣的科目（棒球），這些都是在課外時間進行的，都是

自己的時間。老師不會用正課的時間教棒球。」85但學校棒球風氣卻很興盛，在

校內甚至班級間亦有對抗賽。 

1930 年代中期，就讀於苗栗第一公學校的陳嚴川指出「當時學校的棒球風

氣很盛，我唸書的時候，學校內還有班級的對抗，一個班級一隊，一個年級有六

七班，所以很多人打，棒球很流行。」861930 年代末期在台南的蔡諒也說「末廣

公學校棒球風氣興盛，同年級各班之間就有棒球對抗賽，一個年級有 8 班，一班

有 40 到 50 人」87由於 1930 年代台灣公學校內棒球風氣普及，因此「放學後，

也常與同學在校內打棒球。」88的現象也很普遍。 

發展棒球學校的態度並非始終如一，隨著 1930 年代末期戰爭逐漸影響台

灣，使得 1930 年代初期與末期，公學校少棒運動的發展有很大的不同，1928 年

出生，成長於花蓮的高文章在「讀公學校的時候，學校沒有打過少棒，比我年紀

大，就讀花蓮港公學校的蘇如松（1923 年出生）他們有在學校打少棒，我的舅

舅也是讀明治公學校也有打過少棒，但我那個時候沒有了。」891919 年出生的蕭

長滾與 1931 年出生的黃仁惠，雖同為就讀高雄第三公學校，但黃仁惠讀書時學

校已經沒有棒球隊。90其原因則為 1937 年中日事變的爆發，高雄市少棒賽因此

而停辦。91 

戰爭對於棒球的影響，不僅若干地區比賽停止，棒球的文化與規則也隨之

轉變，例如台南的蔡諒在皇紀兩千六百年「參加市內棒球對抗賽的時候，學校說

不能穿球衣，因為穿球衣是美國的文化，美國當時是敵人，所以不能穿對手的服

裝，因此我們都是穿的很簡單，所有的球隊都是穿白色的衣服與褲子，兩隊分別

戴上白色與紅色的帽子分辨。」921943（昭和 18）年，為了將棒球運動「日本化」，

棒球比賽中的術語一律由外來語改成日語，以落實「抹除」野球中的美國味，在

此原則下，strike（好球）被改成「正球」、ball（壞球）被稱為「惡球」，而safe
（安全上壘）則被稱為「よし」、out（出局）被稱為「ため」，其他的術語也一

律改為日語，該項調整並於 1943 年 4 月起日本野球聯盟所舉行的比賽中開始實

施。93 

不僅如此，棒球賽的舉行所費不貲，與戰時節約、物資動員的社會需求不

                                                 
84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9。 
85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9。 
86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2。 
87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5。 
88 陳寶川，《陳寶川先生訪談錄》，（台北：國史館，1999）。頁 9-10。 
89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1。 
90 黃仁惠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仁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6。 
91 校史編輯委員會，〈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進入戰時體制時期）〉，收錄於一公 旗津國小校友

聯誼會編《校友會訊》第四號，1989 年。頁 19。 
92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6。 
93《臺灣日日新報》，1943 年 3 月 13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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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因此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考量，有規模的棒球賽紛紛停止，1943
（昭和 18）年第十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便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公

式戰」。94戰爭所造成的壓力對於棒球運動的衝擊更直接，例如屏東棒球場便在

1943 年 10 月，以糧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95在此背景下，少棒運動也難以持

續，不僅如此，全台灣的棒球運動在此背景下也告中斷。 

此外，學校棒球的發展繫於學校態度，並非依憑學生意願，姑且不論棒球

運動的價值是否為學校所接受，光論棒球用具昂貴，便可知少棒運動的發展與校

方的支持極為密切。黃丙丁指出：「打球的設備是學校提供的，一般人根本買不

起，少棒的發展不靠學校是不可能的，球具是由學校提供。」96蘇如松指出「打

球的器材都是學校提供的，我們不用準備，…。」97因此，日治時期少棒運動發

展的背景係由學校支援包括球具、球衣等物質條件下，進而普及發展。 

總之，在學校支持下，少棒運動在台灣各地普遍發展，然而，有些地方並

未顯現小公學校平衡發展的勢態，例如 1935 年臺北市內的少棒比賽中，參加的

三個球隊，壽、旭、南門皆為小學校，且從其隊員名單中都未看見本島人。98 

但就一般狀況而言，由於少棒運動發展，並未限於日本人就讀的小學校，

因此公學校發展棒球運動的現象也很普遍，特別是嘉義以南地區，若以此背景推

論台灣第一批接觸棒球運動的選手，應為 1920 年代，因為就讀於公學校，而有

機會接觸棒球運動的公學校學生亦不為過。99 

 
参、公學校棒球社群的構成 

一、接受訓練─身心的修練 

1920 年代以降，各項少棒比賽在台灣各地舉行，公學校棒球運動蔚為風行，

台灣的學生開始有機會接觸棒球運動，公學校學生接觸棒球運動，除了學校有意

願支持外，學生實際接觸棒球也與學校中老師從事棒球的風氣有關。例如，1912
年出生，台南東山的蘇正生便說：「在東山的時候就有人在打棒球，都是學校的

日本人老師在打，我的老師是日本人，他弟弟到台灣來，帶棒球來玩。」1001922
年出生、在屏東內埔長大的曾紀恩指出： 
                                                 
94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0-541。 
95《臺灣日日新報》，1944 年 3 月 22 日，4 版。 
96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頁 41。因此發展棒球之學校，必然

需要具備野球用具供學生使用。宜蘭公學校，〈教育研究の傾向 我が校の體育概況〉，《臺灣

教育》，371（1933. 6），頁 60。 
97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98 〈少年野球 三目日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6 月 24 日，7 版。 
99 若要說起文獻記載台灣最早接觸的或者最早參加正式比賽的台灣人，應該為 1919 年台北野球

大會醫專隊中有兩名本島人參加李、林，此事被稱之為本島人出場。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

（台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 年）。頁 60-61。 
100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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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始玩棒球，是因為看學校老師打棒球，老師之中也有台灣人，

那個時候老師差不多都很迷打棒球。他們就是利用下午下課後打

球，老師打球的時候會圍網子，我們就在旁邊看，是這樣才知道怎

麼打棒球。101 

1929 年出生、家在雲林北港的蔡溪松也說： 

因為學校裡的老師若是有空閒的時間，比如在週六日有時會舉行學

校間的校際賽。…學生們看著老師們的比賽，他們的球技都非常的

好，因為受了學校老師們的影響，才帶起了棒球運動的風氣。102 

由於公學校老師對於棒球運動有興趣，因此也帶動棒球運動在學校的發

展，成為學生喜歡的課餘運動，蔡溪松說：「讀公學校的時候，不管是下課或是

午休時間，或者吃完午餐後，大家就利用短短的 15 至 30 分鐘做練習。…在運動

場上什麼項目都有，…也有學生在操場打棒球。」103、「大概三四年級的時候，

開始跟同學玩棒球，不是正式的，就是跟同學玩，同學之間下課後打棒球的風氣

很普遍。」104 

1920 年代，校際棒球賽蔚為風行，學校組織棒球隊也開始逐漸制度化，不

會只是為了應付此事而草草了事，對於球隊的訓練也開始有規劃，台灣學生也因

此開始接受棒球訓練。 

一般來說，在正式比賽中的棒球隊員皆為五、六年級學生，但也會選拔三、

四年級的學生進入校隊進行訓練，以便成為往後學校出賽的代表。如同蘇如松說

「我是在四年級時參加棒球隊，五年級成為選手，六年級的時候上場比賽」105

洪太山則說「公學校三、四年級時棒球只是打著玩的，到五年級時才在校隊裡打

第三棒，六年級時當捕手。我們每年都會去參加嘉義五個學校的少年野球比賽…」
106曾紀恩說「接觸棒球是因為四年級時，我常去看棒球隊練球，本來是在旁邊看，

後來老師覺得我有興趣就把我叫去練習。」107苗栗的陳嚴川則說「五年級的時候，

大概 12 歲的時候，我跟同學玩棒球的時候，被老師看到，就把我選到棒球隊中，

正式開始打棒球…」108在許多資料中，可看到由於選手養成的時程等因素，台灣

學生大約在公學校四年級左右進入校隊，接受更一步的棒球訓練，升上高年級便

成為代表學校出賽的隊員。 

                                                 
101 曾紀恩口述，謝仕淵整理，〈曾紀恩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1。 
102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9。 
103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8。類似利用中

午時間進行運動的說法，也可參考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

收入本文附錄，頁 24。 
104 曾紀恩口述，謝仕淵整理，〈曾紀恩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1。 
105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106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9。 
107 曾紀恩口述，謝仕淵整理，〈曾紀恩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1。 
108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2。 

 220



 
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圖 5-4  粗具規模的公學校棒球隊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 

圖 5-4 棒球隊的照片，雖有許多學生，但據推測棒球隊員應該是前排穿著白

色運動服的學生，共計約有十餘人。 

大致上，被選為校隊通常都是對棒球有興趣或者體育表現相當優異。例如

曾經代表旗山郡參加高雄州運動會短跑的宋宦勳便指出「我當時才五年級，體形

比較瘦小，我想應該不會入選，但內田老師看我跑步速度快，所以就選了我，我

跟棒球的關係，也是這樣開始的。」109而臂力強、球速快的洪太山也因此被選進

校隊。110 

進入棒球隊後，開始接受訓練，多數的口述歷史中，多半認為老師的訓練

很嚴格，花蓮的蘇如松說「老師訓練很嚴格，負責訓練的老師都是日本人，沒有

台灣人老師來指導。比賽之前一個月開始集訓，利用下課以及星期六下午、星期

日休假的時候練習，老師很嚴格，守備、打擊、跑壘、滑壘每一項都要練習。」
111高雄第一公學校的蔡鳳鳴則說「練球都在學校的操場，幾乎每天都要練習，接

近比賽時，連放假的時候也要練習。」112就讀高雄第二小學校的彭明敏也說「學

校很重視棒球，棒球老師則像軍訓教官，非常嚴格。」113甚至「老師不在的時候，

許炎則代替老師指導大家。…許炎非常嚴厲挑剔的，如果沒有接到球，就會被罰

跑一圈；打擊，如果打者的眼球離開球棒是不行的，實在是非常嚴厲。…114」因

                                                 
109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4。 
110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8-69。 
111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112 蔡鳳鳴口述，謝仕淵整理，〈蔡鳳鳴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6。 
113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北：彭明敏文教基金會，1995），頁 22-23。 
114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校友會訊》，4，（1989.9），

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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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不管是教練或者教練的代理人，棒球訓練被眾人認為是相當嚴格與嚴厲。 

有些實力強勁的學校，訓練不僅嚴格且專業，以 1929 年得到全島第一屆少

棒球冠軍的高雄第一公學校而言，比賽前夕除了練習分量加重外，鄰近的高雄具

代表性的硬式棒球隊─築港棒球隊，會來學校教導他們打擊、投球甚至盜壘技巧

等，這些人包括井村、溝部投手、河崎捕手、藏元外野手等選手。115同校的蔡鳳

鳴則說： 

當時一小的投手西川的下墜球投得很好，我們都打不好，抓不到他

的下墜球，校長就投這樣的下墜球讓我們打，老師告訴我們要在球

下墜前打。老師還教我們認真練習跑壘、盜壘，觀察投手的動作，

教我們如何在投手抬腿的時候，要抓緊時機盜壘，練習盜壘，果然

我們在正式比賽開始之後，靠著短打以及盜壘，第一局就得到三

分，我們就是靠這三分取得勝利。116 

可見以棒球勁旅高雄第一公學校為例，訓練不僅嚴格且相當專業。 

然而，一般的狀況，公學校的老師多半出身師範學校，棒球的見解也多為

從學校社團獲得，專業程度非如進軍都市對抗賽與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可比擬，

宋宦勳因此指出「棒球隊的教練叫內田，台北師範學校畢業，畢業後派到美濃來

教書，…內田老師的訓練非常的嚴格，但後來我當教練後，才覺得以前小時候的

教練，都不是很專業，大多是教棒球的規則以及比賽怎麼進行，技術上其實沒有

教，…。」黃丙丁回憶日治時期的教練時也指出「教練都是日本人，年紀比較大，

職位比較高，對棒球的理解要看情況，有的是看得比較多，但是也不是很專業，

有的教練是不太懂的，只是在教導你在球場上的行為而已，譬如禮貌啊，比賽的

作戰，也不是很懂。」117 

換言之，從不同案例中，學校棒球隊老師的訓練，是否具有高度專業性，

可說是因個案而定，但訓練過程中的艱辛卻是共同的經驗，二十世紀日本最具代

表性的學生棒球推動者與棒球評論者飛田穗洲表示，野球練習如同坐禪，目的是

要求精神集中、忍耐而達到往我的境界，為此艱苦的身體磨練，其真正之用意為

精神鍛鍊。118 

訓練不僅是為了個人的身心修練，由於「…棒球是團體運動，最重要的是

合作以及運動精神…」119因此，棒球更重視不同個體所集結的群體力量，在個人

的修練之外，團結一致對外被強調，而其目的則是認為團結是勝利的憑藉，而勝

                                                 
115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收錄於一公旗津國小校友聯誼會編

《校友會訊》，4（1989），頁 79。 
116 蔡鳳鳴口述，謝仕淵整理，〈蔡鳳鳴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6。 
11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3。 
118 飛田穗洲，〈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臺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夕 2 版。 
119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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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不僅是關個人也事關學校，甚至國家。120由此，棒球遂由個人的意義，擴散至

學校與國家的榮譽。 

 

二、棒球的觀眾─以啦啦隊為例 

公學校棒球社群之形成，除了球員外，到場加油的學生，亦為日治時期重

要的棒球社群。日本棒球發展早到十九世紀末，便建立講求集團主義的「一高式

野球」的價值，認為對外比賽是為爭取學校精神，因此選手之外的學生也應該與

球員為同一集團。121因此，本文擬以公學校啦啦隊為例，說明公學校棒球社群中

的觀眾群體。 

由於熱情的啦啦隊與激烈的加油方式，往往延伸許多負面問題，因此日本

為日本棒球發展過程中，曾為棒球賽是否需要啦啦隊以及啦啦隊應該如何合宜的

加油等課題，有許多討論。1910 年代中期，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運動刊物《運動

と趣味》曾以幾位教育界與知識界人士的言論為例，說明運動競賽中啦啦隊如何

合宜的加油。有的意見認為加油可發洩精力，且觀眾與比賽本來就融為一體，跟

著加油並無不妥，但對於過度的喧鬧則應禁止，有的則認為狂亂吵鬧的加油方

式，形同對運動的汙辱。122 

1920 年代廣為流行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則認為過去「一高式應

援」的啦啦隊加油風格，是由很誇張的奇裝異服對對手大聲嘲笑怒罵，加上身體

的動作、旗幟、與鼓的助威所構成，這樣的加油方式，在日本廣泛流傳，但也備

受爭議，甚至有許多球賽的衝突，都來自於觀眾席的加油團。因此第一屆大會以

來，主辦單位便企圖將啦啦隊規律化，透過報紙鼓吹堂堂正正的加油，並規定各

隊啦啦隊不得穿著不正經的服裝與卑劣的言行，同時將啦啦隊與一般觀眾隔離，

以避免啦啦隊的失序與激烈影響其他觀眾。123 

因此，隨著棒球的流行，有關當局對於啦啦隊的問題一直抱持極力規範的

態度，深怕發生不當攻擊、謾罵等違反運動精神的事件。1921 年首屆的台北大

會中，因此規定啦啦隊的加油僅能以拍手方式進行，啦啦隊成員以五十名為限，

同時必須由一名老師指揮。1241932 年的野球統制令中，對於少棒的規範也說明

應該禁止成立有組織的啦啦，同時加油時需穿戴學校制服與帽子。125 

然而，即便主辦當局對於啦啦隊有所節制，但禁止組織啦啦隊一事，倒與

實情不符。事實上，日治時期公學校棒球比賽時，皆可見陣容龐大的啦啦隊加油，

                                                 
12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70。 
121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25-28。 
122 〈運動競技と應援の可否〉，《運動と趣味》，2：7（1917.7），頁 35-40。 
123 有山輝雄，《甲子園野球と日本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 101-103。 
124 湯川豐雄，《臺灣野球史》，頁 269。 
125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頁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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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比賽輸贏不僅事關個人，也不僅是棒球隊之榮辱，因此各校紛紛組織後援啦

啦隊，表現出學校團結一致的態度，此即在甲子園棒球文化中「全員一丸」、「應

援團與選手的一體感」價值的體現。126一方面對於球員而言，「啦啦隊也很重要，

學生打球若沒有觀眾，就打得不起勁。」127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很要求打球

的精神與氣勢，不只是球隊，觀眾也一樣，比賽的時候，觀眾在旁邊加油，很投

入看球，都比打球還要累。」128雖非公學校但同為觀眾的陳保德則說「自己雖然

不是棒球隊的一員，但每次在嘉義棒球場比賽的時候，我一定是啦啦隊的成

員，…，好像自己就像是再場上競技的選手一樣，總是大汗淋漓。」129可見啦啦

隊融入比賽的程度。 

由於比賽時各校總是動員啦啦隊前來助陣，且總是熱心加油，局面如同台

南的黃丙丁指出：「比賽的時候學校的學生會去加油，一個學校來加油的學生有

幾百個，有點在拼的感覺，誰也不想輸誰，兩邊都會唱歌加油，場面很熱鬧。」
130美濃的宋宦勳提及 1940 年代初期，學校動員學生到旗山為球隊加油的過程：

「我們到旗山大概六公里，要到旗山比賽的時候，都會全校出動，當時美濃公學

校，是全高雄州第二大的學校，每個年級有三百多個人，你看全校出動，加上學

生家長以及關心比賽的人，兩千多個人一路走到旗山加油，這麼多人可以把球場

包起來。當時加油的人，情緒都很高，唱自己學校的啦啦隊歌，會唱到流淚。」
131高雄一公的李世雄的回憶指出「參加的學校有一公、二公、三公、一小、二小

五間，在西子灣的野球場進行比賽，裁判員是大澤、池松、內崛、八田等人，由

高雄市長進行比賽的開幕式，在球場上各學校的應援隊大約一千人，…」132換言

之，為球隊加油已經不是球員的事，而是全校的事甚至是地方大事，如此也可見

少棒比賽中，觀眾席上學校啦啦隊加油之盛況。 

由於日治時期棒球的價值，講求「全員一丸」、「協同一致」的精神，因此，

包括啦啦隊在內的加油觀眾，對於比賽的參與感並不輸給球員，對於球隊勝負也

往往甘苦與共。由於啦啦隊的氣盛，往往也代表著學校，因此各校無不想盡辦法，

發展出具有學校特色的加油方式。花蓮的蘇如松指出：「還有寫加油歌，啦啦隊

在學校還要受老師的訓練，訓練唱歌、如何加油的。比賽的時候，啦啦隊要加油

唱歌，所以場面很熱鬧。」133 

棒球勁旅高雄第一公學校甚至「從四年級生到六年級生，則被選進入應援

                                                 
126 清水諭，《甲子園野球のアルケオロジー―スポーツの「物語」・メディア・身体文化》，（東

京：新評論，2002），頁 32-38。 
127 高市文獻委員會編輯，〈九十三年度「揮棒敘舊重返榮耀」─棒球界耆老座談會會議紀錄〉，《高

市文獻》，17：3（2004.9），頁 87。 
128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2。 
129 〈陳保德校友訪問記錄〉，《嘉農口述歷史》，頁 170。 
130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7。 
131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5。 
132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頁 79。 
133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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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應援的相關要領，是由川口先生給予很好地指導訓練。…我們就擔任應援團，

以三、三、七的拍手聲和本校的應援歌（守備、攻擊歌、南台的天空）極力來應

援。」134另外，「本校啦啦隊，聲援的盛況，似可媲美日本早慶球賽。因為有受

校友們所愛唱的守備歌、攻擊歌、大武山頂、南台之天等歌聲嘹亮，藉以激發士

氣。」135（如表 5-2） 

表 5-2  高雄第一公學校比賽時啦啦隊歌曲 
歌名 日文原文 中文翻譯 

大武山頂 大武山頂輝くあした  南瀛の怒

濤逆卷くタベ   この搖籃に育

ちし吾等   見よや今  男々し

の姿  ああ勇ましや男々しき健

兒  我に覇者たる 歷史輝く  

いざや いざ 戰わんかな 

奮え健兒  一公健男兒 

大武山頂上，朝陽正輝映，南海的怒

濤，洶湧又膨湃，在此搖籃裡，百鍊

成精鋼，瞧吧我球隊，雄姿加鬥志。

凜凜的威風，英勇的健兒，稱雄又稱

霸，歷史已久遠，要堅定信心，不惜

去一戰，鼓起勇氣來，一公好男兒。

南台の天 南台の天   高くして  壽峯の

綠   いや深く  缥渺の原   南

瀛の  怒濤のほとり 學び舍に

輝く譽れ 身に受けて   集う

我等が 意氣を見よ 

 

一公一千余有人   みな熱血の 

健兒なり   今旭日に  面映え

て   吾等が意氣や いや高し 

行け行け健兒  我が友よ   榮

光 行く手に輝けり 

南台的節令，天高又氣爽，壽峰的濃

綠，美麗又清翠，汪洋的海洋，一望

無邊際，怒濤的海濱，就是我黌舍，

輝煌的戰績，身受邀請賽，我隊一出

場，意氣就沖天。 
 
一公的健兒，一千有餘人，熱血都洋

溢，情緒又昂揚，受晨曦所照，滿臉

都通紅，我隊的鬥志，頓時就高亢，

勇往直前去，奮力來抗敵，勝利的榮

光，就在你身邊。 

守備の歌 寄せ來る敵は強くとも    我に

鍜えし腕あり    金城鐵壁  い

や優る   この堅壘を 見よや

見よ   守れ守れ 堅壘を 

毋怕強敵來侵襲，大家快奮起，只憑

無畏的勇氣，鐵似的手臂，金城鐵堡

難破棄，堅守陣地志不移，抗到底，

抗到底，必得勝利。 

攻擊の歌 攻擊だ 攻擊だ 襲えや襲え 

よき武者ぶりだ おお一公 

吾等戰士の ラララ 胸や高鳴

る 

戰士齊奮起，快迎頭痛擊，衝破堅磊

展鐵臂，同心合力敗強敵，喔，喔，

衝上去，必得偉大的勝利，啦啦啦，

再繼續努力，努力，努力，我們的戰

                                                 
134 施正義，〈施正義自敘傳〉，《校友會訊》，6，1991 年 9 月 30 日，頁 75-77。王天賞也談到了

川口指導學生加油時的印象。王天賞，〈新墓落成悼念恩師川口先生〉，《校友會訊》，9，1996
年 6 月 30 日，頁 78。 

135 旗津國小一公校友聯誼會編，〈母校創立九十年校史沿革概說〉(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校

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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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  一公  一公  おお 一公

ナイン 

士（胡雷 一公 胡雷 一公 胡雷 胡

雷 胡雷） 

資料來源：旗津國小一公校友聯誼會編，〈懷念的一公應援歌〉，《校友會訊》，創刊號，1986 年 9
月，頁 32。高雄市旗津國民小學編，《旗情津愛育百年  高雄市旗津國民小學慶祝創校一百周年

特刊》，頁 59。 

依照場上的局面，搭配不同的歌曲，不僅為場上的球員聲援，也讓場邊的

啦啦隊員感同身受的參與比賽勝負的過程。 

不僅加油的方式有各校的特色，為凝聚士氣，各校對外比賽，從出校門便

是整裝待發一路加油，直到比賽會場，「當時南門小學校與末廣公學校競爭很激

烈，我們都去加油，從學校出發到台南市棒球場，一路上大家士氣很高。」136

高雄第一公學校的莊銘燦說「每個學校都是隊伍整齊的帶隊到體育場，每個學校

各自也有自己的加油口號，同時，也一定會唱著自己學校的校歌。」137「學生不

管在校內校外的行進，必定讓喇叭隊站在前頭吹著，大家踏步整齊往前邁進」，

為此「川口先生是市內各學校的前輩，一公軍號隊的成立功勞者。放學後，肺活

量大的人，特別被選為喇叭手，每天由老師指導下練習一小時。隊員的補充營養

的錢是老師由自己有限的薪水中支出。」138 

                                                

從高雄第一公學校以及其他的口述資料，得知各校均有自己的加油方式，

甚至因應不同比賽狀況的歌曲。透過屬於「我校」的加油方式，將觀眾與球員、

球場內與球場外的狀況緊緊聯繫，如此團結一致的加油方式，也被認為「屢次對

外比賽，加強校友的團結，培養團隊精神與愛校情操，堅忍不拔的毅力和百折不

撓的鬥志，充分顯示一公健兒的氣魄和自尊心。」139 

透過場內場外一致的「全員一丸」精神，球場上的勝負與啦啦隊的表現結

合成一體，棒球運動中的競爭、勝負、團結的精神，亦在球場內蔓延至觀眾席的

同時，深化成為在場每個人的價值。 

 

第二節  棒球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壹、身體技藝與殖民地的「現代性」 

一、棒球的身體技藝 

棒球盛行的一九二、三○年代，台灣人對於體育運動的觀念與日治初期已

 
136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0。 
137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5。 
138 施正義，〈施正義自敘傳〉，《校友會訊》，6，1991 年 9 月 30 日，頁 85。 
139 旗津國小一公校友聯誼會編，〈母校創立九十年校史沿革概說〉(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校

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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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變，甚至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重的觀念。140並認為體育運動可使「…以期進

出島外，並且努力於能得參加國際的競技場中去爭雄才是。在此新年提倡運動第

一！須知有康壯的身體才有健全的精神而後理想的事業亦才會成功呀！」141對教

育當局而言，如同棒球的競技運動，符合公學校體操科中游技所強調的競爭、協

同合作、自制的價值。 

如同臺灣在殖民統制階段所經歷的近代國家過程，對於體育運動的實施，

往往被隨著對國民身體資源的運用與調配。Tony Schirato 認為： 

從國家主義的觀點來看，各國的人口確實比較像是一大問題而非資

產─人民潛藏的危害，包括暴力、威脅與破壞，不事生產卻又會耗

盡資源。因此，國家必須設法確保國民的身心健康與教育水準，同

時也要教導他們舉止得宜、增產報國。光靠運動恐怕無法達到上述

的目的；最好的解決方案是集結傳統運動、體能文化與訓練，設計

各種體能活動。」142 

而以伊里亞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過程」概念，可說明體育運動的

發展不僅國家主義對於體育運動功能的期待，十九世紀英國的運動化過程： 

…是掌控、改良血腥運動，甚至是宣佈血腥運動違法的重要因素，

直接的方式是透過立法，或是間接地將獵狐活動法典化、儀式化，

進而幫助暴力混戰式的足球，轉型成為較嚴謹、較守秩序的運動，

因此能降低選手受傷或死亡的風險。更重要的是，運動化過程將這

些活動重新描繪為複製、控制社會文化的場合（強調團隊合作、競

爭與自律的價值）。這麼一來，人們的感覺、激情、不滿與情緒，

都能在受限的、較安全的球場與體育館空間內，透過參與與觀賞的

模式獲得紓解。143 

在鼓勵競爭與遵守規則的空間中展現自由精神，滿足競賽參與者的競爭欲

望與趣味性的追求，進而在自我節制的同時，也同意了國家以及運動組織所加諸

對於運動的介入。 

從身體技藝的面向來看，棒球運動告訴球員必須了解規則，並在規則許可

的範圍內爭勝，因此就讀嘉農的劉正雄表示： 

…棒球不是會打會丟，力量大速度快就可以贏的運動，要了解規則

也要利用規則…，…大概七、八點，開始對野球的規則與戰術，進

                                                 
140 例如戰後參與合庫棒球隊甚深的張我軍，便提出獎勵體育，俾便德智體並重，是西洋得以強

盛的要因，故而鼓勵重視體育運動。張我軍，〈生命在，什麼事做不成〉，《臺灣民報》，3：10
（1925 年 4 月 1 日），頁 10-11。 

141 張如陵，〈臺灣人的運動為怎麼不振？〉，《臺灣民報》，294，昭和 5 年 1 月 1 日，頁 14。 
142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臺北：韋伯文化，2009）年，頁 67。 
143 Tony Schirato；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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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模擬考試，就像是跑者在不同的狀況下，跑壘的方式都會不一

樣，每個守備位置遇到不同狀況，也要有不同的處理，這些都是做

個棒球選手要記住的，要不然不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棒球選手。被問

到的時候，不能想太久，反應要很快，如果回答錯了，馬上就是一

個巴掌。144 

棒球技術的訓練過程中，身體技藝的掌握，並且朝向規範與發展的雙重面

向，不斷強化選手對於身體能力的控制與使用，例如，棒球要求速度快與力量大，

因此「…我當時常常晚上練習揮棒，增強揮棒的力量，棒球攻擊就是要靠爆發力

跟速度，我從小跑步速度快，所以老師就要我增強力量，我就一有空就拿著球棒

練習，…」145 

然而，身體能力朝向更快更強發展的同時，也同時必須按部就班的遵守規

範，「…老師教打棒球，就告訴我動作確實與標準是很重要的，接球的時候要正

面迎球，手要在手套旁準備，傳球時揮臂，手要過肩，不能側投。每個人的動作

都一樣，很標準，不標準是不能打球的。」146花蓮的高文章則說「日本時代練球

的時候，就是講求扎實的基本動作，要有變化是要在基本動作的基礎上，這個是

我們的前輩從小到大就這樣教我們，基本動作一定要練好。」147也就是說棒球運

動具有驅使球員強化身體的能力以及規範身體的雙重意義。換言之，棒球運動為

兼具「生產性」與「壓抑性」的「身體技藝」。 

 
二、競技、運動家精神、與身體技藝 

再者，由於體育運動競技不會導致喪失性命，失敗可以期待下一次的比賽，

對於運動的熱情也就能夠持續下去，「生產性」與「壓抑性」的「身體技藝」因

此能夠不斷延續，重複練習。 

「身體技藝」的過程中，為降低身體競爭所可能產生衝突的風險，因此透

過運動家精神的強調，在努力求勝的同時，也在為可能的失敗預下解釋。日治時

期的棒球選手普遍認為「勝負不在乎，勝不驕敗不餒，知道如何競爭，知道服從

規則，這是運動最好的訓練。」148或者「棒球雖然是拼輸贏，但運動精神很重要，

比賽結束，輸或者贏都要接受，日本人運動精神很好，輸了也不會吵架，很甘願。

這就是スポーツマンシップ（運動家精神，sportsmanship）」149 

由於冠軍只有一個，奪冠願望並非人人如願，因此球員在奪得勝利的價值

                                                 
144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7。 
145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4。 
146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2。 
147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4。 
148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3。 
149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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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總要面對失敗，這時「運動家精神」便成為失敗者保留尊嚴的說法。 

不管是勝或者負，遵守規則合宜的競爭，便具有運動家精神，如此運動競

賽就沒有絕對的輸家，更何況還有下次的比賽可有機會一雪前恥。「生產性」與

「壓抑性」的身體技藝，也在運動家精神的概念下，得到更完整得以持續的動力，

使之得以「再生產」。 

 
三、身體技藝與現代性 

日本殖民台灣所帶來的近代國家歷程，透過具有穿透力的官僚體制以及數

字化的管理，每個個體都被清晰的掌握，為政治支配以及發展產業所必須的人

力，個體的能力被強調，個體成就群體的邏輯，成為重要的價值，這背後還有社

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我們可從每年度的台灣統計書，可知從細項數字到群體之

間，其實伴隨著對個體規訓與整體掌握的兩者兼具。 

在此情形下，個人的個體性被強調，但其策略則是藉著鼓勵個體的發展，

而成就最後整體能力的提升，從運動競賽來看，個人的個體性被強調，但需與團

結合作的精神相互搭配，努力求勝很重要，但也不應該以違反規則作為前提，這

是個不斷鼓勵成長也處處設限的機制。 

從體操課所涉及的身體技藝來看，運動競賽對比軍事教練以及體操，更具

有讓人不驗其煩的趣味性與刺激性，如同柯仙宏指出「棒球則是我最喜歡的項

目，因為相當有趣，而且棒球不只是要體能與技巧，更須要動腦，因此很有趣，

比賽跑還要刺激，」150這種趣味性從休閒的角度來看，帶給人許多的自由。如此

一來，像棒球這樣的運動競賽，才會對人產生如此深遠的吸引力。 

棒球強調「生產性」與「壓抑性」的身體技藝與近代國家支配的關連性，

才能夠不著邊際且心悅誠服的被運動參與者所接受。如此一來，讓人更自由、鼓

勵更競爭，但是卻也處處產生規範。因此透過棒球競賽的參與與觀賞，參與者都

在實踐與接受一種以從順為前提，培養合作、自制、競爭的價值，而如此的實踐

正呼應近代國家的治理原則，此亦殖民地的現代性具體之表現。 

 
貳、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自我認同 

一、公學校棒球參與者的社會經濟背景 

一九二、三○年代，在公學校讀書接觸棒球的台灣人，既是學校對外比賽

的代表，也是作為日治時期棒球運動價值的實踐者，更可能是比賽上勝利的英

雄。具有如此多重意義與身分的棒球選手，究竟在日治時期的社會具有何種意

                                                 
150 柯仙宏口述、謝仕淵整理，〈柯仙宏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7。 

 229



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義，換言之，棒球對於選手而言意味著甚麼？首先，必須從日治時期中期，公學

校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來談起。 

1930 年與 1935 年，公學校就學率分別為 41.5%與 57.6%，151約有一半的學

齡兒童無法入學，其中原因並非台灣人對讀書缺乏意願，而是因為學校不足的原

因。152 因此，截至 1930 年代，仍有約四成的學齡兒童未就學。 

在這個包含了六成學齡兒童的公學校學生群體中，根據資料顯示，公學校

棒球選手的家庭，通常經濟條件不算太差，家長的態度也大致上支持。贊成的家

長，如洪太山、劉革新、陳潤波的父親，甚至會買昂貴的手套給孩子使用，153

家裡擁有北港朝天宮前幾棟房子的蔡溪松： 

                                                

我的爸爸認為說，花錢買球具，讓小孩子整天去運動，也不會去做

壞事。像是我們要買球衣，一套投手服，就再買一套捕手服給同學。

但是北港沒有棒球球具的店，所以都要到嘉義去買，都是軟式的。

家裡會順便買球具給家境比較不好的同學，這一方面說明家長對棒

球的支持態度以及經濟能力。154 

陳嚴川的家中「…是經營計程車還有貨運，從小開始我爸爸就沒有反對我

打棒球，而且還很贊成。」155高雄的蕭長滾則是「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樂所以

並未反對，只是關心並未反對。」156在高雄美濃的宋宦勳「我的父母沒有反對我

打棒球，我家的家境很不錯，我的哥哥都是去日本讀大學的，我爸爸有錢，是讀

國語學校畢業的，…，學校畢業之後回到美濃開設酒廠，賺很多錢，大概比較有

讀書見過世面，知道棒球是在幹嘛。」157從上述的例子，說明公學校學生棒球選

手多半屬於社會經濟條件不差的家庭。 

 
二、「德智體」兼備者 

公學校棒球代表，多半出身社會經濟條件不差的家庭，加上棒球選手往往

德智體兼具，這也讓這樣的一群人，成為與眾不同者。1929 年，《臺灣民報》以

一篇〈提倡獎勵體育〉說明人類之競爭不僅限於智力，也及於身體的健全，因此

說明獎勵體育之重要性。158因此，棒球盛行的一九二、三○年代，台灣人對於

 
151《台灣省 51 年來統計提要》，1241 頁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 
152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17 頁。 
153 請參考陳潤波口述，謝仕淵整理，〈陳潤波先生棒球口述歷史〉，頁 113。洪太山口述、謝仕

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頁 68。劉革新，〈台灣人是棒球迷〉，收錄於劉克全編，

《半個日本人》，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154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0。 
155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2。 
156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1。 
157 宋宦勳口述，謝仕淵整理，〈宋宦勳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4。 
158 該篇報導之重點為「今日世界人類的競爭不但限於智力方面，以為健全的精神是宿在健全的

身體，所以對於體力的精進，體骼的改造皆非常的注重，近來國際間的運動競技大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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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的觀念與日治初期已有所改變，甚至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重的觀念。159 

162 

4 

                                                                                                                                           

德智體並重的價值，成為棒球運動在學校發展重要的教育價值基礎，然而，

這不意味著教育的重點可以向體育傾斜，事實上，棒球運動最常遭致的批判之

一，就是過度投入練習成為專業選手而荒廢學業。160因此，各校訓練通常都不

用上課時間，1936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奪得高雄市冠軍時，陣中成員之一的蔡鳳

鳴說「日本人都是利用課外練習，不會佔用上課的時間，不影響功課。」且「日

本時代對於學生的定義，跟現在不同，當時是體育與學業、品行都要兼顧，才是

標準的。」161公學校畢業後讀了一年高等科的蔡鳳鳴，考上了高雄中學。再者

如同李世雄指出，「選拔棒球選手的標準不僅在於球技，學業成績也必須名列十

名之內，…」

由於日治時期的考試制度並不因棒球選手的資歷而加分，因此如欲升學的

棒球選手，也須兼顧功課，以嘉農的劉正雄為例：「我公學校畢業之後，當時就

想要考嘉農，而且就是跟棒球有關，但是考試的時候，不會因為你有打棒球而錄

取，完全是照規定。」163換言之，就讀嘉義白川公學校的劉正雄在學期間，也

是個能兼顧學業的棒球選手。為了棒球隊的學生課業能夠不落人後，「…住宿選

手和一般學生、高年級生下午五點開始由老師進行補習，老師無代價的付出，讓

學生對老師懷有很大尊敬。」16

體育表現傑出加上課業必須兼顧，以及棒球訓練過程中，精神磨鍊、團隊

精神的培養，滿足德育教育的價值，身為日治時期公學校棒球隊的代表，通常皆

為「德智體」三育兼具者。 

 
三、棒球選手的自我認同：從自我優越到團隊合作之間 

出身一定社會經濟條件家庭的球員，且是「德智體」三育兼具者，由於又

是學校的代表，因此在學校甚至在社區都常引人注目。通常，代表學校出外比賽

贏得勝利者，如同「打狗公學校兒童保護者會長黃國祥先生自費設席六桌慰勞選

 
各國體力比賽的一個機會。所以各國之人都很在獎勵體育，以提高國民的實力，甚且努力於

國際的競技場中獲得錦標，以誇耀於世界，尤其是在新興的國家或各弱小民族，最為努力於

此機會獲勝，可於國際場中佔一地位，使世界人認識他們的存在。」臺灣民報，〈提倡獎勵體

育〉，《臺灣民報》，262 號，1929 年 5 月 26 日，頁 2。 
159 例如戰後參與合庫棒球隊甚深的張我軍，便提出獎勵體育，俾便德智體並重，是西洋得以強

盛的要因，故而鼓勵重視體育運動。張我軍，〈生命在，什麼事做不成〉，《臺灣民報》，3：10
（1925 年 4 月 1 日），頁 10-11。 

160 〈兒童の野球爭霸戰 犧牲は莫大〉，《臺灣新民報》，1930 年 8 月 9 日，13 版。 
161 蔡鳳鳴口述，謝仕淵整理，〈蔡鳳鳴先生棒球口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7。 
162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收錄於一公 旗津國小校友聯誼會編

《校友會訊》第四號，1989 年。頁 79。 
163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8。 
164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校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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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並在運動場開演野台戲，表示慶祝。」165或者「代表學校得到冠軍，是很大

的榮譽，贏了之後在學校或者在旗後都會得到稱讚。…拿著優勢旗遊街，繞了一

大圈行經媽祖廟拜拜，之後回學校。到學校的時候，學校與家長聯合一起請我們

吃飯，那一餐的滋味相當好吃，印象深刻。」166所受到的待遇格外不同。 

而從另外一個面向來看，許多人原本不是棒球選手，但是因為如此看到棒

球選手成為為學校、為地方爭光的人，因此也立下成為棒球選手的願望，這個願

望的啟蒙，是來自對棒球選手的欽羨，1931 年，當年七、八歲的劉正雄親眼目

睹嘉農拿到甲子園亞軍時回嘉義的盛況，「…他們回嘉義的時候，球員跟教練坐

車遊街，很多嘉義人都出來歡迎，大家跟「肖仔」一樣，我也有去看，那個時候

就想說不打棒球不行…」167而在苗栗長大的陳嚴川在公學校即將畢業的那年，就

讀早稻田大學，創下六大學全壘打紀錄的鄉親吳明捷回鄉訪問「他有一年回苗

栗，我們去車站歡迎他，他還來教我們打棒球。吳明捷的身材很魁武、很壯，大

家很崇拜他，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打棒球就要成為那樣的選手。」168 

為學校、地方贏得勝利的運動選手，是眾人注目的焦點，然而，日治時期

學生運動的發展最為忌諱的便是棒球選手的明星化，並由此接受運動贊助者過於

豐厚的賞與，因此而明文禁止。169對於教育當局而言，選手的明星化為必須預防

的現象。 

對棒球選手而言，明星化須視客觀環境的發展，然而，就一般狀況而言，

不管是旁人的鼓舞或者是棒球選手透過棒球運動所產生的自我認同，都建立出一

套強化個體能力與個人優異，最終係為成就團體榮耀的價值，此即從自我優越到

團隊合作之間邏輯的構成。 

許多的資料顯示，棒球選手認為自身的經歷，讓自我產生有別於常人的優

越，劉正雄便認為「因為小時候就接受運動的磨練，以後才會「大尾」，意思是

才會成材。」自認接受棒球訓練對人生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如同他所說，是對自

我接受艱辛訓練的認同與自信，因此他說： 

打棒球的人，不用為了更好的結果，而表現給別人看，而是應該揮

發自己十分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就有價值了。棒球也是，

棒球的每個動作有沒有盡力去完成，不是為了表演給人家看。盡力

就會有效果，打棒球就會贏，這不僅是棒球，也是人生的標準。我

在彰化銀行，工作的原則就是這樣，不用去刻意表現，巴結上級，

洪太山也是有這樣的精神，我升上當經理，部屬犯錯，總行來調查，

                                                 
165 蔡南清，〈優勝旗〉，《校友會訊》，3，1988 年 8 月，頁 84。 
166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167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7。 
168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169 東田一朔，《プロ野球誕生前夜 ─球史の空白をうめる─》，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

頁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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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才剛上任，但我自請處分，太山在台東的時候，也是用這樣

的態度，別人都笑我們笨憨人。170 

自認為接受棒球訓練而跟人與眾不同者，蔡文玉也指出「有運動精神的人，

人格不一樣，風度、做人都不一樣，生意人賺錢不擇手段，生意人有些不守道德，

經過正式運動訓練接受運動精神，比任何的教育還有用。」171他們的口述，是對

棒球運動價值的描述，但是就另個面向來看，也是對自我的剖析。 

然而，自認為與眾不同的價值，是以成就團隊的榮耀作為前提，因此如蕭

長滾指出「我覺得自己在棒球訓練中吸收到正當團隊生活的規矩，是一種很好的

人格養成，對思考和為人處世都有很好的影響。棒球也是種很好的精神磨練，團

隊生活也讓人不會有自私的心理。」172綜言之，參與棒球的經驗，足令棒球選手

產生一種為努力強化自我，進而為團隊奉獻的自我認同邏輯。 

透過體育運動的參與，經由身體技藝與精神價值的反覆訓練，讓這群生活

在 1920、30 年代的台灣人，透過自我建構與認同的歷程，學習關於刻苦耐勞、

團結合作、爭取勝利等價值，棒球因此成為陶冶「少國民」國民精神的代表性運

動。 

 

參、認同、物質與記憶─以優勝旗與紀念章為例 

一、棒球運動與物質文化 

前文所述，棒球選手的自我認同主要透過身體技藝的訓練與精神價值的灌

輸等兩個面向，實際的比賽中，啦啦隊與棒球隊員之間的關係，也強化了棒球員

的自我榮譽感。除此之外，棒球運動中所涉及的物質文化，更是參與者認同此項

運動，或者延續運動價值的重要切入點。 

物質文化通常用來指涉社會文化體系運作過程中，因為獨特且繁複的社會

文化脈絡，而產生與創造出來的物件（objects），此物件的功能、內涵與意義可

見其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關係，與社會文化中其他面向如宗教、政治、經濟、親屬、

心理需求、生態環境等制度密切整合，因此必須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中來討論或理

解物件背後的意義，及其所形成之物質文化。173 

對此，Arjun Appadurai 指出人的活動與交易/交換行為帶給物與貨物生

命，所以物像人一般有其社會生活，也因此研究「物」有助對人類文化與歷史脈

曾

                                                 
170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79。 
171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3。 
172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5。 
173 王嵩山，《過去的未來》，（台北，稻鄉出版社，1991）。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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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了解。174而在現實世界中的物被納入社會互動中，因此物質文化的討論，將

使社會結構能具體化，並反映我們的社會現實的本質與形式。175 

公學校的少棒運動，由於「…少棒的時候，打球的器材都是學校提供的，

我們不用準備…」176的現象相當普遍，因此，日治時期公學校棒球運動的物質文

化，較少涉及因為資本與消費所產生的消費主義與拜物主義等問題。故而本文所

關注的焦點，係呼應前文所談關於競爭、自制、合作、勝利等棒球運動的價值，

如何透過特定物質而強化此些價值，或者具有代表此些價值的物質，而強化物質

與價值、認同間的彼此關係。 

 
二、優勝旗的物質文化 

棒球運動所強調的價值，無論是團結、合作、自制等都是為了贏得最後的

勝利，而對從事棒球運動的棒球隊成員而言，代表勝利的優勝旗，則成為優勝的

象徵，因此每個棒球隊員，都希望能夠得到象徵勝利的優勝旗。 

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化，贏得冠軍者通常可獲得保留優勝旗一年的權力，下

屆比賽必須還給主辦單位，除非連續三年奪得冠軍，就能永久保留。因此，如同

黃丙丁說指出「連贏三年可以把優勝旗永久保存，所以每個學校都會希望得到優

勝旗。」177或者如同蔡諒所指出「當時花園小學校已經連續兩年得到冠軍，再得

一年冠軍就能把優勝旗給帶回學校，永久保存。…，我們打敗他們，…結果每個

人都哭了。」178長榮中學的潘坤西則在自己的棒球夢中說著「我決定要當非常光

榮可以握著優勝旗的好投手」。179優勝旗是勝利的代名詞，也是象徵勝利願望的

具體投射。 

由於優勝旗代表著勝利的榮耀，同時，作為「物」的優勝旗，也因為是存

                                                 
174 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余舜德引據 Arjun Appadurai 的討論，指出物本身沒有既定的意涵，物的意涵或顯著性

（也就是價值）是文化建構的過程所賦予。他引述經濟學家 Simmel 的論點，強調物的價值並

非來自於物內在質性（inherent property）的展現，而是人們對物的判斷之結果，不過人們如何

判斷物的價值又與交換（exchange）有密切的關係，因為交換的過程中，渴望得到之物的「難

以獲得」（或說各種因素造成的障礙）是決定物的價值主要的原因，因而我們的渴望是藉由

犧牲別的物（或價值）以換得滿足，價值乃是來自於人們如何犧牲（別種價值），以縮減與

渴望之物的距離；所以說，是交換──而非單純之「物性」或經濟學「物以稀為貴」的原則

──設定了物的經濟價值。因而 Appadurai 強調，價值乃來自於交換之政治過程。據此，「物

的社會生命史」要求研究者深入物的生命史中出現之身份與價值的轉變，瞭解歷史與社會的

過程如何於文化的脈絡中發生，並定義了物的意義與價值。余舜德，〈身體經驗、物質文化

與日常生活：一個歷史研究取向之探索〉。 
175 Tim Dent，《物質文化》，（台北：書林出版社，2009），頁 8。 
176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17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7。 
178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5。 
179 潘坤西，〈野球〉，《輔仁》，13 號，台南長老教長榮中學學友會，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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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實體（物），成為回憶勝利當下的媒介，看到優勝旗就如同再次重溫勝利的

情景，日治末期曾奪得中等學校棒球賽冠軍的台南一中，一中學生劉革新回憶：

「…甫自學校附近芋帛作業吃完午飯回來的我，即受命擔任奉安室的糾察人員。

而我在站崗時，仍是兀自沉浸於優勝旗的英姿颯颯中。」180優勝旗已經成為奪得

冠軍的象徵，回憶當下勝利的媒介。 

對於這得來不易的勝利與象徵勝利的戰利品，因此必須「護送優勝旗和優

勝盃回北埔的路上，竹東人會在兩地交界的『水龍』堵我們。雖然庄內的選手和

子弟組成護旗團，將戰利品團團圍著」181，同時，每張強調學校所奪得的棒球勝

利時，照片中除隊員與師長之外，畫面中最為重要，且足以說明勝利的成果，便

是代表勝利的「優勝旗」。 

以圖 5-5 為例，1934 年南門小學校得到台南市的少年野球冠軍，優勝旗的

頒贈以及最後的合照，說明如何透過儀式與物質，把勝利透過物質化、具體化、

展示化，從而將此成果牢牢記住。 

 

圖 5-5  台南市少年野球頒獎儀式 

資料出處：〈南門悠悠優勝 台南の少年野球終る〉《台南新報》，1934 年 7 月 28 日，7 版。 

透過優勝旗的物質文化史解釋，說明棒球的意義，如同團結一致、奮勇攻

擊及其最後的勝利等價值，可透過如同優勝旗這樣的物質，而被可視化同時也被

具體化。 

 
三、「刻畫」記憶：以「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優勝章為例 

棒球運動所產生的價值，體現團結合作、自制協同等價值，也為奪取勝利，

從優勝旗的例子，得以了解運動的價值透過物質得以延續，物質成為記憶的觸媒

與意義的載體，更有甚者，反映當下歷史的物質，對於所有者而言，更可藉由物

                                                 
180 劉革新，〈台灣人是棒球迷〉，收錄於劉克全編，《半個日本人》，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181 張俊一，〈豪氣還在─記台灣光復前後棒球在北埔地區的發展〉，頁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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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人的關係，看到棒球的價值，如何不斷介入其生命，成為不斷重複與再寫的

生命記憶。 

日治時期棒球紀念章，除各種不同項目的運動之外，從其種類可分為兩種，

一為參加章，例如參加運動比賽、體育團體時所獲贈。另為優勝章，也就是獲取

一定名次後所得。下文擬就莊銘燦先生所有的 1929（昭和 4）年的「第一回全島

少年野球大會優勝章」為例，說明物質如何將棒球運動的價值意義化，同時深刻

的成為所有者的生命記憶。 

如圖 5-6 所示的「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優勝章」，是高雄第一公學校在

1929 年奪得全島第一回少年野球大會冠軍後所獲得，紀念章的背面寫著「第一

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優勝  臺灣體育協會  昭和四年」等字樣，正面除棒球裝

飾之外，可看見由拉丁文書寫的「VENI VIDI VICI」，翻譯成英文為「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意即「我來，我見，我征服」之意。182 

 
圖 5-6 「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優勝章」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筆者拍攝 

1929 年 8 月 4 日高雄第一公學校得到冠軍後，比賽結束當下，那枚優勝章

是經過慎重的對待才送到球員身上，此因比賽結束後，老師擔心球員將優勝章丟

失，所以比賽結束由隊長許炎代表接受後，便由帶隊老師集體保管，直到返回旗

津，校長在宴請球員時，透過公開的儀式，頒發給隊員們。183對於當時隊員之一

的莊銘燦而言，優勝章很珍貴，因此他在講這件事時，不斷強調「只有十一枚」，

說明優勝章的稀有性及其價值。 

                                                 
182此語出自羅馬時代凱薩在澤拉戰役打敗本都國王法爾納克二世後，寫給羅馬元老院的捷報。

凱薩以三個雙音節的拉丁語，寫成此口號。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i,_vidi,_vici。館藏1930年台中一中獎章，亦有「VENI 
VIDI VICI」等字樣，館藏號為2004.001.0304。 

183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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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Veni,_vidi,_vici


 
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圖 5-7  莊銘燦年輕時的沙龍照及 2008 年本人照片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左圖）。筆者拍攝（右圖）。 

莊銘燦的優勝章在比賽不久後，就被莊銘燦用金質鏈條繫著，可以繫在褲

頭，搭配服裝，成為身體裝飾的一部分，而在莊銘燦大約二十歲左右，優勝章與

父親傳給他的傳家懷錶，用條金質的鍊子繫在一起，隨時放在身邊（如圖 5-8）。

甚至，莊銘燦在十七、八歲拍攝沙龍照時，與盛裝的服飾相搭配的也是繫在褲頭

的優勝章，優勝章因此成為陪伴莊銘燦寫下青春記憶的物件。（如圖 5-7） 

 
圖 5-8  莊銘燦的傳家懷表與優勝章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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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件繫著傳家懷錶與優勝章的「物件」。莊銘燦說： 

我從少年時到現在，過年過節或者出席社交場所，如結婚喜慶、或

者跟朋友聚會聚餐，我穿比較正式的衫，這個東西就會繫在褲頭，，

有很多人看到了，就會好奇問我，那是甚麼（優勝章），我就要說

一次，我打棒球得到全台灣冠軍的事。184 

莊銘燦的公子莊公榮指出，從小到大父親在大大小小的餐宴聚會中，不是

經過別人追問，要不就是自己主動提起，不斷藉由褲頭上的優勝章，講著台灣史

上第一次的少棒冠軍的歷史，這樣的故事，莊公榮少說聽過上百次。 

在此過程中，優勝章成為記憶的觸媒，不斷透過優勝章講述歷史。而其重

點其實是優勝章可以佩帶在服飾上，成為身體的一部分。特別的是，莊銘燦將優

勝章經由適當的轉化，成為褲頭上的裝飾，而非很正式的佩戴在胸口。 

在此情形下，優勝章可以藉由與服飾搭配，將物件身體化，成為身體化的

物件後，具有展示的效果，物件因此成為可以看見的「對象」，讓佩戴者不斷回

憶此事，也讓好奇者追問此事。 

由於優勝章已成為身體裝飾的一部分，因此就能合理的陪同配帶者出現在

各種不同的公眾場合，因此將這段八十年前的個人記憶，透過公眾性的展示，不

斷的記憶同時傳播，也就是優勝章成為身體化的物件後，能夠透過日常化的實

踐，將記憶（特殊的）也給日常化。在特定機會中，便能一說再說，物件終而透

過日常化的實踐，跟佩帶者間產生親密的關連性，物件也由此產生「刻寫」的功

能。185 

八十年來的生命，優勝章未從莊銘燦的生命中消失，由於時常回憶，這段

歷史才會依舊清晰如昔。於是，優勝章成為記憶的觸媒，在莊銘燦日後生命史的

許多片刻中出現，也不斷藉此傳遞這段歷史。物件也由此產生記憶的功能。一枚

優勝章，成為記憶歷史與回溯生命的媒介，開啟一段由優勝章所書寫的生命史。 

 

第三節  勝與負之間：殖民框架與運動競技 

壹、輸贏的解釋 

一、公平與不公平之間：公平的規則與不公平的裁判 

                                                 
18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185 不過筆者也認為，優勝章能成為身體化的物件，跟這個物件本身的意義，非關政治性的特質

有關，甚至從戰後初期的歷史背景來看，優勝章反應的是打敗日本人的歷史，在戰後具有政

治正確性的意義。換言之，優勝章能夠成為身體化的物件，必須考量優勝章產生的時代背景

與意義，到了下個時代，是否見容於新時代的價值。舉例來說，日治末期戰爭動員下的奉公

章，不可能成為戰後初期日常的佩帶。因為物件的意義，不見容於新時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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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競賽必須公平，至少在規則的規範上必須對所有參與者公平，而規則

所提供正是一整套由命令、約束、規則與賞罰所提供的「秩序」，如果沒有制約，

沒有共識和理解，那麼競賽乃至遊戲的教育效果必定大打折扣。186因此，如同黃

丙丁所說：「運動上就沒有分別了，沒有辦法分別，所有的運動規則都是要公平，

結果也是清楚的，跑一百公尺輸了就是輸了，那有甚麼辦法不公平，不能看你是

日本人就不一樣，所以打球的時候，就都是公平的。」187 

棒球必須提供可供公平競爭的場域，日治時期棒球規則的確定與棒球體制

的建構同步發展，同時就規則本身也似乎沒有產生過大爭議。除了 1929 年由於

高雄第一公學校奪得全台灣少棒冠軍，因此引發抗議陣中有幾位超齡球員，對台

灣人而言，這是較晚就學所產生的現象，如當年主將許炎 1915 年出生，1924 年

入學，因此比一般七歲入學者大了兩、三歲，且參賽規則中並無明文限制參賽年

齡，因此此事並未影響高雄一公奪得冠軍的成績。 

然而，規則本身雖無太大爭議，但棒球比賽的好壞球、界入界外、安全上

壘與否都取決於裁判所裁定，由於並無絕對客觀之標準，因此若干爭議也就油然

而生。根據日治時期相關資料與口述歷史，日治時期棒球賽之裁判，大多由日本

人出任： 

比賽都是由市政府的人負責，裁判大多以日本人為主，台灣人較

少，大多是一些與市役所關係好的人，但是，硬式棒球賽都是日本

人當裁判，我想原因是因為日本人與主辦單位關係好有關，我想多

少也與日本人自認為是台灣的統治者的優越心態有關。但是當時日

本人接觸棒球比較久，對於棒球技術比較熟、規則比較熟也有關。
188 

就蕭長滾的認知中，日本人擔任裁判與棒球行政體制中日本人較多、日本

人對棒球比較了解、以及統治的優越心態有關。由於如此，有許多台灣人，認為

在比賽中就常出現判決不公平的現象： 

棒球比賽最重要的就是裁判，裁判可以左右勝負，我讀書的時候，

是球隊的投手，感覺裁判對好壞球的判決，就能影響比賽。輸給南

門那場比賽，我覺得裁判不公平，裁判是日本人，這樣的比賽日本

人認為不能輸。當時，當投手投球沒有甚麼變化球，老師就是教我

們投本壘兩側，好壞球中間，這種球就看裁判這麼判決，裁判不是

一直都不公平，但我覺得有幾個關鍵的球，都被判壞球，結果比賽

                                                 
186 Thomas, L. Goodale & Geoffrey, Godbey 著，成素梅等翻譯，《人類思想史中的休閒》，頁

191-192。 
18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188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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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輸掉。189 

跟日本人比賽的時候，覺得裁判會不公平，大家都知道，會偏袒小

學校，例如好壞球的判決不公平，有時候明明安全上壘結果被裁判

判出局，所以有的時候場邊的觀眾球場的球員會起衝突，觀眾看到

裁判這樣，也有人抗議，但是也沒有用。190 

場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甚至發生衝突，主要是因為台灣人對判決不

滿，台灣人就大聲抗議，抗議裁判不公平，有時大喊「這個球是壞

球，怎麼判好球！」。我有時也覺得有些地方不公平，但棒球比賽

就是裁判的判決為主，不滿也沒有辦法。191 

從苗栗的陳嚴川、高雄的莊銘燦以及台南的黃丙丁的口述中，可得知比賽

中判決不公對比賽的影響，但面對這種情形，也都無法回應莫可奈何。 

這些口述並不足以證明日治時期棒球比賽的判決水準極差，否則台灣人也

會失去對棒球的興趣，但有趣的是，認為裁判不公的理由，不僅來自裁判是日本

人，也來自於「日本人不能輸」的判斷，如此對裁判不公的描述與日本人不能輸

的判斷聯繫在一起，反應的心態其實是投射自身對殖民統治生活經驗中，台灣人

認為日本人佔有理所當然的優勢，裁判的不公正是體現這種不公與優勢的工具。 

 
二、「輸比贏還好」與「難得的勝利」 

由於殖民地教育資源存在小、公學校分配不均的狀況，因此，公學校的學

生雖從棒球運動中，建立起透過運動所帶來的精神與價值，甚至享受勝利的果

實，然而，一般來說，日治時期公學校棒球賽的勝利者，依舊以日本人學生就讀

為主的小學校為主。 

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異，大至包括場地與設備等，小至球具、教練等，192

因此當高雄一小聘請高雄州代表隊選手八田當教練，而二小則聘請鐵路隊的津田

為教練，但是高雄第一公學校「…都自力更生，由櫻井貫之、張煥德等師負起訓

練之責。至被選拔為代表隊後，才請築港井村曾登雄教練，來作義務性指導。」
193因此，「當時我們的實力不如小學校，所以都打輸比較多，小學校教練比較好，

而且日本人也比較重視棒球。」194  

                                                 
189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6。 
190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191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192 《臺灣民報》曾有報導指出嘉義街的公學校，相較於小學校而言，運動場皆是不廣闊，運動

器材都沒有齊備。〈嘉義街學校設備不公平〉，《臺灣民報》，昭和 3 年 11 月 4 日，3 版。 
193 旗津國小一公校友聯誼會編，〈母校創立九十年校史沿革概說〉(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校

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18-23。 
194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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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場上，有時也要遭受統治者的羞辱，高雄一公與高雄一小比賽時「場

邊一小的人罵我們「清國奴」，我們台灣是殖民地，被人家管的，我聽了也很不

高興，但也沒有甚麼反應，只是內心裡還是覺得很不高興。」195或如就讀台南花

園小學校的劉革新「臨危比賽之際，我竟然並未膺選為上場選手。對此事憤憤不

平的隊員豐田幸一君，即向本村老師反應，老師順口即回答：劉同學是中國狗，

所以並不出場這次慰問傷兵的比賽。」196 

由於各方面的條件對公學校而言不盡公平，對台灣人也存有歧視，在這種

條件下，運動比賽雖力求對所有參賽者公平，但是殖民體制下，由於小公學校資

源的差異以及日人對台人的歧視，進而導致公學校在棒球場上，彷若有矮小學校

一截的現象。 

皇紀兩千六百年（1939 年）有個發生在台南的故事極具代表性，末廣公學

校與南門小學校在當年爭奪南市少棒最後冠軍，最後末廣公學校落敗，投手蔡諒

認為比賽落敗，跟幾個關鍵球的判決不公有關。蔡諒告訴戰後來台灣訪問的當年

教練橋本： 

我告訴他，當時我覺得比賽不公平的地方，橋本教練說，這樣的結

果（指得到第二名的名次）最好，得到第一名的話，可能很麻煩，

橋本老師說，比賽當天晚上，校長米田龜太郎（我們都叫他米龜，

他把學校經營的很好，政府想要把他升職，他不要，在末廣擔任很

久的校長）就去找橋本喝酒，校長去找老師，這是很不平常的事情，

校長跟橋本老師說，比賽的結果輸比贏還好，贏了反而麻煩。197 

對於身份為公學校棒球推動者的橋本與米田而言，竟認為得到第一名的話

可能很麻煩，甚至「輸比贏還好」，由此可知，公學校棒球的發展放在殖民教育

體制乃至殖民統治的架構下，即常受到有形乃至無形的壓抑，如同殖民統治者對

於被統治者的諸般作為。類似的情形就是 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奪得全島紹棉

野球大會冠軍時，場邊的日本觀眾竟罵「攻擊引率高雄團的教師為不知羞恥等等

不可堪的暴言」，公學校的日本老師所承受的壓力由此可見。1981939 年台南的狀

況便是從殖民統治結構的特性，透過輸比贏還好的解釋，來作為日台對戰下的合

宜處置。 

由於殖民者總佔有優勢，因此球場上落敗機會高的勝負關係，也內化成為

落敗亦是理所當然的解釋，這固然部分源於球技落差的問題，然而也與被殖民者

長期自我矮化有所關連，從而發展出結合球技落差、殖民社會特性的落敗說詞。 

                                                 
195 蔡鳳鳴口述，謝仕淵整理，〈蔡鳳鳴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6-87。 
196 劉革新，〈台灣人是棒球迷〉，收錄於劉克全編，《半個日本人》，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197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6。 
198 〈全島少年野球比賽公學校團奪得錦標〉，《臺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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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是蔡諒所指出，裁判不公並非平常，因此公學校依舊有機會擊

敗小學校，結果就如同陳嚴川指出「這樣的情形下（指裁判有時不公平），能夠

贏的話，就很高興，勝利很難得，以前常常輸啊。因此我們贏之後，回到學校慶

祝，學校請我們吃西瓜吃水果。」199在不公平條件下，奪得難得的勝利，既在勝

利中找到成就、延續棒球的熱情，但此事也同時表現，被殖民者在球場上面對統

治者所陷入的矛盾兩難，既想贏得勝利，也知道勝利往往被許多非球技的因素影

響而變得困難，此即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競技所面對的困境。 

 
貳、勝利的意義：以「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為例 

一、稱霸高雄 

競技運動能夠為眾人所信服，乃因運動有著公平規則可為標準。在處處充

滿著不公平與差別待遇的日治時期，台灣人想要公平的擊敗日本人，透過公平的

運動，依舊提供可能的途徑。同時，小、公學校也安排日本人與台灣人分野的結

構。棒球場上，小公學校的對壘，因此形成日本人對上台灣人的局面，從而提供

台灣人超越差別待遇的結構，產生贏得自尊、建立自我認同的可能性。 

1923 年起，高雄市的少棒運動便以高雄一公、二公、三公、一小、二小為

主，1923 年三公在首次比賽中便奪得冠軍，而 1924 年則由二小贏得勝利。200

到了 1929 年，高雄市的少年野球賽又即將舉行，學校以具有球技、學業成績必

須名列十名之內的原則，選出二十名選手。201學校代表隊選出後，便開始積極練

球，回憶起練球的狀況，莊銘燦指出： 

                                                

當時棒球隊有兩個老師在教球櫻谷慣之、松本曠，還有張煥德老師

會來幫忙。練球的時間通常是下課後，老師拿球棒、球與手套出來

給我們使用，練完球再把球具收起來。202 

經過一段時間練習後，二十名選手中選出十一名選手參賽，分別是許炎、

李世雄、蔡登錦、楊番來、龔善良、莊銘燦、蔡文玉、吳桂官、陳羿、許阿世、

趙阿生等人。203 

1929 年 7 月 12 日，高雄少年野球大賽在西子灣的棒球場舉行，共有一公、

二公、三公、一小、二小等五隊參加，當時，一小與二小為日本人就讀的學校，

背後有相當多的支援，莊銘燦對於各校的關係與特色曾經指出： 

 
199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20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274。 
201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收錄於一公 旗津國小校友聯誼會編

《校友會訊》第四號，1989 年。頁 79。 
202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6。 
203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收錄於一公 旗津國小校友聯誼會編

《校友會訊》第四號，1989 年。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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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相當強，都是日本人的子弟，比較有後援，在鹽埕的二小都是

商人的小孩，有錢的人才會參與。在苓雅寮的二公比較弱。公學校

部分，一公與三公比較強，之間也有對抗的意味，動員啦啦隊彼此

較勁。三公常輸一小，大部分都是一小與一公對決，三公大概排第

三，比賽時，三公都在想只要贏一公就可以了。204 

當年的隊員之一，蔡文玉也說「比較起來是日本人的小學校比較強，因為

他們比較重視棒球，訓練也比較好。」205 

當天的比賽在七點半舉行選手入場式，由高雄市尹金井昌治主持，市尹致

詞與國旗揭揚後，八點一到比賽開始，由一公對上二公，14 比 2 大勝，206 隨後

一公敗給三公，又擊敗一公與二小，最後三勝一敗，與二小戰績相同，復經 7
月 17 日加賽一場，以 4 比 2 擊敗二小，贏得高雄州的冠軍。 

表現傑出的選手如許炎等報紙甚至以「美技拔群」。207 許炎、蔡文玉、龔

善良等人則被選為優秀選手。總之，經過幾個月的訓練，一公終於擊敗強敵一小

與三公取得參加第一回的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的資格。 

 
二、進軍全島奪得冠軍 

一公雖然取得高雄州代表權，但比起有著日本家長當後援的一小而言，他

們必須得到更多的支持，才可能到台北參加比賽。 

首先，在球技的指導方面，莊銘燦指出： 

學校的老師，拜託築港隊的選手前來指導，築港隊是高雄兩支硬

式棒球隊之一，當時另一支硬式球隊是高雄州廳，他們會去支持

一小的訓練，我們則沒有，直到取得高雄代表權之後，老師才拜

託築港的選手來指導。208 

李世雄的回憶中，清楚記得來學校教導他們打擊、投球甚至盜壘技巧的是築港隊

的井村、溝部投手、河崎捕手、藏元外野手等選手。209 

再者，由於「日本人有穿運動鞋，為了去台北比賽，老師才買鞋子給我們

穿，薄薄的那種鞋，穿上鞋才不會被人家笑。比賽也是穿這種鞋比賽。不像日本

                                                 
20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6。 
205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1。 
206 〈高雄小公學野球戰 一公と一小先づ捷つ〉，《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7 月 13 日，5 版。 
207 〈高雄の少年野球 第一公學遂に優勝 全島大會出場權獲得〉，《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7

月 18 日，5 版。 
208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6。 
209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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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什麼都有。」210最後由學校的家長與老師一起出錢買給每個隊員一雙鞋，李世

雄也指出學校與家長也給每個隊員一件印有「Takao」字樣的球衣。211 

經過半個月訓練後，八月初，一公的球員在老師帶領下，坐火車到台北參

加比賽。搭車的經驗對一公學生可說是少有的體驗，對於唯一的五年級學生莊銘

燦而言，那更是一輩子的第一次，新鮮且緊張的感覺，為這趟爭冠之旅憑添些許

的趣味。 

半夜坐車去台北，火車到台北是早上晚上各一班車，坐夜車可在

車上過夜，可以省一晚的住宿費。上車後不久，我就在車上睡著，

不久便開始作夢，夢到我在車上睡覺，結果車子到站，大家都先

下車了，我還在車上，此時，我就開始大叫，「不要把我丟在車上，

不要把我丟在車上」，我因此被學長笑，後來我就勉強撐著不敢睡

了。212 

另一位隊員蔡文玉則說，「當時去第一次去台北，所以乖乖聽老師的話，一

切聽老師的安排。從高雄坐夜車，到台北時已經是早上了。在旅館時煮了半熟的

雞蛋讓我們吃，讓補充一下營養，讓我印象深刻。」213 

到了台北之後，隊員一行住在新公園附近的旅館，8 月 2 日晚上，一公參加

了在台灣日日新報社講堂舉行的茶話會，大澤副主筆也前來致詞，勉勵各州代表

應為各州之榮譽而奮戰。214 

8 月 3 日，由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的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正式在新公園

球場舉行開幕（圖 5-9），8 點 5 分一到，五支球隊（台北州旭小學、新竹州新竹

小學、台中州台中小學、台南州南門小學、高雄州高雄一公）排列整齊面向本壘

版參加開幕，各隊揚舉著代表各州的旗幟。一公首先在 8 點 30 分的第一場比賽

中出戰新竹小學，並以 3 比 1 獲勝。12 點 30 分對台中的比賽中，則以 16 比 0
大勝。215 隔天的比賽中，則是先以 3 比 0 擊敗台南，與台北則是激戰九局打成

0 比 0，累積戰績三勝一和，得到冠軍，第二名的則是二勝二敗的台南隊。216 

                                                 
210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6。 
211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頁 80。 
212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6-47。 
213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1。 
214 〈少年野球選手 招待茶話會 本社主催で昨夜本社講堂に 大澤副主筆から激勵の言葉〉，

《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3 日，7 版。 
215 〈少年野球大會 五州代表チ—ムの入場式と加福部長の挨拶〉，《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4 日，2 版。〈五州の精をすぐつた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三日晴れの臺北新公園グラウン

ドで 爭覇戰始ま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4 日，夕刊 2 版。 
216 〈大人も及ばぬ妙技 展開す！大接戰 高雄第一公學校團優勝す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終る〉，

《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5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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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1929 年全島少年野球大會開幕 

資料出處：〈少年野球大會 五州代表チ—ムの入場式と加福部長の挨拶〉，《臺灣日日新

報》，1929 年 8 月 4 日，2 版。 

 

圖 5-10  高雄第一公學校參加 1929 年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資料出處：〈少年野球畫報〉，《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5 日，7 版。 

在一公出賽的四場比賽中（圖 5-10，賽前的練習），攻守陣容始終未變，依

序為第一棒三壘手龔善良、第二棒二壘手楊番來、第三棒投手許炎、第四棒捕手

李世雄、第五棒右外野手陳羿、第六棒中外野手吳桂官、第七棒游擊手莊銘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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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棒左外野手蔡文玉、第九棒一壘手蔡登錦。217 其中，蔡文玉憑著優異的打

擊獲得打擊獎，其他隊員亦充分發揮攻守能力，投手許炎則在出賽的四場比賽

中，場場先發，僅失一分，優異的表現搶盡鋒頭，得到全場觀眾的側目，同時比

賽的優勝旗亦由許炎代表領取。（圖 5-11，隊員與優勝旗合照）218 

比賽結束後，因為預算有限，一公棒球隊一行人未及久留，便離開台北返

回高雄，莊銘燦表示： 

去台北只有比賽，但要回高雄的那一天去了台北市區逛一下，同時

去參拜台灣神社以及總督府，也到了後火車站的大稻埕參觀，有人

問起，我們才表明身分。當晚我們坐夜車回高雄，早上回高雄的時

候，就有一公的學生來舊火車站歡迎我們，市役所也派人來迎接我

們，然後走路到高雄州知事官邸拜會，之後走路到哈碼星渡船頭坐

船回旗後，然後拿著優勝旗遊街，繞了一大圈行經媽祖廟拜拜，之

後回學校。到學校的時候，學校與家長聯合一起請我們吃飯，那一

餐的滋味相當好吃，印象深刻。219 

 
圖 5-11  高雄第一公學校奪得 1929 年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優勝紀念照 

資料出處：李尚郎先生提供。 

                                                 
217 〈大人も及ばぬ妙技 展開す！大接戰 高雄第一公學校團優勝す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終る〉，

《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5 日，7 版。〈五州の精をすぐつた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三

日晴れの臺北新公園グラウンドで 爭覇戰始ま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4 日，

夕刊 2 版。 
218 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回憶〉，頁 80。《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6 日，2 版。 
219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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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1930 年的第二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中，一公再度代表高雄州出賽，

但未取得冠軍。220 

 
三、奪冠餘波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發展中，1931 年的嘉義農林學校進軍日本甲子園高

校棒球賽奪得亞軍的事蹟，是個重要的里程碑。一方面嘉農陣中漢人與原住民以

及日本人等三族的陣容，曾被刻板化為「三族共和」，成為台灣總督府統治台灣

講求民族平等、族群合作的宣傳與樣板。其次，由於陣中主力多為漢人與原住民，

嘉農的事蹟也證明在公平的條件下，本島人也能擊敗日本人，這無疑的撫平日本

統治台灣，對台灣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給與差別待遇的怨對，也鼓舞本島人

的尊嚴。221  

1929 年，高雄一公奪得全島冠軍的例子，類似嘉農的影子，而且時間還早

上 2 年，更重要的是，「全島少年野球大會」參賽制度係以各州學校為代表，因

此讓小、公學校的教育制度問題尖銳化。 

1898 年，台灣初等教育以公學校制度的實施定制化，然而，眾所皆知的，

公學校與小學校在教育資源等規定上，並非公平，台灣人就讀公學校、日本人就

讀小學校，這是日、台分離的教育政策，同時由於公學校與小學校資源的差距，

小、公學校制度也帶有差別待遇的色彩。 

初等教育的措施作此安排，無疑造成日、台學生在受教時的差異。然而，

此差異，卻也為 1929 年日台對決的局面預設安排。因為，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對

抗，便毫無疑問的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對抗，棒球比賽的附加意義也因此對抗而

興起。222 

對於一向認為比台灣人更強，優越感較重的日本人而言，棒球運動更被視

為日本人的專利，當時台灣打棒球的人大多為日本人，不管是中學校、或者會社

隊伍以及官廳球隊大抵如此，也由於如此台灣人不要說擊敗日本人，甚至於打棒

球的人也尚屬少有。 

因此，當一公棒球隊到達台北甚至獲得冠軍時，一公的隊員充滿著驚喜，

根據校史指出： 

新公園棒球鄰近，日本機構林立，圍觀球賽的，遍佈著日本人小學

                                                 
220 校史編輯委員會，〈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進入戰時體制時期）〉，頁 18。 
221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年》，（台北，果實出版社，2003）。頁 43-46。 
222 在明治時期，部分日本人並不願意與台灣人一同參與小公學校的聯合活動，例如明治 42 年嘉

義小公學校聯合運動會舉行前，小學校家長曾認為如此恐生事端，雖然公學校校長認為派員

監督應無可能發生意外。1924 年舉行台南高雄少棒賽也是分為小學校與公學校組，避免小公

學校對抗，這樣的安排與心態，相當耐人尋味。《臺灣野球史》，頁 280。《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明治 42 年 10 月 16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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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當年爭奪冠軍的全是日人小學代表隊，獨有高雄代表隊為

本省子弟，膽敢向日人小學挑戰，因無啦啦隊助陣，勢單力薄，在

一種莫名的敵視下，球員受到巨大的精神壓力，勢必不戰而勝負已

決，竟能獲勝，觀眾多認為這是偶然的Good Lock（應為Lucky），

簡直是不可思議的奇蹟。223 

這是段毫不誇張的記載。觀眾席上日本人壓倒台灣人的氛圍，呈現的亦如

差別待遇的小公學校、日台隔離一般，如此情形下，要能得勝當然不易。莊銘燦

因此回憶起： 

在台北比賽，是在新公園，觀眾相當多，台灣人沒有啦啦隊，但有

一些台灣人也會去加油，在台北的台灣人也會替我們加油，不會替

台北的日本人加油，台灣人會為台灣人加油。當時與日本比賽多少

有一些對抗的感覺，但是打贏日本人是很困難的事。224 

換言之，球場上的觀眾除了大量的日本人觀眾外，現場還有些「台北的台

灣人」前來加油，這意味著球場內與外，都是一幅日台對壘的局面。但，幸運的

是即便日本人的觀眾很多，但一切也需看球場內的比賽結果，不一定是人多勢眾

便佔盡優勢（圖 5-12）。 

 
圖 5-12  1929 年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盛況 

                                                 
223 校史編輯委員會，〈摘錄光復前第三階段（進入戰時體制時期）〉，收錄於一公 旗津國小校友

聯誼會編《校友會訊》第四號，1989 年。頁 18。 
22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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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出處：〈少年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4 日，7 版。 

比賽進入第二天，由於高雄一公連連得勝即將得到冠軍，顯然態勢不如現場

的日本人所望，因此也爆發爭議，蔡文玉便指出「…但場外的觀眾是有人在抗議，

日本人與台灣人有起衝突。」225台灣民報的報導也指出： 

然而誰料在這萬事非內地人占優勢不可的台灣，這次的五團（隊）

之中竟被唯有一團之高雄第一公學校生徒得了最後的優勢，故遂在

比賽的當場，鬧出一陣糾紛來了。在比賽的第二天，大部分是內地

人觀眾，看見優勝權要被高雄第一公學校占去的時候，竟起了一種

耶揄熱罵，說什麼這回的野球大會純粹是為少年團而開的，怎樣高

雄選手這樣非少年的青年選手參加，攻擊引率高雄團的教師為不知

羞恥等等不可堪的暴言，為此運動場一時大起混亂，似有非將高雄

第一公學校的優勝權取消不可的氣慨了。對這內地人觀眾的暴言無

禮的行為，高雄團引率教師某內地人憤慨說：參加這回野球大會的

生徒中，年級最高的也不過十六歲，而在小學校其實十四、五歲者

亦不少，只是我們生徒中有一二身體發育較好，一看有些高大而

已。又若據這回體育協會主催的規定，並沒有年齡的限制，不料這

次竟受台北市內地人觀眾這樣無禮的悔辱，若不是教育家定要與之

計較，徹底的一清是非才是云。226 

台灣民報的報導不僅意在指責日本觀眾不尊重比賽結果，同時也放在「內地

人占優勢不可的台灣」的殖民地結構中看待此事，並為超齡的事件解釋，也有為

台灣人伸張之意，例如： 

對此內地人觀眾之怒罵，實是表現其過狹的心腸，為大國民之胸量

實不堪浩呀，而因公學生之優勝，實可以激勵台灣人對體育之熱

心，如果認真練習，將來台灣人之於世界體育競技場中取勝，豈有

何難的事呢？227 

台灣民報認為借著棒球以及優異的體育成績，台灣人亦可出人頭地。 

此外，當高雄一公到台北參加比賽，且即將獲得冠軍時，若干對一公不滿、

諷刺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首先是指出人高馬大的許炎為十七、八歲的「巨人投

手」，意味著許炎是超齡的選手，似乎暗示表現好也不足為傲。228 相關的言論，

亦曾出現在《台灣棒球史》中，換言之，媒體報導的抗議雖不如現場觀眾粗暴，

但卻諷刺的指出超齡而勝不足為取。 

                                                 
225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1-32。 
226 〈全島少年野球比賽公學校團奪得錦標〉，《臺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3 版。 
227 〈公學生得野球榮冠〉，《臺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2 版。 
228 〈大人も及ばぬ妙技 展開す！大接戰 高雄第一公學校團優勝す 全島少年野球大會終る〉

《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5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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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小公學校的制度，造成台灣人與日本人在 1929 年第一回全島少

年野球大會中對決的局面，想不到的是，比賽的結果竟是唯一的台灣人隊伍一公

取得冠軍，自覺優異的日本人自然感到不滿，因此在場邊怒罵，在報紙上暗諷對

手超齡，而《台灣民報》則視此為台灣人的榮耀，因為靠著球場的優異成績，台

灣人也能擊敗日本人，這在充滿差別待遇的統治結構中別具意義，棒球場上台灣

人透過公平的競爭贏得勝利，也扭轉殖民地的教育制度、社會中，日台差異的狀

態。 

四、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抗爭認同與文化統合 

在台灣棒球歷史的部分先行研究中，若干研究曾指出，日治時期棒球運動

的價值由殖民者所論述，棒球賽的舉行亦多數操之在殖民者之手，台灣人參與棒

球是種「仿同」的現代性，並未建立起自我的主體性，但如從de Certeau的日常

生活的實踐的概念，229日治時期的棒球係卻具有抵抗策略下的弱者技藝的意義。
230 

而劉益誠則以原住民棒球為例，說明殖民者從先天血統與後天教化的概念

解釋原住民棒球，然而，最終卻從「被殖民者具體的生活過程中創造出來的技藝。

這種在現實世界裡鍛鍊出來的技藝一旦結合殖民者帶進的現代性運動中，竟然產

生了令殖民者瞠目結舌的優異表現。」劉益誠指出當殖民者只能以先天血統與後

天皇化解釋原住民的傑出表現，而不願承認後天努力是成功的關鍵時，殖民者的

棒球文化論述，便點出日本殖民現代性在遭遇在地知識（local knowledge）時的

內在威脅。前述研究都在指出被殖民者的主體如何呈現，也皆從日常生活的實踐

與文化論述的考察等面向，分析日治時期棒球的文化統合與抗爭認同概念。231 

Alan Klein對多明尼加棒球抗爭認同的研究，受惠於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實

踐概念的啟發，Klein認為抵抗不僅只有被壓迫者的公開對抗，也會透過消極迂

迴的方式，例如工作時規定嚴肅而認真，但被壓迫者可能採取雖然繼續工作，但

卻表現出裝瘋賣傻的輕浮態度。因此Klein認為多明尼加對美國棒球的文化抗

爭，不是正面的、強硬的，而是迂迴、隱匿的。232 

從「日常生活的實踐」的概念與運動競賽的特性，得知競賽勝負與場邊觀

                                                 
229 關於「日常生活」概念用於歷史研究的討論，可參見連玲玲，〈典範抑或危機？ 「日常生活」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 卷 4 期（2006.12），頁 255-281。 
230 張力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頁 42。 
231 劉益誠，〈從文明教化到狂野奔放－ 臺灣棒球運動的「反」現代性初探〉，發表於文化研究

學會主辦「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  文化研究學會 2002 年會」，2002 年 12 月 14、

15 日。 
232 Klein,Alan M. Sugarball:The American Game,the Dominican Dream，Yele University. 

1991，p111-113. 轉引自劉益誠，〈從文明教化到狂野奔放－ 臺灣棒球運動的「反」現代性初

探〉，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主辦「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  文化研究學會 2002 年

會」，2002 年 12 月 14、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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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反應間，情緒相當直接，也就是運動的實踐、比賽的觀賞、當下的反應，都

是直接的、也是行為性的，沒有文字書寫的琢磨與構思，情緒的直接表露，都是

從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發展而出的。 

因此，一公比賽時，台灣人對於勝利的喜悅和對裁判的判決不滿，都是當

下直接情緒的反應，那時，他們之所以高興是慶祝得來不易的勝利，之所以不滿

是日本人想要在即將獲得冠軍的過程中，企圖阻饒，反此種種，高興與不滿都是

起因於殖民社會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相對的，內地人表現出直接的不滿情緒，

也反映內地人認為根本不認為會輸台灣人的心態。 

從日常生活的脈絡中，運動競賽現場的輸贏，具有很強的當下性，反應也

直接，如此一來，上述面對殖民者的矛盾情節，在運動比賽的激情中抒發。然而，

類似公學校這種學生棒球的運作，係以日本人老師與台灣人學生的關係作為基

礎，因此地位懸殊、關係分明，加上日台之間在棒球的物質條件差距、球技落差、

殖民社會等特性，台灣人從事棒球即便被鼓勵全力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

又產生想擊敗殖民者又自覺不如的矛盾情節。或者將勝利的成果，歸功於老師（多

數是日本人老師）的訓練。233 

一公的勝利一時之間雖紓發對殖民者的不滿情緒，但這樣的宣洩，從整體

殖民地治理來看也是安全的，特別是將運動的勝利歸功於教練的訓練有方。綜觀

日治時期的運動比賽，即便有爭議也從未釀成真正的暴力衝突。234如此，運動反

倒是種釋放情緒的出口。對於殖民者而言，勝利固然維持尊嚴，但落敗也未損失

太多，對被殖民者而言，勝利自然令人滿心高興，但也無從克服運動場外的種種

不公，運動比賽於是變成情緒的出口，一個不危及殖民治理的出口。 

因此，運動的抗爭，雖在當下滿足對抗的情緒，但從大方向來說，這種抗

爭，無損於棒球做為文化治理的手段，台灣人的情緒在競賽情境中得到宣洩，如

同一九二○年代社會政治運動發展的治理邏輯，爭取權利的社會政治運動，由於

是以不危及體制為前提，因此比較具有透過政治社會運動宣洩不滿的意味。 

由此，我們也可把競賽理解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情境，在這個情境

中台灣人得到滿足，也在這個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情境中，被殖民者從自慚不如到

想要取勝殖民者的想望，也在此時被保持著，一方面繼續自慚不如，但有時又能

                                                 
233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校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80-81。 
234 日治時期因為打棒球引起較具規模的衝突，應該僅有基隆高砂公園野球事件。此事件並非比

賽所引起，而是台灣人與日本人因為各自練習棒球，台灣人誤傷日本人後，產生的衝突。〈六

名を送局然而，類似研究並未仔細考量日治時期棒球歷史內在脈絡，台灣人從開始接觸棒球，

到棒球運動開始受到壓制，時間不超過二十年，隨即因歷史因素而告中斷，這段期間台灣人

尚未普遍發展出完整的棒球體系，因此若說自我主體性未能建立，歷史背景的特性便應該考

慮。也就是說仿同的分析概念並非不適合分析殖民地的近代運動，而是我們無法在對脈絡還

不清楚的情形下來討論此問題，或者用此理論，處理台灣人接觸棒球運動還在起步的一九二

○年代。〈基隆高砂公園の野球事件〉，《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9 月 17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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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因勝利而滿足，也暫時弭補現實生活中其他領域與殖民者有所差別的失落。然

而，綜歸到底，殖民者透過棒球運動所建立的現代性價值及其文化統合的企圖，

如求勝、團結、合作、勇敢等，以及棒球隊師生關係中的日台差異，也繼續朝向

殖民者所認可與希望的方向中前進。 

 
五、學校外日常生活脈絡的日台棒球關係 

日治時期台灣少棒運動的發展，由於日本人掌握較多的資源（例如：比較

好的訓練、比較好的物質條件），日本人相較於台灣人而言也比較重視棒球，甚

且在比賽制度中也存在著若干對小學校有利的因素，從而構成台灣人在球場上並

不容易取勝於日本人，或者勝利總是難能可貴、甚至前文所提「輸比贏還好」的

情況。 

從以下兩個發生於日常生活脈絡中的案例（非學校的），可知日本人在棒球

運動中的優勢，並非絕對。一九三○年代在嘉義成長的洪太山，跟鄰居的小朋友

玩著棒球遊戲的時候，「當時我們這邊有個日本囝仔，叫做林 勳（林 いさお勳），

我們都叫他「虱母」（台語），他跟我們一起玩，打彈珠啊，甚麼的，台灣話都會

聽，不太會講而已。」林  勳是住在台灣人密集居住區的日本人，因此，從日本

人與台灣人的分野中，他是社區中的少數。這群小朋友常常聚在一起玩棒球，「他

媽媽常在傍晚時叫他快點回家，我們都逼他玩久一點，威脅他如果走了要揍他，

他都會跟她媽媽說，「汝啊說我還不能回家，要不然要打我。」235 

「汝啊」是對台灣人鄙夷的稱呼，顯然林勳從小便學會日本人稱呼台灣人

的稱謂。然而，有意思的是，以他的身分而言，在遊戲中、在社區中，林勳都是

少數，他沒有制度性的優勢來確保自身地位的優越，甚至要面對台灣人言語暴力

的威脅，因此從日常的生活脈絡或者兒童世界的人際互動中，台灣與日本中必然

的優劣關係，有著與校園中、甚至社會上不盡相同的發展。 

另一個案例，則發生在高雄，由於父親陳其主非常熱愛棒球，年少時的陳

潤波便有著令人稱羨的棒球手套。 

…買手套給我之後，我們附近有住些日本人，日本人小孩打球都喜

歡找我，因為不找我的話沒有手套，守在哪一個位置都無所謂，他

們就是要找我去就是了，…。你如果不讓我參加，我就把手套帶回

來，他們就不用玩了，所以那時候有一個手套，就已經是非常不得

了。236 

這個案例則顯現出一位極為支持小孩打球的父親，不惜購買一個昂貴的手

套給小孩，手套在兒童尋常的棒球遊戲中，是不尋常的「物」，由於手套炙手可

                                                 
235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9。 
236 陳潤波口述，謝仕淵整理，〈陳潤波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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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連日本人小朋友也未必擁有，因此陳潤波帶著手套的出現，是讓這場兒童間

的遊戲，更加接近真實棒球的物質基礎。換言之，由於陳其主的熱愛棒球，同時

也有著一定的經濟基礎，靠著這兩個因素所購買的手套，讓陳潤波在兒童的棒球

遊戲中成為重要的人。 

以上兩個案例，意在說明學校體制中日本人所佔的優勢，靠著許多制度性

與資源分配不均的方式，繼續維持著，然而，出了學校之外，從兒童日常生活的

脈絡中，可看到優勢的必然性，未必牢不可破，從而看見逸脫於體制外的另一種

棒球運動中的日台關係。 
 
 
 

小結 

1895 年政權交替之初，初等教育體操科的發展，原係以規範學生的身體為

原則，後於 1898 年公學校制度逐漸普遍推行後，公學校體育課程中漸次加入遊

戲等課程，遊戲課程中包括鼓勵求勝競爭、協同團結、守秩序等價值的項目。學

校體操課程中，小、公學校原具有小公學校較偏重競爭、公學校較重視秩序協同，

而後在 1920 年代，學校引入球類競技項目，各種運動會普遍的開展，在此同時，

台灣人已漸能接受此些活動，相關競技項目背後之精神與概念，亦有較清楚的認

識，並知曉透過競技運動是與他人競爭，合理爭勝、出人頭地的手段，以球類、

田徑等項目為主，公學校的競技文化遂以校際對抗的球賽與運動會為舞台日漸普

及。 

公學校少棒運動的興起，亦在 1920 年代的背景下開展。原因係棒球運動之

教育價值被教育系統所認同，同時，軟式棒球的發明對於少棒運動的普及亦大有

關連。少棒運動的發展，由於具有趣味性，也滿足對抗的刺激性，加上為我校爭

勝的榮譽感驅使，少棒運動不僅由學校當局支持，更在學生間廣為流行，學前兒

童或者未能參與校隊的學童，亦透過各種權益方式滿足於對棒球的熱情，而就棒

球比賽而言，在官方主導下，從街庄到郡州乃至全島的比賽，盛行於 1920、30
年代，若說台灣人開始大規模的接觸棒球，其背景理當於此時。 

棒球運動的推廣係建立由上而下、呈現金字塔構造的棒球行政體制基礎

上，下至街庄乃至州郡，有段期間甚至有全島的比賽，流風所及校園中棒球運動

風行，棒球不僅成為下課後的遊戲，學校中甚至出現班際間棒球比賽。 

對於參與者而言，棒球運動的價值除提供趣味性與刺激性外，棒球運動深

具求勝心、團結、合作、守秩序等精神，如同莊銘燦說「運動可以鍛鍊精神，培

養忍耐、團結合作、堅持與毅力」。237在校際對抗中，更具有為我校名譽而戰的

                                                 
237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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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少棒運動推動者認為，為我校而戰之延伸便是為我國之名譽而奮勇。 

棒球運動的參與者，並非僅是棒球價值的理解與認同，棒球運動之所以具

有普遍性，也因為少棒比賽由於訴求為為校爭光之事，因此格外重視場邊啦啦隊

與場上球員之「一體感」，各校發展出具有學校特色的加油方式，更積極讓觀眾

席上的啦啦隊融入球賽。 

從身體技藝來看待棒球運動的價值，棒球運動一方面要求身體能力的強

化，追求速度與力量的極大化，一方面則著眼於細緻的身體技術訓練，每個動作

的投與接之間，均需符合規範。如此的身體技藝，與棒球運動全力求勝、遵守規

則、服從結果、合作協同的價值相互應，從殖民地社會的近代化歷程來看，棒球

運動所代表的現代運動，在於表現出身體與精神上，壓抑與生產等兩極化能力的

訓練。 

這些操持著純熟身體技藝以及運動價值的棒球手，由於在學校功課具有一

定水準，因此成為「德智體」兼具的佼佼者，學生眼中為校爭光的英雄，進而構

成優越的自我認同，然而，這樣的認同是以團隊的成績作為前提，一切的成就都

是為了最後的勝利，球隊內部所體現的競技文化，便是透過一種始於個人的認

同、激勵與能力，而最終成就團隊合作與集體勝利。綜言之，參與棒球的經驗，

足令棒球選手產生一種為努力強化自我，進而為團隊奉獻的自我認同邏輯。 

棒球的訓練、比賽、認同乃至價值與成就，對棒球選手的影響甚深，本文

考察了棒球運動的物質現象，一方面說明透過優勝旗的物質文化史解釋，說明棒

球的意義，如同團結一致、奮勇攻擊及其最後的勝利等價值，可透過如同優勝旗

這樣的物質，被可視化同時也被具體化。另一方面，同具有奪得勝利意義的優勝

章，則因為為私人所有，優勝章遂成為個人物件，此物件透過佩帶而身體化也將

其展示化，透過配戴優勝章，物件在所有人與觀看者間，成為不斷強化棒球價值

與認同的物件。綜上所述，運動精神價值、過人的身體技藝、加上物質文化的強

化，導致棒球參與者產生菁英的認同意識。 

然而，由於棒球的競爭必有對手，而殖民地教育制度，又以小、公學校作

為主要區分，日、台人的對壘變成必然，如此一來，台灣人常覺得日本人為贏得

勝利，而產生判決不公的現象（裁判多為日本人），進而產生「贏比輸還好」的

狀況，出自公學校校長口中的這句話，說明殖民地的運動競爭，公學校與小學校

之間存在不公平狀況，在如此不盡公平的狀況中，能夠贏，因此被視為「難得的

勝利」。即便難得，面對勝利，該如何解釋？從日常生活的脈絡中，運動競賽現

場的輸贏，具有很強的當下性，勝利當下，面對殖民者的矛盾，在運動比賽的激

情中抒發。然而，類似公學校這種學生棒球的運作，係以日本人老師與台灣人學

生的關係作為基礎，因此地位懸殊、關係分明，如同學往往將勝利歸功於老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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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是日本人老師）的訓練。238加上日台之間在棒球的物質條件差距、球技落差、

殖民社會等特性，台灣人從事棒球即便被鼓勵全力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

又產生想擊敗殖民者又自覺不如的矛盾情節。 

一公的勝利一時之間雖紓發對殖民者的不滿情緒，但這樣的宣洩，從整體

殖民地治理來看也是安全的，特別是將運動的勝利歸功於教練的訓練有方。綜觀

日治時期的運動比賽，即便有爭議也從未釀成真正的暴力衝突。如此，運動反倒

是種釋放情緒的出口。對於殖民者而言，勝利固然維持尊嚴，但落敗也未損失太

多，對被殖民者而言，勝利自然令人滿心高興，但也無從克服運動場外的種種不

公，運動比賽於是變成情緒的出口，一個不危及殖民治理的出口。 

因此，運動的抗爭，雖在當下滿足對抗的情緒，但從大方向來說，這種抗

爭，無損於棒球做為文化治理的手段，綜歸到底，殖民者透過棒球運動所建立的

現代性價值及其文化統合的企圖，如求勝、團結、合作、勇敢等，以及棒球隊師

生關係中的絕對關係等，繼續朝向殖民者所認可與希望的方向中前進。於是，棒

球參與者所操持的競爭精神與身體技藝，最終無法成為體現殖民地抗爭與認同的

手段。 

 

 

 

 

 

 

 

 

 

 

 

 

 

                                                 
238 李世雄，〈（體育）母校健兒が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に優勝の回憶〉，《校友會訊》，4，1989 年

9 月 25 日，頁 80-81。 

 255



第五章 公學校棒球選手的身體技藝與自我認同 

 256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參加資格：學生與現役選手（硬式）不得

參加。 
──彰化軟式野球大會報名規定 

 
加入本省青年組成的球隊，隊員都是商店

店員居多，各自繳納會費，盜時間就練… 
──台南  葉清德 

 
我一定又是那比賽選手之一。這不是我自

傲而是事實。我對於運動這方面相當感興

趣，而且我也有自信自己比一般人來得精

通一些。 
──高雄  陸季盈 

 
 
 
 

第一節 軟式棒球的「制度」：技術與賽制、參賽者與隊伍 

壹、軟式棒球與硬式棒球的差異 

一、軟式棒球的技術 

1919（大正 8）年，東神橡膠株式會社以橡膠為材料製作第一顆軟式棒球，

軟式棒球成為日本獨特的發明，也為日後棒球的普及產生廣大的影響。軟式棒球

相對於硬式棒球，不僅較便宜，安全性也較高，因此開啟少年棒球與大眾棒球的

發展。因此，1920 年代之後，日本實業棒球一時風靡。實業棒球是利用業餘的

時間進行，但是硬式棒球的費用過高，同時，實業棒球的焦點也以都市對抗賽為

主，而都市對抗賽的參與者，多數在中學時代與大學時代具有棒球經驗，如果以

「具有職業者」的軟式棒球價值來看，實業團棒球隊可說是衰退的，而為棒球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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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再興盛，提供重要契機的，便是軟式棒球。1 

1929（昭和 4）年「全日本軟式野球協會」成立，當年夏天舉行全國第一回

大會。被稱為「民眾野球」的軟式棒球，在日本普遍風行，順應此潮流，1928
年，軟式棒球也在台灣流行，最初是在台北新莊小公學校教職員間流傳，後來各

地軟式棒球隊開始紛紛成立。而硬式棒球是需要專業技術與特定團體的運動，軟

式棒球因此被認為是任何人都能從事的大眾運動。2如同莊銘燦指出「打軟式棒

球比較是為了興趣。」3 

軟式棒球能成為大眾化的運動，主要原因是球具價格便宜與技術門檻較

低，相較於硬式棒球安全。日治時期少數從事硬式棒球的蘇正生指出「技術上，

硬式棒球比較難打比較危險，」4日治時期始終從事軟式棒球的許水現則說「日

本時代我們打軟式棒球居多，打硬式棒球危險性高，…技術也比較高。（許太太

補充指出：硬式棒球很危險）」5戰後初期才開始接觸硬式棒球的高文章則說「硬

式與軟式的球性差很多，技術性、危險性都比較高，需要適應。」6高雄的莊銘

燦也說「軟式棒球隨便都可以打，技術也不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不同，所以軟

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的幫助。」7 

相較之下，橡膠製的軟式棒球，比較安全，較不易受傷，使軟式棒球馬上

成為「民眾野球」。軟式棒球賽通常限制 25 歲以上參加，有的則是禁止 20 歲以

下參加，因此，軟式棒球賽被認為是受薪階級業餘從事的運動，具有運動健身與

聯絡交誼的性質。由於軟式棒球比較安全，因此對於場地的要求，也與硬式棒球

不同，例如花蓮高文章指出「花崗山的場地不是很好，打硬式的比較有危險性，

硬式的球比較快，場地不平，球常會變化亂跳，花崗山的場地打軟式的可以，硬

式的就不行了。」8簡永昌則說台北的「新公園的場地其實是不標準的，打軟式

棒球還可以，但打硬式棒球就很危險了。」9換言之，軟式棒球對於場地的標準

沒有嚴苛要求，以 1933 年台南軟式棒球賽為例，比賽除了在市營球場外，還有

運河球場、公園球場等兩個場地。而硬式棒球大多只能在台南市棒球場進行。10 

除了軟式棒球不如硬式棒球有速度、有力量之外，由於軟式棒球的門檻低，

從事者未必都受過專業訓練，因此，也造成軟式棒球賽的精采度，不如硬式棒球，

例如報導曾經指出，軟式棒球投手因為未受過專業訓練，因此控球不佳，擅於選

                                                 
1 成田理助，《軟式野球》，（東京：ベ－スボ－ル マガジン社，1968 年），頁 13-14。 
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台北：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 年），附錄頁 1-2。 
3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4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3。 
5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4。 
6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2。 
7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8 高文章口述、謝仕淵整理，〈高文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1。 
9 簡永昌口述、謝仕淵整理，〈簡永昌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0。 
10 〈台南秋季軟式野球大會〉，《臺南新報》，1933 年 11 月 3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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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打者，常常很容易就因為四壞球而保送上壘。不過，雖然軟式棒球較安全，

但因為軟式野球材質為富有彈性的橡膠所製，因此，打擊、接球與守備等均與硬

式有些許差異，例如球質輕、球棒也較硬式輕，因此擊出之後距離不如硬式棒球，

而接球時必須注意球的彈力比硬式球還大，此外，因應球的慣性，內野守備位置

必須較硬式趨前，才能有效阻殺跑壘者等。11 

總而言之，軟式與硬式棒球之間，規則差不多，但差別最大者為技術門檻、

場地因素、競爭強度等面向。 

二、軟式與硬式棒球球具價格的差異 

軟式棒球與硬式棒球的差異，除技術與安全性的問題外，軟式棒球球具相

較於硬式棒球便宜，也是軟式棒球得以普及的主因。由於軟式棒球為橡膠所製，

球質較輕，球棒也可選用較輕的材質，球的硬度與速度皆不若硬式棒球，因此手

套多半也使用馬皮即可。由於，軟硬式球具兩者之間存有差異，因此價格也不一

樣，甚至有顯著的差距。以日本內地為例，1937（昭和 12）年一則促銷的新聞

中，指出硬式與軟式棒球球具的價格差異（表 6-1）。 

表 6-1 軟、硬式棒球球具價格對照 

項目 軟式棒球 硬式棒球 
棒球一打 80 錢起 9 至 15 圓 
捕手手套 1.84 圓至 3 圓 3.5 圓至 6.5 圓 
球棒 44 錢至 60 錢 1.25 圓至 2.5 圓 
手套 1.67 圓至 2.9 圓（馬皮） 2.15 圓起（馬皮）、2.84 圓起（牛皮）

資料出處：〈シーズン近し野球用具の準備〉，《讀賣新聞》，1937 年 1 月 29 日，4 版。 

而在台灣，1924（大正 13）年，為準備殖民地對抗賽所提出的預算顯示，

60 顆球（硬式）共計 180 圓，換算為每顆 3 圓。12八個野手手套共計 20 圓、一

個捕手手套 2 圓 50 錢、球棒三支 2 圓 10 錢、壘包一組 4 圓、球一打 3 圓（一顆

軟式棒球約 25 錢），共計 31 圓，這還不包括球與球棒的折損，與球衣的購買。
131930 年代末期，軟式棒球大人用 69 錢、小孩用 40 錢。14根據上述資料指出，

硬式與軟式棒球兩者的差距大概在 4、5 倍左右。 

1930 年代，軟硬式棒球用具的價格，如同林丁國引據 1932（昭和 6）年 8
月 4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廣告顯示：外國製球棒每隻 6 圓、國產則為 2.8 至 4
圓，軟式球棒則為 0.7 至 1 圓，手套的話則為 6.5 至 8.5 圓，軟式則為 2.7 至 4
圓，捕手手套，外國製為 11、12 圓之間，軟式的則為 5.5 圓。15軟硬式棒球的球

                                                 
11 Y 生，〈軟式野球に就て〉，3 期（1933.3），頁 21-23。 
1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78。 
13 AN 生，〈教育所の野球に就て〉，《臺灣警察時報》，197，頁 129-130。 
14 〈野球と庭球ボール 引換により配給を實施〉，《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8 月 13 日，7 版。 
15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發展〉，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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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大致上為兩倍之多，球的價格，由於材質成本更為懸殊，因此價差甚至可達

4、5 倍以上。 

原本價格差距已經很大的軟硬式球具，若加上球具折損的問題，兩者之間

的成本更加懸殊，例如「…打硬式棒球球棒常打斷，球棒又貴，是很大的開銷，

所以台南州廳硬式棒球一年的費用很高。……」16硬式棒球球體較硬、球速較快，

使得木棒常有折損的問題，也提高硬式棒球的成本。 

三、一項技術與資本門檻較低的棒球運動 

日治時期日本內地職業棒球雖已起步，但風氣尚未普及至臺灣，因此，所

謂專業的棒球選手，一般所指大概是以甲子園與都市對抗賽主為的硬式棒球選

手，硬式棒球選手的訓練也較為專業，就如同黃丙丁指出「台南州廳的硬式棒球，

實力很強，硬式的比較專業，上午工作之後，下午都在打球，曾經得過全台灣的

冠軍，且其目標都是以進軍都市對抗賽為目的」。對於軟式棒球而言，黃丙丁繼

續指出「至於一般的社會人要打硬式棒球，…老實說，也沒有必要，硬式棒球是

要去參加甲子園、都市對抗賽的，目標不是這些比賽，成立也沒意義。」17換言

之，軟硬式棒球不僅只有前述問題的差距，其所對應的比賽，比賽制度的位階與

強度都不同。 

因此，打軟式棒球與打硬式棒球最大的差別，便在於「打軟式棒球比較是

為了興趣，而打硬式棒球大多是要公司支援。打軟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

球高一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較多，危險性也高很多。」18同時，

軟式與硬式棒球之間，由於技術門檻、場地因素、競爭強度等面向均不相同。甚

至兩者之間的球具價格也存有不少的差距，因此，軟式棒球是一項技術與資本門

檻較低的棒球活動。 

總言之，軟式棒球被認為是民眾的、娛樂性的，主要原因便是其目的、技

術與球具的要素，均不同於硬式棒球，而硬式棒球的意義，如同本文在甲子園大

會的討論中所強調的，甲子園大賽的目的是為了選取全國最強的隊伍，它所選擇

的工具，也必須與這種強度相呼應，其背後有一套棒球的價值與技術相互配合的

論述。相對來說，軟式棒球雖然也以競技為其特徵，甚至過程也很激烈，但就程

度而言，不會與甲子園、都市對抗賽相較，反而由生活中的休閒與娛樂等意義來

定位軟式棒球較為適宜。 
 
貳、軟式棒球的體制、賽制與參賽者規範 

一、推動組織的體制化─「軟式野球協會」的出現 
                                                                                                                                            

博士論文，2009。頁 186。 
16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1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18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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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昭和 3）年左右，台灣各地開始舉行以區域性為單位的軟式棒球賽，

例如 1928 年有台北大會（41 隊參加）、1929 年則有台南大會（16 隊）、屏東大

會（春、秋季，秋季有 30 隊參加）、蘭陽大會（春、秋季）、新竹州軟式大會、

嘉義市制祝賀大會、花蓮港大會（10 隊參加）、基隆大會、斗六大會等，1930（昭

和 5）年則有中部軟式大會、高雄軟式大會等。同年，則開始有跨區域的比賽，

例如第一回南部都市對抗大會。19 

比賽通常為臺灣體育協會各地支部主辦，如台東軟式大會由台東體協支部

主辦，或者高雄則為體協高雄支部野球部主辦，20另外，媒體有時也是軟式棒球

賽之推動者，如 1928 年第一回臺北軟式野球大會由「臺灣日日新報」主辦，「臺

灣新聞」則主辦中部軟式大會、「臺南新報」亦曾主辦台南、屏東大會。21少數

則為地方政府出面主辦軟式野球比賽。22 

不過，到了 1930 年之後，台灣各地開始出現專門主辦軟式野球協會的組織，

以推動軟式棒球的發展。以高雄為例，1931 年前軟式棒球賽為體協高雄支部野

球部主辦，23然而，1931 年 2 月 17 日「高雄市軟式野球協會」成立後，便改由

軟式野球協會主辦。區域性的軟式棒球機構也在此前後紛紛成立，最早為 1929
年的「基隆軟式野球聯盟」，1931 年成立的「蘭陽軟式野球協會」與「新竹市軟

式野球聯盟」、「台北市軟式野球協會」、純粹台灣人組成的「高砂野球聯盟」、1932
年「北港郡軟式野球協會」、「新莊郡野球聯盟」、「大稻埕野球聯盟」，1933 年的

「台中市軟式野球協會等機構。24或如竹東街軟式野球聯盟（圖 6-1）。成立目的

通常都是推動發展地方軟式棒球的事務。25類似的聯盟，應該遠超過文字史料所

提供的訊息。除此之外，以職業或者身分為基礎的聯盟，例如 1931 年台北市印

刷工聯盟亦以五、六隊的規模成立，同年，早稻田、慶應、明治、立教與法政等

六大學的在台畢業生，也組成カレッヂOB聯盟。26 

                                                 
19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19。 
20〈高雄州十五團の野球大會開く二十三日第一次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23 日，5

版。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5。 
2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4-5、14。 
22〈新化郡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 十一日灣裡製糖所で〉，《臺南新報》，11795，1934 年 11 月 8 日，

4 版。 
23〈高雄州十五團の野球大會開く二十三日第一次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23 日，5

版。 
24 〈宜蘭にも軟式野球協會設立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26 日，5 版。〈臺北軟式

野球協會もいよく成立〉，《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0 月 9 日，夕刊 2 版。〈北港郡軟式野

球協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9 月 11 日，7 版。〈臺中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

報》，1933 年 2 月 26 日，3 版。〈基隆と軟式野球十數團組織近く試合開始〉，《臺灣日日新報》，

1929 年 7 月 25 日，夕刊 2 版。〈新竹市の軟式野球聯盟〉，《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18 日，3 版。〈萬華靑年團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7 日，7
版。 

25 如台北軟式野球協會會則便指出成立目的是為了軟式棒球的統一與發展。湯川充雄，《臺灣野

球史》，附錄頁 37。 
2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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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竹東街野球聯盟優勝旗 

資料出處：彭誠浩先生 

各地軟式野球協會的運作，有的似為官方主導，但也未必全然如此，以高

雄市軟式野球協會與台北市軟式野球協會來看，高雄軟式野球協會其成立過程與

協會會長均具有官方的色彩，如事務所位在市役所與會長為市尹等，而從年輕時

便負責處理隊務行政的高雄的許水現指出「比賽的時候球隊報名、繳報名費、領

隊會議、抽籤等程序都有…領隊會議都在市役所召開」27 

但是，台北市軟式野球協會則由「臺灣日日新報」主導，會長為具有醫生

身分的大栗嚴。28或如蘭陽軟式野球協會，1929 年，最初似以宜蘭稅務出張所為

運作中心，291931 年會長則為宜蘭街長，30之後又曾以專賣局出張所長為會長。
31而 1929 年基隆軟式野球聯盟的會長身分，分別為築港所長與台銀支店長。32

換言之，軟式野球的組織，不盡然都以地方行政首長為負責人，且主要透過選舉

的方式，顯見與台灣體育協會中支部負責人由會長指定的方式不盡相同。 

                                                

另外，類似的協會與聯盟，主要依靠會員的會費與報名費維持運作。早在

1928 年，第一回台北大會中，參加各隊伍必須提供三顆球。33根據台北軟式野球

 
27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4。 
28 〈高雄市の軟式野球協會 二十四團を以つて設立〉，《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2 月 19 日，5

版。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7。 
29 〈蘭陽の軟式野球大會 二十八日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0 月 24 日，5 版。 
30 〈宜蘭〉，《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25 日，5 版。 
31〈宜蘭／蘭陽軟式野球協會長任期滿了〉，《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8 月 18 日，5 版。 
3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10。 
3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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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的會則來看，協會運作的經費主要來自所屬團體的會費。34同協會在 1940
（昭和 15）年舉行的比賽中，規定進入協會需要繳納 6 圓入會費，半年期會費

也是 6 圓，未繳納會費不得參加。35而在台灣的其他地方，如 1937 年彰化市軟

式棒球賽為例，參加隊伍也必須繳納三圓的報名費。361938（昭和 13）年高雄春

季軟式棒球賽每隊則需繳納 6 圓報名費。37相對於都市對抗賽的派遣參加，主要

由地方政府所負擔，38可知軟式野球的運作，主要經費應來自參與各隊，而不像

台灣體育協會所主辦的比賽，均來自官方的補助。 

綜上所述，軟式野球協會通常是為整合與發展地方的軟式棒球事務，並非

以作為地方選拔進軍全國的目的而存在，因此未見官方立場的統合與規範。由

此，也可知軟式野球協會具有透過自主營運的力量，達到推廣軟式棒球之發展的

目的。 

二、軟式棒球的賽制：聯盟賽制、分級對抗與球季出現 

而從軟式棒球的賽制來看，一般來說，備受矚目的全國比賽，如甲子園或

者都市對抗賽都採行敗退戰，也就是輸一場便淘汰，主要的目的在於強調優勝者

必然未曾嘗敗績，並當以全勝之身穩定冠軍，此係勝利主義價值下的比賽制度。 

然而，由於軟式棒球強調娛樂與參與性，敗退戰制度未必適合，因此，軟

式棒球常採用循環戰，也就是參賽隊伍，至少輪流打一場，例如八支隊伍參加，

至少要打七場，1930 年的新竹聯盟戰、台中市郡聯盟賽、基隆大會、蘭陽大會

都採取聯盟戰，不過聯盟戰也不是軟式野球的定制，敗退戰也可常見軟式野球

賽，特別是參賽隊伍太多，如 1930 年台北大會便因為與賽隊伍高達 22 隊，因此

採用敗退戰。39 

此外，為讓實力相近者能彼此切磋，避免產生一面倒的狀況，增加比賽的

刺激性，因此採行分級制度，例如 1930 年代初期高雄市高達二十餘支的軟式棒

球隊，因此便將之分為A、B、C三級，區分級別，讓實力相近的隊伍交戰，顧及

比賽公平性與刺激性。40同年，屏東大會因為有 31 隊參加，因此分為A、B兩組。
41而至 1936 年，台北市春秋兩季軟式野球大會，亦都採行分組制度。42一般來說，

                                                 
34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7。 
35〈市内軟式野球春季大會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3 月 7 日，8 版 
36〈彰化巿軟式野球 申込は六月五日限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24 日，5 版。 
37〈高雄軟式野球組合せ決る 廿九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4 月 29 日，8 版。 
38 參考本文第一章對臺灣體育協會各支部業務內容的討論。 
39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3-28。 
40 〈高雄市の軟式野球協會二十四團を以つて設立〉，《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2 月 19 日，5

版。〈高雄巿の軟式野球大會十六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10 月 17 日，5 版。

〈軟式野球大會〉，《興南新聞》，1941 年 5 月 9 日，4 版 
4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6。 
42 田中一二編，《臺灣年鑑 昭和十二年版》，頁 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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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是具有些許技術的選手組成，B組則多為一般民眾。43如同蕭長滾指出：「開

領隊會議的時候，與會者會根據各隊實力，將球隊分級。因為分級就可以看出有

些球隊是為了趣味的，年紀比較大的人參加的。」44 

都市對抗與甲子園大會通常為一年一次，但著眼於休閒娛樂的軟式棒球不

僅比賽時間長，且每年常舉行兩次。例如，1930 年代初期，高雄市高達 20 餘支

的軟式棒球隊，除了分級，同時舉行春、秋兩季的比賽，直到 1941 年依然維持。
45換言之，1930 年代，臺灣軟式棒球的發展，已經產生一年兩季，而每季則持續

約兩個星期至一個月左右的賽季制度。而且，隨著 1932 年開始全島都市對抗軟

式野球大會的舉行，為選拔地方代表隊，比賽的方式似也維持星期天舉行的原

則，以台北為例，為選拔 1934（昭和 9）年 9 月所舉行的全島都市對抗軟式野球

大會之代表隊，因此由 16 隊參與競逐，比賽由 8 月 11 日起，利用三個星期六、

星期天進行比賽，並於 8 月 26 日產生冠軍。46 

表 6-2  1930 年代宜蘭、竹東、高雄等地軟式棒球賽季表 

宜蘭 竹東 高雄  
春季 秋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秋季 

1930 ◎ ◎   ◎ ◎ 
1931 ◎ ◎   ◎ ◎ 
1932 ◎ ○   ◎ ◎ 
1933 ◎ ◎  ◎ ◎ ◎ 
1934 ◎ ◎ ◎  ◎ ◎ 
1935 ◎ ◎   ◎  
1936 ◎ ◎   ◎  
1937 ◎  ◎  ◎ ◎ 
1938   ◎  ◎ ◎ 
1939   ◎  ◎ ◎ 

◎一般春秋季軟式棒球賽   ○全島都市對抗軟式棒球賽地方選拔賽 
資料出處：宜蘭：〈孰れに榮冠蘭陽の軟式野球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6 月 25
日，5 版。〈本社後援蘭陽軟式野球大會廿五日より一齊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10 月 24 日，5 版。〈蘭陽の軟式野球大會十日より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5 月 1
日，5 版。〈蘭陽三郡下の軟式野球大會 AB に分ち十一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0 月 6 日，3 版。〈宜蘭／野球勝負〉，《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6 月 1 日，8 版。〈宜蘭

の野球戰昭糖團勝つ〉，《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9 月 5 日，7 版。〈蘭陽三郡下 軟式野球

                                                 
43〈三日坊主を免かれた澎湖球界 今年もますく野球熱が勃興しやう／軟式野球〉，《臺灣日

日新報》，1931 年 1 月 5 日，5 版。 
44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45〈高雄市の軟式野球協會二十四團を以つて設立〉，《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2 月 19 日，5 版。

〈高雄巿の軟式野球大會十六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10 月 17 日，5 版。〈軟

式野球大會〉，《興南新聞》，1941 年 5 月 9 日，4 版 
46〈全島軟式野球臺北市の豫選〉，《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8 月 11 日，夕刊 2 版。〈今日の

催し／全島軟式野球臺北豫選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8 月 26 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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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二十一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5 月 20 日，3 版。〈蘭陽軟式野球戰〉，《臺

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0 月 24 日，3 版。〈宜蘭の軟式野球大會〉，《台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 月 16 日，3 版。〈蘭陽軟式野球秋期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1 月 20 日，8 版。

〈蘭陽三郡野球爭覇昭和實業兩團優勝〉，《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6 月 19 日，系刊 4 版。〈蘭

陽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0 月 13 日，9 版。〈蘭陽春季野球大會〉，《臺灣日日

新報》，1936 年 5 月 13 日，12 版。〈蘭陽軟式野球昭糖團優勝 B はエツキス團〉，《臺灣日日

新報》，1936 年 11 月 10 日，5 版。〈蘭陽の呼物軟式野球大會〉，1937 年 5 月 5 日，5 版。

竹東：〈新竹州竹東郡主催郡下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0 月 26 日，夕

刊 4 版。〈竹東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6 月 7 日，夕刊 2 版。〈竹東／軟式野

球〉，《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6 月 29 日，12 版。〈竹東／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

1937 年 6 月 29 日，12 版。〈竹東／春季野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5 月 18 日，12

版。〈竹東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1 月 8 日，12 日。高雄：〈高雄州十五團の

野球大會開く二十三日第一次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23 日，5 版。〈旭團優勝

高雄市軟式野球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11 月 10 日，5 版。〈高雄軟式野球決勝

戰日取〉，《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1 日，夕刊 2 版。〈高雄市軟式野球大會〉，《臺

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8 日，夕刊 4 版。〈高雄の軟式野球優勝決定〉，《臺灣日日新報》，

1932 年 4 月 19 日，3 版。〈愈愈けふから準決勝戰に入る高雄市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

報》，1932 年 10 月 15 日，3 版。〈高雄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3 月 15
日，3 版。〈軟式野球の秋季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9 月 21 日，3 版。〈高雄

市春季軟式野球大會參加チーム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3 月 24 日，3 版。〈高雄

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0 月 2 月，3 版。〈春季軟式野球大會〉，《臺灣

日日新報》，1935 年 3 月 15 日，3 版。〈高雄市の軟式野球きのふ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

1936 年 5 月 4 日，5 版。〈高雄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3 日，8 版。〈高

雄巿の軟式野球大會十六日から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10 月 17 日，5 版。〈高

雄軟式野球組合せ決る廿九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4 月 29 日，8 版。〈高雄軟

式野球組合せ決定す〉，《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11 月 12 日，8 版。〈春季軟式野球大會〉，

《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4 月 18 日，5 版。〈高雄の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9
年 10 月 3 日，8 版。 

根據表 6-2 顯示，以高雄市、竹東郡、宜蘭（羅東、蘇澳、宜蘭三郡）為例，

春、秋季軟式棒球賽的舉行，如高雄市的都會區，或者像宜蘭這樣整合三個郡的

範圍裡，軟式棒球賽幾乎是年年固定舉行，就連竹東郡也以郡級的層次持續主辦

了幾年比賽。 

總言之，1930 年代，至少在台灣的幾個主要城市、甚至郡級的地方，每年

春秋兩季、每季持續約兩個星期到一個月左右的軟式棒球賽事，已為相當普遍的

現象。綜合上述說明，軟式棒球在 1930 年代的台灣社會，以密集、定期與廣泛

的方式普遍流行。 

三、參賽者的規範：由年齡的限制到身分的規範 

由於軟式棒球強調娛樂性，因此，參賽資格也儘可能更具開放性。1920 年

代，台灣軟式棒球的發展中，對於參賽資格的特徵主要為年齡，例如 1928 年，

台北大會規定參加選手必須滿 20 歲以上，471929 年，台北大會甚至規定必須年

滿 25 歲。48 

                                                 
47〈軟式野球 大會迫る 出場チーム への制限〉，《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10 月 20 日，

9 版。 
48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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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年，有位署名吉松生的人，指出 1930 年代前後是軟式野球的「黃金時

代」，路上都可以看見有人在傳接球，並說明此運動對於經濟上、物質上、生理

衛生上均相當適合各年齡層的人從事，但，「臺灣日日新報」主辦的軟式棒球賽，

卻對報名資格者的年齡加以限制。為此「臺灣日日新報」運動部的回應指出，之

所以限制參加者的年齡，主要是學生與年輕人從事個人運動與團體運動的機會很

多，中年者則較少類似的機會，又認為軟式棒球為中年者最適合的運動，因此，

棒球賽採取年齡限制的制度。49換言之，主辦單位並未以分組競賽做為思考，而

是認為學生或許透過學校便能滿足打棒球的需求，而中年者缺乏類似的機會，因

此定位此項軟式棒球賽為針對中年者而設置。 

軟式棒球賽的確有許多年齡超過 30 歲的球員參加。以 1929 年台北大會為

例，參加比賽的選手共有 371 名，其中 25 歲以上有 221 人、30 歲以上有 149 人、

40 歲以上有 9 人。各隊平均年齡最高如法院對為 34.8 歲、最年輕的三十六隊（專

賣局）則為 27.1 歲。50差距大約有 7、8 歲之多。 

軟式棒球賽的年齡限制，到了 1930 年代有所改變。例如前此對年齡設下限

制的臺北軟式野球大會，在 1931 年時已經取消。1934 年，參賽規定主要限制現

役與學生身分者不得參加，並未特別指出年齡的問題。51 

至於台灣其他地方，如 1937 年的彰化市軟式棒球賽，對於參加資格已沒有

年齡限制，僅規定學生與現役選手不得參加。521940 年，為慶祝皇紀兩千六百年，

舉行全島軟式野球大會，其中對於參賽資格的規定為，學生與現役（硬式）選手

不得參加，53同年，台北軟式野球大會，對於參賽資格的規定，也沒有年齡的限

制，但學生與昭和 14 年 3 月 1 日之後打過硬式的選手皆不得參加。54 

1930 年代之後，軟式棒球賽參賽資格的規定，主要是取消的年齡的限制，

但增加學生與現役選手不能參與的規定，現役選手係指硬式棒球選手。之所以增

加學生與現役選手不能參與的規定，主要原因是為維持比賽的公平性與安全性，

通常對實力較強的硬式棒球選手設下限制，台南州廳棒球隊（硬式）的蘇正生：

「我在州廳打硬式，就規定不能去打軟式的比賽。」55同在台南州廳衛生課，但

是以打軟式棒球為主的黃丙丁，也說「硬式棒球隊的球員不可以來打軟式的比

賽，這樣比較公平。」561930 年代後，而大多數比賽都規定現役硬式棒球選手不

                                                 
49〈軟式野球の年齡〉，《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0 月 10 日，夕刊 3 版。 
5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12-13。 
5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40。〈全島軟式野球、臺北代表豫選大會〉，《臺灣日日

新報》，1934 年 8 月 3 日，夕刊 2 版。 
52〈彰化巿軟式野球 申込は六月五日限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24 日，5 版。 
53〈奉祝軟式野球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9 月 7 日，8 版。 
54〈市内軟式野球春季大會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3 月 7 日，8 版。 
55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3。 
56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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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參賽。57 

除區分技術的差別維持比賽公平外，主要反映社會人與學生棒球的差別，

日治時期被譽為「學生野球の父」飛田穗洲指出，社會人打棒球具有比較多的娛

樂意味，藉由甲子園中等學校棒球所產生的學生棒球價值，則是為追求精神集中、

訓練忍耐的精神修煉，因此，飛田對宛如表演的大學生棒球不為微言。58 

事實上，以 1930 年代軟式棒球賽大多採取分級制度的現象來看，如果球技

與年齡呈顯反比，為一般性的狀態，那麼分級制度必然可解決年齡差異大、球技

差異大者卻必須同場競爭的現象。如此一來，分級制度也解決年齡的問題。 

綜上所述，1930 年代，軟式棒球賽中的參賽資格限制，僅考量學生棒球與

社會人棒球在價值上的差異性，以及競賽公平性，進而取消年齡的限制，這項改

變對於擴大軟式棒球的參與基礎，進而使其成為社會普遍流行的運動而言，具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 
 
參、軟式棒球隊的組成及其運作 

一、軟式棒球隊的組成背景與流動性 

1、軟式棒球隊的成員背景 

1930 年代，台灣各地軟式棒球運動相當盛行，相關資料顯示，軟、硬式棒

球隊的數目，有懸殊的落差，以台南州為例，硬式棒球隊 9 隊，軟式棒球隊則有

73 隊。台中州硬式棒球隊有 4 隊、軟式棒球隊有 39 隊。59從此數字來看，已有

相當差距，但實際的數字，卻比此差距還大，因為該份調查統計中，有的是以棒

球團體為名登記，例如彰化軟式野球協會、台北軟式野球鞋會，這些協會之下均

有相當數量的軟式棒球隊，例如台北軟式野球協會下有 44 支隊伍，而彰化軟式

野球協會則有 150 名會員，並載明一隊月費一圓。60凡此，均說明軟式棒球隊實

為普及棒球的重要推手。 

下文則針對台北、高雄、澎湖、台南、宜蘭等地，參與軟式棒球賽的隊伍

名稱進行分析，了解軟式棒球隊主要是由甚麼人、甚麼樣的機關單位所組成。 

表 6-3  軟式棒球隊隊伍背景 

地方 隊名 隊伍背景 統計 
台北 若葉俱樂部（度量衡所）、TG 團（殖產局農務課）、 官廳機關 28 

                                                 
57〈全島軟式野球、臺北代表豫選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8 月 3 日，夕刊 2 版。〈彰

化巿軟式野球 申込は六月五日限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24 日，5 版。 
58 飛田穗洲，〈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臺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夕刊 2 版。 
59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43-644、647、650-653。 
60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3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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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4 
實業 1 
青年團  
有志者、不詳 14 

北醫團、ジヤバラ團（督府寫真室）、中研團、酒

團、倉和俱樂部（鐵道經理課）、稅關俱樂部、

WB 團（一中寄宿舍）、鐵鎚團（鐵道工場）、ハ

ンマー團（台北檢車所）、TF 團（三十四銀行）、

樂美團（鐵道踿球部）、Z 俱樂部（鐵道部）、鐵

道機關庫團、MC 團（醫專）、市役所團、ロータ

リー俱樂部（鐵道工作課）、育英團（小學校職員）、

トンネル俱樂部（民間有志）、法院團、官房會計

團、道路團、金春團（督府營繕）、三六團（專賣

局）、文武町團（町內有志）、曉俱樂部（有志）、

YB 俱樂部（有志）、重熙團（通信修理工場）、帝

大 OB 團、蟾蜍俱樂部（中研農業部）、台北州團、

ヤング團（有志）、JP 團（電信局）、カーヂナル

ス團（有志）、丙寅團（文教局）、煙工團、台銀

團、建成班野球部（在鄉軍人）、鐵道運輸課團、

TK 團（太平公學校）、本町團 A 組、本町團 B 組、

YO 俱樂部（有志）、遞信團、淡水有志團、無名

團（有志） 

共計 47 

官廳機關 4 
教職員 4 
實業 7 
青年團 2 
有志者、不詳 11 

高雄 A 組：實業團、市役所、PO 團。B 組：高中 A 團、

明明團、共愛團（台灣人有志者）、山下團、アル

ミ團、啟明團（三公青年）。C 組：高法團、港團、

信地團、堀江團、平和團（一公青年）、高醫團、

消設團、杉原團、百鬼團、電力團、共勵團、雄

商團、商銀團。D 組：高中 B 團、共益社、南報

團、彰銀團、アマチュア團、アルミナ二團 
共計 28 

官廳機關 10 
教職員  
實業 1 
青年團 3 
有志者、不詳 4 

澎湖 A 組：工作部團、澎湖廳、民眾團、教員團、官

衙混成團、本島青年團。 
B 組：工作部 3 隊、本島青年團 2 隊、內地人民

眾團 3 隊、澎湖廳庶務 2 隊、澎湖廳官衙混成團 2
隊。 

共計 18 
官廳機關 10 
教職員  
實業 3 
青年團 2 
有志者、不詳 2 

台南 南鯤、州廳 A、專賣、酒工場、勸銀、病院、メ

ートル（度量衡）、州廳 B、新豐、電力、BK（放

送局）、糖試、寶、港青年團、交友、補檢、臺日

共計 17 
宜蘭 A 組：專賣團、稅務團、昭糖團。 官廳機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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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實業 5 
青年團  
有志者、不詳 2 

B 組：銀行團、郡庶團、實業團、白英團（本島

人）、鐵道團、汽關團、電力團、紙業團、福老團

（醫院）、營林團、夜學團。 

共計 14 
參考資料：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0。〈三日坊主を免かれた澎湖球界 今年もます

く野球熱が勃興しやう／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 月 5 日，5 版。〈蘭陽軟式

野球 秋期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1 月 20 日，8 版。〈臺南軟式野球の春季大會〉，

《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3 月 23 日，5 版。〈高雄軟式野球組合せ決る 廿九日から〉，《臺

灣日日新報》，1938 年 4 月 29 日，8 版。 

綜合表 6-3，可知軟式棒球隊中，官廳機關的棒球隊具有相當高的比例，此

處所指之官廳機關，亦包括如鐵道部、郵局、法院等機構。官廳機關的數量在宜

蘭、澎湖、台北、台南都超過半數。教職員、青年團等均為少數，不過有許多團

體根據其隊名難以得知其組成的成分，因此，綜上所述，僅能說明官廳機關棒球

隊為各地軟式棒球的重要組成主體。 

透過上述名單，也可得知若干球隊陣中多為本島人，例如宜蘭的白英團，

澎湖的青年團、高雄的啟明團（青年團）、平和團（青年團）、台南的港（港公學

校畢業生為主的青年團）。至於其他隊伍中，亦有零星的台灣人。關於台灣人參

與軟式棒球的問題，於下節再論。 

除此之外，軟式棒球隊的隊伍，遠比上述表格呈現的還多，由於機關、事

業團體的內部或之間，常有軟式棒球之切磋，因此也形成許多棒球隊或者比賽，

例如 1931 年台北市印刷工聯盟亦以五、六隊的規模成立。61最常見的則是公家

機關，例如專賣局、鐵道部內由於棒球風氣興盛，甚至內部也舉行軟式棒球賽，

以 1936（昭和 11）年為例，便有 12 隊之多。62而嘉南大圳各郡分部間，也都有

棒球隊甚至舉行棒球賽，1934 年 12 月，嘉南大圳舉行的棒球隊中，大約有十隊

參加，除本部之外，尚有新化、北門、曾文、新營、新豐、東石、北港、虎尾、

烏山頭等郡部。63而台中、台南與高雄等三州衛生課，甚至有相互比賽的傳統，

1933 年這項比賽在嘉義舉行第一次，1934 年 12 月 9 日，台南高雄台中等三州教

育課棒球隊在西子灣舉行第二次三州衛生課比賽，為此比賽的來臨，各隊積極備

戰，台中衛生課甚至在四個月前即開始練球。64而在高雄，則有台灣鐵工所，還

有淺野水泥、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會社，稱為五社。五社之間有一

年一度的棒球對抗賽。65 

                                                 
6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9。 
62 松延生，〈局內軟式野球大會記〉，《臺灣の專賣》21：10（1942.10），頁 73-74。〈第五回 現

業員慰安軟式野球大會記〉，《臺灣鐵道》，290（1936.10），頁 67。 
63 〈嘉南大圳各部懇親野球〉，《臺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25 日，7 版。〈佳里〉，《臺南新報》，

1934 年 12 月 24 日，6 版。 
64 〈三州衛生課交驩野球〉，《臺南新報》，1934 年 12 月 2 日，7 版。 
65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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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軟式棒球隊的流動 

由於軟式球隊的門檻低，因此，組成與解散的變動空間較大，隊伍的流動

性也相對大很多，以 1931 年台北秋季大會為例，30 隊當中就有 10 隊為新參加

的球隊。66下文則就台南市為例，以 1931 年春季、1933 年春季、1933 年秋季以

及 1936 年春季等四次的比賽為例，說明參加棒球隊及其隊伍增減的狀況。 

表 6-4  1930 年代台南軟式棒球賽報名隊伍 

年度 隊伍名稱 總數 新增隊伍名稱 減少隊伍名稱

1931 年

春季 
南鯤團、日星、同好、專賣、

不老港陽、銀行、醫院、新豐、

法院、メートル、稅務、州內

務 A、州內務 B、台南驛、台

南驛機關庫、泉、市役所、市

內教員團 

19 ─ ─ 

1933 年

春季 
岸內、勸銀支店、メートル、

台南醫院、放送局、南鯤、電

力、新豐、港、三友、末廣、

大圳、法院、幸團、麗 

15 勸銀支店、放

送局、電力、

港、三友、末

廣、大圳、幸

團、麗（8 隊）

日星、同好、

專賣、不老港

陽、稅務、州

內務 A、州內

務 B、台南

驛、台南驛機

關庫、泉、市

役所、市內教

員團（12） 
1933 年

秋季 
電力、勸銀、不老、南鯤、オ

リエンタル、ラツキー、岸內、

BK（放送局）、玉井、病院、

教育、宮古座、新豐教員、法

院、州廳、新豐、メートル（度

量衡）、市役所、新營。 

19 不老、オリエ

ンタル、ラツ

キー、玉井、

教育、宮古座、

新豐教員、州

廳、市役所、

新營（10） 

港、三友、末

廣、大圳、幸

團、麗（6） 

1936 年

春季 
南鯤、州廳 A、專賣、酒工場、

勸銀、病院、メートル、州廳

B、新豐、電力、BK、糖試、

寶、港青年團、交友、補檢、

臺日 

17
（15
，州

廳不

列

入） 

專賣、酒工

場、糖試、寶、

港青年團、交

友、補檢、臺

日（8） 

不老、オリエ

ンタル、ラツ

キー、岸內、

玉井、教育、

宮古座、新豐

教員、法院、

                                                 
6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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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役所、新營

（11） 
參考資料：〈臺南軟式野球參加十八團 三月一日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2 月 24 日，

8 版。〈臺南の軟式野球大會 參加十六團に及ぶ〉，《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4 月 20 日，3 版。

〈臺南州下秋季軟式野球大會出場團二十一團の組合せ全部決定／硬球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

報》，1933 年 11 月 3 日，3 版。〈臺南軟式野球の春季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3
月 23 日，5 版。 

根據表 6-4 顯示，每次比賽相較於上屆的比賽，新增隊伍數都超過當屆的

50%，也就是每次比賽的生面孔，大約超過半數。相較於上屆而言，連續參賽的

隊伍大約也有半數，其中不乏 1910 年代，南部棒球發展初期便成立的隊伍，例

如郵局的南鯤團。 

上述現象，某種程度可解釋軟式棒球隊伍變動較大的特性，特別是民間有

志者的隊伍，很有可能因為球隊實力、甚至人數等因素，未達到可以參賽的狀態，

便未參與比賽。但這不意味著，這些球隊已經解散，以 1933 年春季、1936 年春

季均曾參加的港青年團而言，雖然未參與 1933 秋季，但不代表港青年團在這段

期間解散，因為 1934 年 2 月的資料顯示，港青年團、末廣與寶等三個青年團，

進行春季軟式野球大會。67有的球隊，例如台南的澤田與八幡西服店的員工組織

棒球隊，「會利用星期日進行友誼比賽，…。很少參加其他的比賽，大概都是自

己練習要不就是跟八幡比賽。」68這樣的棒球隊，主要目的是同儕間的娛樂，並

沒有以各式各樣的棒球賽為目標。 

無證據顯示球隊參加與不參加比賽的理由，但由台南軟式棒球賽參賽隊伍

名單來看，符合軟式棒球門檻低、流動大，且以娛樂為目的的特性，因為以娛樂

為目的，組織的持續性與目標性都不會是最重要的目標，球隊組合與解散也較為

隨機。 

第二節  軟式棒球的價值與階序 

壹、休閒的時間與經濟基礎 

一、休閒時間的「出現」 

1、標準時間觀念與休假制度 

休閒生活為在自由的時間與空間中，主動的進行可以給人帶來愉悅、刺激、

歡喜等效果，進而紓解個人與社會生活間的緊張關係之活動，其中之要項則為時

間─參與休閒活動提供必要之時間。 

台灣標準時間制度的建立，始自 1895 年，6 月 17 日日本宣示在台始政，12

                                                 
67 〈會事 台南〉，《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2 月 24 日，夕刊 4 版。 
68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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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公佈中央標準時間，並於次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此後則先後透過「午

砲」、報時系統，或者透過具有推廣與教育性質，例如 1921 年起開始實施的「時

的紀念日」、學校教育等途徑，使台灣全島統合在一套具有共時且同步的標準時

間。在此概念下，台灣人的作息被編入以時間為計算單位的制度中，上學與下課、

休息與工作均依據一套統一的時間標準。以週為循環的時間生活制度，以及將星

期天作為休息日的制度也被建立。對於官方的作息規律而言，則表現在每日上下

班時間與星期天休假的規律性等「官僚規律化」的特徵。而就學校而言，以 1922
年新台灣教育令實施後為例，除了休假日為星期天、祝祭日、台灣神社例祭日、

始政紀念日、7 月 1 日到 8 月 20 日的暑假、12 月 29 日到 1 月 5 日的年始休假、

3 月 29 日到 3 月 31 日的學年休假日。69 

對於工作者的時間而言，以專賣局製酒工廠為例，根據資料顯示工廠勞工

的休假規定中，每年有 13 天的特定休日（包括年始休假、紀元節、天長節、始

政紀念日等），每月可任擇兩個星期天為特別休假日，合計為 37 天，如果全年無

休給五日內之特別休假，另有喪假等規定。不過，由於酒工廠的勞工是按日支給，

而非月薪，因此休假就無錢可領，於是為賺更多錢只能選擇不休假，雖然酒工廠

星期天休息（每月至少可兩天）的規律已經形成，但選擇休息的星期天也意味著

無收入。70 

透過標準時間制度的實施，台灣人的生活時間、上學時間與工作時間被整

合進一套全島統一且適用的制度下，在這套制度下，規範上學與工作的時間，但

也將休息的時間也給標準化，以日治時期的台灣為例，已可見到至少對官吏、學

生與勞工而言，常態固定的休假日，主要為星期天。 

2、公∕工餘時間的休閒 

軟式棒球運動主要做為社會人士的娛樂之用，因此大多以不影響工作為前

提，前項討論已說明軟式棒球賽大多利用星期假日進行。而就平時的練習而言，

也都是以不影響工作為前提。 

同時，軟式棒球賽比賽時間，主要利用不上班的休假日舉行，通常為星期

天與祝祭日，71加上採取聯盟戰，軟式野球賽有時持續一、兩個月才能產生最後

的冠軍，不過如果採取敗退戰就較快產生冠軍。例如 1930 年第三回蘭陽大會有

13 隊參加，在經歷兩個月、23 場比賽之後才產生冠軍。721931 年台南的軟式棒

球賽的比賽時間，也是從 3 月 1 日的第一個星期天起，每個星期星期六、星期天

進行比賽，繼續至 29 日，賽程才全部終束。73就以 1930 年代常參加高雄軟式棒

                                                 
69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1997），頁 53-69、72-73。 
70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24-125。 
7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1。 
7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2。 
73〈臺南軟式野球參加十八團 三月一日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2 月 24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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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的莊銘燦指出「比賽都是利用星期日進行，當時大家都要上班，棒球是工作

結束玩的，所以一定是在休假的時候比賽。」74 

許水現指出高雄旭青年團棒球隊的練習時間，主要利用早上上班前以及下

午下班後的時間，休假時間也在練習，可以說是有空的時間就練習打球。75在大

日本製糖會社工作的陳嚴川也說「去糖場工作，還是以上班為主，跟大家都一樣

的，所以只能利用下班時間練球。」76 

或是，有些狀況則是利用即將下班的時候練球。例如：學校畢業後從台南

到北門工作的黃丙丁指出，「主要還是以工作為主，練球就是利用下班前一個小

時開始練球，…在衛生課的工作，跟一般員工一樣，一樣要出差，當時常去採樣，

只有在比賽前一兩個星期，會提早時間下班練球。」77 

上班時間與練球時間的平衡點，主要取決於企業或者機關等決策者的態

度，以高雄蕭長滾的經驗為例，1930 年代末期，台灣鐵工所，還有淺野水泥、

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五社，「五社之間的棒球賽，有種公司拼經營

業績的感覺，誰都不想輸，所以經營階層對棒球隊很支持，球具、服裝都不是問

題，甚至還會去挖角球員，當時鐵工所就去挖角台南州廳的球員。在鐵工所，是

上午上班，下午就去練球。」78換言之，對於誰也不想輸誰的五社而言，棒球比

賽關係公司顏面，選手因此必須下午就開始練球。 

對於喜歡打球的人而言，上班時巴望著下班時間的來臨，表現了對棒球的

熱情，不過也因此招致老闆的責難，1930 年代，一群台南的年輕人所組織的棒

球隊，「隊員都是商店店員居多，各自繳納會費，盜時間就練習，常常受到老闆

指責也未中止。」79上班時間雖然無法練球，但上述現象正說明社會人棒球對於

打球的時間─休閒娛樂的時間，存有很多渴望。 

 

二、休閒的經濟基礎 

1、家計調查中的「娛樂費用」 

如果說休假時間是殖民地台灣休閒生活的重要基礎，那麼休閒生活的花費

則是從事休閒的經濟基礎，以下表 6-5 根據 1937 年的家計調查為例，說明不同

收入的台灣人在娛樂休閒上的花費。 

 
                                                 
7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8。 
75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4。 
76 陳嚴川口述，謝仕淵整理，〈陳嚴川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3。 
7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9。 
78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2。 
79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 年 8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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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娛樂費用」支出 

項目 修養與娛樂費 佔月支出比 佔其他費用比例 
日本人受薪者家庭 6.40 圓 5.79% 16.68 

日本人勞動者家庭 3.92 圓 4.41% 13.69 
台灣人受薪者家庭 2.59 圓 2.95% 9.49 
台灣人勞動者家庭 1.03 圓 1.57% 6.77 
資料出處：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24、58。其他費用包括社會生活費（保健衛生、育兒、教育、交通、通信搬運、文具、

負擔）、文化費（交際、休養娛樂、旅行）、其他等三項。 

同時，根據資料統計，本島人受薪者家庭月收入在 50 圓以下者，呈現收支

不平衡的現象，每月實收入與實支出的關係，透支 0.58 圓，但月收入 50 圓以上

家庭則有 2.74 至 20.61 圓的剩餘，本島人勞動者家庭的月收入在 40 圓以上、未

滿 60 圓的級數中，每月實收入與實支出的關係，皆為透支，但 60 圓以上收入者，

則有 2 至 14 圓的剩餘。80綜上所述，台灣人每月用於休閒娛樂費用的支出，大

約為日本人的一半左右。而且每月收入在 50、60 圓左右的家庭，由於收支都已

不平衡，恐怕就實情而言，也無力負擔更多的娛樂費用。就客觀基礎而言，收入

較多者，具備了花費更多各項費用的能力，當然，也包含對休閒娛樂的花費。 

休閒娛樂的花費，仍要依其主觀意願，經濟條件不允許的人，也有可能因

為對特定事物相當著迷，而做了使其負擔沉重的花費。但就一般狀況而言，家庭

經濟環境優渥者，較能支持提供打球所需之球具，家族擁有北港朝天宮前幾棟房

子的蔡溪松指出： 

我的爸爸認為說，花錢買球具，讓小孩子整天去運動，也不會去做

壞事。像是我們要買球衣，一套投手服，就再買一套捕手服給同學。

但是北港沒有棒球球具的店，所以都要到嘉義去買，都是軟式的。

家裡會順便買球具給家境比較不好的同學，這一方面說明家長對棒

球的支持態度以及經濟能力。81 

但，本文的討論，意在指出在常理狀況下，1930 年代，台灣家庭的月開支

中，雖有娛樂費用，但大致數額與比重皆少於日本人，且對於收入較低者，被視

為非日常必要開銷的娛樂花費也應該更少。 

一般而言，社會人從事棒球運動，不像學生棒球受到學校支持，加之棒球

用具堪稱昂貴，因此從事棒球運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加上，棒球運動的從

事，也建立在工作之餘的閒暇時間利用上。因此，上述討論，在於指出日治時期

的台灣，以棒球運動作為休閒活動內容時，作為必要條件的時間與經濟等基礎要

                                                 
80 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19、

55。 
81 蔡溪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溪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錄本文附錄，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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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狀況。 

2、軟式棒球隊的運作經費 

軟式棒球隊多數為基於工作、地緣、學緣等因素而組成，其目的大多為了

娛樂與興趣，不似競爭性高的中等學校棒球賽或者都市對抗賽，不僅技術門檻

高，更具有一套完整的賽事論述，促使參與球隊背負著地方與學校的名譽，朝向

最後的決賽而奮進，由於理想宏大，因此球隊的後援，往往來自官方或者校方的

支持。軟式棒球既然以娛樂與興趣為名，因此也無由官方支持球隊運作的正當

性，故而軟式棒球隊的運作基礎，大多以隊員繳納隊費維持球隊運作最為常見。

如表 6-6 所示。 

表 6-6  軟式棒球隊會費 

隊名 球隊事務所所在地 會費 
樹專團 樹林酒工場 月俸千分之十五 
淡水郡役所運動部 淡水郡役所 月俸二百分之一 
專賣局花蓮港支局野球部 專賣局花蓮港支局 月俸百分之一 
幸俱樂部 台中州地方課 月收 70 圓以上 20 錢 

月收 100 圓以上 30 錢 
月收 150 圓以上 50 錢 
高等官月收兩百分之一 

台中醫院野球部 台中醫院 月收 200 圓以上 1 圓 
100 元以上 50 錢 
未滿 100 元 30 錢 

資料出處：竹村豐俊，《台灣體育史》，頁 639-640、643、661。 

除了會員繳納會費外，部分軟式棒球團體的經費，也來自當機關與會社的

支持，如台中市教育會體育部的經費，則指出是由「教育會費之一部分」。或者

像是鹽水港製糖與岸內糖場等會社的棒球隊，其費用則由會社俱樂部支出。82

部分公家機關棒球隊經費的籌措，由於無相關適合名目編列預算，因此除了在收

取隊費之外，也採取募集的方式，例如台中州衛生課為成立體育部而欲募集一千

圓，所採取的方式則是由衛生課長具名發信給州內公醫，要求州內公醫一個人最

少出五圓以上。83 

而就一般私人而言，隊員共同繳納經費，或者依靠有能力的人支持，也是

常見的型態。例如，台南的葉清德在公學校畢業後加入明治派出所管轄內的台灣

人所組成的棒球隊，「隊員都是商店店員居多，各自繳納會費，盜時間就練…」84

高雄三公畢業的蕭長滾，指出： 

                                                 
82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43、652。 
83〈台中州衛生課の體育部の寄附募集非難の聲が高い〉，《臺灣民報》，1928 年 5 月 6 日，11 版。 
84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 年 8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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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硬式棒球所需的球具、球衣等，都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球

時，所需的球衣、手套等，都是自己自備的。…參加這種軟式球隊，

都是參加的人大家繳錢，因為大家都在上班，所以還可以負擔，不

過有些人比較有能力的，就會出多一點。85 

蕭長滾的同學許水現就進一步指出「三公畢業後學校對棒球隊就沒有經費

的支援，旭青年團的棒球隊就需要附近許多商人店家支持棒球隊，當時三公附近

的營造商頭家像陳東富、陳順家就支持棒球隊，戰後也繼續。」86在台南的李昌

盛也說「許世賢的哥哥許燦然，當時他家開股票（株卷）交易行，…，家裡很有

錢，他很喜歡打棒球，所以拿錢出來組織棒球隊。」87 

台南市則有熱心於文教與社會公益的黃欣，支持三友團棒球隊，「三友會本

來為庭球訓練團體，1932 年增設棒球部，是以入會者益眾茲定七月一日，開定

期總會，經由會長黃欣招集，該會從前苦乏經費維持，現得黃氏奔走，聲援者日

多。」88參加三友團的黃丙丁指出「三友團是以台灣人為主的球隊，打軟式的，

領隊是黃欣，他是有錢人，球隊就是他支持的」891920 年代，以黃欣為核心，期

許推廣社會文化教育的台南共勵會成立時，便設有社會教育部、音樂部、體育部、

講演部、演藝部等部門，換言之，黃欣對於體育運動在內的社會文化有普遍的關

心。90 

綜上所述，軟式棒球隊的經費，隊員繳納一定數額的金錢為普遍之狀態，

私人企業，如製糖會社則以營收盈餘成立的俱樂部預算中支出，類似這種私人的

補助關係，也在台灣人的棒球隊中出現。究其原因，無論是台南眾所皆知的士紳

黃欣，或者是高雄營造場老闆，或者出於自身興趣，也或者對社會文教有所抱負，

因而成為棒球運動的支持者。 

 
貳、自足的價值與運動的階序 

一、軟式棒球的目的與價值 

被視為經濟與技術門檻低的軟式棒球，雖然不像甲子園與都市對抗賽等全島

性、全國性的賽事一般，具有一套連繫個人與群體的論述，例如甲子園訴求年輕

人的犧牲與敢鬪，藉此奉獻國家，並表彰此過程中的勝利者，認定其為此套價值

的最佳實踐者。 

然而，就軟式棒球而言，由於參與者身分殊異、動機多元，目的也不同，因

                                                 
85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86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4。 
87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6。 
88〈臺南市靑年人士組織之三友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 日，夕刊 4 版。 
89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90 黃美月，〈台南士紳黃欣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在職進修碩士論文，2005，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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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了運動做為成就國家目標的手段等符合官方價值的論述外，軟式棒球參與的

目的與功能各有其差異。 

日治時期對於棒球運動的推廣目的，最常見的說法，便是認為推廣棒球有助

於「內台融合」。因此，地方性軟式棒球賽中，常出現類似的論述。如同恆春郡

的軟式棒球賽中描述著，內台人和氣靄靄的共同比賽，對於內臺人融合與官民協

力有非常之效果。91到了戰爭時期，棒球運動因為球具昂貴，且棒球是敵國美國

的運動，因此開始遭遇球具管制與術語改變等影響，此時為呼應戰時的價值，機

關團體內類似同好會的棒球活動，就會改個藉口，例如進入戰時，利用始政紀念

日放假時打棒球，就要用大東亞戰爭下炎熱天氣中的鍛鍊做為理由。92相似的理

由，最常出現的則是慰問從軍受傷者「白衣勇士」而舉行的棒球賽。93 

除此之外，以軟式棒球從事者而言，軟式棒球究竟意謂著什麼？對於從學

生時代開始就以硬式棒球為主的蘇正生，當他不斷強調硬式棒球很危險，很少台

灣人從事，軟式棒球很安全，比較多人從事時，反應的是硬式棒球選手的優越感。

但是，對於軟式棒球的從事者而言，由於軟式棒球的規則與技術幾乎與硬式相

近，因此最終所提出的軟式棒球論述，也類似於國家對於棒球運動的宣稱與定

義，對於日治時期僅參與過軟式棒球的蔡文玉而言，他便指出「所以運動不只是

鍛鍊身體，也要養成運動精神，對於社會教育與國家教育都很重要，有運動精神

的人，人格不一樣，風度、做人都不一樣，生意人賺錢不擇手段，生意人有些不

守道德，經過正式運動訓練接受運動精神，比任何的教育還有用。」94根據口述

資料顯示，軟式棒球選手清楚了解其與硬式棒球的差距，也知道地方性的軟式棒

球運動，與甲子園棒球的差距，但是，對於參與軟式棒球的人而言，也必須尋求

參與的價值，我們可以說由於軟式棒球與硬式棒球的差異，最大的差別在於棒球

的材質，其餘皆很相近。這使得軟式棒球的論述，可以採用相當近似於硬式棒球

的方式，建立其價值。 

除此之外，軟式棒球做為突顯自我的手段，也是常見的，軟式棒球雖然門

檻相對低，然而，對照台灣人可以在娛樂消費上的花費，依舊是筆不小的費用，

因此軟式棒球的參與，具有某種經濟水準、甚至文化地位的宣示，於是如同蕭長

滾指出： 

當時的高雄上班的人，放假會去看電影、上咖啡廳、聽歌等，打網

球、打棒球都是有一定的教育程度與收入，我自己覺得打棒球的人

自己會覺得比較特別，比較「風流」，畢竟打球是十幾個人打，很

多人在看，穿起球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都在看。打網球來說，打軟

式網球是為了興趣，當時打網球的人，需要場地、器材支援，球具

                                                 
91〈恆春郡の社會教育〉，《臺灣教育》，1934.2，379，頁 58。 
92〈炎熱に鍛ふ〉，《臺灣地方行政》，8：7（1942.7），頁 84-85 
93〈白衣の勇士 慰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41 年 10 月 3 日，4 版。 
94 蔡文玉口述，謝仕淵整理，〈蔡文玉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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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貴，可能會給人在銀行上班的感覺。95 

蕭長滾指出打棒球與上咖啡廳、打網球等都被認為是「有一定的教育程度

與收入」因此感覺「比較特別，比較『風流』」。 

同時，做為社會生活中的軟式棒球，並非僅是地區性的春秋季比賽，更常

常有團體間相互交誼比賽的情形。因此，棒球有時便成為社交手段的選擇，因為

球技不錯而被延攬至日東商船工作服務的蕭長滾指出： 

商船會社與糖廠有業務往來，因此，我們就常跟製糖會社的棒球隊

打球，作為交際應酬的手段。因為日東商船與大日本製糖往來，所

以我去過大日本製糖的糖廠，例如虎尾、南靖糖廠等，但是去糖廠

比賽，好像是為了吃飯喝酒的，因為糖廠與會社負責人都會出面請

吃飯，達到交際應酬的效果。打球是個名義，是副作用，但是打球

完，吃飯喝酒交際變成重點。96 

日東商船為爭取製糖會社的生意，常會找製糖會社棒球隊聯誼打球，重要的

是比賽後的吃飯喝酒，增進情感，就能有助於生意的取得。或如同彰化遞信到斗

六訪問進行網球與棒球比賽，中午休息時雙方喝酒，以致下午的比賽中，球員在

太陽的炎熱與抵抗喝啤酒產生的睡意下而比賽。97羅東郡軟式野球對抗賽決賽

後，就發生過營林所棒球隊員打完球，開慰問會後，又要到他處開二次會，結果

與運轉手發生衝突，棒球隊員圍毆兩個司機進而賠償的事。98軟式棒球所形成的

社交文化，成為軟式棒球發展的特色。 

事實上，多元的軟式棒球隊，參與者動機遠比硬式棒球還要來得複雜，從黃

丙丁指出軟式棒球隊，「比較有規矩的球隊，例如代表機關的球隊，比較規矩自

制，在休息區就不會抽菸，打球完去喝酒也比較節制，不會亂來，有些打趣味的，

就不管這些。」99等現像，以及前文討論中，軟式棒球不僅反應殖民地社會以運

動做為休閒的現像，也藉由不同參與者因為身分與動機的差異，進而產生運動參

與目的的多元性。 

 
二、棒球的儀式與榮耀的象徵：軟式棒球開幕式與紀念章 

軟式棒球的價值雖然有別於甲子園，然而，為讓軟式棒球更具有正式性，也

同時將棒球所具備的榮譽感與國族價值滲透到棒球運動中，軟式棒球賽的開閉幕

儀式，以及透過紀念章或者優勝章的頒授，進行對運動員的表彰，皆使軟式棒球

                                                 
95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96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2。 
97 五木生，〈斗六遠征の記〉，《臺灣遞信協會雜誌》，104（1930.9），頁 63-64。 
98 〈羅東郡野球員七名毆打運轉手重輕傷〉，《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21 日，8 版。 
99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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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在整體價值上，足以驅策軟式棒球的參與者，滿足在這些儀式與紀念章所堆

積出的文化意義與榮譽感中，建構其「自足的價值」。 

以球賽的開幕儀式而言，大小型的比賽，其開幕式之流程幾乎與甲子園相

同，如同 1940 年專賣局內的棒球賽，開幕式中參加球隊一同整列、齊唱國歌、

皇居遙拜、為前方戰士默禱、優勝期返納、長官致詞，之後進行開球式，象徵比

賽正式開始等儀式。1001939 年，苗栗日本石油臺灣礦業所所舉辦的年度棒球賽，

參加隊伍僅有三隊，國旗揭揚、皇宮遙拜、優勝旗返納、開球等儀式，都是缺一

不可。101由於棒球所強調的價值與表彰榮耀得手段，主要依靠棒球比賽的開閉幕

儀式，因此相關儀式不因參與球隊少而打折扣。如同圖 6-2，比賽前結束後，勝

利的隊伍，也在與賽隊伍共同參與的閉幕儀式，領取代表勝利的優勝旗。 

 

圖 6-2  1930 年蘭陽軟式棒球賽閉幕儀式 
資料出處：〈蘭陽軟式野球爭覇戰に 優勝した宜蘭消防團チーム（上）〉，《台灣日日新報》，

1930 年 6 月 28 日，5 版。 

前述所指的優勝旗，是一項象徵棒球比賽榮耀的重要物件，如同九曲堂青

年團第二分團的陸季盈在觀看排球比賽的頒獎典禮時，其心情為「站在優勝旗幟

的前面，優勝選手在大家的掌聲中接下了旗幟。心情相當輕鬆步伐也變得輕快許

多…」102獲獎的榮耀除了對於團隊的表彰，亦有由個人所收受的優勝章做為代

表，或者代表曾經與賽的紀念章，這些由棒球比賽所延伸的物質文化，使棒球的

價值透過實際物件與授與儀式而具體化，收受者在頒獲紀念章與優勝章時，勝利

的榮耀與勝利者的身分被結合在一起（圖 6-3）。 

                                                 
100 〈局內軟式野球大會〉，《臺灣の專賣》，19：10（1940.10），頁 43。 
101 〈日石臺灣礦業所野球戰〉，《臺灣日報》，1939 年 7 月 22 日，4 版。 
102 陸季盈著，《陸季盈 1940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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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比賽中的開閉幕儀式與優勝章等，與硬式棒球賽相同，儀式與物件主

要的目的在於強化棒球運動的所強調的共同參與（一同整列）、國家認同（齊唱

國歌、皇居遙拜、為前方戰士默禱）、競賽的開始（優勝期返納、開球）等儀式，

類似儀式的舉行，一方面強調棒球的價值，另一方面，也可讓軟式棒球的參與者，

強化並且認可其所建構的「自足的價值」。 

   
圖 6-3  軟式棒球賽優勝章─彰化野球協會（左）、淡水軟式野球聯盟（右）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4.001.0265（彰化軟式棒球協會）、

2004.001.0280（淡水軟式野球聯盟） 

三、棒球用具與運動階序：以球衣與球鞋為例 

軟式棒球雖因技術門檻低與球具相對便宜，而具有普及棒球運動的功能，然

而，軟式棒球不像硬式棒球的甲子園或者都市對抗賽，參與者多半有雄厚的後勤

支持，例如嘉農校友會對嘉農的支持，或者台南州對州廳棒球隊的補助。 

反倒是軟式棒球多半是參與者自給自足，於是軟式棒球用具甚至球衣等，均

涉及消費與消費門檻等問題，使得軟式棒球運動出現階層階序的問題。本文將以

球衣與球鞋說明，棒球用具的價格不同與屬性高低，涉及運動的階層、身分與階

級問題。 

以球鞋為例，棒球比賽的鞋子主要分為スバイク、橡膠底的運動鞋，兩者價

格不同，軟式棒球發展初期，比賽禁止穿硬式棒球賽穿著的スバイク（附有鐵片

的鞋），但這項規定在 1930 年代便未看到。103缺少制度性的規範，穿何種鞋子任

憑個人與球隊的消費能力。不過除此之外，也有赤腳打球的情形。 

而就球衣而言，通常軟式棒球賽規定只要衣服上有部分特徵足以辨識便可以

參賽。因為球衣的價格昂貴，因此軟式棒球對於球衣的規定較為寬鬆。而得以穿

                                                 
10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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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式球衣的，通常都有著比較雄厚的經濟支援。日治時期在西服店工作的李昌

盛指出： 

因為我們是服裝店，所以也會做球衣，當時是用很厚的棉布做的，

不通風，夏天穿很熱。台南附近的製糖會社都有棒球隊，他們的球

衣也來找我們做，一個人都要做兩套。一套是繡英文的字樣，一套

是繡漢字的，就像日糖、塩糖、明糖、台糖等字，字是用布剪成的，

所以不是用繡的，這些字就代表公司嘛，所以一看就知道是那一

隊，也算是替公司廣告啦。 

當時一套球衣，包括帽子、襪子，大概要二十圓左右，很貴，接近

一般人一個月薪水。所以，有能力打球是一回事，但是有球衣可以

穿，又是另一回事。104 

此外，由於球衣昂貴，黃丙丁也說「比較正式的社會隊也會有球衣，但是那

種娛樂的就不一定有，像葉清德他們那邊的人組織明治團不一定有球衣，球衣也

有分，有的是比較好的布做的。」105但是穿著球衣，可以說是做為一個棒球員最

為顯著的識別，因為蕭長滾如同指出「畢竟打球是十幾個人打，很多人在看，穿

起球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都在看。」106 

雖然，穿著球衣感覺比較威風，球衣也相當昂貴，但表現球隊整體性的象徵，

莫過於球衣，因此透過九曲堂青年團第二分團棒球隊製作球衣的經過，可了解達

到棒球團隊識別與象徵，所可能遭遇的狀況，及其如何達到目的。 

根據九青團第二分團陸季盈的日記所載，1941 年九青團重新協議組織第二

分團團員棒球隊的會議中，除了討論隊名、教練、隊費等問題外，對於球衣與帽

子的製作問題，記錄最為詳細，會中討論重新製作帽子和衣服，而對於製做褲子，

估計一條約為四八○錢，製作的方法則是布料的費用由選手負擔，吉田提議一位

選手補助（五十錢），此外，團員中許受君提供義務裁縫服務。107 

以上所指，大多是關於球衣與球鞋的價格，延伸出品味象徵與階級差異等問

題，因此，軟式棒球社群反映的社會，不是單一的，藉由球衣與球鞋等問題的考

察，足以了解運動參與、運動用具的物質消費與社會階層的關聯性。 

圖 6-4 中，岡山郡公學校高等科的賽後合照中，球員都是赤腳，球衣也是簡

單的素白色。圖 6-5 為高雄第一公學校校友為班底的旗津隊在高雄市軟式野球大

會中擊敗一小（應該也是一小校友）的合照。可以看到球員所穿的鞋子為平底鞋，

                                                 
104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5。1924 年，為

籌備殖民地間的棒球賽，所估計的成本中 15 套球衣、球帽與鞋子，共計 595 圓，一套約為

19 圓多。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578。 
105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106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107 陸季盈著，《陸季盈 1941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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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專業的スバイク，而球衣也是簡單的素白球衣，大多無明顯字樣。 

 
圖 6-4  岡山郡高等科軟式棒球賽合照 

資料出處：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組 2009.001.0054 

 

 
圖 6-5  高雄一公校友棒球隊 

資料出處：李尚郎先生提供 

1940 年左右，苗栗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進入大日本製糖苗栗工廠工作的

陳嚴川，在他所留下的與隊友的沙龍照（圖 6-6）中，則穿著繡有代表大日本製

糖會社英文縮寫的 D 字，製糖會社棒球隊的球衣顯然較為正式，但他們腳上穿

的則為一般平底的運動鞋。圖 6-7 中，1939 年，從事軟式棒球的彰化銀行棒球隊

的合照中，球衣不僅繡著彰化銀行簡稱「彰銀」的拼音─「SHOGIN」，而且從

第一排隊員所穿的鞋子觀察，正是附有鐵片專用的棒球鞋。彰化銀行的球衣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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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論經濟的價值可能是最高的，而在棒球運動的文化中，這些裝備，也意味著

高人一等（不過這並非實力的保證）。 

 
圖 6-6  大日本製糖會社苗栗工廠棒球隊球衣 

資料提供：陳家俊先生 

 
圖 6-7  彰化銀行棒球隊球衣 

資料提供：郭雙富先生 

綜上所述，從岡山郡的高等科棒球隊、高雄旗津的台灣青年所組成的棒球

隊，以及苗栗的糖廠與彰化銀行的棒球隊，可觀察出不同球隊間，彼此在球衣與

球鞋層次的差異，穿著較好的球衣與球鞋，雖不必然代表球技必然高人一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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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反應著球隊的背景屬性與球員身份的特性。換言之，作為殖民地社會生活中的

軟式棒球，反應殖民地社會內部的多元棒球社群，同時也指出棒球運動的價值建

構與分類手段，不僅關乎球技與勝負，物質與消費所涉及的社群分類的手段，更

是挖掘棒球參與者，為何或者如何透過棒球建構自我、區別他人等棒球運動分析

的重要視野。 

第三節  俱樂部、青年團與「高砂野球聯盟」：棒球與台灣人的休閒

運動 

壹、俱樂部性質的運動團體：斗六青葉團與宜蘭白英團 

一、斗六青葉團 

一般來說，除上述所指類似旭青年團這樣的棒球隊之外，日治時期棒球隊

成員多為日本人，隊伍中可能會有幾個台灣人，而台灣人為主體的棒球隊，一個

地區往往僅有零星的一、兩個。如同 1934（昭和 9）年新化郡軟式棒球賽，與會

三隊中，玉井製糖都是日本人，新化青年團則全為台灣人，而新化團則僅有王教

本、李張瑞兩名台灣人。108而在 1940 年台北軟式棒球賽中，與賽的二十幾隊，

以臺灣人為主的隊伍，僅有攝影業有志者組成的スター俱樂部以及新民報團等兩

隊，其他的台灣人則零星見於台日團、台拓俱樂部、共益社團、日本通運社、三

井物產、菊元團、州廳團等隊伍。109 

以上所指，顯示台灣人的棒球隊伍，較為常見的為青年團型態，另外，則

為有志者基於興趣而共同出資的俱樂部型態。因此，本節將針對青年團以及具有

俱樂部性質的斗六青葉團與宜蘭白英團為例，說明軟式棒球與台灣人休閒生活的

關係。 

1925 年，斗六的運動團體有三：斗六運動俱樂部（會員中日本人 35 人、台

灣人 25 人）、天狗團（日本人 25 人、台灣人 5 人）、青葉團（會員皆為台灣人）。
110以台灣人為主的青葉團，最初是以網球運動為主，創立初期還曾「成立庭球場

設在公園內，團員有四十餘名，團長楊立成（斗六公學校教師）發起創開球團雜

誌，每月初五發行，配送團員。」111 

青葉團日後轉為綜合性的運動團體，並由斗六街役場書記吳開興擔任負責

人。1934 年，青葉團的組織與幹部如下：團長吳開興（1904 年出生，斗六街役

場書記、斗六公學校准訓導）、副團長黃文苑（1900 年，京都醫大、生春醫院）、

林靜淵，幹事韓添才（1906 年，北醫專、韓眼科醫院）、張坤松（斗六街實業協

                                                 
108〈新化郡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 十一日灣裡製糖所で〉，《臺南新報》，1934 年 11 月 8 日，4 版。 
109 〈各團のメンバー 市内軟式野球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4 月 5 日，8 版。 
110 傅奕銘總編纂，《斗六市志 下》，（斗六：斗六市公所，2006），頁 259。 
111〈斗六／庭球雜誌發刊〉，《臺灣日日新報》，1927 年 6 月 7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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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理事）、林朝業、曾火吉，庶務黃金洲、吳開涼，會計張錫埼（大和印刷公司、

雲林街協議會員）、林乾以（斗六信用組合書記），庭球闕清長、林慶明，野球莊

輝立、黃瑞琨，陸上競技劉金約（原為斗六公學校、後為斗六街產業技手）、李

振合（斗六街產業技手），洋樂朱文承、廖清山。1121934 年時，青葉團已成為綜

合性的運動社團，甚至被稱為「本島人唯一之運動體育團體」。113按其幹部成員

來看，青葉團應為地方基層公務員、醫生與生意人等所組成。 

青葉團並非官方組織，因此，經費的籌募多半由會員繳納會費114或者透過

各種方式募款。關於募款方式，常見的有「為了要籌募基本財產與社會教化，…，

假斗六座，開素人文化劇。」115也曾為籌募基金而在斗六座開映寫會。116根據

1939 年的資料顯示，青葉團的會費有 1,100 圓之多。117 

青葉團的日常運作，除會務的協調，如 1932 年青葉團假斗六街役場討論相

關事項，內容包括「年末門松（かどまつ）包辦、北斗ABC野球團、會費、吳開

興內地視察、昭和 7 年 11 月 15 日現在團員報告」118、「斗六青葉團討論西螺遠

征與 6 月 6 日創立紀念日行事」119、「本島人體育團體為西螺遠征，而在街役場

開會討論此事」120等事項。 

除此之外，實際的運動參與為其重點。最常見的是與西螺、北斗、刺桐等

地的運動團體交流，以及團員間的內部交誼。例如青葉團成立初期，1926 年斗

六街青葉團在郡役所球場與莿桐隊進行網球比賽。1211929 年，至西螺與青雲團

在西螺成美街大典紀念球場比賽網球。1221930 年代，類似的交流，又增加棒球

運動。例如：「青葉團野球與庭球兩團選手 24 名，遠征台中州北斗，與北斗ABC
比試。」123而就棒球而言，青葉團也參加地方性軟式比賽，主要為參加實力較弱

                                                 
112〈斗六／靑葉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6 月 14 日，8 版。人物背景資料，查詢自

「台灣人物誌」http://news8080.ncl.edu.tw/whos2app/servlet/whois?simplegenso。〈斗六

郡斗六街役場書記吳開興氏〉，《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1 月 3 日，夕刊 4 版。臺灣總

督府，《昭和九年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錄》，頁 543。大久保源吾，《昭和七年現在

臺灣街庄區職員錄》，（台北：全島街庄區職員錄發行所，1932），頁 128。砥上次雄，《昭

和九年十月十五日臺灣殖產關係職員錄》，（台北：臺灣農友會，1934），頁 263。臺灣人

物名鑑發行所，《台南官民職員錄》，1927 年，頁 211。 
113〈斗六／靑葉演劇〉，《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09 月 15 日，8 版。 
114 〈斗六靑葉團 磋商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1 月 17 日，夕刊 4 版。 
115〈斗六／靑葉演劇〉，《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09 月 15 日，8 版。 
116〈靑葉團基金造成〉，1933 年 11 月 14 日，3 版。 
117 台南州編輯，《昭和十四年度社會教育要覽》，台南：台南州，1939 年。頁 348。 
118 〈斗六靑葉團 磋商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1 月 17 日，夕刊 4 版。 
119〈靑葉行事打合〉，《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5 月 25 日，3 版。 
120〈斗六郡斗六街本島人運動團體育靑葉團〉，《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5 月 25 日，夕刊 4

版。 
121〈諸羅／陸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8 月 25 日，4 版。 
122〈西螺／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2 月 9 日，8 版。〈斗六／靑葉遠征〉，

《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3 日，夕刊 4 版。 
123〈斗六／靑葉遠征〉，《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24 日，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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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組的競賽。124 

而就團員間的內部交誼而言，1933 年，青葉團利用始政紀念日與團員至斗

六水源地舉行野營生活體驗，這項活動內容不僅包括露營，還有網球賽、樂隊演

奏、唱歌、遊戲、體操、棒球賽、桌球賽、採果等娛樂，並對血氣方剛的青年人

講述衛生演講。1251934 年，青葉團的團員，也曾搭自轉車至內林遠足及登山。126

或在新年期間舉行團員新年庭球大會。127青葉團長吳開興當選斗六信用組合購買

販賣組合監事時，團員也曾開祝賀庭球會。128 

綜合上述，青葉團可說是以地方愛好運動人士為主體，且自力運作，至少

沒有看見政府部門的預算對青葉團的支持，青葉團的活動初期以網球為主，後來

則包含棒球在內的許多活動，從其參加地方性棒球賽時，係以 B 組為主，可知

其實力普通。 

事實上，青葉團著重的是跨地區與團員內的交誼性體育交流，甚至還發行

團體內的刊物，並非參與各項公開的比賽為主要目的。因此，青葉團可說是斗六

地區愛好運動的基層公務員、商人、醫師等受薪者，或者接受新式教育與新興職

業者，基於對運動的喜愛而組成的團體。 

二、宜蘭白英團 

類似於青葉團的運動團體，宜蘭白英團也具有非官方性質而由民間獨立運

作的意味，然而，更為值得注意的是，從白英團的人際網絡以及宜蘭社交圈不同

勢力等因素加以考察，更可顯示休閒生活中的運動，所涉及的經濟、社會甚至政

治因素。 

1930 年代，宜蘭有支台灣人組織的棒球隊，係以宜蘭公學校的畢業生為班

底，稱為「白英團」。關於白英團的成立，相關描述如下： 

民國十五、六年間，棒球運動開始在宜蘭縣萌芽，日本政府鼓勵機

關團體組織棒球隊，所以組成了消防團、治水團、稅務團、公賣團、

宜農團、宜蘭醫院團、二結糖廠團、蘇澳東海團等球隊，棒球風氣

逐漸興盛起來。129 

當時，有一群宜蘭公學校的學生也熱愛棒球，每天下課都聚集在一

起，在宜蘭公學校運動場與中山公園廣場投投接接，接不住球而打

到身軀就算出局。兩年後，第七屆畢業同學召集對棒球有興趣的同

                                                 
124〈斗六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5 月 15 日，3 版。 
125〈靑葉團員の野營生活〉，《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16 日，3 版。〈野球生活〉，《臺

灣日日新報》，1933 年 6 月 17 日，夕刊 4 版。 
126〈斗六靑葉團按來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2 月 13 日，夕刊 4 版。 
127〈斗六靑葉團〉，《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 月 8 日，夕刊 4 版。 
128〈斗六／祝賀庭球〉，《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2 月 1 日，夕刊 4 版。 
129〈宜蘭／野球漸興〉，《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3 月 23 日，夕刊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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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如藍春生、黃水順、林金火、杜金土、陳孫濱、林塒鑌、何水

枝、捐錫齡、吳桐、林阿梓等，展開每天的定時練習，那時沒有手

套，大家就想辦法到廖燦堂先生開的文具店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

到手套練習起來。宜蘭公學校老師瀧口隆之先生看到這些少年活潑

敏捷，自告奮勇義務擔任教練。後來練習場地移到西門文昌宮大

庭，與另一個棒球隊經常切磋球技，慢慢合而為一，民國十八年「白

英球團」，取其清白、純樸、豪邁之意成立，以「鷹」為標誌，取

其迅速、敏捷準確堅韌之習性，為本團之精神所在。 

不久，白英團開始出征，參加社會B組棒球比賽，成績一年比一年

好，幾年後就得B組冠軍，並於民國二十八年榮登A組冠軍，稱服蘭

陽棒壇，從此白英團成為全縣知名的球隊。民國三十年，本團曾以

宜蘭縣冠軍隊身份遠征台北市A組冠軍台拓隊與B組冠軍日航隊比

賽，結果雖然以○比三輸給台拓隊，卻以三半一贏了日航隊，這種

戰績，可說是白英團成立來的高峰，因為當時宜蘭縣交通不便，棒

球水準與知識仍嫌落後，本團到首善之區能打勝B組冠軍，的確令

人刮目相看。130 

1929 年成立的白英團，隨即在成立次年後參加第四、五回蘭陽大會的比賽。
1311935 年月 6 月 16 日、17 日舉行宜蘭三郡的棒球賽，B組冠軍賽是由宜蘭實業

團對上宜蘭白英團，實業團 8 比 2 獲勝，「觀眾不下數千人，極呈盛況。」132之

後則參與A組的比賽。133綜上所述，白英團一直活躍到 1940 年代初期。134 

以宜蘭公學校校友為班底（教練也是宜蘭公學校的老師）的白英團，可推

測為共同興趣者，依靠團員的力量組織而成，135同時亦有醫師陳喬岳、朝日商店

廖燦堂136等人的協助。白英團第一任會長為陳喬岳（1906 年出生），1929 年日本

大學專門部齒科畢業後，回宜蘭執業，創立中和齒科，之後並擔任宜蘭市會議員；

文武町會副町長。137根據時間推算陳喬岳回宜蘭之後，白英團便創立，相關的描

                                                 
130 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3&prev=4&next=1 
131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28、33。 
132〈蘭陽三郡野球爭霸〉，《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6 月 19 日，4 版。 
133〈宜蘭／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14 日，8 版。 
134〈蘭陽軟式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11 月 9 日，8 版。戰後白英團依舊持續發展，

白英團相關歷史請參見以下連結。

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4&prev=5&next=3  
135 一般來說，這種俱樂部應該都由會員繳納會費，例如 1933 年成立的庭球俱樂部，會員每月便

需繳納 50 錢，做為月費。〈宜蘭庭球 俱樂部發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8 月 15
日，夕刊 4 版。 

136宜蘭市會議員、朝日商會店主、宜蘭街協議會員、皇民奉公宜蘭市支會委員、宜蘭文具商組合

長、宜蘭信用組合監事、宜蘭土地建物株式會社取締役。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5%BB%
96%E7%87%A6台灣人物誌，2010 年 8 月 1 日。 

137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99%b3%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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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也指出「陳團長在執業之外，對棒球運動最為熱心，經常在宜蘭公學校運動場

參與學生棒球比賽，久而久之，與許多選手相熟，深獲愛戴，因此當「白英團」

創立伊始，他受到大家推崇，榮膺團長之職。」138 

1934 年，宜蘭本島人組織青年體育俱樂部，俱樂部中設九十五條會規，設

立七部，包括總務部、庶務部、會計部、野球部、庭球部、球技部與競技部等。
139成立會議在會長蔡老萬家舉行，副會長為林澤火，其他各部幹事均為本島人，

其中野球部幹事為林金火。140有足夠的證據說明白英團應成為俱樂部會員之一，

因為體育俱樂部得副會長林澤火，為白英團第二任會長，141俱樂部分為陸上競

技、球技、庭球、野球等部門，此外尚有會計、庶務與總務等，其中野球部幹事

則為白英團創始隊員林金火。由此可見，白英團與體育俱樂部應有密切關係，且

由於俱樂部成立後，白英團依舊以此隊名參與宜蘭地區的棒球比賽，因此，白英

團極為可能便是體育俱樂部的野球部。 

不過，更為值得注意的是，從白英團的人際網絡來看，無論是首任團長陳

喬岳、或者提供白英團分期付款購買球具的蔡燦堂等，都可見其與官方較為友好

的關係，即便是社交的網絡也是如此。 

1930 年，宜蘭的各界重要人士及各報社記者組織馨平俱樂部「以圖會員相

互親睦及交換智識等宗旨」，142俱樂部成立時，負責人為明治 30 年出生，擔任

諸多公共團體職務且經營酒販售的黃再壽，143馨平俱樂部的成立，使宜蘭本島人

社交圈分為三派，一是民眾黨立場的，代表人物為黃金波，另外，則為組織聲平

俱樂部的黃再壽，一派是超然於外的醫師林仁（人）和。144 

白英團首任團長陳喬岳以及分期付款球具給白英團的廖燦堂，則與馨平俱

樂部關係親近，例如，1932 年，馨平俱樂部在員山溫泉舉行交誼活動，便由廖

燦堂致開會辭。145陳喬岳則擔任馨平俱樂部委員職務。1461933 年，有鑑於原先

較為流行的網球運動，轉趨沒落，宜蘭成立新的庭球俱樂部，主要負責人則為

                                                                                                                                            
%96%ac%e5%b2%b3台灣人物誌，2010 年 8 月 1 日。 

138 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5&prev=6&next=4 
139〈宜蘭靑年 組體育俱樂部〉，《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2 月 5 日，夕刊 4 版。 
140〈宜蘭街靑年體育俱樂部〉，《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2 月 20 日，8 版。 
141林澤火曾任台北州米殼商業同業組合宜蘭郡支部主任、臺灣總督府米殼局檢查員、台北州米殼

納入協會技手。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6&prev=7&next=5 
142〈聲平俱樂部訂六日擧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8 月 4 日，8 版。 
143國語學校退學返家繼承家業。臺北州協議會員、宜蘭信用組合長、臺灣酒類賣捌人組合理事、

臺灣米庫利用組合理事、財團法人臺灣山林會理事、聲平俱樂部代表委員、宜蘭實業會理事、

宜蘭街方面委員顧問、振和商行、青年團團長。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
%86%8d%e5%a3%bd台灣人物誌，2010 年 8 月 1 日。 

144〈宜蘭〉，《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8 月 9 日，5 版。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
%86%8d%e5%a3%bd台灣人物誌，2010 年 8 月 1 日。 

145〈宜蘭聲平俱樂部員及街有志為發起〉，《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1 日，夕刊 4 版。 
146〈宜蘭街聲平俱樂部定期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 年 2 月 5 日，夕刊 4 版。 

 288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99%b3%e5%96%ac%e5%b2%b3
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5&prev=6&next=4
http://tw.myblog.yahoo.com/jw!wI8hQUWCAhagF0Kcbx8Y_Tg-/article?mid=6&prev=7&next=5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86%8d%e5%a3%bd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86%8d%e5%a3%bd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86%8d%e5%a3%bd
http://0-news8080.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ervlet/author?title=%e9%bb%83%e5%86%8d%e5%a3%bd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1935 年擔任街助役的楊德旺，楊德旺也為馨平俱樂部成員之一。147 

換言之，白英團、宜蘭青年體育俱樂部、甚至宜蘭庭球俱樂部，都是以具

有官方身分之基層公務員，或者擔任地方公共性團體要職的人為主，這群人的屬

性，放在 1920、1930 年代的政治社會運動的系譜上，與台灣民眾黨相對立。因

此，白英團雖具有與前述青葉團類似的性質，但由於白英團為主的棒球支持者與

從事者，顯然與官方關係較為接近，如此一來，做為休閒生活之一環的運動，與

官方提倡的價值之間，或者棒球作為一種特定社群的休閒選擇等問題，顯然依舊

有再深入探究的空間。 

 

貳、以社教為名與青年的享樂：青年團的棒球運動 

一、青年團的成立與功能 

1、青年團體的設置與初期發展 

棒球團體除了以具有社會人士自由參與的俱樂部型態外，青年團亦為台灣

人參與棒球運動的主要現象之一。然而，以社教為名而設置的青年團，遇上了青

春年少、對人生充滿活力與想像的年輕人，棒球或者其他運動的參與，未必盡如

官方所宣稱，運動的參與可能有著更多自我成就的意義與價值。下文便針對青年

團棒球運動進行討論。 

日本本國對於學校教育外的青年團體之設置，開始產生積極規範與管理，

始自日俄戰爭前後，由於日俄戰爭期間，青年團體做為後勤工作的價值備受肯

定，因此日本各地興起青年會設置，1905（明治 38）年 12 月，官方開始調查輔

導青年團體，逐步將自主性結社的青年團體，改編為具有地方自治性質的半官方

團體，1915 年，對於青年團設置標準，提出參加者最高齡者以 20 歲為原則，設

置區域以市町村或依狀況以學校通學區域設置支部，並由地方行政首長與學校長

做為主要負責人，並認為青年團體設置目的為求品性向上、增進體能、磨練智能、

培養剛健勤勉的素養等精神為主。148 

而在日治初期，台灣社會教化團體的興起背景，主要針對各地風俗改善課

題而設，例如纏足、斷髮等。以日本經驗為藍本的青年團體之設置，則始自 1912
年台中大霞田青年會，以及 1914（大正 3）年花蓮港廳吉野日本移民村的宮前與

清水青年會、台南新化公學校青年會等。以 1915（大正 4）年吉野青年會為例，

會員、編制的相關規定大致仿效日本本國，活動則以鄉土補習教育、開辦通俗演

講、運動會、改善風紀、表彰善行、普及衛生、義務協助村內公共事業等為主。

                                                 
147〈宜蘭庭球 俱樂部發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8 月 15 日，夕刊 4 版。楊德旺也

是馨平俱樂部的成員之一。〈宜蘭／開歡迎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2 月 30 日，

8 版。 
148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頁 6-9。 

 289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149此後，青年會開始陸續在臺灣各地出現，例如 1915 年新竹廳長三村三平，結

合公學校畢業生三千人，書房等其它青年三千人組成的青年會，此外，台灣各地

則有台中州西屯庄青年會與彰化街青年會，台南的海口青年會與大埤青年會等。

1920 年之前，青年團體的設置，主要以國語練習、風俗改良、公共奉仕、農業

改良為主。150 

1920 年，台灣地方制度改正，以青年會為主的教化團體的設置，開始在各

州普及。一般來說，此階段的青年團主要是放在興風會、同風會的架構下，例如

台北廳在 1919 年成立聯合同風會，並在 1925 年將相關組織加以組織化，將同風

會的層級區分為州、郡、街庄等，同風會內並分為戶主會、主婦會、青年會、處

女會等。其中青年會會員規定為 12 至 25 歲以下青年男子，在學中不得為會員，

其組織中領導者由同風會會長派任。以海山地區為例，青年會主要的推行工作包

括：國語練習、提倡體育、社會服務、舉辦敬老會、生活改善、舉辦夜學、共同

耕作等。1511925 年，以青年會、青年團或者類似性質的團體，總數已達 389 團，

參加成員有 8 萬多人。152 

從上述規定可得知青年會參與對象主要為完成初等教育者，即便是 1920 年

代，台南州、台中州的訓令中，也將資格限定為完成初等教育者，其目的當是為

避免離開學校後，國語、修養等發生退步的情況。153綜上所述，台灣各地之青年

團體，於 1920 年代發展迅述，且多數均將增進體能，舉辦體育活動視為團體目

的，然而，直到 1926 年之前，全台各州對於青年團體的統制，沒有來自於臺灣

總督府的一致性原則。154 

2、文教局設置與官製青年團 

1926 年文教局的設置，乃至 1930 年頒布的〈台灣青年團訓令〉，意謂台灣

的青年團制度，被放在清楚的社會教育目的下統制。觀諸文教局的設置乃至官製

青年團的政策，必須從 1920 年代同化政策與政治社會運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首先，1920 年代，以台灣文化協會與東京臺灣青年會等為主的團體，提出

對於台灣政治社會的改革與青年改造的想法。如同蔣渭水提倡在文化協會指導

下，全臺灣各地設置青年會。臺灣人的政治社會團體開始透過演講會、出版品，

以知識青年為對象，促成台灣人的自覺。政治社會運動潮流下，將青年教育與台

灣政治社會運動結合的結果，於是產生陳文松所指出「青年的爭奪」的現像，陳

                                                 
149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14-16。 
150 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年」──台灣總督府の「青年」教化政策と地域社會の變容〉，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學科博士論文，2008 年，頁 87-89。 
151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台灣社會收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例（1914-1937）〉，《思與言》，

29：4（1991.12），頁 23。 
152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26-27。 
153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25-28。 
154 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年」──台灣總督府の「青年」教化政策と地域社會の變容〉，

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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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松並以新竹州新埔青葉會為例，說明統治者立場的青年透過「包攝」跟「排除」

的兩面手法，將同情文化協會的成員排除，而在 1923 年「台北青年會」事件，

由蔣渭水、王敏川領導無政府主義運動知識青年所組之的台北青年會，提出的設

置申請被警務局禁止，從被禁止的理由中，大致也提出了日後官製青年團的幾項

原則，例如過去類似組織總督府接已默許方式承認，但其應以內地青年團為範本

而成立，必須由地方官僚與有志者所指導為常態，但該會與上述要項不合，是以

「徒藉青年會之名，漫然集合結社，或由懷抱過激思想…，誤及應堅實發展之地

方青年之前途，以致紊亂胚胎之萌芽」等為由，而禁止設置。155此外，類似的青

年團體，還有台北青年體育會、通霄青年會遭到取締。156 

綜上所述，1926 年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在新設文教局理由的說明書

中，指出實施「內台共學」，形式上實現內臺融和，但內台人之間多有隔閡，以

國語教育為中心的公學校，本島人教員的國語力、國民精神的涵養等依然存在問

題，臺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會，使內台融和面臨危機，因此必須重視思想指導與精

神教化等社會教育設施的活用。157換言之，文教局的設置，是因為急欲加強同化

政策，且面對臺灣文化協會對內台融和產生危機的背景下而設。 

1926 年文教局設置後，青年團的發展較為系統化，並逐步得到官方重視，

1930 年，〈台灣青年團訓令〉中指出「青年為國家活力之泉源，次代社會的擔當

者」因此必須「修養德性、鍛練身體…養成忠良有為國民」，然而「一旦目標錯

誤，設施舉措失當…更會產生不少弊病」，因此發佈訓令規定〈青年團設置標準〉，

對於青年團的原則與執行，提出統一性的規範，其中五大指導要項：一、留意國

民精神之涵養，努力於品性之向上。二、陶冶振作公共心之公民性格，大興奉仕

公事之風氣。三、培養自律之精神，以馴致創造之風氣。四、研磨實際生活所必

須之知識技能，獎勵勤儉質實之風氣。五、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

體質。158重視體育為青年團設置五大指導原則之一。 

同時，對於整頓青年團組織有以下規定：一、名稱：將原來青年團體形形

色色的名稱統一，規定男子一律稱為青年團，女子則一律稱為女子青年團。二、

設置區域：以小公學校之通學區域為單位，但依地方狀況可以設置於部落及其他

適當區域。三、團員資格、年齡：在該青年團設置區域內之修畢初等教育或同等

學力，而未滿 20 歲者加入為團員、顧問及指導者等職。團長必須被青年們所信

賴，並且具備有作為青年團實際指導者的識見及實行力。四、役員與指導者：團

中設置團長、顧問與指導者等職。團長必須被青年們所信賴，並且具備有作為青

                                                 
155 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年」──台灣總督府の「青年」教化政策と地域社會の變容〉，

頁 102-104。王詩琅譯著，《臺灣社會運動史 文化運動》，（台北：稻鄉出版社，1988 年），頁

329。 
156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21-22。 
157 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年」──台灣總督府の「青年」教化政策と地域社會の變容〉，

頁 110-111。 
158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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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團實際指導者的識見及實行力；顧問需擁有學識德望，並能幫助青年團健全的

發展；指導者則是由學校、市、街、庄等職員及其他適當者擔任。五、經費：青

年團之經費原則上以團員的勤勞收入為主，另外還可接受公共團體的補助及其他

贊助團體的捐贈。159 

上述規定，與 1926 年台中州關於青年團體的訓令所規定青年團的設置大致

相同，但差異在於本訓令藉由總督府的行政高度，通令臺灣各地比照辦理。台灣

青年團的發展於是進入官方統一統制的時代。1930 年以降，官方對青年團的推

動，也同時具有管制性，〈台灣青年團訓令〉中對於參與青年團的資格雖與 1920
年代差不多，但應有漸趨嚴格的趨勢，因此，1930 年代以後，青年團團數增加，

總人數卻減少。160直到戰爭時期，因初等教育的資格限制取消，年齡也由 20 歲

以上，改為 30 歲以上。161 

二、青年團的體育活動與棒球運動 

1、青年團的體育運動活動 

1930 年代以降，台灣青年團之設置，雖以〈台灣青年團訓令〉、〈青年團設

置標準〉為依歸，但對於訓令中所指之多項方針，僅有指導性原則，例如青年團

多將「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視為其發展目標，但對於相關

細節並未有規範，因此青年團體育運動的參與，雖有大致方向，但未有制式的規

範。 

由於〈台灣青年團訓令〉、〈青年團設置標準〉均已指出重視體育為青年團

發展重點之一，因此，青年團組織中多半有體育部。以基隆同風青年團為例，在

其轄下的十部當中，體育部即為其中之一，體育部分為競技係，包括網球、棒球、

籃球、桌球以及田徑項目等項目，運動係包括早起會、廣播體操、登山遠足、游

泳、划船、釣魚與自行車等。或如白河青年團的的團員體育訓練，分為舉辦體操

競技與教練等內容的青年訓練日、遠足、身體檢查與廣播體操等。162而金瓜石礦

山第二青年團金瓜時分隊的組織中，分為五部，其中包括體育部，體育部的活動，

則包括教練、釣魚、相撲、排球等內容。163此外，也可見青年團為發展體育，而

設置相關運動設施。如白河青年團設置運動俱樂部，並於白河公園設置網球場、

跳高臺等運動設備。164 

而在 1930 年代中期，以具有 11 分團、且人數達到 4 百多人，全台灣最具

                                                 
159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41。 
160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33、47。 
161 〈靑年團を擴充 從來の資格制限を緩和して 一擧に三十萬の團員〉，《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3 月 12 日，5 版。 
162 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年團之研究〉，頁 70、154-155。 
163 金瓜石礦山第二青年團金瓜石分隊，〈我が分隊の經營〉，《青年之友》，121（1942.7），頁 29-31。 
164〈自河運動俱樂部〉，《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6 月 20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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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大稻埕青年團為例，成立之初利用每天早上勵行國民體操，每星期三與

六，午後四點則在圓山運動場訓練田徑。165甚且大稻埕青年團還是台北青年團運

動大會的常勝軍（圖 6-8 大稻埕青年團獎盃）。166 

 

圖 6-8  大稻埕青年團獎盃 

資料出處：國立台灣歷史博物館典藏，館藏號為 2009.006.0001。 

一般來說，青年團對於運動會的參與相當常見。青年團參加運動會的型態

有四種，其一，青年團參與公學校運動會，例如 1934 年大溪公學校秋季運動會

中，青年團與地方的社會團體亦參與運動會。167其二，則有以青年團為主要對象

的聯合青年團體育會，例如苗栗郡下四湖庄、銅鑼庄、苗栗街、通霄庄、公館庄、

頭尾庄等地青年團共同舉行運動會。或如七星郡下汐止、松山、內湖、士林與北

投等五街庄男女青年團的體育會。168其三，郡舉辦小公學校與青年團的聯合運動

會，例如，大甲郡舉辦聯合運動會，分為小學校、公學校與青年團等三個組別。
169最後，則為州與全島規模的運動會，最早為 1929 年台北州青年團聯合運動會

                                                 
165〈大稻埕靑年團 勵行國民體操 養成陸上競技選手〉，《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12 月

25 日，4 版。 
166〈臺北州靑年會 聯合運動會 大稻埕靑年團優勝 十七日圓山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

1929 年 11 月 18 日，7 版。 
167〈大溪／體育會期〉，《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0 月 24 日，8 版。 
168〈苗栗郡街庄聯合靑年團體育會苗栗靑年團優勝〉，《臺灣日日新報》，1925 年 10 月 20 日，

夕刊 2 版。〈七星郡男女靑年團の體育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0 月 2 日，夕刊 2

版。 
169〈大甲郡聯合體育 獲優勝旗 為清水小梧棲公 及大秀靑年團〉，《臺灣日日新報》，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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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170以及 1931 年第一回的全島青年團陸上競技大會，運動項目包括短跑、

長跑、跳高、接力賽、鉛球、跳遠等項目。171上述運動會的項目，則多半與前述

全島青年團陸上競技大會的項目相近。 

藉由九曲堂青年團第二分團團員陸季盈的日記，可得知青年團與體育活動

間的進一步關係。關於運動會方面，陸季盈在 1937 年 11 月 3 日的日記中，寫著

「今天正逢明治節這個佳辰，在公學校從八點半開始就舉行慶祝儀式。我們青年

團參加了儀式，九點半閉幕之後，立刻開始舉辦運動會。負責人員幾乎全都由青

年團員來擔任。」1721939（昭和 14）年 2 月 19 日，農曆過年當日，記下「明天

九曲堂公學校要舉辦運動會，所有青年團員都必須參加，我被派到記錄名次順序

的工作。」173為了面對 1940 年的鳳山郡青年團的運動會，九曲堂青年團特別召

開分團長會議，決議「…一、在 10 月 17 日郡下的青年團田徑比賽提出選手名單。

二、10 月 12 日下午 2 點在公學校的校園舉行分團對抗預賽。…」17410 月 12 日

當天： 

九曲堂青年團田徑比賽分團對抗（男女共同舉行）…18 日在鳳山

公園要舉辦郡下青年團的對抗田徑比賽。我們九青為了要決定出場

比賽的選手，今天在公學校的校園裡舉行各分團的對抗賽，優勝團

體頒發獎盃。我們第二分團得二十四分，第五分團的得分是二十九

分，結果很遺憾的優勝獎盃只得拱手讓人。結果得到第二名。晚上

8點 30 分在高家，給為了分團努力比賽的選手們辦了場慰勞會。175 

九曲堂青年團第二分團為了參加 1939 年的郡下剛健競走，於 5 月 22 日的

日記中，記載： 

下午 5 點代表第二分團出席分團長會議。決定 27 日上午 6 點開始

舉行剛健賽跑。本分團也選出了兩名選手參加。我獲選為選手的隨

行照護者之一。說到選手，本團共有 20 名選手，而本分團則由梁

連仁、劉連貴兩名選手代表參加。今年比賽的哩程數和去年相同都

是 21 里，只是接力的方式分為兩班，和以前有所不同。平均每個

人跑的哩程數是去年的一半。176 

5 月 23 日的日記中，「選手們彼此之間也決定先進行賽前賽，選出（淘汰）落後

的比賽選手。身為隨行照護者工作雖然輕鬆、但責任卻重大的我，在剛健賽跑中

                                                                                                                                            
年 11 月 18 日，夕刊 4 版。 

170〈臺北州下六十四靑年團の聯合大運動會十七日圓山に〉，《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1
月 14 日，夕刊 2 版。 

171 〈青年團の活躍〉，《臺灣教育》，351（1931.10），頁 134。 
172 陸季盈，《陸季盈 1937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6。 
173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8。 
174 陸季盈，《陸季盈 1940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9。 
175 陸季盈，《陸季盈 1940 年日記》。 
176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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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選手參與比賽卻是頭一遭。上個月二十五日上午八點參賽的選手以及工作人

員聚集在一起討論了一次。」27 日比賽後，當日日記則有「今天的剛健賽跑前

半段的跑者以十分優異的成績交棒給後半段的跑者。可惜的是後面的跑者劉連貴

先生因為體力太差了，最後還是棄權。跑到林園時還是第二佳績呢！」177 

從陸季盈日記的紀錄觀察，陸季盈所屬的九曲堂青年團第二分團的成績並

不特別優異，但重點不在於青年團的體育成績如何，而是從描述中，不僅說明青

年團參與體育活動的狀況，更值得關注的在於青年團內部的決策程序，以及對於

體育運動的參與，則是以全團出動的後勤與動員方式參加，除了參加比賽者之

外，紀錄成績或者做作為選手的隨行照護等工作均由青年團成員完成。 

 
2、青年團與棒球運動 

青年團所推行的體育運動包含甚廣，上述所指田徑、登山與各項球類均在

其中，也同時包含棒球運動。以台灣南部來說，1930 年，高雄第三公學校畢業

生所組織啟明青年團成立時，團員約有七十名，在其結團式後便進行野球、庭球

等各項活動。178啟明團後改為旭青年團，棒球隊依舊持續。179恆春青年團棒球

隊則為郡內春秋棒球賽的四對之一。180而新化青年團新化團，則由團長羅丙戌、

監督靳木，選手為楊其勇、蘇丁貴、陳天送、林明德、傅厚□、林德明、王景堯、

林榮矛、陳紫明、方登進、蔡□清。181 

1931 年，中壢青年團由運動部幹事郭烏易、陳萬福率先倡導設立野球團，

並找來日拓團松井、橫井，檢米所團池野指導。182在澎湖，馬公亦有曉團青年團

所組織的棒球隊。183前述所指全台首屈一指的大稻埕青年團，也參與過台北青年

團的軟式棒球賽，184 

青年團棒球隊，一般也會參加地方的棒球比賽，如 1934 年岡山郡春季野球

大會，橋仔頭青年團為其中之一。185青年團與青年團之間亦有相互比試的情況，

例如，1932 年基隆青年團棒球隊遠征到新竹，跟新竹青年團在州廳前運動場進

行棒球比賽。1861934 年，台南市末廣、寶、港等三青年團，進行春季軟式野球

                                                 
177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178 〈啓明靑年團結團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12 日，2 版。 
179 啟明青年團及旭青年團的口述歷史，請參照本文附錄蕭長滾與許水現的口述歷史。 
180 〈恆春郡の社會教育〉，《臺灣教育》，1934.2，379，頁 58。 
181〈新化郡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 十一日灣裡製糖所で〉，《臺南新報》，1934 年 11 月 8 日，4 版。 
182 〈中壢靑年團が野球團を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19 日，3 版。 
183 〈馬公〉，《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9 月 19 日，5 版。〈澎湖便り〉，《臺灣遞信協會雜

誌》，132（1933.1），頁 139。 
184 〈靑年團の軟式野球戰 廿九日から新公園で〉，《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7 月 27 日，7 版。 
185 〈橋子頭〉，《臺南新報》，1934 年 6 月 7 日，4 版。 
186〈新竹基隆靑年 交驩野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0 月 9 日，夕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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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1871938 年，桃園舉行各郡青年團的野球比賽。188 

 

三、青年運動者的自我成就與人生焦慮─以九曲堂青年團第二分團陸季盈為例 

1、九青團二分團的棒球活動 

青年團作為社會教育範疇下的一個環節，對於青年團成立的目的、實施之

活動等論述與定位，如同〈青年團設置標準〉所指「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

改善國民體質。」或如報導中對大稻埕青年團事業的評價「…為發揚都市青年之

意氣…相互休養，外面的社會的奉仕，全團員勇往邁進，將來正大有為世人之所

期待也…」189以及恆春郡青年團對於體育活動之實施，主要是在鍛鍊年輕人的體

力與膽量，期許成為質實剛健之人。190在接近 1930 年代末期時，青年團野球的

風行，也扣緊政治與道德的口號，例如以國民體位向上為名的桃園郡下的青年團

對抗野球大會。191 

然而，對於實際參與者而言，青年團的棒球或者相關體育活動的參與，其

目的與動機如何？而其與官方所宣稱的目標，有著何種關係？下文針對此問題討

論，擬以 1916 年出生於橋頭、1930 年代末期成為九曲堂青年團二分團團員的陸

季盈為例，1933 年 7 月 13 日，陸季盈寫下「我從今天開始要寫日記」後，寫日

記的習慣，除 1944 年因戰爭而空白一年半，陸季盈的日記一直寫到 2004 年過世

前夕，其中日治時期的部分，詳載陸季盈擔任農事實行組合及民風作興會等書記

職務，以及參與青年團活動的狀況，其中，也包含參與棒球活動的情形。 

1938 年 6 月起，陸季盈開始記錄了棒球運動的參與。1938 年 6 月 29 日，

青年團的月會中，討論了組織棒球部、音樂部、露營等事。192幾年後，1941 年，

九青團曾經重新協議組織第二分團團員棒球隊之事，會中並討論了各隊員共同分

攤球隊球衣製作的分工與經費問題。193 

1938 年 6 月的月會後，青年團棒球隊應已成立，但可能未於日記中紀錄，

直到 1939 年 8 月起的日記中，記錄「今天聽說郡下青年團的棒球比賽活動也是

在 13 日(星期日)舉行，因此非常地沮喪。（8 月 9 日）」、「下午 4 點在鳳山公園和

鳳山青年團進行棒球比賽，可惜輸了。他們十分擅長在比賽時發出怪聲，最後我

們這邊以五比零輸給對方。（8 月 19 日）」194 

                                                 
187〈會事 台南〉，《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2 月 24 日，夕刊 4 版。 
188〈桃園／靑年團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7 月 8 日，8 版。 
189〈大稻埕靑年團 過去一年間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1 月 4 日，4 版。 
190〈恆春郡の社會教育〉，《臺灣教育》，379（1934.2），頁 53。 
191〈桃園／靑年團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7 月 8 日，8 版。 
192 陸季盈，《陸季盈 1938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7。 
193 陸季盈，《陸季盈 1941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11。 
194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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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年的日記，密集的記錄棒球活動的訊息，「下午在九曲堂國民學校校園

練習打棒球。…在下個星期六，我們第二分團和學校的職員將有一場棒球比賽，

我也是參賽的選手之一，所以也加入了練習的行列。 

下午 4點 30 分棒球比賽練習。最近九曲堂青年團突然對棒球熱衷

起來，尤其是貨運行的那些朋友，每天下午一定聚集在一起持續的

拼命練習。在現在一股強調要提升體能的氛圍下，這實在是值得高

興的現象… 

「上午 10 點召開大樹庄第 31 次協議會議。…下午 6 點練習棒球。」、「在本月的

21 日（星期一），預定要舉行九曲堂青年團員和大樹青年團員的棒球比賽。比賽

場地決定在大樹國民學校的校園裡。九青的選手如左記所示：陸、何、王慶、王

伯、梁連、鄭、董木、吉田、陳全（補林溪水）。」、「下午 4 點棒球比賽。場地

在大樹國民學校校園，對手是大樹青年團，九青飲恨輸了（連輸兩場）」、「下午

6 點練習棒球。因為今天練習的特別激烈，所以肩膀非常疼痛。」、「早上 6 點 20

分做廣播體操。下午 2 點 30 分和大樹團進行棒球比賽。（可惜兩場都輸了）」、「今

天還是和大樹團進行比賽。雖然這次比賽的場地是在九曲堂，還是不敵對方。連

打兩場都吃下敗仗，大樹團實在太強了。擔任裁判的劉連享先生被許受君的球棒

猛力的打到下巴，造成破裂傷傷勢還不輕。」、「上午 9 點舉行郡內的班對抗軟式

棒球比賽，比賽情況如左記。地點鳳山公園野球場，1、鳳山國民學校 12 分對九

曲堂 3 分、2、鳳山郡公所 14 分對仁武鳥松 0 分、3、大林組 18 分對鳳山合同鳳

梨 4 分、4、小港 18 分對大寮 0 分」195 

綜合陸季盈對於九青團第二分團棒球隊的紀錄，可知棒球隊中多數為台灣

人，由於青年團成員應與陸季盈一樣，都有工作，因此棒球隊練習的時間，大多

為下午 4 點、下午 6 點之後，因此可想而知，練習時間大多是公餘，時間也不可

能太長。而參與比賽的對象與比賽的地區範圍，主要是大樹、九曲堂與鳳山等區

域，參加的比賽除了郡下青年團的對抗之外，與其他青年團或者學校教職員的友

誼賽則較為常見，第二分團棒球隊的成績看起來並不理想，從這些有限的紀錄

中，皆未見打贏對手。 

2、運動的投入與自我的成就 

青年團的體育活動雖有來自於官方立場的宣示，然而，從如陸季盈這樣的

實際參與者的角度來看，運動的參與與其個人的關係，有許多不同的動機與功

能，一般來說，運動具有維持身體健康與擴展社交網絡的功能，因此，陸季盈的

日記中，也提及了相關的問題。 

因為早晚天涼的緣故，所以必須按照左記的事項來保持身體健康。 

一、吃八分飽就好。 

                                                 
195 陸季盈，《陸季盈 1941 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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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嚴格遵守就寢時間（晚上九點—十點）。 

三、起床時間（早上六點）。 

四、力行洗冷水澡。 

五、有必要每天做三十分鐘以上的投球練習。 

六、堅決實行節慾。 

七、從事適當的娛樂活動。196 
 
如何交朋友呢？（秘訣） 

第一、為人要親切。 

第二、時常保持活潑開朗。 

第三、不與人計較（經常為人付出）。 

第四、讓人認為你是值得信賴的人。 

最後，盡可能的培養興趣和運動。197 

換言之，對於陸季盈而言，運動是增加身體健康與提升社交能力的手段之

一。除此之外，陸季盈參與的第二分團棒球隊的成績看起來並不理想，但卻無損

於他對運動的熱情，而陸季盈對運動入迷與熱情的主因，是運動帶給陸季盈自信

與成就。 

陸季盈對於運動的參與，除了棒球之外，也可同時看到陸季盈對於桌球運

動的參與更加的積極，1933 年 7 月到 10 月的日記中，陸季盈記錄了密集練習桌

球的過程，例如「晚飯後立刻和朋友去打乒乓球」、「今晚又去打乒乓球。有點變

厲害的樣子。」、「晚飯過後立刻去學校打乒乓球。因為也些許的進步，所以打得

很有趣。」、「晚上和朋友去打乒乓球。在此暑假中，決定把游泳和乒乓球練習得

很有技巧。」、「今天晚上去學校打乒乓球。弟弟也一起去，我想我又有一點的進

步了。」、「晚上就早早去學校練習乒乓球。今晚特別地用力的練習。聽聞最近又

要去比賽，所以決定下次一定要參加。」、「今天晚上又和朋友去打乒乓球。三人

以比賽的方式來打。因為彼此都一樣厲害，頗有興趣的。今天晚上打算努力地打，

決定輸的人要喝三杯。我輸了兩次共喝了六杯。但有人喝了十四杯。我還算好的。

爸爸下午從高雄回來。」198 

1939 年的日記中則有「但真正無法忍受的是在乒乓球社裡看到他們笨拙的

打球方式，…只好發揮我的本領讓他們看看我的本事。」、「打了好久沒打的乒乓

球，藉此得到慰藉。獲勝的依舊是我，畢竟在九青裡好像沒有人可以贏過我。」、

「這個暑假預定要和屏東大宮公學校的青年團員進行乒乓球比賽。我的責任變重

了，不參加比賽不行。」199
 

                                                 
196 陸季盈，《陸季盈 1941 年日記》。 
197 陸季盈，《陸季盈 1941 年日記》。 
198 陸季盈，《陸季盈 1937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6。 
199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298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綜上所述，陸季盈最常參與的運動為桌球，從日記中的描述，可以看出陸

季盈對於練習桌球的密集投入與期待實力提升的關連性，甚至也表達了對於自己

的桌球實力的自信。特別是作為青年團的代表，無疑的提供桌球愛好者陸季盈可

以表現的舞台，將自我成就投射於運動表現的關連性，發揮至極致。 

由於如此，1937 年 7 月，陸季盈被羅老師勸誘加入青年團時，其理由與陸

季盈從青年團中找到可以在音樂會中表演樂器與成為青年團選手，甚至主將等理

由有關。例如：「羅老師到園裡來拜託我說：「我想請你參加這個月 19 日郡下青

年團音樂會的演出表演。（7 月 16 日）」、「我已經被羅老師拜託了好幾次，希望

我可以加入青年團。因為這次已面臨最後的關頭而且他又相當誠心地來拜託我，

感到相當不好意思，因而加入了青年團。（7 月 17 日）」、「受到羅老師的認同獲

選入團，內心感到相當高興。如果參加了青年團，接著也可以以選手的身分參加

乒乓球比賽了。或許也有可能會拜託我擔任主將。羅老師總是這樣說：「如果你

加入了青年團，那整個團真是受益良多。（7 月 18 日）」200 

因此，陸季盈之所以願意加入青年團，與青年團可以提供過去辛苦練習桌

球與小提琴的陸季盈表演的舞台，進而將運動參與自我肯定的關連性，放在一個

更具公開與公共的舞台上有所關聯。相同的，1939 年的日記，陸季盈也有相同

的口吻，表達其對棒球運動的自信，「聽說郡下的青年團也有棒球比賽。而我一

定又是那比賽選手之一。這不是我自傲而是事實。我對於運動這方面相當感興

趣，而且我也有自信自己比一般人來得精通一些。」201表達運動參與與自我肯定

的關連性。此種透過團體的參與，不僅獲致的自我肯定，也同時提供我群感

（we-feeilig）、歸屬感等價值。202 

3、逸樂與焦慮之間─體育運動的兩個面向 

上述討論得知陸季盈除了享受運動所帶來的成就，他也同時認為青年團不

應該只是做些社會服務的工作，因此，他在 1939 年的青年團會議中把娛樂的需

求正式的表達，他提議「…我覺得老是吩咐交代這些青年們做一些訓練、社會服

務工作，這次如果不設置娛樂機構多少帶點歡樂氣氛給他們的話，那麼他們就太

可憐了。因此，我立刻帶來設置青年俱樂部這個提案。」203 

事實上，陸季盈確實熱愛著運動，但對於運動的著迷、身心狀態與人生的

焦慮，卻形成一種青年人對於人生期許的矛盾態度。 

前文的討論中，可得知運動的參與給陸季盈帶來許多自我認同與成就，但

是對於運動的著迷，陸季盈曾經表示： 

                                                 
200 陸季盈，《陸季盈 1937 年日記》。 
201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202 關於運動團體的參與，所獲致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的相關討論，請參照 Chirs Shilling，謝明珊、

杜欣欣譯，《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台北：韋伯文化，2009）。頁 168-171。 
203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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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昨晚打乒乓球到很晚，所以今天早上頭腦神智不清。扛鳳梨時

也是無精打采的，任何時間都很想睡覺，那也是沒辦法的。因為毫

無活力，中午終究沒有去游泳。儘管知道睡覺也很重要，因為還是

想打乒乓球，那也是沒辦法的。204 

或如「下午六點練習棒球。因為今天練習的特別激烈，所以肩膀非常疼痛。」205 

運動的投入影響到工作，也造成運動傷害。然而，運動的投入不僅是運動

疲勞與傷害對於工作的影響，此時的陸季盈，卻也為長坐辦公室遠離勞動、年齡

增長體力下滑、終日玩樂、薪水太低無法經濟自立等因素而產生焦慮。從上些焦

慮中，可以看到運動與逸樂享受、人生焦慮之間的關連。 

工作之外，幾乎花了許多時間從事棒球與桌球運動以及小提琴練習的陸季

盈，在 1940 年日記中寫著「我一直在思考著將來工作的事，心情無法平靜。…。

不過卻完全不知道該做些什麼事。終日遊手好閒的在玩樂，總覺得年輕的青年期

快要過去了。」206換言之，他對終日玩樂，覺得有所焦慮，面對未來更是「心情

無法平靜」。 

除此之外，陸季盈卻在日記中，常常表達「或許是因為整天都坐在辦公桌

前工作，感覺身體變虛弱了一些。真是擔心得不得了。…病痛也一直沒有痊癒。

真是感到可悲啊！我想至少努力讓自己不要再生病。」207或者「光是體力退化這

件事就是一個大煩惱。總而言之，現在開始研究好好的鍛鍊打造體魄，將來可以

經得起各種艱難辛苦。那就是謀求能增強體質了。畢竟不能忘記健康就是一輩子

的幸福這句話。」208 

1940 年，陸季盈在感冒後，於日記中寫下「…工作已經一年五個月了。這

段期間雖然得到很多經驗，但從經濟上來看是完全無法獨立的。再想到身體狀況

越來越差，實在讓人坐立難安。除了體力以外，覺得自己的勇氣也漸漸消退。…

要再恢復以前的水準只有從事農業的經營了。」209上述的說法，鍛鍊打造體魄、

增強體質等體育運動所能達到目的，視之為超越克服遠離勞動、體力下滑等人生

焦慮的手段。 

陸季盈的日記呈現的是一個年輕人對於運動的熱情與著迷，並藉由運動的

參與展現自信，以及透過運動的參與建立社交關係。然而，陸季盈對於過度運動

的勞累影響工作，甚至對體力的消耗，以及虛耗在遊樂而致對未來生涯發展的擔

憂，顯示陸季盈對於參與運動的態度的兩個面向。一方面是年輕人在運動中自我

                                                 
204 陸季盈，《陸季盈 1933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2。 
205 陸季盈，《陸季盈 1941 年日記》。 
206 陸季盈，《陸季盈 1940 年日記》，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典藏品，典藏號為 2009.001.0009。 
207 陸季盈，《陸季盈 1939 年日記》。 
208 陸季盈，《陸季盈 1940 年日記》。 
209 陸季盈，《陸季盈 1940 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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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並視此為克服體力下滑的手段，另一方面則是投入運動時，產生享受於逸

樂的感覺，為此陸季盈有時產生罪惡感，認為享樂對於未來前途造成影響。陸季

盈的心境，反應的是青年人在運動的功能與自我建構中的選擇與矛盾。 

上述討論中，可知青年團設置以及參與者的關係，不能僅從殖民統治中的

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理解，如同宮崎聖子指出，青年團參與者的動機與目

的，反映被殖民者在不同的壓抑與利害關係中，尋求出路的行動。青年團提供不

同選擇，也滿足台灣青年不服輸且向上的志向。反過來說，總督府的青年團政策，

也是不能無視於台灣青年的力量與需求所實施的。210因此，陸季盈的案例，是以

青年團員的生命經驗為主，回應了 1930 年代以降作為社會教育政策的青年團。

透過運動的參與，得以看到以陸季盈為例的青年人，是如何在運動中，體現青年

人的自我實現及其人生焦慮。 

 
參、「高砂野球聯盟」與休閒的「另一種制度」 

一、高砂野球聯盟的成立 

日治時期軟式棒球的推廣，有賴於各地軟式野球協會與聯盟的推動，此些

團體有些以地方行政首長作為負責人，有些則由民間主導，但共同點，則是類似

的團體主要營運的力量，多由參與者負擔。不過軟式野球的團體，多半主導者皆

為日本人，事實上，就前文的討論，也可知軟式棒球的參與者，仍以日本人為多。 

然而，1930 年代，台灣軟式棒球發展的現象中，有幾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

團體，其中高雄的高砂野球聯盟，為其中較具規模且延續較久的聯盟，因此，下

文將藉由高砂野球聯盟的討論，說明台灣人以軟式棒球作為休閒運動的選擇時所

面對的問題。 

1931 年，高雄軟式棒球協會成立約兩個月後，以台灣人為主體所組織的高

砂野球聯盟隨即成立。事實上，台北也曾有兩個由大稻埕與萬華的台灣人所主導

的野球聯盟，其一是在 1933 年元月，由台北萬華在地台灣人所組織的五支軟式

野球團體，在萬華青年團主辦下舉辦第一回軟式野球大會，參賽隊伍共有華星（or
華生）團、麗星（or麗生）團、若葉團、有明團、齒科技工師團。211另外，1933
年 6、7 月間，則有大稻埕野球聯盟，聯盟共有四支球隊，分別為大稻埕、澤星、

若鷹、綠友等隊。其中，大稻埕隊在 6 月 17、18 日的比賽中連勝三隊奪得錦標，

並在 7 月 9 日、16 與 17 日比賽，地點在太平公學校。212不過受限於資料的關係，

本文以文獻資料與訪談資料較為充分的高砂野球聯盟作為討論的對象。 

                                                 
210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年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茶の水書房，2008 年），

頁 374。 
211 〈萬華靑年團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7 日，7 版。 
212 〈蹈江野球聯盟第二回戰〉，《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7 月 13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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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野球聯盟組成的原因，莊銘燦指出「…聯盟是由高雄州的台灣人所成

立的，聯盟成立與旗後人的組織有關係，像是陳光燦、潘致祥、潘財源、黃猛，

他們都有幫忙，經費完全是台灣人出資，打的是軟式棒球，比賽的場地曾在西子

灣也曾在旗後，比賽的裁判也是台灣人，比賽的觀眾並不是太多，觀眾也都是台

灣人。」213上述口述，除指出高砂野球聯盟與台灣人的關係外，更具體說明陳光

燦、潘致祥等人的協助，而陳光燦、潘致祥、潘財源等人，皆為旗津高砂信用組

合的經營階層，214因此，高砂野球聯盟之得名，以高砂信用組合為名的可能性很

高，如根據莊銘燦所述，對聯盟的相關支持也來自高砂信用組合。 

關於參與球隊方面，莊銘燦指出參加聯盟的球隊，包括鹽埕埔、三塊厝、

哨船頭、苓仔寮、旗後等隊，其他像旗山與屏東有來參加，但比較少，大多數都

是高雄市的隊伍。各球隊的領導人也大致上是各個地方有名望的人，球隊內則由

比較年長或者比較懂球的人來主持，比如說哨船頭那邊是盧安心、莊添木，旗津

則是李世雄、許炎等，鹽埕埔則是林穩成與王天來。215 

蕭長滾也指出「旗後那邊也有一隊，隊員就是許炎等，是以一公為主，三

公的代表是旭青年團，我也代表過旭青年團。一公與三公之間具有對抗性質，從

學校比賽到高砂聯盟也有對抗的感覺。哨船頭有一隊叫SS隊，莊銘燦就是那一

隊的主將，SS隊是以一公在哨船頭這邊的人（不是在旗後）為班底。」216這也

代表高砂野球聯盟，容納了一公與三公等兩個日治時期高雄台灣人的棒球系統。 

除高雄的球隊之外，曾參加過黃欣支持的台南三友團的黃丙丁，217也曾隨

三友團到旗後參加比賽，說明台南的台灣人棒球隊亦曾參與。218第一屆比賽中還

有萬丹隊參加，219以台灣人為主體的萬丹隊，係由留學日本並以棒球為興趣的李

瑞雲所支持。220因此，參加高砂聯盟的球隊廣及高雄、屏東、旗山、台南等地，

                                                 
213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214 陳光燦、潘財源、潘致祥等三人分別擔任過高砂信用組合的組合長、常務理事與理事等職務。

「http://news8080.ncl.edu.tw/whos2app/servlet/resultpage?topage=&searchrows=50&go.x=13&go
.y=5（相關資料檢索「台灣人物誌」，檢索時間為 2010 年 5 月 20 日）」 

215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8。 
216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4。 
217 三友團棒球隊為 1932 年成立。〈臺南市靑年人士組織之三友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 日，夕刊 4 版。 
218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219 〈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 
220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的李瑞雲，興趣為棒球，並為萬丹野球聯盟理事。

「http://news8080.ncl.edu.tw/whos2app/servlet/whois?textfield.1=%E6%9D%8E%E7%91%9E%E
9%9B%B2&go.x=39&go.y=14」（相關資料檢索「台灣人物誌」，檢索時間為 2010 年 5 月 21
日）」。1931 年 4 月以本島人為主、李瑞雲為監督的萬丹野球團擊敗治水團贏得屏東軟式野球

比賽冠軍，帶全隊到恆春遊玩，順便與恆春野球隊友誼賽。但沒想到屏東推派參與「南部野

球大會」的代表，結果竟非奪得優勝、以台灣人為主的萬丹野球團，而是派遣以日本人為主

的治水野球團出賽，此舉因此得到台灣新民報的大加撻伐，並批評此舉違反武士道精神。〈萬

丹野球團の恒春方面遠征〉，《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6 日，5 版。〈敗殘野球團野球大

會出場〉，《臺灣新民報》，1931 年 4 月 25 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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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同的特色則是參加者皆為台灣人所組成的球隊（圖 6-9）。221 

 
圖 6-9  高砂野球聯盟球隊間的聯誼 

資料出處：李尚郎先生提供 

就上述資料來看，高砂野球聯盟應有來自高砂信用組合的支持，這些支持

應是用於賽務的各項經費，而各隊支持者，則為各地對棒球有興趣之社會菁英，

出於對社會文教活動的支持，例如黃欣，以及個人興趣而支持，例如李瑞雲，球

隊內則有稍年長或者球技較佳者，負責隊務與訓練等事。 

高砂野球聯盟第一回的比賽，於 1931 年 4 月 5 日在屏東公園野球場舉行比

賽，計有屏東明星俱樂部，高雄一公俱樂部團、萬丹、社皮混合團等隊參加，並

在 19 日舉行決勝戰，比賽結果一公得到冠軍。2221931 年 8 月，第二回高砂聯盟

軟式大會增加為八隊（八隊為萬丹野球團、一公俱樂部、□□俱樂部、屏東明星

團、高津青年團、二公校友團、啟明團、壽峰團。），比賽地點在高雄西子灣，

由屏東明星擊敗高津奪冠，冠軍隊並頒給優勝旗，第二名得優勝杯，賽後高雄一

公俱樂部，招待各團員，計四、五十名於鹽埕町銅雀樓旗亭暢飲至八時，盡歡而

散。223上述球隊中，高津野球團是在 1928 年成立，會員為 38 人，會員費 6 圓，
224年度收支各約為 140 圓左右，225萬丹團則為 1930 年成立，226啟明團則為 1930

                                                 
221且據台南州廳棒球隊的蘇正生表示「高雄的高砂野球聯盟是李世雄他們組織的，打軟式的，都

是台灣人，所以高雄的軟式棒球風氣很普遍。」因此高砂野球聯盟在南部應具有一定知名度。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 
222 〈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高雄野球

聯盟 發會式四團比試〉，《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7 日，夕刊 4 版。 
22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35。〈本島人の野球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15 日，7 版。〈軟式野球聯盟第二囘爭覇〉，《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16 日，夕刊 4 版。

〈高砂軟式野球聯盟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2 日，夕刊 4 版。〈野球大會〉，

《臺灣新民報》，1931 年 8 月 15 日，9 版。 
224 以 1930 年代前後，基層公務員，如老師與警察，月待遇為 30 圓左右來看，會員費 6 圓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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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227因此，高砂野球聯盟的成立，可以說是在台灣人參與棒球的既有基礎

上，將台灣人棒球隊加以統合串連而成的聯盟。 

1931 年之後，缺乏對高砂野球聯盟的文獻記載，然而，根據莊銘燦所持有

的紀念章中「高砂野球聯盟 第八回秋季大會」（圖 6-10）的字樣顯示，高砂野球

聯盟至少持續舉行八次比賽，如果一年以舉行春、秋兩次比賽，聯盟至少持續四、

五年之久。 

 

圖 6-10 高砂野球聯盟優勝（高津團）優勝章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 

前述紀念章不僅說明高砂野球聯盟持續一段時間，也指出做為日治時期棒

球運動中，支持榮譽象徵的物質基礎，高砂野球聯盟也一應俱全，另一個例子，

則是優勝旗，日治時期在棒球賽中奪得冠軍，彰顯榮耀象徵的物質，便是優勝旗。

優勝旗因此是棒球夢想投射的焦點，通常奪得冠軍只是取得保留優勝旗的權力，

隔年必須繳回，有些案例，則是連續奪得三年冠軍可以永久持有優勝旗。 

以下照片中的旗幟，寫著「軟式高砂野球聯盟大會  高雄州」（圖 6-11）等

字，說明高砂野球聯盟具備日治時期正式棒球賽中，表彰勝利的物質基礎，這也

說明聯盟的比賽絕非友誼賽性質，同時，冠軍保留優勝旗的傳統，也可從中發現，

例如：這面旗幟上綁了許多布條，依照傳統，布條上皆寫著某次大會、某時間、

某隊伍優勝等訊息。 

                                                                                                                                            
是不可能的事。 

225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56。 
226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 657。 
227〈啓明靑年團結團式〉，《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12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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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高津團與高砂野球聯盟優勝旗 

資料出處：李尚郎先稱提供 

根據紀念章、優勝旗等棒球運動相關物質的考察，以及高砂野球聯盟的參

與球隊以及聯盟的支持來源，球隊的維運方式等訊息，不僅說明高砂野球聯盟並

非僅是曇花一現，也說明高砂野球聯盟具有延續性與正式性。 

二、高雄都會裡台灣人受薪者的運動與休閒 

高砂野球聯盟與高雄軟式野球協會的關係究竟如何，至今尚不清楚，但兩

者之間並非二選一的關係，資料顯示兩者並非對立，高砂野球聯盟的隊伍也參與

高雄軟式野球協會的比賽，甚至還得到不錯的成績，例如 1931 年春季賽一公俱

樂部便奪得B級冠軍。228一般來說，由於軟式棒球皆屬休閒性質，因此對於高雄

軟式野球協會與高砂野球聯盟的分析，固然都可從運動與休閒的意涵切入，但台

灣人組織的高砂野球聯盟，仍可由高雄工商業社會背景、殖民地下的族群關係，

以及棒球運動的價值等面向考察其意義。 

根據相關口述資料，聯盟比賽的水準比不上築港與州廳等高雄有名的硬式

棒球隊，用現在的標準來說，大概是成棒甲、乙組的差別，甚至比不上軟式野球

協會A級的球隊，一公俱樂部與旗後團參加的都是協會中B組的比賽。程度的差

別反應技術的差異，甚至資本條件的不同，莊銘燦指出「日本人的棒球隊，是利

用休假日就練習。球與球衣、棒子、手套等棒球用具也完全不同，台灣球隊的運

                                                 
228〈軟式野球戰 （上）は高雄の優勝チ－ムＢ組の一公俱樂部〉，《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15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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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是靠私人支持，日本是公司支持，而且有人的教導，訓練比較專業。」229

這反應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一項普遍現象，亦即台日之間從技術到物質上，從學

校到社會中皆存有距離。 

除此之外，高砂聯盟的意義則可從工商社會脈絡下，作為休閒意義的價值，

進行考察。參加高砂野球聯盟比賽的蕭長滾指出：「高雄是工商社會，高雄的人

也大多數都在上班，做農的家庭比較少，因此利用休息時間打球，也不會影響到

工作作息。鄉下農家的小孩去打球，家中就少了幫手，所以務農的家庭可能會反

對小孩打球。」230蕭長滾曾代表共愛隊參加高砂聯盟的比賽，共愛隊是以做生意

的人、上班族居多，還有作小生意的商人，例如賣米的、開西裝店，球隊是由陳

其主出面號召組織的，他以經營西裝店為業。蕭長滾說明「如果不是在日本公司

上班，但對棒球有興趣的人，就邀集同好自組球隊。」231 

這樣的球隊通常不如會社與官廳球隊有比較多的資源，以三公的旭青年團

為班底的旭棒球隊為例，許水現指出： 

三公畢業後學校對棒球隊就沒有經費的支援，旭青年團的棒球隊就

需要附近許多商人店家支持棒球隊，當時三公附近的營造商頭家像

陳東富、陳順家就支持棒球隊，戰後也繼續。而我本身經營文具生

意（經營中央書局），有點收入，當時其他隊友都是「吃頭路」，沒

有太多錢，因此就由我賺的錢，拿一些錢支持棒球隊，購買球具。
232 

高雄的受薪階級，選擇以棒球作為興趣，除運動競技的刺激感等來自於運

動的意義外，也跟某種階級的文化品味有關聯，蕭長滾指出： 

當時的高雄上班的人，放假會去看電影、上咖啡廳、聽歌等，打網

球、打棒球都是有一定的教育程度與收入，我自己覺得打棒球的人

自己會覺得比較特別，比較『風流』，畢竟打球是十幾個人打，很

多人在看，穿起球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都在看。233 

從上述引文中，可知打棒球被認為是有教育程度與收入的都市受薪階級所

從事的運動。此外，並非只有打棒球的人了解團結與勇敢的精神，這些價值都存

在學校教育中，只不過在棒球場上，由於觀眾與球員的關係，就像「穿起球衣的

時候會覺得別人都在看」，讓這群善於在規則規範中，利用身體技藝爭取勝利，

表現團結、勇敢精神的棒球手，成為眾人的焦點，也讓自己自覺與他人不同。透

過前述討論，棒球的參與者藉由棒球建立的自我形象，認為「自己會覺得比較特

                                                 
229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8。 
230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1。 
231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4。 
232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4。 
233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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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較『風流』」，甚至認為自己成為眾人的焦點。」棒球運動因此成為都市受

薪階級表現自我形象的手段。 

三、另一種制度：高砂野球聯盟中的學生球員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則可從高砂聯盟的參與者，考察殖民地社會人

棒球運動的價值。一般來說，多數日治時期的軟式棒球隊多半以會社與機關作為

組隊的基礎，例如 1933 年資料中，高雄的棒球隊，主要有：高雄築港團野球部

（硬式）、淺野セメント會社野球部（硬式）、高雄築港團野球部（軟式）、A.E.
俱樂部野球（軟）、高雄檢車所野球部（軟）、高雄郵便局P.O.團野球（軟）、ア

ナナス野球（軟）。234在此原則下，軟式棒球可以說是以社會人參與、官廳與會

社支持為原則。235 

由於參加軟式棒球隊的選手，多半是官廳或者會社職員，因此社會人的比

賽，在 1930 年代之前，多數有 25 歲或者 20 歲以上才能參與的規定，236而至 1930
年代之後，參加資格已沒有年齡限制，代表參與層的擴大，但學生與現役（硬式

棒球）選手不得參加，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0 年，為慶祝皇紀兩千六百年，舉行

全島軟式野球大會，其中對於參賽資格，便規定學生與現役（硬式）選手不得參

加，237且普遍來說，軟式棒球賽參加隊伍需繳納報名費。238 

由於社會人的軟式野球賽規定學生以及硬式棒球選手不得參與，這除了區

分技術的差別維持比賽公平外，主要反映社會人與學生棒球的差別，日治時期被

譽為「學生野球の父」飛田穗洲指出，社會人打棒球具有比較多的娛樂意味，藉

由甲子園中等學校棒球所產生的學生棒球價值，則是為追求精神集中、訓練忍耐

的精神修煉。239從高雄第一公學校得到冠軍之後，合照時球員與球具都排放整齊

（圖 5-11），而高津團得到高砂野球聯盟優勝時，團員們較為輕鬆的合照（圖 7-
５），可知學生與社會人棒球運動間有明顯差異。240 

對於在台的日本人而言，來自日本的棒球價值、社會身分上不致產生太大

困擾，例如在台日本人小學校畢業後，升上中學校相對容易，241甚至畢業後還繼

                                                 
234 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體育史》，頁 656-658。 
235 如同打過台南州廳衛生課棒球隊的黃丙丁指出，打球時球衣球具都是機關出的，他從來沒有

出過錢。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42。 
23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4-5。〈軟式野球戰 參加申込 三十團體 二十五日締

切〉，《臺灣日日新報》，1928 年 10 月 25 日，夕刊 2 版。 
237〈奉祝軟式野球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9 月 7 日，8 版。 
238〈彰化巿軟式野球 申込は六月五日限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 年 5 月 24 日，5 版。 
239 飛田穗洲，〈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臺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夕刊 2 版。 
240 黃丙丁也說代表機關的球隊，比較規矩自制，在休息區不會抽菸，打球完去喝酒也比較節制，

不會亂來，有些打趣味的，就不管這些。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

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241以 1935 年為例嘉農錄取 100 人，但卻有五百多人報考，通算日本人、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錄

取率，分別為 42.03％、14.91％、20％。當年度，嘉中錄取人數為 150 人，報考人數為 472
人，日本人與台灣人錄取率分別為 67.52％與 21.41％。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

 307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續升學，或者學校畢業也多能到會社或者官廳服務，從學生開始直到進入職場，

生涯進程都有相應的棒球運動可從事。242 

然而，台灣人要面對的問題，則是公學校畢業後可能未升學，或者，就算

就業也可能沒有機會到相對來說比較有資源支持棒球的會社與官廳上班，對於這

群在 1920 年代學會打棒球的台灣人而言，日本棒球的社會人與學生棒球的分類

習慣，不見得適合台灣人，因此台灣人打球的機會便相對減少。 

殖民地台灣作為休閒活動的棒球運動，由於產生身分、年齡、地位與所從

事運動間的不對應性（相對於日本人的合宜），因此，不見得在有打球機會的會

社、官廳工作，這也就是由台灣人組成的高砂野球聯盟的棒球隊，必然具有以區

域作為整合基礎的特色，而非以會社、機關為主。 

此外，日本人會社球隊的球員年齡雖然並非具有一致性，但在類似高砂野

球聯盟這種案例中，常會出現公學校畢業沒幾年、年紀十五、六歲左右的球員，

便與一群二十幾歲的社會人一同打球的現象（雖然這群剛畢業的學生，也算是社

會人），例如 1931（昭和 6）年 4 月與 8 月的比賽中，參賽的許炎、龔善良、蔡

文玉、陳羿等人，皆為 1929 年一公得到全島冠軍的隊員，換言之，這些人都才

從學校畢業兩年，年紀從 14 到 17 歲不等。243 

1931 年公學校畢業隔年，便以 14 歲參加高砂野球聯盟的比賽的莊銘燦，當

時就讀高雄商業專修學校，他指出「我畢業之後到商業學校就讀，但在學校並沒

有打棒球，但放假的時候，會參加旗後那邊的球隊打球。」指的應為參與高砂聯

盟的比賽。244 

而在莊銘燦所藏的紀念章中，包含了 1934 年起（昭和 9、12、13 年），參

加高雄軟式棒球協會比賽的紀念章（圖 6-12），1934 年應已從三年制的學校畢業，

1937、1938 年，莊銘燦以郵局臨時通信事務員的身分，代表郵局參加高市軟式棒

球協會的比賽。245  

                                                                                                                                            
的三十四年報》，（台北：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頁 166-167、212-213。 

242 學生不能參加社會人的軟式棒球賽，不代表學生不能打軟式棒球，棒球風氣興盛的學校內，

本身便有軟式棒球賽，這讓既非以進軍甲子園為目標、也不能參加社會人棒球的學生得以繼

續從事棒球運動。例如，1935 年嘉義中學便舉行第一屆的軟式棒球賽。嘉義中學校友會，〈野

球部〉，《旭陵》，7（1936），頁 275。 
243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附錄頁 30-31。許炎是 1914 年出生，陳羿是 1915 年出生、蔡文

玉是 1917 年出生。以上資料查自旗津國小，《昭和四年卒業生除籍簿》。 
244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48。 
245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二年臺灣總督府職員錄》，頁 248、642。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十三

年臺灣總督府職員錄》，頁 291、684。 

 308



 
第六章  軟式棒球與殖民地社會的休閒運動 

 

圖 6-12  高雄市軟式野球協會春秋季野球大會紀念章 

資料出處：莊銘燦先生提供 

換言之，1931 年起，莊銘燦就讀商業專修學校的三年期間，莊銘燦參加高

砂野球聯盟，但可能沒有參加高雄軟式野球協會的比賽。而在此時，台南的黃丙

丁也說「我當時在讀南商，比較年輕，也有參加（三友團），是候補球員，三友

團還去旗津參加過比賽。社會人士打球就比較自由，不像學生這樣很嚴格。」246

蔡文玉、許炎、莊銘燦具有學生身分，就日治時期的棒球價值中，基本上無法與

社會人士一同打球，然而，學生與社會人士一起棒球這件事，卻在高砂野球聯盟

中發生。 

高砂野球聯盟可以讓未必符合軟式棒球比賽規定，具有學生身分的台灣人

參與棒球運動，曾經參與聯盟比賽的蕭長滾指出「…雖然高砂聯盟的規模並不

大，但意義不錯，因為當時高雄市棒球協會舉辦的比賽，日本人比較多，台灣人

很少，比賽也大多數都由市政府主導，所以比賽前都要去市政府開會，一般台灣

人的棒球選手比較少發揮的機會，高砂聯盟可以提供台灣人打棒球的環境。」247

在此蕭長滾所謂的「提供台灣人打球的環境」，便具有給學生以及未在會社、官

廳上班的台灣人打棒球的意義。 

綜言之，高砂野球聯盟的成立，指出 1930 年代初期，熱衷棒球的台灣人，

開始在學校體制外，以台灣人為主成立棒球組織，聯盟的支持資源、球員甚至觀

眾都來自台灣人，以此棒球組織為基礎的網絡，連結高雄、屏東、台南等地從事

棒球的台灣人。這樣的組織，也具備一般棒球比賽所應該具備的元素：比賽制度、

優勝旗、紀念章、球衣等。 

高砂野球聯盟反映此階段台灣人棒球實力普遍不如日本人的事實。但以社

會人身分所組成的聯盟，反映台灣第一代的棒球員在 1930 年代初期所面對的問

題，那就是具有學生身份的球員，參與了社會人士的比賽。這是第一代台灣棒球

                                                 
246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1。 
247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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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對殖民地社會中，已然成為定制的軟式棒球比賽制度所產生的問題。 

相對於日本棒球的價值，高砂野球聯盟的案例，對日治時期主要的學生棒

球及社會人棒球的秩序而言並非常態。與主流的軟式棒球系統相較，這種現象至

少說明台灣人如何在面對價值與制度的框架限制時，嘗試建立一套台灣人參與棒

球的規則，以開展休閒生活中運動從事的可能性。 

 

小結 

相較於硬式棒球而言，技術門檻低、安全性高，球具較為便宜的軟式棒球，

為棒球得以大眾化、並成為日常休閒生活選擇的重要憑藉。約當在 1930 年代，

推動軟式棒球的機構，以及台灣各地軟式棒球的發展均已成為固定制度，一般來

說，軟式棒球的球季主要分為春、秋兩季。軟式棒球的參與者的資格限定為非學

生、非硬式棒球選手，加上透過分級對抗制度的實施，實力相近的選手得以共同

競爭，避免形成球季落差，足以提升參與者的興趣。 

上述因素使然，軟式棒球迅速發展，官廳、會社以及民間同好者等各種關

係所構成的球隊，數量相當多，不過大致上日本人的數量多於台灣人，台灣人的

軟式棒球參與者，主要藉由青年團以及有志者的組成，當然，在會社與官廳的棒

球隊中，也常見幾位台灣人。由於軟式棒球隊的門檻低，因此流動性也高，或者，

有些球隊也不見得很正式，更不盡然為了參加比賽而組成。 

軟式棒球用具雖然較為便宜，但從事軟式棒球也需在時間與金錢上有些基

礎，軟式棒球從事者由於大多利用公餘時間，而在經費上，由隊員共同分攤經費，

而部份經費由單位或者募款而來等現象皆相當普遍。 

對於軟式棒球的從事者而言，從事軟式棒球亦有一套價值上的基礎。由於

軟式棒球除了球之外，大多與硬式棒球運動相同，因此對於軟式棒球運動的參與

者而言，他們都清楚軟硬式棒球中就不同，但運動所帶來的刺激、對人格的陶冶

等價值，仍深植在軟式棒球參與者心中。甚至，作為棒球比賽所應當具備的正式

性與神聖性，如開閉幕儀式與優勝旗等，均與甲子園等硬式棒球賽類似。然而，

有趣的是，軟式棒球的目的與參與者的心態與需求更為多元，有的認為從事棒球

運動是眾人注目的焦點，有的人打棒球則有社交的需求。 

此外，由於軟式棒球是社會人所參與，因此也反映殖民地社會的文化、經

濟，甚至族群上的階層差異，從昂貴的球衣以及球鞋的觀察（棒球手套通常不是

好的觀察對象，因為能夠組隊至少有起碼的球具），發現球衣與球鞋完備的球隊，

大多為銀行與糖廠等，而像是高等科與青年團的組織，有的可能打赤腳，或者球

衣相當簡單。總之，運動涉及消費，透過對球衣、球鞋的消費，得以將品味與階

層差異表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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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灣人而言，俱樂部、青年團與高砂野球聯盟反應幾個日治時期台灣人

藉著運動的參與所產生的幾個問題。從青葉團、白英團等案例中，了解成員多為

地方基層公務員、受薪階層、教師與醫生等身分者，類似的運動團體，多由成員

集資繳交會費而成立，除了參加比賽之外，這些團體主要與鄰近類似的團體交流

為主，呈現了以社交性目的為訴求的軟式棒球運動發展特質。 

再者，青年團常成立棒球隊，因此是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主要管道，青

年團的設置以社會教育為訴求，表面上，青年團對於體育活動的參與，都有一套

符合官方價值的論述，然而，正值青春的青年們，對於運動的參與所投入了不同

的想像，以陸季盈為例，年輕人對於運動的熱情與著迷，並藉由運動的參與展現

自信，並且藉由運動的參與建立社交關係，同時，對於過度運動的勞累影響工作，

甚至對體力的消耗，以及虛耗在遊樂而致對未來生涯發展的擔憂，陸季盈的心

境，反應的是一個青年人的青春熱情與未來焦慮。 

最後，相對於日本人可以透過學校、會社與官廳等管道參與棒球運動，以

及軟式棒球賽中規範學生不得參與棒球運動等諸多限制。對於 1930 年已將棒球

視為興趣的高雄市受薪階層的台灣人而言，或許他們沒有相同的機會，在具有棒

球隊的官廳與會社服務，也或許是學生的身分，而無法在一般軟式棒球賽中出

賽，台灣人的棒球選手，面對以日本人為主要思考的殖民地的運動休閒制度，產

生許多衝突，因此，高砂野球聯盟的成立正反應，在已然成為定制的軟式棒球制

度，對於棒球有高度興趣台灣人自力發展的表現。 

本章討論試圖說明在 1930 年代背景下，軟式棒球各項制度建立完成並普遍

流行，由於社會人士身份多元，對於參與棒球的目的也就隨之有多種可能性，作

為一種制度而言，軟式棒球的流行反應殖民地社會中，休閒生活的普遍性，當然

這套制度主要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由於如此才反應出高砂野球聯盟的特殊性。不

過就一般狀況下，軟式棒球參與者的身分，大致上均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基

礎。就運動的價值與目的，軟式棒球運動關涉一種勇氣、公平對抗的價值，也做

為一種社交手段而存在，更具有因投入運動而獲致成就的自我認同的意義，當

然，過度的投入，所產生的逸樂後的人生焦慮也同時出現。作為休閒的運動，反

應社會行動者的多元性，以及這種多元性在運動的參與中，各自尋求意義與目的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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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棒球的大眾化：收音機廣播、報紙與棒球場 

 
 
 
 

透過播音員精采的播送，大家莫不捏緊拳

頭，全神貫注的收聽實況報導。 
──劉克全 

 
當時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有棒球新聞，我

們店裡有訂報紙，我對棒球有興趣，所以

我也會注意棒球新聞。 
──李昌盛 

 

我總是第一個到達棒球場的，特別選了最

適合看球的地方。…我很努力的加油，雙

手握著汗水… 

──潘坤西 
 
 
 
 

第一節  收音機廣播事業與棒球轉播 

壹、日本內地的廣播事業與棒球賽的轉播 

一、日本廣播事業的啟動與全國放送網的構成 

棒球運動之所以在日本本國及其統治的殖民地，得以廣泛的流傳且建立深

厚的基礎，並讓棒球的價值得以加速傳播的憑藉，與棒球比賽的廣播有著密切的

關連性。 

日本廣播事業的發展，起源於 1925（大正 14）年 3 月 22 日，此時的日本

民眾還在療癒關東大震災的創痛，廣播事業的起步，提供民眾娛樂上的新選擇，

廣播事業發展之初，形成以東京、名古屋與大阪三個放送局為主的發展格局，此

時的放送事業被定位為「國家的事業」，因此，也由民營化的方針，改為公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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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定位。1926 年，以落實國家的事業為名，成立「日本放送協會」，開始「官

營放送體制」，直至戰後。1 

最初廣播節目的播放，並非現場直播，都是經由放送局內製作後播放，然

而，運動比賽有時效性，必須實況轉播，因此必須克服在放送局外訊號傳遞的問

題。1925 年 10 月 31 日，名古屋放送局從第三師團練兵場實況轉播天長節的祝

賀式，標示著實況轉播時代的來臨。此後，每逢國家重要的慶典，大多有實況轉

播的節目，而具有時效性與臨場性的運動轉播，也開始起步。 

最初，大阪放送局積極與甲子園球場所有者阪神電鐵交涉，希望轉播日漸

受到日本球迷關注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但由於阪神電鐵擔心球賽轉

播，將導致到球場看球觀眾的減少而反對，直到 1927 年（昭和 2）雙方才交涉

成功。1927 年 8 月 13 日，第十三回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開幕戰，為日本史上

第一場的棒球實況轉播。由於比賽為現場轉播，無法事前審核，因此主導廣播事

業的遞信部官員與播報員同坐，遇有不當發言或者廣告嫌疑，便馬上透過電波遮

斷器遮斷不當言論，然而，以第十三回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轉播為例，比賽進行的

八天中，並未被切斷。2 

棒球賽的轉播雖獲得觀眾熱烈的迴響，然而，日本全國放送網尚未構成，

球賽轉播的訊號須延遲播出，形成棒球賽轉播上的限制。不過，就在札幌、仙台、

廣島、熊本等各地放送局依序設置後，1928（昭和 3）年 11 月 5 日，日本全國

放送網絡正式形成，其目的是為了對全國實況轉播同年 11 月 10 日的昭和天皇即

位之禮，為此日本全國放送網絡形成，也為日後棒球的全國放送建立重要的基

礎。3 

二、棒球比賽轉播的起始 

全國放送網構成之次年，1929（昭和 4）年第十五回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時，

日本聽眾已可透過七個放送中繼網，無時差、無地域別的收聽棒球，轉播棒球賽

的次數達五十次，有時每次轉播不僅一場，換句話說，每年超過五十場比賽。4 

次年，東京六大學野球聯盟的比賽，也加入實況轉播行列，棒球比賽的場

次迅速增加，受到現場實況轉播的影響，野球熱在全國廣泛興起，中等學校野球

賽與六大學聯盟野球賽，成為球迷熱衷的對象。5 

棒球廣播之所以吸引眾人，除放送網絡等技術問題之外，棒球播報員如何

透過生動的言詞吸引聽眾，為重要的關鍵，最初的播報員由具有棒球經驗並用平

                                                 
1 橋本一夫，《日本スポーツ放送史》，（東京：大修館，1992 年），頁 12-18。 
2 橋本一夫，《日本スポーツ放送史》，頁 18-20。 
3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東京：青弓社，2000 年），頁 186-187。 
4 日本放送協會，《昭和六年 ラジオ年鑑》，頁 237。 
5 橋本一夫，《日本スポーツ放送史》，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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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語言解釋棒球的魚谷忠、河西三省、到擅長於言詞形容現場氣氛的松內則

三，為棒球賽的轉播增色不少。而昭和初期，出身台北一中、東京大學棒球隊的

島浦精二，精確的掌握棒球轉播「說明」與「描寫」的特質，集合前輩的能力與

才華，擅用深具情緒張力的發語詞，此後，善於掌握氣氛、分析比賽，滿足看熱

鬧與看門道球迷的播報員，成為棒球轉播不可或缺一份子。6 

隨著全國放送網的形成，不僅棒球賽被實況轉播，各種運動項目的全國大

會、大相撲、廣播體操以及奧林匹克運動會的轉播，不僅創造戰前日本放送事業

的輝煌期，透過讓大眾媒體，也讓棒球等各項運動與民眾的生活更為接近，迅速

拓展棒球的社會基礎。7 

 
貳、台灣廣播事業的發展 

一、台灣廣播事業的開啟 

台灣廣播事業的發展，曾於 1925 年進行實驗性的播音，並在 1926 年（大

正 15）成立「社團法人台灣放送協會」，1928 年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設置台

灣第一座發射台（代號JFAK），正式開始台灣廣播事業。然而，由於台灣多山環

境，影響訊號品質，因此陸續增加台南（1932 年）、台中（1935 年）、民雄（1940
年）、嘉義（1943 年）及花蓮（1944 年）等電台或發射台。此外，為加強對華南

的宣傳以及提升訊號品質，民雄電台採用超高功率的 500KW設備，而台中則將

無線電接收轉播的方式改為利用地信局專線載波傳訊。綜言之，1928 年起，台

灣可接受日本內地的廣播節目，或由台北所製作的廣播節目，另外在 1934 年超

短波問世後，台灣可不透過台灣放送局的中繼轉播，直接接受轉播。8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離職後，曾擔任日本放送局總裁，後藤對放

送事業的原則與期待，提出以下四點看法：1、放送事業可讓民眾接受文化的機

會均等，2、也可革新家庭生活，3、並可達到教育社會化的目的，4、同時活化

經濟機能。後藤的放送觀具有教養主義傾向，與西歐社會放送事業所隱含的市民

社會概念不一樣。9 

更進一步地，從殖民地的立場來看待廣播事業的目的，台北放送局成立時，

時任遞信部長的深川繁治指出，台灣廣播事業應朝向內地延長主義之完成、促進

內台融合的目標前進。由於台灣的廣播事業具有若干殖民地統治目的的功能，因

此，舉凡放送協會的組織與人事、經費來源、節目製播的方向，都受制於台灣總

                                                 
6 橋本一夫，《日本スポ─ツ放送史》，頁 41-42。 
7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頁 175-176。 
8 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

報》，19（2002.5），頁 301。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八年 ラジオ年鑑》，頁 674-675。 
9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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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10 

台灣廣播節目的編製以新聞報導、教育與娛樂等三類為主，比例維持 4：3：

3，內容為自局編輯的新聞、圖書館新聞、JFAK兒童新聞、國語普及時間、台灣

講古、家庭百科問答、暑假小學生複習時間、台灣音樂、名曲鑑賞講座等。11

但在進入戰爭時期後，新聞報導節目已接近半數。1937（昭和 12）年戰爭爆發

初期，台語節目比重開始增加，但為滿足殖民地台灣廣播的同化、融合等特殊使

命，國語普及與鼓吹戰爭宣傳等性質的節目，隨著戰爭的爆發而增加其比重。12 

                                                

廣播對於教育的影響，更可顯示其功能。例如：朝會時從事收音機體操，

中餐時播放童話、新聞等，而在社會教育方面，則有「國語普及之夜」的節目，

致力於國語的普及工作。13 

二、廣播聽眾社群的形成 

隨著廣播網絡的形成，以及收音機銷售據點的日漸普及，收聽戶也逐漸成

長，根據呂紹理整理自《ラヂオ年鑑》的台灣收聽戶數的變化，顯示 1928（昭

和 3）年台灣收聽戶的數量為 7,864，成長至 1943（昭和 18）年的日治時期最高

峰 100,315，其間除 1929（昭和 4）、1930（昭和 5）年受到經濟大恐慌與收費問

題，而使收聽戶下降之外，廣播收視戶呈現逐年成長。每千人擁有收音機也從

1928 年的 1.77 台，成長至 1935 年的 4.33 台，再到 1942 年的 10.42 台，其中台灣

人擁有收音機比例，從 1928 年的 0.36 台成長 1935 年的 1.00 台，最後到了 1942

年則為每千人 7.69 台。14 

擁有收音機者，以公務員、商業者、銀行公司員工以及自由業為最多，由

於部落振興運動等因素，機關團體擁有的收音機，也呈現相當程度的增加，如此，

對於訊息的傳遞效果遠大於個人收聽戶。再者，收聽戶也不見得以都市為主，根

據統計分析，人口人數兩萬人以下的中小型都市，是台灣人收音機用戶高比例的

擁有地。15廣播事業在台灣已有相當的發展基礎。 

 
參、台灣棒球比賽轉播的考察 

一、台灣棒球比賽的轉播 

除上述新聞報導、教育與娛樂的常態性節目外，臺灣的廣播節目，也開始

 
10 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 305。 
11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八年 ラジオ年鑑》，頁 679-680。 
12 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 306-307。 
13 何義麟，〈日治時期台灣廣播事業發展之歷程〉，收於氏著《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

之歷程》，（台北：稻鄉出版社，2006），頁 111-114。 
14 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 310。 
15 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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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運動比賽的轉播，1930 年代初期，由日本內地實況轉播的運動比賽，包括

春、秋二季的六大學野球聯盟，每日新聞主辦的都市對抗賽、朝日新聞主辦的中

等學校野球大會等比賽，鼓舞了台灣棒球迷的熱情。16 

台灣棒球賽的轉播歷史，最初可追溯到 1928 年底全國廣播網絡構成的次

年。1929（昭和 4）年 8 月 14 日，台北一中在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對上前橋商

業，該場比賽，以實況的方式轉播比賽。17同年，六大學聯盟的秋季賽也在台灣

轉播。18此後，都市對抗賽相繼加入實況轉播的行列，而島內的重要比賽也開始

成為實況轉播的對象（圖 7-1）。 

 
圖 7-1  1931 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實況轉播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 

由於棒球球迷日益增多，因此棒球轉播除球賽之外，也常有以棒球為主的

演講、座談會的舉行，例如，六大學監督的座談會、著名球評橋戶頑鐵、飛田忠

順、市岡忠男的棒球評論等。棒球運動講座的增加，證明運動熱潮的發展。19 

相同的，台灣的棒球轉播也不僅止於球賽，與棒球有關的座談會等，也都

曾被轉播，例如中等學校棒球賽的座談會，20或如 1932（昭和 7）年法政大學訪

問台灣之際，藤田監督以「野球と人生」為題進行的演說。211931（昭和 6）年，

                                                 
16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八年 ラジオ年鑑》，頁 677。 
17〈試合の實況を中繼放送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8 月 14 日，7 版。 
18〈天覽のもと 再びま見ゆる 早慶野球戰 臺北放送局中繼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11 月 1 日，夕刊 2 版。 
19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六年 ラジオ年鑑》，頁 321。 
20 〈中等野球 第二次豫選選手 招待茶話會實況 夜七時半（臺北） 鐵道ホテルより中繼〉，

《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7 月 21 日，4 版。 
21〈藤田監督 今夕放送 演題け「野球と人生」〉，《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30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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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職棒訪問日本，舉行的歡迎活動，台灣也是零時差的轉播。22 

換言之，1920 年代末期，棒球賽及相關棒球活動，已透過剛完成不久的全

國廣播網，將日本的棒球比賽以實況轉播的方式放送至台灣。 

 
二、密集的棒球轉播─以 1932 年為例 

收音機棒球比賽廣播的黃金時代，約當在 1930 年代，這段期間由於「六大

學」棒球賽、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都市對抗賽都未因戰爭而停賽，因此，三項比

賽（如果加上全國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則為四項比賽）的轉播，提供球迷相

當密集接觸棒球的機會。 

以表 7-1 為例，1932（昭和 7）年的棒球廣播時間表中，轉播對象不僅是日

本舉行的重要比賽，如：都市對抗賽、中等學校野球賽，甚至包括台北市內的少

棒賽與臺南州內的棒球賽。但就比例而言，六大學聯盟春秋季比賽、都市對抗賽

與中等學校野球賽，所佔比例最高，就連這些比賽在台灣舉行的初選賽，也有實

況轉播。而其發送的地點，包含台灣各地，如台北圓山球場與台南球場，甚至連

東京明治神宮球場、大阪的甲子園球場的比賽，都能在第一時間傳送給收音機前

的聽眾。 

表 7-1  1932 年棒球比賽廣播時間表 

日期 比賽（時間） 轉播與比賽地 放送局 
1 月 1-15 日 明治大學訪台 圓山、台南等 J.F.A.K 
4 月 5 日 全國中等學校選拔野球決勝戰 大阪 J.F.A.K 
4 月 29 日 建功神社奉納野球大會 圓山 J.F.A.K 
5 月 7、8、11、14、

15、18 日 
六大學聯盟春季賽 
 

明治神宮外苑野

球場 
J.F.A.K 

5 月 8 日 臺北州下中等學校體育會野球

部主催野球優勝戰－決勝戰 
圓山野球場 J.F.A.K 

5 月 22 日 春季野球戰 臺北市圓山野球

場 
J.F.A.K 

6 月 13 日-6 月 21
日 

臺北市內少年野球大會 
 

臺北新公園野球

場 
J.F.A.K 

6 月 25 日-6 月 27
日 

第三回都市對抗野球大會豫選 
 

臺北市圓山球場 J.F.A.K 

7 月 3 日 臺南市棒球爭霸戰 台南市野球場 J.F.A.K 
7 月 16 日-7 月 17 全國中等學校野球 臺灣第一 臺南市桶盤淺野 J.F.A.K 

                                                 
22〈米國野球團の 「歡迎の夕」放送 本夕六時五十分 外相も挨拶を放送〉，《臺灣日日新報》，

1931 年 11 月 3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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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次南部豫選大會 球場 
7 月 23 日 全國中等學校野球 臺灣北部

豫選大會 
臺北市圓山球場 J.F.A.K 

7 月 28 日-7 月 29
日 

全國中等學校野球 臺灣地方

豫選決勝戰 
臺北市圓山野球

場 
J.F.A.K 

8 月 4-7 日 都市對抗賽 神宮球場 J.F.A.K 
8 月 13-20 日 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 甲子園野球場 J.F.A.K 
8 月 14-30 日（共

七日） 
臺灣體育協會主辦高松商業對

台北一中、臺南中學、臺北商

業、臺北工業 

圓山球場、臺南

市野球場 
J.F.A.K 

9 月 4 日 米國ミクガン（Michigan）大學

對法政大學 
 

東京明治神宮外

苑野球場 
J.F.A.K 

9 月 23、25-29 日、

10 月 1-12 日、10
月 15-30 日、11 月

1-19 日 

六大學聯盟秋季戰 
 

東京明治神宮外

苑野球場 
J.F.A.K 

10 月 16 日 台南州下野球爭霸戰 臺南市棒球場 J.F.A.K 
12 月 3、4 日 CB 團對鐵團 臺北圓山球場 J.F.A.K 
12 月 30 日-1 月 12
日（1 月為 7、11、

12 日） 

法政大學對 CB 團、臺南、鐵團 臺北圓山球場、

臺南市野球埸 
J.F.A.K 

資料出處：〈野球の中繼（臺北） （一日）【午後一時二十分より】 法政大學對 CB 團

第一囘戰 —圓山野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30 日，4 版。〈野球の中

繼（臺南のみ）【午後一時五十分】 法政對臺南テイ－ム（臺南桶盤棧球埸より）〉，《臺灣日日

新報》，1933 年 1 月 7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北）（午後二時二十分） 臺日主催 法政對

CB 團決勝戰 臺北圓山球場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11 日，5 版。〈野球の中繼

【午後二時二十分】（臺北） 臺日主催法政對鐵團決勝戰〉，《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12
日，6 版。〈野球の中繼（臺北） 【午後一時二十分より】 CB 團對鐵團－第一囘戰－ （臺

北圓山球場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3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南のみ）【午

前九時五十分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0 月 16 日，6 版。〈野球中繼 六大學顔を揃

へて 秋のリ－グ戰開始 【後零時五○】 東京明治神宮外苑野 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

新報》，1932 年 9 月 23 日，6 版。〈野球の中繼（東京） 午後零時五十分の經 濟市況終了後

の豫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1 月 19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9 月 4 日，4 版。〈野球の中繼二つ 全國中等學校優勝 野球大會（第二日）／臺灣體育協

會主催 高松商業對臺北一中 圓山野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14 日，6
版。〈臺南野球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18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北）〉，《臺

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26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27 日，

4 版。〈野球の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28 日，4 版。〈野球の中繼〉，《臺灣日日新

報》，1932 年 8 月 30 日，4 版。〈全國中等學校優勝 野球大會（第一日） —時間未定—甲子

團野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13 日，4 版。〈都市對抗野球戰 神宮球場

より中繼（時間未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4 日，4 版。〈都市對抗野球 神宮球場

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8 月 7 日，4 版。〈全國中等學校野球 臺灣地方豫選決勝

戰 臺北市圓山野球場より中繼 「午後零時二十分－臺北」〉，《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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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4 版。〈中等野球豫選 第二囘決勝戰 圓山球場より中繼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北）〉，

《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29 日，4 版。〈中等學校の野球大會 臺南で中繼放送－〉，《臺

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6 日，6 版。〈臺南の野球中繼（臺南のみ）─今日は朝から二試合

─ 【午前八時五十分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7 日，4 版。〈臺南て 野球の中

繼 （臺南のみ）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3 日，4 版。〈野球の

中繼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6 月 25 日，4 版。〈野球の中繼 【午後

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6 月 27 日，3 版。〈少年野球の中繼（臺北のみ） 臺

北新公園野球場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6 月 13 日，5 版。〈臺北市内 少年野球大會

の實況 （臺北市新公園球場よ 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6 月 21 日，4 版。〈野球

中繼 （臺北） 【午後一時五十分より】 昭和七年春季野球戰 鐵團對 CB 團 （第二囘戰） 

臺北市圓山野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22 日，4 版。〈圓山からの 野球

の中繼 午後二時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8 日，4 版。〈本日の野球中繼 六大學

野球リーグ戰 明治神宮外苑野球場より 【午前十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 日，6 版。〈けふの野球中繼 六大學野球リーグ戰 【午前十一時二十分より】  法政

ーー帝大 慶應ーー明治 第一囘戰〉，《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7 日，4 版。〈野球中繼 六

大學リーグ戰 （明治神宮外苑野球場より中繼ー午前十一時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8 日，4 版。〈野球中繼 立敎 帝大〉，《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1 日，4 版。〈野

球中繼 六大學野球リーダ狀況 明治神宮外苑野球場より 【午前十一時三十分より】早、法

第一囘戰は中止 明治……帝大第一囘戰〉，《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4 日，4 版。〈野球

中繼 明治神宮外苑野球場より中繼 午前十一時三十分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5 日，6 版。〈野球中繼 慶應－明治 第二囘戰〉，《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8 日，4 版。

〈圓山より野球放送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4 月 29 日，4 版。〈全國

中等學校 選拔野球決勝戰大阪より中繼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4
月 5 日，6 版。〈けふ明大對鐵團第一囘野球戰 午後一時半開始（開場午前十時半）〉，《臺灣日

日新報》，1932 年 1 月 1 日，7 版。 
 
 
大大小小的比賽所構成的轉播密集度，幾乎讓關心棒球的球迷在進入四月

後，每個週末都能聽到棒球轉播。例如：春秋兩季的六大學對抗舉行時，幾乎 5、

9、10、11 月的每個週末都有比賽可聽，年底還有六大學訪台的比賽。而在夏季

的 6 到 8 月期間，6、7 月通常是各大比賽的台灣預賽，到了 8 月，各大賽舉行

時，由於賽程密集，都市對抗賽就要轉播 4 天，中等學校野球賽則要轉播 8 天，

其中還穿插高松商業訪問台灣的 7 場（天）比賽，換言之，8 月份有接近 20 天

的時間，可收聽棒球轉播。甚至在年關之交的 12 月、1 月之間，六大學造訪臺

灣的賽事，每場進行實況轉播。 

以 1932 年為例，說明台灣棒球賽廣播的密度相當高，對於球迷而言，廣播

是超越距離、同步掌握棒球賽的工具，密集的播報，則又說明球賽所受到的關注

及其球迷基礎，已經相當廣泛。1930（昭和 5）年 10 號的《ラヂオの日本》中

有篇名為〈卷頭語  ラヂオと野球〉的文章，內容寫著棒球能夠在民間造成普及

與廣播的放送有很大的關係。棒球讓民眾找到了收音機的實用價值，收音機也讓

棒球加快民眾化的腳步。收音機對於棒球的傳播具有重要影響。23 

 

肆、棒球賽廣播的聽眾 

                                                 
23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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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放送協會理事中山龍次指出，廣播的特性具有超越距離、超越時

間、超越階級等特性。24收音機廣播所創造的生活文化，更已成為日常生活中固

定的一部份─如體育評論、新聞評論、名人訪談、連續劇，以及任何以集數形式

固定播出的節目均是。收音機所帶來的諸多影響中，最重大、最深入的一項，便

是依據嚴格規定的時間表，將眾人的生活同時予以私人化與固定化。從此，我們

的工作，我們的休閒，都被這張作息表牢牢控制。25此外，由於比賽是可預期的，

透過收音機掌握棒球，就容易成為慣習，對於喜歡棒球的人，便成為生活中不可

或缺的一部分。 

這張作息表，同時產生的共時性與連帶感，造成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的

「想像的共同體」效應，構成台灣大眾社會形成的重要基礎。26因此，以個人與

家庭為接收中心的收音機，創造出獨有的公共空間。Eric Hobsbawm指出「於是

在歷史上第一次，原本互不認識的陌生人們，碰面之際，卻都知道十之八九，對

方昨晚上大概也收聽了那場大比賽的轉播、那齣最受歡迎的喜劇節目、邱吉爾的

演說，以及新聞報導的內容」。27 

1930 年代日益普及的棒球賽，跨越地理界限，特別是都市化程度較低、少

有正式棒球比賽舉行的地方，廣播提供球迷認識棒球的重要機會，擴大棒球基

礎。例如，住在花蓮玉里的葉日好指出「大我七歲的哥哥葉日良，他自己沒有打

棒球，但會用收音機聽棒球，都是日本的比賽，他很懂棒球也很喜歡聽，有棒球

比賽的轉播就會聽，那個時候就有聽日本的職業棒球、六大學、甲子園都有。他

喜歡運動，但沒有打棒球。」28這段回憶說明棒球賽如何透過空中放送，穿越地

域，將棒球賽傳遞到花蓮的玉里，同時也說明透過棒球轉播，一群關注棒球但卻

不會打棒球的球迷社群形成的可能。 

一般而言，擁有收音機者或者透過收音機的轉播，掌握並了解棒球者，並

不在少數，台南的劉克全指出「結束日本留學生涯的劉子祥叔父，買了生平的第

一台收音機。接著叔父在庭院的龍眼樹上架設長竿安裝收聽天線。其實那種收音

機即是所謂的再生式收音機。透過播音員精采的播送，大家莫不捏緊拳頭，全神

貫注的收聽實況報導。」29同在台南的黃丙丁則說「從小時候，就會用收音機聽

棒球轉播，但是聲音的品質不是很好，甲子園、都市對抗賽等大比賽都會轉播，

台灣的大比賽也會轉播。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1934（昭和 9）年美國的職棒

到日本訪問，很轟動，貝比魯斯也來了。」30透過收音機，在同時間感受千里外

                                                 
24 黑田勇，《ラジオ体操の誕生》，頁 139。 
25 Eric Hobsbawm，鄭明萱譯，《極端的年代》（台北：麥田文化，1996）。頁 293。 
26 何義麟，〈日治時期台灣廣播事業發展之歷程〉，頁 111-114。 
27 Eric Hobsbawm，鄭明萱譯，《極端的年代》，頁 293。 
28 葉日好口述，謝仕淵整理，〈葉日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28。 
29 劉克全編，《半個日本人》，劉革新，〈台灣人是棒球迷〉。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30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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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棒球賽，1930 年代，臺灣的棒球迷同步掌握日本內地的棒球賽事。 

前文曾論及臺灣人擁有收音機的比例，雖至 1940 年代僅止千分之 7 左右，

然而，並不能說明台灣收聽收音機廣播的聽眾也僅止於此，洪太山指出：「當時

嘉義有個黃三朋醫生，診所在火車站附近，他在嘉農比賽的時候，就會將收音機

拿出來，放送給大家聽，…，沒有收音機的人，到那邊聽比賽，常常擠得滿滿的，

我也去聽過，…」31 

最為典型的例子，則為 1931 年嘉農在甲子園大賽時對上小倉工業時，嘉義

市民湧到有收音機的商店，收聽嘉農的比賽，當勝利來臨時，整個嘉義市沉浸在

勝利的喜悅中。32而在打進決賽時，準備爭冠的比賽時，臺北放送局在臺北市內

如南門、公園等地，設置戶外擴音器，讓關心的球迷掌握比賽實況。33 

 
圖 7-2  1936 年嘉農出賽時嘉義市民聚集在收音機前盛況 

資料出處：《大版朝日新聞 台灣版》，1936 年 8 月 20 日，5 版。 

1935 年，嘉農再次進軍甲子園，媒體形容市民都在收音機前，隨著廣播中

的比賽節奏「一喜一憂」，對平安中學第二局時達到兩分，收聽者的心情亦隨之

振奮。341936 年，嘉農戰勝小倉時，台北京町的大阪朝日新聞社臺灣分社前，由

於設置收音機擴音器，街上圍滿一、二十重的人潮，癱瘓附近交通，觀眾的情緒

隨著比賽的節奏而起伏，直到勝利時，街頭響起「萬歲萬歲」的慶賀聲，類似收

                                                 
31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9-70。 
32 蔡武璋總策劃，林華韋、林玫君編著，《典藏台灣棒球史 嘉農棒球 1928-2005》，（台北：行政

院體委會，2005），頁 27。 
33〈市内各所に 擴聲機を施設 けふの野球戰に JFAK で〉，《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21

日，7 版。 
34 〈嘉義紫煙〉，《臺南新報》，1935 年 8 月 18，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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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機擴音撥放，而至人心沸騰的情景，也在當天的嘉義市上演（圖 7-2  1936 年

嘉農出賽時嘉義市民聚集在收音機前盛況）。35 

透過分享的方式，讓收聽棒球轉播的球迷遠比持有收音機者還多。台南的

蔡諒指出「收音機很貴，所以都是大家會到有收音機的人的家裡，聽棒球比賽轉

播。」36西服店店員李昌盛則指出「都市對抗賽、甲子園還是六大學的比賽，都

會轉播，我當時都會在店裡聽收音機，收音機是老闆買的，因為收音機也很貴。」

這段話，說明沒有經濟能力購買收音機的棒球迷，如何透過他人的資源，滿足自

己的喜好。37然而，像是花蓮的蘇如松「因為收音機很貴，一般人根本買不起，

所以不可能用收音機聽棒球比賽。」的經驗也有。38不過，由於棒球廣播使用的

語言皆用日語，因此透過大眾媒體掌握棒球訊息的主要對象，仍是以聽解日語者

為主。 

透過廣播轉播棒球賽，讓日本全國放送網訊號所及的地方，只要在收音機

前，就能聽到棒球賽，以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都市對抗賽、六大學聯盟為主

的比賽轉播，產生帝國棒球圈內的價值交換，講求全力求勝與身心鍛鍊的武士精

神，或者遵守比賽規則、勝負始終抱持紳士風度的運動家精神，或者追求球賽次

基與娛樂等需求，也在收音機訊號中，不斷向日本全國各地傳送。也就是說，透

過大眾媒體的傳送，使棒球及其價值，產生持續的擴散效應，成為形塑大眾娛樂

的主要力量。 

第二節  報紙媒體與棒球新聞的讀者 

壹、棒球新聞的內容 

一、棒球新聞數量的趨勢分析：以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檢索系統為例 

棒球運動的普及，除透過收音機的棒球賽轉播之外，最為普遍的傳播媒體

則為報紙，下文將以日治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台

灣新民報》、《朝日新聞》為例，39說明媒體中棒球新聞的報導特色，並進而說明

棒球新聞讀者的身分。 

首先，就《臺灣日日新報》而言，本文以漢珍公司的數位版《臺灣日日新

報》為例，藉由標題檢索的功能，試析棒球新聞的趨勢，不過，由於漢珍數位版

並非全文檢索，因此棒球新聞的實際數量，應大於檢索數量。但就長期趨勢而言，

檢索依舊可反映出棒球新聞在數量上的趨勢。 
                                                 
35 〈勝つた勝つた 全島に歡聲揚る〉，《大阪朝日新聞 台灣版》，1936 年 8 月 15 日，5 版。 
36 蔡諒口述，謝仕淵整理，〈蔡諒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97。 
37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6。 
38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4。 
39 《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與中部的《臺灣新聞》為日治時期三大報。施懿琳，〈臺南新

報〉，《臺灣歷史辭典》，頁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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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棒球新聞檢索 

年度 筆數 年度 筆數 年度 筆數 

1906 1 1919 141 1932 675 

1907 9 1920 169 1933 689 

1908 26 1921 310 1934 585 

1909 29 1922 343 1935 518 

1910 21 1923 322 1936 391 

1911 16 1924 458 1937 371 

1912 12 1925 371 1938 403 

1913 36 1926 338 1939 471 

1914 76 1927 358 1940 417 

1915 170 1928 351 1941 125 

1916 187 1929 738 1942 124 

1917 189 1930 712 1943 31 

1918 114 1931 789 1944 2 

資料出處：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檢索統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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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棒球新聞折線圖 

資料出處：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檢索統計而成。 

經由檢索，《臺灣日日新報》的棒球新聞，約有萬餘則（表 7-2）。但如圖

7-3 所示，主要集中在 1920、30 年代。而前後期，如 1915 年前與 1941 年後，棒

球新聞相當有限，初期主要與殖民地棒球運動尚未普及有關，後期則是受到戰爭

的影響，日本內地各項棒球賽也都紛紛終止，台灣亦受到同樣影響，棒球新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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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急速減少，這意味著棒球不再普遍流行。1915 年起，由於北部野球協會的成

立，以及中部、南部等地的棒球運動逐漸普遍，棒球新聞的則數也隨之增加。 

1923 年起，台灣開始參加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優勝大會之後，棒球新聞逐漸

增加（圖 7-3），將近十年期間，每年大約都有三、四百則棒球新聞。1929 年開

始約有七、八年的時間，棒球新聞多在五百則以上，甚至有幾個年度還超過七百

則新聞。其原因主要與日本六大學從 1929 年起到 1937 年間，每年固定來台訪問，

1930 年之後，台灣開始參加都市對抗賽，以及台灣各地棒球賽的普遍進行有關。 

綜上所述，1930 年代的棒球風氣更甚於 1920 年代，1920 年代則又更甚於

1910 年代。日治時期棒球新聞的則數，與台灣棒球趨勢的發展，彼此產生相對

應的關係，因此，棒球新聞則數多寡的變遷，反應棒球運動風行的普遍趨勢。 

 

二、1920 年代初期的棒球新聞 

從上述分析得知，1920 年代中後期開始，媒體中的棒球新聞報導日益增加，

因此，下文將就 1920、30 年代，具有代表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與《台南

新報》、《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臺灣新民報（日刊版）》的棒球新聞報導進行

分析。 

就《臺灣日日新報》而言，以 1922 年為例，以內地新聞為主的第 2 版，一

般多為日本內地棒球訊息為主，40其次，則以運動、娛樂與趣味為主的第 4 版，
41不過版次並非固定不變，有時運動、娛樂、趣味與文藝的版次，會在第 7 版。
42再者，島內棒球新聞則主要為各地棒球賽舉行的新聞，則在第 7 版或第 9 版出

現。43以上述的版次來看，棒球新聞對應的第一個對像是可讀解日文者，而其目

的則提供球迷日本內地棒球與棒球知識的吸收等功能，就島內而言，則具有球賽

過程報導與賽事預報等功能。 

同樣為 1922 年，《台南新報》的報導中，棒球新聞主要集中在「運動界」

的單元，內容為報導島內比賽的訊息，版面有時在第 7 版，有時則在第 11 版，

報導之棒球新聞不限於南部地區。44報導中也包括日本內地的棒球新聞，版面通

常為 7 版。45除此之外，「地方たより」的單元中，則常有地方體育運動活動的

                                                 
40 以 1922 年 9 月 7 日，2 版為例，內容「外國電報」、「內地電報」，以及部分本島新聞，在「內

地電報」中，則有「職業野球團試戰」的報導。 
41 以《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7 日 1 日，4 版為例，內容為包含野球用語的介紹、大和短詩、

台日漫畫等內容。 
42 以《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9 月 13 日為例，從七月開始連載的野球用語的介紹，在 9 月已

經改在 7 版報導。 
43 如〈鐵道現業員の 野球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9 月 17 日，7 版。〈本日

野球戰の 選手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2 年 9 月 24 日，9 版。 
44 例如《臺南新報》，1922 年 2 月 25 日，11 版、1922 年 2 月 2 日，7 版。 
45 參考《臺南新報》，1922 年 6 月 3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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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這些報導偶有棒球賽的新聞，地方版的棒球新聞，一般而言，多屬公學校

以及聯誼性的球賽報導，地方性重要的球賽或者全島性的球賽，一般主要還是在

「運動界」的單元之中。46最後，此階段的《臺南新報》也未見漢文版中有棒球

新聞的報導。 

 

三、1930 年代的棒球新聞 

1、棒球新聞的增加與多元化 

如前分析所示，1930 年代開始，《臺灣日日新報》中的棒球新聞每年至少六、

七百則，而其版面，以 1930 年為例，棒球新聞主要出現在 5 與 7 版，以及夕刊

2 版，其中 7 版處理較多全島或者全國性的棒球報導，例如甲子園大會與都市對

抗賽等比賽。475 版則比較多地方性的棒球新聞，例如 1930 年 9 月 19 日的新聞

中，棒球新聞分別放在新竹、羅東與馬公的綜合新聞的脈絡中。48此外，則有類

似運動評論、知識引介的單元，如「スボーツの話」。49 

就《臺南新報》來看，棒球新聞依舊包含各地棒球新聞以及日本內地的棒

球新聞，但版面並未特別固定，以 1934（昭和 9）年 3 月 12 日為例，4 版有高

雄的棒球新聞，7 版則有台南的棒球新聞。50在「地方たより」單元中，依舊有

許多地方棒球新聞，包括地方性比賽的報導以及地方棒球動態，例如，1935（昭

和 10）年嘉義市民組織應援會，目的是要籌款集資去台北幫嘉農棒球隊加油。51

此時，棒球報導也更為多元，例如棒球運動的論述性文章、甚至技術教學等內容，

都曾出現在報導中，如被稱為「學生棒球之父」的飛田穗洲，52或者洋基隊投手

投球示範動作的連續動作照片。53 

相較於 1922 年，1930（昭和 5）年《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的報導

中，差異最大的部份，則是棒球新聞開始出現在漢文版。54漢文版中的棒球新聞，

跨越語言的門檻，使不解日文的讀者也可藉此得知棒球新聞，漢文版的棒球新

                                                 
46 參考《臺南新報》，1922 年 6 月 21 日，4 版。 
47 〈甲子園野球大會 二十四對二で 和歌中大勝 對北海中學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8 月 15 日，7 版。〈都巿對抗野球戰／滿鐵六 A—四函館〉，《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8 月 7
日，7 版。 

48 〈馬公〉，〈新竹〉，〈羅東〉，《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9 月 19 日，5 版 
49 〈スポーツの話 輝やくスポーツ時代 野球、短艇、登山等等 壯快なる秋のスポーツ ス

ポーツマンの常備すべき 外用藥には何がよいか〉，《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9 月 20 日，

6 版。 
50 參考《臺南新報》，1934 年 3 月 12 日，4 版與 7 版。 
51 參考《台南新報》，1935 年 2 月 25 日，3 版。 
52 飛田穗洲，〈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 上〉，《臺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2 版。 
53 〈投手のモーション分解〉，《臺南新報》，1934 年 6 月 2 日，5 版。 
54 〈南方澳祝開港 野球及競渡〉，《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6 月 19 日，4 版。〈蘭陽聯合軟式

野球大會 消防團得優勝旗〉，《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6 月 29 日，夕刊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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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多數為球賽報導與預報，評論性與知識性的新聞則較少。然而，漢文版的棒

球新聞多數晚於日文版的棒球新聞，以 1930 年 2 月 23 日的高雄棒球大會為例，

日文版在 2 月 23 日，開賽當天刊登比賽訊息與往後賽程，55然而，漢文版在 2
月 24 日刊登時，並沒有反映 23 日開賽當天的比賽結果，其報導內容幾乎等同於

前一天的日文版。56也就是說，漢文版雖然跨越語言的障礙，提供不識日文者掌

握棒球新聞，但在編輯的內容上，漢文版的棒球新聞不脫日文版所報導的內容範

圍。 

其次，兩報之間對於地區性棒球新聞的關注，也有所落差，以 1934 年 7 月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為例，該年比賽先在北中南舉行初選，但《台南新報》特

別關注的目標，是在高雄舉行的南部初選賽，1934 年 7 月 25 日有張初選賽的開

球照片與一則相關新聞（圖 7-4），之後比賽的報導，也以南部初選為主。57而《臺

灣日日新報》正好相反，則以北部與中部的初選賽的報導為主。58但是，根據觀

察全島性的棒球比賽，兩報關注的程度不相上下。 

 

圖 7-4  《台南新報》中等學校棒球賽南部選拔賽 

資料出處：1934 年 7 月 25 日，《臺南新報》，夕刊 2 版。 

再者，主辦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的《大阪朝日新聞》，對此賽會的報

導，主要新聞都集中於第 5 版台灣版，內容之詳細可謂居於日治時期台灣媒體之

冠，以 1936 年為例，臺灣選拔賽在舉行時，對於參與各隊均有相當詳細的介紹，

例如 1936 年 5 月 16 日起，以「全島中等野球界展望」為題，連載 3 次，59而後

又在 6 月 27 日起，又以「中等野球臺灣預選前記」連續報導 12 次，以台北二師

為首，嘉農壓軸，介紹參加的 12 支球隊，直到 7 月 10 日，隨後 7 月 17 日起，

                                                 
55 高雄州十五團の 野球大會開く 二十三日第一次戰，《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23 日，

5 版。 
56 〈體協高雄支部 野球大會 第一戰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2 月 24 日，5 版。 
57 〈高中快勝 南二中力戰して敗ゐ〉，《臺南新報》，1934 年 7 月 26 日，7 版。 
58 該期間報導從 1934 年 7 月 23 日起到 7 月 25 日，內容多為中部與北部預選賽，24 日開始的南

部初選，僅有一則新聞。〈野球豫選大會 二十四日擧行〉，《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7 月 24
日，3 版。 

59 〈全島中等野球界展望〉，《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6 年 5 月 16 日、5 月 17 日、5 月 19 日，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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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中南三地預賽同時進行。60而全島決賽與甲子園大會內容的報導，佔有顯著版

面（圖 7-5）。甚至賽後花絮的追蹤，也為其報導內容。例如東公文畢業後的去處，

也引起朝日新聞的關注。61 

 

圖 7-5  《大阪朝日新聞 台灣版》中圖文並茂的棒球報導 

資料出處：《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8 月 15 日、8 月 18 日，5 版。 

最後，1932 年 4 月 15 日改為日刊的《臺灣新民報》之中，根據目前所掌握

的 4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的新聞中，透過標題檢索約有 16 筆棒球有關的新聞，62

內容並不多，推測部分原因也與台灣棒球新聞的高峰期，一般應為 6 月開始至 9
月左右，4、5 月較為冷淡。63《臺灣新民報》所關注的內容，與其他報刊無太大

差異，例如六大學棒球隊、全國中等野球賽、都市對抗賽等新聞，其他則為地方

棒球新聞。 

2、即時性的新聞預報 
                                                 
60 〈中等野球臺灣預選前記〉，《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6 年 6 月 27 日、6 月 28 日、6 月 30

日、7 月 1 日、7 月 2 日、7 月 3 日、7 月 4 日、7 月 5 日、7 月 7 日、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該專題刊載於以上日期 5 版。 

61 〈東はどこへ？〉，《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6 年 9 月 25 日，5 版。 
62 透過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出版、六然居資料室策畫、李承機主編的《日刊臺灣日日新報 1932

年 4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的電子書查詢所得。但實際的內容絕對多於此數，例如 1932 年 5
月 23 日，5 版，有則鐵團（棒球隊）的新聞，1932 年 5 月 16 日，3 版則有六大學聯盟的新

聞，都因標題無「野球」未能在標題檢索功能中被查詢，因此新民報的棒球新聞當在檢索數

值之上。 
63 在《台灣日日新報》中，經檢索 4-5 月的棒球新聞為 108 筆，7-8 月的棒球新聞為 159 筆。可

見 4、5 月與 7、8 月台灣棒球運動有頻繁程度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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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年代，媒體中的新聞報導，除了棒球新聞明顯數量增加之外，最為重

要的是，幾乎各大報紙，都提供即時性的棒球新聞預報，例如球賽舉行與球賽收

音機廣播的節目表。 

1930 年代，台灣廣播事業日漸發達，透過收音機收聽棒球比賽的現象相當

普遍，棒球比賽的預報也提供更為即時的訊息，不再僅是事後的報導，因此不管

是《臺灣日日新報》或《臺南新報》，棒球賽事與棒球廣播的預報，也有更顯著

且固定的單元來處理，例如《臺南新報》中固定有「今日のメモ」的單元，大致

上提供南部各地當日的重要活動，其中棒球賽於何時何地舉行，為其中常見的訊

息，有別於過去著重比賽的事後報導。64 

預報性的資料，透過固定的單元，每天提供相關訊息，可讓球迷對於球賽

的掌握更為即時與便利。收音機廣播的節目表中，亦有棒球賽轉播的訊息。例如，

以《臺南新報》為例，1934（昭和 9）年 7 月 27 日起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舉

行時，每日的廣播節目表均提供相關訊息。65相同的，在《臺灣日日新報》中，

只要有大型棒球賽的舉行與轉播，報紙中都會提供相關頻道與時間的轉播訊息，
66而在漢文版則有「本日會合行事」的單元，預報今日重要活動及其舉行地點，

其中也包括棒球賽的訊息。671932 年 4 月改為日刊發行的《臺灣新民報》，則在

每日 8 版的「無線電台」中，提供讀者對棒球賽轉播訊息的掌握。例如 1932 年

4 月 23 日中指出「六大學入場式，與早稻田與帝大，慶應與法政比賽的舉行時

間」。68 

綜上所述，1930 年代台灣各大報紙中，多有棒球運動的報導，對象包括日

本與台灣舉行的各大棒球賽，以及地方性的比賽，且內容不僅限於日文版，也遍

及漢文版。同時，報紙中亦開始提供預報性的訊息，例如各地棒球賽的預報以及

廣播節目表等，均顯示透過大眾媒體，對於棒球運動的掌握，不僅是對過去事情

的報導，也提供讀者對即將發生的棒球動態加以掌握的訊息。 

 

貳、棒球新聞的讀者 

一、新聞大眾化下的台灣人讀者 

隨著 1930 年代，棒球新聞的俱增，新聞媒體業之間也由於競爭激烈的緣故，

報紙發行量迅速增加，形成「讀者大眾」的現象，閱報讀報風氣十分普遍。究其

原因如下：1931（昭和 6）年日本內地報紙《大阪朝日新聞》與《大阪每日新聞》

                                                 
64 參考《台南新報》，1934 年 6 月 3 日，7 版。 
65 參考《臺南新報》，1934 年 7 月 27 日，9 版。 
66 〈圓山より野球放送 【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4 月 29 日，4 版。也

可詳見本文對於 1932 年棒球廣播相關訊息的整理。 
67〈本日會合行事／全島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0 月 26 日，12 版。 
68 〈無線電台〉，《臺灣新民報》，1932 年 4 月 23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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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航空運送投入臺灣新聞市場的競爭，以及《臺灣新民報》日刊化等因素，加

上媒體間的價格戰、行銷戰69等因素，使老牌報社《臺灣日日新報》不得不力圖

改革。促銷手段中，甚至亦有招待讀者，觀賞棒球比賽。70綜上原因，致使 1930
年代以降，臺灣每日報紙發行與島外移入的數量不斷提升。每日島內發行報紙數

量與人口比，由 1931（昭和 6）年的 76.43 人對一份報紙，成長到 1937（昭和

12）年的 34.41 人對一份報紙。71 

對台灣人而言，由於近代教育的普及以及政治社會運動興起等因素，台灣

人開始依賴媒體，甚至在追求娛樂的目標下，72反映為對報紙閱讀的渴望。因此，

1930 年代，台灣人每日購買的報紙數量迅速增加，據推測 1933（昭和 8）年、

1934（昭和 9）年、1937 年，每日購買報紙份數，分別是 107,471、129,616、161,666
份。在台日本人的訂購量則達到 4、5 萬份之間，依照人口比例推估，日本人訂

閱報紙的比例，比台灣人高出甚多。73事實上，以受薪階級為例，日本人每月用

於購買圖書與報紙的費用為 2.31 圓，台灣人則為 1.05 圓，兩者差距為兩倍餘之

多。74 

就台灣人而言，依據 1937（昭和 12）、1938 年的家計調查，台灣人受薪階

級（官公吏、銀行會社職員、教職員）休養娛樂費每月為 2.59 圓，其中包括圖

書報紙費用為 1.05 圓，但勞動者則為 1.03 圓，並未交代是否用於報紙的開銷。75

因此，包含官公吏、銀行會社職員、教職員等身份在內的本島人受薪階級，應為

有能力訂閱報紙的主要對象。 

然而，報紙又會因放置在「公共的」空間等因素，造成廣泛閱讀效應，例

如：圖書館、新聞雜誌讀報室、新聞揭示板、食堂中有的標榜備有各種新聞報紙

等，例如 1912 年宜蘭設立讀報社，提供各種報章雜誌供需求者閱讀，761926 年

斗六讀報社的成績，據報載「每日不下三百八十名云」。77同年，高雄旗津吟社

所創立的高雄讀報社，則因為成績頗佳，因此又向上海、東京等處增訂報章。78 

除此之外，也可靠著張貼速報的方式服務球迷，1933 年，台北的棒球迷，

                                                 
69 例如在 1930 年代常可看見《臺灣日日新報》利用抽籤活動贈送獎品，吸引讀者訂購或者閱讀

報紙。〈本社板橋讀者 開運抽籤券〉，《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11 日，8 版。〈斗六

郡讀者開運抽籤〉，《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 月 6 日，8 版。 
70 〈本社增築落成記念 圓山大野球戰 招待本紙讀者〉，《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5 月 1 日，

4 版。 
71 李承機，〈一九三○年代台灣における「讀者大眾」の出現〉，收錄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

惠編《記憶する台灣 帝國との相剋》，頁 246-264。 
72 綺霞，〈改良家庭娛樂的我見〉，《臺灣新民報》，1931 年 11 月 21 日，10 版。 
73 李承機，〈一九三○年代台灣における「讀者大眾」の出現〉，頁 265-268。 
74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24。 
75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24、

58。 
76 〈讀報社開式〉，《臺灣日日新報》，1912 年 8 月 9 日，6 版。 
77 〈斗六讀報社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1 月 11 日，4 版。 
78 〈讀報狀況〉，《臺灣日日新報》，1926 年 5 月 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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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聚集在朝日新聞台北分社，而嘉義的球迷也在新聞告示板前關心比賽。791934
（昭和 9）年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舉行時，為讓關心棒球的球迷都能得知比賽

的最新訊息，全島主要都市的朝日新聞販售店以及重要的十字街口、大商店門

口，都貼有野球速報。根據資料指出台北 22 處、基隆 5 處、新竹 9 處、台中 9
處、彰化 4 處、嘉義 5 處、台南 6 處、高雄 6 處、花蓮港 5 處、屏東 1 處，全台

共有七十餘處張貼比賽快報。80 

總之，透過訂閱、購買或者各種「公共性」空間所提供的閱報服務，致使

1933 年到 1937 年之間，台灣日刊新聞的讀者推估有 62 萬到 93 萬之間，1930
年代後半，台灣人日刊新聞讀者推定已有百萬之多。81 

 

二、讀者是誰：以《臺灣日日新報》「野球懸賞」的讀者分析為例 

1、「野球懸賞」活動的舉行 

報紙發行量與通路雖廣泛，同時也可知日治時期台灣人閱報社群已有一定

基礎，但卻未必得知讀者之身分。除零星的資料，例如台南的李昌盛說「當時的

報紙，幾乎每天都有棒球新聞，我們店裡有訂報紙，我對棒球有興趣，所以我也

會注意棒球新聞。」82除此之外，讀者是誰則難有進一步的資料說明。 

因此，本文擬透過有獎徵答活動，透過此活動瞭解棒球新聞讀者身分。日

治時期，由報紙在重要比賽事舉行有獎徵答為常見的活動。例如 1936 年甲子園

大賽進行時，《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刊載猜測冠軍為誰的活動廣告（圖 7-6）。 

 

圖 7-6  《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有獎徵答廣告 

資料出處：《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6 年 8 月 15 日，5 版。 

1931 年（昭和 6）底，明治大學來台訪問，舉行徵獎活動，獎品為綢緞、

                                                 
79 蔡武璋總策劃，林華韋、林玫君編著，《典藏台灣棒球史 嘉農棒球 1928-2005》，（台北：行政

院體委會，2005），頁 48。 
80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11-212。。 
81 李承機，〈一九三○年代台灣における「讀者大眾」の出現〉，頁 265-269。 
82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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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台日賞牌、銀盃、可爾必思兌換卷、明治巧克力等。831932（昭和 7）年

12 月底，法政大學來台訪問，來台前夕的 12 月 22 日，《台灣日日新報》舉辦有

獎徵答活動，題目為台灣各地的球隊中，那支球隊可勝法政大學，該次徵獎活動

獎品為時鐘 1 個、手表 2 只、綢緞 5 批、台日賞牌 7 面、可爾必思（飲料）百瓶。
84法政大學訪台的有獎徵答活動，一共舉行五次，主要的題目由開獎日所公佈的

內容來看，應該是猜勝負、猜全壘打、猜比數。85。1934（昭和 9）年 12 月早稻

田大學來台訪問，則舉行六次的徵獎活動，獎品包括時鐘、綢緞、菸草組、台日

賞牌、明治巧克力、森永牛奶糖、肥皂等物品。86 

有獎徵答活動通常在日本大學棒球隊訪問台灣期間會進行好幾回，因此有

時會透過新聞報導的方式，提醒讀者注意新的徵獎問題。87活動結束公佈結果

時，也用同樣的方式，提醒讀者，並舉行公開的抽獎儀式，以昭公信。88 

 

圖 7-7  法政大學來台有獎徵答活動版面 

資料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2 日，6、7 版。 

類似的活動通常應該都有廣告的贊助，以圖 7-7 來看，有獎徵答的版面中，

                                                 
83 《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 月 20 日，7 版。 
84 參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2 日，6、7 版。 
85 參考《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21 日，3 版。 
86 《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 月 21 日，3 版。 
87 〈法大招聘野球の 新懸賞課題 近く本紙廣吿面に〉，《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3 日，

7 版。 
88 〈野球懸賞當選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 月 22 日，夕刊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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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著的反而是八面廠商的廣告版面，其中還有兩個廣告顯著是為棒球賽而設計

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台灣衣服的女性球迷舉著法政的旗幟，狀似加油的模

樣。 

2、參與「野球懸賞」的讀者分析 

參加「野球懸賞」有獎徵答的讀者，必須回答主辦單位提出的問題，題目

內容大致為猜勝負、猜全壘打等，例如 1931（昭和 6）年底來來台訪問的明治大

學訪台的「野球懸賞」，兩個題目分別是鐵團與明治大學何隊獲勝、兩隊擊出幾

支全壘打等問題。89類似的問題，並不困難，但仍須有基本的棒球常識才得猜測

出合理的答案，因此，參與有獎徵答者均應為對棒球起碼略知一二者，且具有閱

讀《臺灣日日新報》者，因此，透過中獎名單的分析，或可知道參與《臺灣日日

新報》抽獎活動或者閱讀《臺灣日日新報》的讀者，具有何種身分。 

首先，究竟有多少人參加「野球懸賞」的活動，並沒有明確數據指出，但

一般來說，答對者才可獲得獎品，答對者太多，甚於獎品數量，則採用抽籤的方

式決定得獎者，901932（昭和 7）年明治大學訪問活動結束後，有獎徵答第一題

答對者有 431 人、第二題為 97 人。91因此，實際參加的人數一定多於此數量。 

 

圖 7-8  法政大學訪台有獎徵答公佈得獎名單 

資料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21 日，3 版 

參與活動的讀者中，有多少台灣人讀者？（圖 7-8）本文根據 1931 年明治

大學、1932 年法政大學、1935 年早稻田大學等三次訪台所舉行的有獎徵答的中

                                                 
89 《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 月 20 日，7 版。 
90 《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2 日，6、7 版。 
91 《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 月 20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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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名單為例，說明參與者、中將者與讀者究竟是誰？ 

表 7-3  「野球懸賞」活動的台灣人中獎比例 

事由 年度 中獎人數 臺灣人中獎人數 比例 
明治大學訪台 1931 年 212 86 41％ 
法政大學訪台 1932 年 401 180 49％ 
早稻田大學訪台 1934 年 307 168 55％ 
總計  920 434 47％ 

資料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 月 20 日，7 版。《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 月 21
日，3 版。《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1 月 21 日，3 版。 

就表 7-3 顯示，得獎者中約有 47％、將近一半的台灣人，這也顯示台灣人

關注、參與此活動的比例並不在少數，因此，也有理由推測《臺灣日日新報》的

棒球新聞的讀者中，應該也不缺乏關注棒球的台灣人讀者。 

藉由《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媒體中，棒球新聞的分析，可得知

1930 年代棒球新聞則數，成長迅速，這大致上呼應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發展的高

峰期。臺灣的棒球新聞，在 1920 年代左右，不僅相對數量較少，且漢文版中並

未見棒球新聞。然而，到 1930 年代之後，漢文版中開始出現棒球新聞，且相關

的棒球評論與知識性報導亦逐漸增加。 

再者，面對日益增多的棒球比賽之舉行與棒球賽的轉播，為服務讀者且提

供更為即時的棒球賽訊息，媒體中開始用固定的單元與節目時刻表來交代當日重

要的棒球新聞。對於讀者而言，類似的報導反映出讀者對媒體提供即時性新聞的

需求，已日漸重要。這也說明要掌握即時的棒球訊息必須透過媒體，報紙媒體作

為棒球運動普及與流行之關係，亦可由此呈現。 

最後，究竟誰是閱讀棒球新聞的讀者，已經很難有資料可得知，但由「野

球懸賞」等有獎徵答的活動，可得知讀者面對略有門檻的問題，得以答對，並參

加抽獎活動，最後的名單中約有 47％是台灣人，參與這項活動的前提，合理設

想讀者必需閱讀《臺灣日日新報》，也可藉此面向，了解棒球新聞的讀者應該不

僅限於日本人。報紙媒體提供棒球訊息得以流通與傳播的重要途徑，藉此途徑的

檢視，可觀察台灣人對於棒球運動的了解與掌握，也依賴著新聞媒體提供訊息。 

至於最為重要的，這些參與活動的台灣人，究竟心裡想著甚麼？徵獎活動

通常大獎名額雖不多，但小獎數量卻高達上百，增加中獎機率，自然也提高參與

者的意願。彭明敏就曾指出當「貝比魯斯」訪問日本時，「我大膽地寫了一封信

給他，得到了一張親筆的簽名，作為我的珍藏。」92根據猜測彭明敏所謂的「寫

了一封信」，應該也是媒體主辦而與讀者互動的活動。類似的徵獎活動，係與讀

者互動的商業宣傳，藉著類似的活動，吸引讀者參加，類似的活動也不僅是棒球

                                                 
92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北：彭明敏文教基金會，1995）。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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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才會舉行，以高雄的柯旗化為例，他便指出： 

《小學四年級》每期都有有獎猜謎，因為並不難猜，我嘗試用明信

片回答問題。由於答對的人很多，常會抽籤決定中獎者。我雖為中

過大獎，但也得過幾次小獎。當名字出現在在「台灣」欄裡極少數

人之中的時候，我就高興的不得了，如果得到獎品就更加快活。93 

或許就是透過類似有獎徵答的活動的方式，抓住讀者的心。透過上述名單的分

析，以及參與者心態的掌握，或可了解棒球新聞的廣大讀者中，包含為數不少的

台灣人。 

第三節  棒球設施與大眾化的棒球─以棒球場的興建與使用為例 

壹、棒球場的變遷與興建 

一、1920 年代以前附屬於公園的棒球場 

棒球場的興建與使用，主要為棒球賽提供比較良好以及舒適的打球與看球

環境，從民眾需求的角度來看，較為完善的球場有助於擴大棒球運動的參與者，

同時，棒球場的興建趨勢也大概反映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興盛與轉折。再者，興

建球場多半涉及公共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從資源被分配的過程檢視，也連帶了解

作為大眾娛樂的棒球，是否存在公共資源獨厚特定族群、特定社會階層的傾向，

進而由棒球為例，呈現殖民地台灣的大眾娛樂所牽涉的社會資源的分配差別問

題。 

1920 年代之前，台灣棒球運動的進行，多半利用公園的空地，最為典型的

例子，為台北新公園與台南公園。大正時期台北重要的棒球比賽皆在新公園球場

舉行，其主要原因是因球場位於城內，方便選手與觀眾使用，反之，距離市區較

遠的球場，則在使用上較不方便，例如嘉義球場。94此外，1920 年代之前的棒球

場，還有學校中的棒球場、官署與機關、製糖會社等單位的棒球場。例如鐵道部

的鐵團為台灣棒球勁旅，大正年間台北就曾有位在鐵道部廳舍西側的鐵道部球

場，以及江瀕街廣場等場地。 

台北新公園的設置，主要是為提供居於城內地區的日本人生活中的休閒需

求。95位在其中的新公園棒球場多半為公園空地，因此場地大多不標準，例如新

公園的左右外野，各有椰子樹與噴水池，就算是位置曾經由西南側調到東北側，

外野距離不夠的問題始終存在，戰後初期依舊如此。96而南部另個代表性的公園

                                                 
93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頁 3。 
94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67。 
95 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台北為個案〉，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博

士論文，1993。頁 99-101。 
96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63-764。簡永昌，《棒球與我》，（台北：著者出版，19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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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台南公園，從 1912 年台南公園的計畫圖為例，受限於公園的格局（圖

7-9），圖中左下方的運動場空間，是狹長型的，都不能算是標準球場。在此打硬

式棒球比較危險，「軟式棒球是橡膠的，球打不遠，所以可以在台南公園比賽。」
97除此之外，全台各地利用公園進行棒球賽的地方，還有基隆高砂公園、新竹公

園、屏東公園、宜蘭公園等地。 

 
圖 7-9  台南公園計劃圖中的運動場 

資料出處：《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5590 冊 11 件。 

而南部則以糖廠棒球場為主，最具特色的為日糖球場、東洋製糖球場、鹽

糖球場都是有名的球場。98日治時期的糖廠棒球場，大多屬於糖廠生活機能之一

環，以圖 7-10 日治時期台南橋仔頭糖廠為例，射箭場、相撲場、棒球場與馬場

等運動區，與糖廠神社接鄰，宿舍區則在稍南的地方。圖 7-11 的三崁店糖場球

場的格局也大致相同，宿舍區圍繞著棒球場、神社、射箭場、招待所等空間，功

能皆在提供糖廠員工休閒之用，這類的球場，規模多半不大，例如觀眾席，多半

大約只有四五階、長約十五米左右，由磚石水泥砌成的看台。其功能主要提供糖

                                                                                                                                            
38。 

97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98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6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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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員工及其眷屬所用。 

 
圖 7-10  橋仔頭糖廠地圖中的棒球場所在地 

資料出處：筆者拍攝於橋仔頭糖廠 

 
圖 7-11  三崁店糖廠棒球場位置與棒球場看台 

資料出處：筆者拍攝 

二、1930 年代政府興建棒球場計畫 

1920、1930 年代，隨著台灣棒球風氣的興盛，出現大型棒球場興建的需求。

首先，是觀眾席廣達五千餘人的圓山運動場的興建，為因應 1923 年東宮太子行

啟來台，預計舉行全島聯合運動會，將原本就有零星運動會於圓山舉行的運動

場，於 1922 年初，開始進行運動場建設之事，預計觀眾席有五千餘人，場內可

同時有兩萬人表演合同體操，99最後，耗資 11 萬圓的運動場興築，在 1923 年初

                                                 
99 〈臺北市圓山町に大運動場新設 其面積は約一萬七八千坪 本日盛大なる地鎮祭執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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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100 

1923 年 4 月太子參觀完全島聯合運動會後，圓山運動場也在 5 月左右開始

棒球賽，例如臺灣體育協會主辦的北部的野球爭霸戰，便在圓山球場舉行。101

此後，北部乃至全台灣重要的比賽，以及島外球隊的訪問賽，多半都在圓山球場

舉行，台北棒球的重鎮也由新公園移至圓山球場。 

7 

                                                                                                                                           

然而，圓山球場是綜合性的運動場，並非專業棒球場，場地也不平整，因此，

約在 1930 年代初期，輿論指出台灣的棒球與內地日本同樣興盛，為迎接內地強

勁球隊的造訪，台灣的棒球界，最先決之問題，便是建設理想的球場，甚至有意

見指出，台灣總督府鐵道部應該仿效阪神電鐵興建甲子園球場，進而掀起棒球熱

潮，同時帶來龐大的收入。102 

1930 年代初期，台灣中南部各大都市的球隊，在都市對抗賽與中等學校野球

賽中，陸續取得好成績，地方棒球風氣興盛，地方政府開始著手設置專用棒球場，

其動機皆為推廣棒球，但其背後的因素仍有進一步討論空間。這一波球場設置的

計畫中，最初完成的是 1932（昭和 7）年台南市棒球場，103陸續則為 1933（昭

和 8）年高雄東球場、1041935（昭和 10）年，台中水源地運動場改建為水源地棒

球場（圖 7-12）、1051938（昭和 13）年屏東野球場、1061940（昭和 15）年高雄

市廳前運動場與棒球場。10

中南部紛紛計畫興建專用棒球場之際，期待球場改善的聲音開始被提出，

1931 年 12 月，台南市棒球場即將完工之際，台北卻沒有更好的球場的聲音也開

始出現。1081935 年，滿鮮野球團來台訪問，離台前滿鮮野球團前田監督指出，

台灣沒有好球場與棒球實力無法提升有關，特別是滿俱與大連實業都有專屬球

場。109 

 
上設備の費用約七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1 月 24 日，7 版。 

100 〈大運動場工費〉，《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3 月 10 日，2 版。 
101 〈體協主催野球戰打合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5 月 6 日，7 版。 
102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66。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運動之

發展〉，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頁 183。 
103〈竣工近き臺南市大南門外の大野球場〉，《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 月 12 日，3 版。 
104〈高雄の球場成る 落成式には平塜總務長官 全島體育關係者等臨場〉，《臺灣日日新報》，

1933 年 6 月 21 日，3 版。 
105〈全島各都市 對抗野球戰 臺中の新球場開きに〉，《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6 月 12 日，

3 版。 
106 〈屏東野球場廿日に開場式〉，《臺灣日日新報》，1938 年 11 月 7 日，8 版。 
107 〈高雄に野球場 二十八日球場開き〉，《臺灣日日新報》，1940 年 9 月 22 日，8 版。 
108 〈「野球狂時代」と野球場 理想的な球場が是非欲しい〉，《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12 月

4 日，2 版。 
109 〈良い球場の 無いのも一原因 臺灣球界の不振について 離臺の滿洲團監督談〉，《臺灣

日日新報》，1935 年 10 月 22 日，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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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台中水源地運動場中的棒球場 

資料出處：《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1428 冊 12 件。 

專業棒球場的興建，對於棒球運動的推廣，有其重要性，但在台灣這項計

畫多由公家單位支持。換言之，做為大眾文化意義的棒球運動，是以政府支持的

方式，為其主要特徵，例如台南球場就是台南市與台南州的支持下，花費一萬六

千圓興建而成。110球場設置後的使用問題，也看到政府部門支持棒球運動的態

度，利用公家預算於 1932（昭和 7）年設置的台南市棒球場，原本規畫收取使用

費用，但因使用費用頗高，因此球隊練習與比賽仍在台南公園，以致新設球場猶

如廢墟，因此新任台南市尹與知事協調後，決定提供免費使用。111 

1930 年代，台灣各地紛紛建設棒球場，特別是中南部，這段時間也大概是

台灣棒球最為普遍的流行的時間，棒球場的興建為台灣提供比較好的看球與打球

環境，球技的提升與觀眾人口的成長，都與此項基礎建設有關。然而，到了 1930
年代末期，先是圓山運動場成為陸軍病院圓山分院，戰爭時期，糧食增產的壓力

以及棒球受到限制等因素，棒球賽紛紛終止的同時，棒球場則被改為田地，例如，

屏東的棒球場便在 1943（昭和 18）年 10 月，以糧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112

                                                 
11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 769。 
111 〈寧南門外新野球場 球客為使用料却步 州市當局設法改善〉，《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5 月 15 日，夕刊 4 版。 
112 〈野球場イモ畑に轉身 六萬二千餘斤とれたそ〉，《台灣日日新報》，1944 年 3 月 22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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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也是棒球棒球運動轉趨冷淡的時期。 

                                                

 

三、《臺灣新民報》觀點下公共資源的分配及其批判 

球場的興建一般基於兩個理由，其一為選手提供更好的比賽場地，其二為

觀眾提供更好的看球場地，然而，球場興建多由政府出資，且多半需要大量經費，

特別是如果資源分配的考量具有顯著的族群對應性，這便牽涉公共資源分配的公

平性問題。 

以致力於爭取臺灣人權益的《臺灣新民報》而言，台南棒球場的興建曾遭

到反對，其主要的理由便是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報導曾指出： 

曾惹起糾紛的臺南市大南門外的墓地，這回市當局，竟敢再決定建

設為大野球場，然而市民間際此不況極端深刻化的時候，頗在暗中

叫苦，總是非趕緊積極反對起來，當局者是沒有停止或延期的英

斷。……當局特要挖掘墓地，開銷莫大的費用，建設野球場，這樣

的費用豈不是民眾的負擔，實勘值一般反對的。……況且該野球場

的建設，任有多大的理由，不過是一部人們可以利用而已。倘若待

至景氣一陽來復，那就得減少反對之聲。總而言之，當局這回實欠

洞察世情，大有糊塗之嫌而急於功名之譏了。113 

民報的理由雖是以經濟不景氣為前提，但更重視「不過是一部人們可以利

用而已」的因素，這樣的批評不外從運動從事者所具備的階級性與族群身分，來

加以批評。以 1930 年代的背景來看，棒球運動的參與者日本人或臺灣人皆有相

當比例，但問題在於台南球場的使用者，相較於軟式棒球參與者而言，如同在台

南州廳棒球隊的蘇正生指出「都是到台南球場練習，因為場地比較標準，公園也

有人打，都是打軟式棒球，公園太小，打硬式很危險。」114蘇正生是台南州廳棒

球隊唯二的台灣人，也如同蕭長滾指出「比較起來硬式棒球還是日本人為主，日

本時代高雄沒有幾個打硬式棒球的台灣人」。115從事硬式棒球的台灣人其實少之

又少，因此，民報所批評少數使用者的問題，以及硬式棒球賽多半在台南球場舉

行來看，「極少數人」的批評，一方面是批判從事棒球的人，而這其中則包含較

多的日本人。 

《臺灣新民報》也曾以類似的立場批評過淡水高爾夫球場，僅為少數人的

需求，花費鉅資而設立，徵收土地鋪設道路，勞民傷財，並說高爾夫球場的「貴

 
113〈赤崁流彈〉，《臺灣新民報》，390，1931 年 11 月 14 日，9 版。類似的批評也可見〈赤崁流彈〉，

《臺灣新民報》，1931 年 12 月 5 日，5 版。報導中指稱遷葬費用需要十圓以上，是無產者的

市民的很大負擔等批評。 
114 蘇正生口述，謝仕淵整理，〈蘇正生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22。 
115 蕭長滾口述，謝仕淵整理，〈蕭長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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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氣氛」與平和清靜的小鎮相當不調和，同時也說一人打球，需雇一人揹球具很

不經濟。116或者批評屏東街役場成立棒球隊，以街役場書記為名，招募隊員，薪

水多則上百圓，少則六七拾圓，使用人民的血汗錢成立棒球隊，卻無助於街庄行

政，因此遭致民眾憤慨，報導並指出製糖會社、大每、大朝等會社，是基於宣傳

目的而成立棒球隊，但屏東街是公共團體，不應花費莫大金錢組織棒球隊。117

此些批評，主要呈現運動資源的分配所顯現的階級差異問題，此外，日治時期，

不管是高爾夫球從事者或者市街州層級代表隊的選手，多數依舊是日本人居多，

因此類似的批評，也具有從族群差異的觀點思考。 

                                                

由於資源分配具有族群特定與階級差異的特色，此舉影響殖民地統治的公

平性，因此，遭致民報對棒球場興建之事的批評。此因肇始於球場多為公共資源

所建，涉及資源分配公平性問題，而不公平是建立在族群、階級等差異所造成，

大眾流行的棒球中所涉及的族群、階級問題也因此課題而被呈現。 
 

貳、棒球場中的觀眾 

一、門票的門檻 

雖然《臺灣新民報》批評的球場興建僅為少數人，但就資料顯示，日治時期

有許多台灣人到球場看球，這個問題基本上牽涉門票問題是否構成門檻，觀眾席

的安排，是否區分身分的識別等問題。 

從「野球毒害論」以來，日本便有棒球商業化的批判，因此門票問題向來引

起爭議，但大致上，合理的收費，而非為牟利則是可被接受的，1924 年，體協

主辦第四回台北大會，為門票的問題起爭議，並造成陸軍團棄權，主要原因是認

為入場卷的販售，將對協會權威有所影響，包括野球部新元、音羽兩理事，都認

為協會每年必須主辦很多比賽，經費也不充裕，幾年前靠著總督與長官以及各有

力者團體的支持，維持已經很困難，因此收取合理的入場卷，是讓棒球能夠自給

自足及維持圓山棒球場運作。118 

綜觀 1930 年代的趨勢，收取門票是尋常之事，1934、1935 年左右，棒球賽

門票金額約為 1 日 50 錢左右，1934 年，全島體協支部野球對抗賽，大人 3 日通

券 1 圓 20 錢、2 日券 80 錢、1 日券 50 錢，學生、軍人、兒童則為 1 日券 20 錢、

2 日券 30 錢。1191935 年，島外的立教大學來台訪問，門票稍高大致為成人 1 圓、

軍人與學生 50 錢、兒童 30 錢。120門票價錢的高低，視經濟情形而定，不過就門

票的種類，可知觀眾的對象，不僅針對成人，也擴及學生與兒童。 
 

116 臺灣新民報，〈高官們的享樂地淡水高爾夫球場〉，《臺灣新民報》，1931 年 6 月 20 日，4 版。 
117 臺灣新民報，〈屏東街が野球團を作る〉，《臺灣新民報》，378，昭和 6 年 8 月 23 日，頁 22。 
118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北：著者發行，昭和 7 年。頁 90-91。 
119 臺南新報，〈覇權を繞って 各代表虎視々  白熱戰を豫想される 全島體協支部野球 來月

一日から 高雄で〉，11814，1934 年 11 月 26 日，夕 2 版。 
120 〈本社招聘立教野球團 島都比賽日程及注意〉，《臺灣日日新報》，1933 年 12 月 3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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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的收入，必須由 1930 年代中期，台灣人與日本人、勞動者與受薪階級

的每月收支中，文化費的支出來加以了解，文化費包含娛樂費用，購買棒球門票

之類開銷應屬此類，如表 7-4 所示，不論是受薪者家庭、勞動者家庭，台灣人在

娛樂費用的支出金額與所佔月支出比例，均低於身分的日本人。而就台灣人勞動

者家庭所支出的金額來看，觀賞一場球賽就需花掉 50 錢到 1 圓的費用，已經佔

了一個家庭中美月娛樂費用的全數或者半數，當然，這無法全然阻絕熱情的球迷

對於棒球賽的著迷，只是按調查數據來看，每月可支出的娛樂費用，跟門票票價

相較為一不小的負擔。 

表 7-4  日本人與台灣人娛樂費用及其所佔支出比例 

分類 修養與娛樂費 佔月支出比例 
日本人受薪者家庭 6.40 圓 5.79% 
日本人勞動者家庭 3.92 圓 4.41% 
台灣人受薪者家庭 2.59 圓 2.95% 
台灣人勞動者家庭 1.03 圓 1.57% 

資料出處：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24、58。 

球賽的門票雖然是個門檻，但依舊有許多人有看球經驗，事實上，據調查

本島受薪收入者月收入在 60 圓以上者每個月收入減去支出尚有 7.97 圓，超過百

圓收入者每月更於下 10 圓以上。勞動收入者則在 70 元以上收入者，則每月荍之

開始有盈餘。1211931 年出生的郭清來，大約十歲左右，則因為棒球是叔叔喜歡

的運動，郭清來「家中經營碾米業，所以家中環境算是不錯，…他常常帶我去台

南市棒球場看球。」122而林獻堂日記中，也記下了幾次看棒球的經驗，「六龍、

雲龍往看野球」123、「肇嘉、雲龍看野球」124。換言之，從相關的資料中，可

以觀察到家庭經濟環境不錯者，門票也不至於是很大的門檻。 

                                                

不過，進入棒球場有時也未必需要門票，例如 1932 年，中等學校優勝野球

大會台灣選拔賽，規定當年度大會入場免費，但要坐在觀眾席則需花費一圓。125

花蓮的蘇如松便曾指出：「日本六大學聯盟的早稻田大學來台灣的時候，也來花

蓮，就在花崗山比賽，我有去看過，很多人，不用收門票的。」126 

 
121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台北：台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年），頁 19、

55。 
122 郭清來口述，謝仕淵整理，〈郭清來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09。 
123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頁

365。 
124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頁

224。 
125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 南部豫選大會 スポーツの夏酣に 健兒覇を爭ふ 十六日より臺南

綜合運動場で 參加五團意氣昂し〉，《台灣日日新報》，1932 年 7 月 16 日，3 版。 
126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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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眾席的階序：購票與未購票、觀眾席與非觀眾席 

1932 年 1 月，明治大學棒球隊到台灣訪問，9 日與 11 日的比賽中，都擊敗

全台中團，值得注意的是，這兩場門票「普通席一元、特別席定二元，確實是過

於高貴了」，以前述台灣人每月的娛樂開銷來說，正如報載票價過高的評語。然

而，媒體有批評主辦單位「又再費了多大的精神和金錢，來買杉板隔圍比試場，

不准一般民眾觀覽，這啟是體育運動的真精神嗎？」又說「對於野球比試有趣味

而無錢人們，有的潛在間隔偷看，有的落在自轉車上□□，為運動的大眾化而言，

當事者以為如何？」127 

從上述報導中，不僅反映票價不低的問題，重點在於透過木板圍繞球場，

以區別買票與未買票者，從而使棒球運動的觀賞，經由消費的程序，分類了球迷

中差異的經濟能力。此外，對於「有趣味而無錢人們」則想各種辦法看球，除了

民報採取批判的立場之外，重點還在於高貴的門票，雖形成門檻，但關注棒球的

球迷，卻依舊用各種方式看球。 

台南黃丙丁的回憶指出，看球未必需要坐在需要買票的觀眾席： 

台南棒球場內野有觀眾席，外野沒有，只有個斜坡，可以坐著看球，

比賽的時候有些有門票有些沒有，坐內外野都看個人自由，有的人

不喜歡擠的就在外野，有的人喜歡湊熱鬧就坐內野，不過沒有錢要

看球，就在外野看也可以，比較便宜…。128 

從以上的資料以及黃丙丁的口述，可了解門票一般是指取得坐在內野有設

置觀眾席的位置上，但外野草地上則可以免費看球，這也說明門票的問題，造成

球場出現購票坐在觀眾席、未購票坐在外野草地，甚至不得入場的現象。 

購票與未購票的問題中，差別不僅在於經濟能力的問題，而在於觀眾席的

安排，也具有特定規則，一般來說，兩側觀眾席主要為購票觀眾席與球隊的加油

隊，而正中央觀眾席的觀眾身分，以第一回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為例，為來賓、中

等學校職員、台灣體育協會特別會員等人，129例如，圖 7-13 東球場的正中央觀

眾席，如以上述原則來看，大致推測多半為日本人。因此，球場觀眾席的安排，

雖不以族群作為顯著的考慮，但由於具有上述身分者多數為日本人，因此，球場

的觀眾席便形成具有特定身分的日本人位居於正中央的位置。事實上，運動競賽

的觀賞，偏重於提供日本人較佳的觀賞環境，並不限於棒球，1933 年高雄港舉

行划船比賽，結果「本島人側，無一參觀者或應援者之休憩所，致使國語不解者，

                                                 
127 〈中洲噴水〉，《臺灣新民報》，1932 年 1 月 16 日，8 版。 
128 黃丙丁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丙丁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42。 
129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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徬徨於岸壁，欲應援不得，空自拍手奮呼而已」130當然，相信坐在觀眾席者未必

全然沒有本島人，但此處所描述的狀況，卻指出本島人大多無可妥善加油之空間

可坐。 

 

圖 7-13 高雄市東球場本壘後方的看臺（1936 年立教大學訪台） 

資料提供：李尚郎先生 

同時，考慮 1930 年代台、日人在娛樂費支出上能力的差異，球場中的觀眾

席與非觀眾席，應反應此項差異，亦即在棒球場上，具有娛樂消費能力強/日本

人，對比於娛樂消費能力弱/台灣人的可能性。而從圖 7-14 所看見的台中棒球場

的格局中，內野與正中間的看台，有觀眾席，而外野只有草皮，且看起來並未有

圍牆阻隔觀眾從外野看球，以至於 1932 年 1 月，明治大學棒球隊到台中訪問時，

主辦單位「又再費了多大的精神和金錢，來買杉板隔圍比試場，不准一般民眾觀

覽…」131才會受到媒體批評。 

 

                                                 
130 〈高雄展望〉，《台南新報》，1933 年 11 月 7 日，夕刊 4 版。 
131 〈中洲噴水〉，《臺灣新民報》，1932 年 1 月 16 日，8 版。 

 344



 
第七章  棒球的大眾化：收音機廣播、報紙與棒球場 

圖 7-14 台中棒球場的中間與內外野看台 

資料出處：《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1428 冊 12 件。 

圖 7-15 中 1932 年台南球場的外野也可以看到外野草地上應為開放的空

間。大致上符合黃丙丁所描述的購票與免票、內野看台與外野草皮的分別。 

 

圖 7-15  台南棒球場外野的觀眾 

資料出處：蔡武璋先生 

嘉義的劉正雄指出棒球場觀眾席中，階級與族群的分布現象： 

市內比賽都是在水源地公園比賽。在看台上都是嘉中的支持者比較

多，比較多是公務員、事務員的子弟為主，嘉農的支持者，就不一

樣，嘉農的都是食堂、賣菜的、吃檳榔的。分得清清楚楚，不是坐

在看台喔，是站在外野。132 

這種差別放在台灣人勞動者與受薪者較沒有能力購買門票，而日本人則相

對較有能力的差異來看，球場中觀眾席的差別，就帶著經濟上或者掌握優勢社會

資源者的階級差別特色。 

此外，棒球賽的觀眾也相當少女性，以高雄許水現的太太曾經指出「但是

有比賽的時候，我有時會去看，當時比賽的場面很熱鬧，但球場觀眾女生比較少，

所以我算是少數。」133仔細觀察圖 7-16 與圖 7-17 中坐在貴賓席與進場的觀眾行

列中，僅有相當少數的女性。1920 年代，台北棒球風起興起時，田中一二曾經

指出女性愛好棒球者非常多，年輕女性常談論棒球，比賽時有美麗的女性觀眾，

增添了球場內的美麗。」但田中一二所指之時代與地區，女性球迷應為日本女性。

                                                 
132 劉正雄口述，謝仕淵整理，〈劉正雄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80。 
133 許水現口述，謝仕淵整理，〈許水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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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圖 7-16 看台上特別顯目的兩位女球迷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提供 

 

圖 7-17  入場的觀眾皆為男性居多 

資料提供：蔡武璋先生提供 

1930 年代，中南部各地興建的棒球場，對於棒球選手與觀眾而言，提供比

較好的環境，島外招聘的球隊也多半在新球場舉行，1930 年代的棒球得以普遍

流行的因素之一，因此也必需考慮棒球設施的興建，對於棒球發展所形成的影

響。此外，由上述討論中，可從購票與未購票、觀眾的性別差異等現象，說明棒

球運動的大眾性格，具有階級的差異性與男性為主的主要特徵。 

最後，對於透過各種方式進場，也不管坐在任何位置的台灣人而言，到球

                                                 
134 田中一二，《台北市史（二）》，（台北：成文出版社複刻，1985），頁 493。 

 346



 
第七章  棒球的大眾化：收音機廣播、報紙與棒球場 

場中看棒球，究竟滿足甚麼樣的需求？此問題當然不能一概而論。但以長榮中學

的潘坤西為例，他指出： 

我去年春天在高雄棒球場看了立教大學棒球隊與高雄棒球隊的比

賽後，便變得很喜歡棒球。比賽進行的三日間，匆忙的吃過早飯後

便飛出家門。我總是第一個到達棒球場的，特別選了最適合看球的

地方。過不久我的四五位朋友也來。…我很努力的加油，雙手握著

汗水，常常從自己的座位中離開，因此而被監督訓斥。…見到立教

大學堂堂勝利的我，心中想著「我決定要成為這樣的名投手。」135 

球迷在看台上加油的熱情，甚至因此熱情而受到制止，以及將球員的傑出

表現，投射為自身的想像與期許等表現，都顯示觀看棒球已經不能僅從接受殖民

者的價值，與日台對抗的架構中來理解。棒球中的對於年輕人的追求刺激的情感

抒發、追逐運動員的崇拜與自我建構的關連性，則是了解大眾化運動，具有何種

價值的另一道課題。 

 

小結 

棒球的大眾化得以透過許多不同的網絡與途徑，日治時期甚至有透過棒球

比賽記錄電影的播放，成為棒球傳播的手段之一，以最為球迷所熱愛的中等學校

棒球大會為例，1924 年的比賽的精華並在戲院上映，136類似的影片也曾在新公

園公開放映。137朝日新聞的對手大阪每日新聞主辦的選拔野球大會，也曾舉行野

球大會的電影撥放。1381931 年 8 月名噪一時的嘉農，奪得甲子園亞軍的影片，

也於 9 月在台北新公園播放。139張麗俊也曾在 1932 年 10 月 24 日的日記中，寫

下「往豐原座玩有聲活動寫真，係大版［阪］朝日新聞社映畫團來廣告開演也。

一音樂團協奏，二幻術，三下村宏演說，四幻術，五全國野球大會，…」140本文

也相信，棒球球迷亦有其訊息傳遞的網絡，互通棒球新聞與新知。 

然而，就普遍的狀況而言，本文認為 1930 年代棒球得以找到更為廣泛的社

會基礎，有賴於大眾媒體的影響，先是日本內地與台灣的全國廣播網的形成，提

供關切棒球者「共時性」的參與經驗，進而讓棒球的傳播，得以跨越空間的限制。

不過由於棒球廣播都是以日語轉播，因此棒球廣播的收聽對象，大多侷限在通解

日語者。 

                                                 
135 潘坤西，〈僕と野球〉，《輔仁》，13 號，台南長老教長榮中學學友會，無頁碼。 
136〈野球大會映畫〉，《臺灣日日新報》，1924 年 8 月 30 日，5 版。 
137〈全國中等學校 野球映畫 今夜新公園に〉，《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9 月 1 日，7 版。 
138〈野球大會映畫 新公園で公開 十六日の夜〉，《臺灣日日新報》，1930 年 4 月 17 日，夕刊

2 版。 
139〈嘉農奮闘の跡 野球大會映畫 十六日夜七時半から 新公園で無料公開〉，《臺灣日日新報》，

1931 年 9 月 16 日，7 版。 
140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北：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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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報紙來說，1930 年代，報紙發行量、棒球的普及、棒球新聞等三項指

標，皆呈現成長的狀態，同時，漢文版中的棒球新聞以及比賽時刻表、棒球比賽

廣播時刻表等預報性新聞的提供，意味著棒球新聞的對象超越語言的門檻，也滿

足更為及時性的需求。 

1930 年代，也是台灣各地稍具規模的棒球場興建的年代，較為正式的棒球

場，提供較為舒適與觀眾容量較高的看球環境，新築的棒球場，也吸引比較優秀

的棒球隊前來台灣比賽。 

大眾媒體與棒球場提供棒球流傳的多元管道。透過公共空間中的廣播收聽

與報紙閱讀，有許多沒有能力訂閱報紙或購買收音機的人，都能透過其他管道掌

握棒球的訊息。且根據許多資料顯示，不管是收音機、報紙以及現場看球等管道，

台灣人對於棒球的參與，已具有一定程度的參與。 

然而，大眾媒體的語言，大多為日語，當然，1930 年代報紙漢文版中也增

加棒球的新聞，只不過隨著 1937 年報紙漢文版的廢止，這個管道因此也告中斷。

而棒球場觀眾席免費與付費的選擇，以及略嫌高價的門票，區分了棒球觀眾的經

濟階級上的區別，有的資料甚至顯示，坐在球場正中央位置看台上的人，都以日

本人居多。除此之外，資料顯示，這項充滿身體力量的發揮與節制的運動、雙方

的對峙輸贏，所吸引的球迷大多為男性。 

綜上所述，1930 年代棒球運動經歷「大眾化」的過程，進一步來說這段期

間非棒球選手的參與者，成長迅速，這主要是建立在大眾媒體與棒球設施的影

響，此為棒球具有大眾文化特質的前提。 

大眾的需求，跟球員不同，球員辛苦的身心修練的訓練，他們未曾經歷，

這些參與者，透過大眾媒體與球場看球，投射許多對棒球的熱情。為數甚多的棒

球迷，或許認同官方與學校不斷強調的「武士道」、「運動家精神」等棒球價值，

殖民帝國的棒球價值得以擴散，也或許從運動所提供的公平競爭，進而在運動比

賽的情境中，找到對殖民地的不公平日台關係的紓解。 

然而，參與棒球的過程中，也夾雜著享受輸贏對抗的激情、期待成為明星

棒球選手的自我想像，甚至期待中獎的心情都存在於其中。總之，作為大眾文化

意義下的棒球運動，又因為行動者所在位置，而產生不同的影響。 

然而，可以確知的是，作為大眾文化的棒球運動，表現出 1930 年代的台灣

人，對生活餘興的選擇、自我認同的實踐、運動競賽對抗的激情。而這樣的現象，

又跟殖民地的現代性治理手段，形成何種關聯？ 

Arjun Appadurai曾經指出：「板球則被看作是讓在地人社會化的理想方式，

藉此團體間能有新的交流模式，公共舉止也會有新的標準。表面上關心的是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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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競賽，然而底下的準官方特質卻是道德和政治的。」141他也進一步提及，不同

社會階層對於運動的想像與需求： 

工人階級和浪蕩的青年人則能在板球中感覺到從屬於某個群體、潛

在的暴力以及身體的刺激感，鄉下地區的觀者、讀者和聽眾則在板

球中感到能控制明星的生活、民族命運和城市的興奮狀態。在所有

這些狀況下，現代化的目的也許有多種多樣的理解（和爭論），從

世界和平、民族技術到個人名聲、團隊氣概或機動性都有可能；然

而板球裡的現代性手段能聚合起各種活的旨趣，而其生產者和消費

者就能自印度許多造成分裂的傷痕中分享『印度』帶來的新奇刺

激。142 

從印度板球的研究中，提示我們仍須持續對各種不同社會行動者深究，闡

釋棒球的大眾文化興起，及其背後牽涉的殖民地社會中，近代運動中所體現的大

眾文化與文化治理的現代性意義。 

 

 

 

 

 

 

 

 

 

 

 

 

 

 

                                                 
141 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度》，（台北：群學出版社，2009），

頁 130。 
142 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度》，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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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棒球運動與殖民地臺灣 

從本文的討論中，可知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兩者之間並非斷

然的關係，兩者之概念，往往互為援引、彼此強化，如同棒球行政多由日本人所

掌握，而此些群體往往安坐於棒球場貴賓席，與其他購票甚至為購票的觀眾形成

對比。而廣泛的棒球社群雖在棒球運動中，開展不同的需求與意義，但透過棒球

表達對武士道精神的棒球價值之認同，亦為其功能之一。換言之，兩者之間關係

並非二選一，僅是由於為凸顯主要討論課題所採取之策略，帝國的體育運動意在

凸顯體育運動開展過程中，統治者之意圖及其與整體質民地統治策略的關連性，

而殖民地的現代性，則側重由臺灣人的角度，分析討論如何面對棒球運動的各個

面向。 

首先，本文將棒球運動視為日本殖民帝國所開展的同化政策之治理手段，說

明具有帝國的體育運動之意義的棒球運動，如何在殖民地發展，並由日本殖民帝

國棒球世界的概念，釐清內台之間的中央與邊陲的相互關係。在此關係中，再以

嘉農為例，說明「三民族」合作的論述如何形成、為何具有說服力，而其目的又

是如何？而其論述中，又存有何種根本上的矛盾？最後，則在指出體育運動在殖

民地如何被挪用為殖民帝國治理的手段與工具。 

棒球作為被殖民帝國所認可的運動與價值，之所以能在殖民地以符合殖民

者期待的前提下有效的推廣，與台灣體育行政體制的形成密切相關。1920 年以

降，具有對內統合台灣體育運動發展，以及對外聯繫之窗口功能的臺灣體育協會

成立後，發展殖民地臺灣的棒球競賽制度，以及扮演仲裁權威、運動統制等角色，

建立起台灣的棒球體育行政體制。再者，臺灣體育協會透過各支部（州）甚至各

分會（郡）的體制，構成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推廣的基本架構，透過府─州─
郡的三層級，進而將棒球運動深入地方社會。 

1920 年代，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與甲子園大會等賽事，強調日本殖民帝國轄

下每一塊土地參與的完整性，帝國境內各地的運動交流，被認為可促進帝國各地

的關係，強化對日本的認同，加上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價值∕球技的教授者與接

受者的關係。因此，甲子園棒球場，不僅是決賽地點，也是最高榮耀的所在，更

是朝聖之旅的最後一站。殖民帝國棒球世界的構成，建立母國與殖民地間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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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邊陲秩序。 

以母國─殖民地的治理關係為基礎的帝國棒球圈，在既存的政治疆界上，

灌注以武士道精神為主的價值意涵。武士道精神的棒球價值，強調年輕學生經過

身心苦練的過程，透過青春的身體所展現的力量、熱情、意志，表現出團隊的集

中、團結、韌性與為團隊犧牲等特質，進而為所其雙肩所承擔的校譽、地方名譽、

國家名譽、榮耀天皇等使命，帶來不辱使命的勝利。 

1931 年，球隊中具有三民族身分球員的嘉農在甲子園奪得亞軍。嘉農的成

就，被認為是殖民地台灣的三族群合作，共同學習棒球運動的技藝與價值，進而

贏得好成績，至此，三民族不是台灣紛亂的象徵，而成為台灣的優勢。不管是來

自日本或者島內，均為三民族團結的嘉農之勝利而歡呼。其原因，從日本治台所

採取之同化政策而言，嘉農的代表的是殖民統治台灣的成果典範，特別是在霧社

事件後，理蕃政策改為以教化為訴求，台灣原住民在球場上的優異表現，更具有

某種統治上的意義。而以《台灣新民報》為主的臺灣人立場，則認為嘉農為真正

的台灣代表隊，台灣漢人與原住民在球場上平等參與、表現優異，為台灣爭取好

成績，三民族嘉農也獲得台灣人的認同。 

然而，三民族合作的論述，意味著就算嘉農在甲子園場上如何傑出，都僅

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民的共同成就」，也確定嘉農的成功必然為「共

同努力」的成果，綜言之，「三民族」團結的嘉農論述，確保不管嘉農如何的勝

利，都不可能將之功勞，單獨屬於本島人或者原住民之身分者。 

在此情形下，三民族的嘉農，如同石田雄指出，北海道、台灣、朝鮮在帝

國當中各自為同調集團，同調集團的目的是藉由團結內部，再利用競爭心理，企

圖追上「進步」的「中央」的一場「同調集團的忠誠競爭」。三民族的團結，代

表台灣內部的民族超越族群而成為一個「同調集團」，嘉農表現優異時，便意味

著台灣同意並參與這場帝國同調集團的競爭─表現忠誠的競爭。 

如此，不僅解消台灣人藉由棒球的勝利，對既有統治階序關係造成衝擊，

更有甚者，當有一天，「三民族」的嘉農代表台灣奪得甲子園冠軍時，仍有將三

民族合作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 

但是，運動的競爭不是無視台灣內部的差異性，相反地，競賽的過程再現

了殖民地內族群的、階級的、地域的等特質。從嘉中與嘉農的對抗中，嘉中與嘉

義的學生是為校際競爭與菁英意識等因素而對抗，但對於球迷而言，嘉中與嘉農

被想像為日台的對抗（嘉中棒球隊確實都是日本人，但嘉中內的台灣學生卻將近

半數），然而，當兩者對外比賽時，嘉義球迷或者台灣球迷都將之視為台灣或者

嘉義的代表隊。 

運動競賽所體現的族群、地緣社群的互動，是透過類似由嘉義、台灣、日

本等不同層級的運動競賽中得到釋放與協調，從運動競賽過程來看，必當不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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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過多的社會成本，例如，棒球運動倡導服從輸贏的運動家精神，比賽也是定期

的，今年失敗，明年有機會雪恥。透過運動的競合，棒球運動創造殖民地的人群

關係，這種關係隨著層級差別而流動，有時反應的是殖民地的族群分野，有時則

反應以地域為基礎的認同意識，棒球的運動世界中，沒有一套固定不移的認同標

準，但這套機制最為強而有力的是，不管是台北、台南、嘉義，最後的終點都將

台灣視為整體，共同成為團結一致的同調集團，朝向以日本內地為中心的甲子園

大賽的目標前進。因此，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讓台灣島內的三民族，透過運動

競賽的衝突、協調，最終達成以認同台灣為前提的共識。 

然而，棒球運動雖然強調不分族群，共同體現團結、勇敢、合作等價值，但

是卻無從抹去身體差異的距離。例如，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想像，強調原住民

先天的身體能力，但同時，原始、粗礦與非典型（如同伊藤次郎與東投手無法被

改造為正統，但卻充滿威力的投球）等批評也就如影隨形，不夠完整、不具有綜

合力量，甚至不夠細緻（如同嘉農很少被認為守備能力強一樣）的印象，更是長

相左右。因此，藉著原住民的身體想像的考察，呈現同化融合與刻板歧視間的曖

昧與模糊，從而揭露同化政策背後，對異族身體想像中，根深蒂固的他者與異己

的觀念。 

本文所關切的第二個主題，即是棒球與體育運動做為一套身體技藝、觀念價

值與競爭形式的「外來的現代性」與台灣社會形成何種關係？透過體育運動的參

與，產生自我認同、階級差異與殖民地族群關係等課題。因此，運動雖體現現代

社會價值基礎─公平、競爭與守法，以及台灣人對此價值的肯定，甚至成為自我

認同的一部分，但台灣的殖民框架，不僅在於政治經濟等面向，殖民的社會、文

化與日常生活等面向，也讓追逐現代性價值的過程，一方面具有自我認同的建

立，另一方面，也看到面對殖民者時的差異、窘境與困惑。 

運動的價值與功能不僅在於由官方所宣稱的身體健康與團隊合作的價值，作

為外來的現代性，棒球與體育運動的接受與反對，反映了不同社會行動者對於棒

球理解的多義性。認同體育運動所帶來的身體健康與團隊合作等價值固然有之，

但 1920 年代以降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背景下，體育運動的價值被以《臺灣民報》

為代表的台灣人所承認，被視為證明台灣人亦可爭勝於世界的手段。另一方面，

台灣知識分子亦由體育運動設施投資的不公平，指出資源分配公平性的問題，對

於對度強調運動勝負、過度練習等，也從運動合理性的角度提出批判。 

然而，從不同社會行動者的立場來看，體育運動以及棒球，不見得能在不

同階層的台灣人之間取得一致性的認同，除造成運動傷害這個常見的反對運動的

理由外。「運動無用」亦即不能賺錢、不能有助於升學的論調，始終存在於日治

時期。相同地，從事棒球這種「無用的體育運動」，卻也被從階級的角度，成為

批評布爾喬亞階級的內容之一。換言之，1920 年代以《台灣民報》為主的知識

人，對於體育運動雖持肯定的立場，但也呈現對於運動的階級問題的批評。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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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批評，也呈現了運動如何作為區分社群特色的手段與工具。 

此外，對於漢詩社群、小孩而言，亦各自展現對棒球運動的轉化、吸納能力，

呈現殖民地台灣不同社群與體育運動互動關係，小孩從因陋就簡的變通中，學習

體育運動中的競爭方式與精神。而漢詩社群也從其作品中，表現對於棒球運動的

了解與認識。對於從事棒球運動的人，特別是曾在學校中接受棒球訓練的人，學

生棒球所強調的身心訓練與團隊合作的價值，也曾為他們建構棒球價值的基礎。 

對於教育體系中的棒球運動從事者而言，操持著純熟身體技藝以及運動價值

的棒球手，由於在學校功課具有一定水準，因此成為「德智體」兼具的佼佼者，

學生眼中為校爭光的英雄，進而構成優越的自我認同。類似的自我認同係以團隊

成績為前提，一切的成就都是為了最後的勝利，球隊內部的競技文化，是透過始

於個人的認同、激勵與能力，而最終成就團隊合作與集體勝利。綜言之，參與棒

球的經驗，足令棒球選手產生為努力強化自我，進而為團隊奉獻的自我認同邏輯。 

由於棒球的競爭必有對手，而殖民地教育制度，又以小、公學校作為主要區

分，日、台人的對壘變成必然。不過台灣人常覺得日本人為贏得勝利，而產生判

決不公的現象（雖然未必真的不公平），在如此不盡公平的狀況中，能夠贏，因

此被視為「難得的勝利」。即便難得，面對勝利，該如何解釋？從日常生活的脈

絡中，運動競賽現場的輸贏，具有很強的當下性，勝利當下，面對殖民者的矛盾，

在運動比賽的激情中抒發。然而，類似公學校學生棒球的運作，係以日本人老師

與台灣人學生的關係作為基礎，因此地位懸殊、關係分明，如同學往往將勝利歸

功於老師的訓練。加上日台之間在棒球的物質條件差距、球技落差等特性，台灣

人從事棒球即便被鼓勵全力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產生想擊敗殖民者又

自覺不如的矛盾情節。操持著身體技藝與同儕間精英的棒球選手，一方面雖然進

入運動競賽所構築的規範與競爭的世界中，但是，卻也真實的面對殖民地社會所

產生的差異問題。 

1930 年代，經濟與技術門檻較低的軟式棒球普遍流行，也開展了棒球運動的

基礎。就一般狀況下，軟式棒球參與者的身分，大致上均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經

濟基礎，如同白英團與青葉團的組成背景，大多為地方醫生與公教人員。棒球從

事者依其身分地位與資本能力，決定了對於棒球運動參與的方式，其目的有時未

必是為取得勝利，青葉團的比賽對象更多是跨區域間，同質性運動社團的聯誼，

參加地方的軟式棒球賽並非其主要目的，在此意義下，運動具有顯著的社交目的。 

就運動的價值與目的，軟式棒球運動關涉一種勇氣、公平對抗的價值，構成

參與者的自足的世界。例如，因投入運動而獲致成就的自我認同的意義，然而過

度的投入，所產生的逸樂後的人生焦慮也同時出現，如同青年團員陸季盈參與青

年團，竟是因為青年團可以提供其在運動與音樂等領域表現的舞台而加入，但也

因為過度投入於運動的逸樂，進而產生人生的成就焦慮。作為休閒的運動，反應

社會行動者的多元性，以及這種多元性在運動的參與過程中，各自尋求意義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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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過程。 

1930 年代棒球得以找到更廣泛的社會基礎，則有賴於大眾媒體的影響，先

是日本內地與台灣的全國廣播網的形成，提供關切棒球者「共時性」的參與經驗，

進而讓棒球的傳播得以跨越空間的限制。再就報紙來說，1930 年代，報紙發行

量以及棒球新聞皆呈現成長的狀態，同時，漢文版中的棒球新聞以及比賽時刻

表、棒球比賽廣播時刻表等預報性新聞的提供，意味著棒球新聞的對象超越語言

的門檻，也滿足更為及時性的需求。1930 年代，也是台灣各地稍具規模的棒球

場興建的年代，較為正式的棒球場，提供較為舒適與觀眾容量較高的看球環境，

新築的棒球場，也吸引比較優秀的棒球隊前來台灣比賽。 

大眾的需求，跟球員不同，球員辛苦的身心修練的訓練，他們未曾經歷，

這些參與者，透過大眾媒體與球場看球，投射許多對棒球的熱情。為數甚多的棒

球迷，或許認同官方與學校不斷強調的「武士道」、「運動家精神」等棒球價值，

殖民帝國的棒球價值得以擴散。然而，參與棒球的過程中，也夾雜著享受輸贏對

抗的激情、期待成為明星棒球選手的自我想像，甚至期待中獎的心情都存在於其

中。總之，作為大眾文化意義下的棒球運動，看到運動的愛好者，投射在棒球運

動的熱情。 

綜言之，棒球運動之於殖民地社會，不僅建立了追求身體健康、鼓勵競爭

與講求節制、倡導團結合作與犧牲奉獻等，具體化了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而在

政治社會運動脈絡下，棒球是台灣人證明自我不落於日本人，甚至爭強於世界的

手段，也是面對殖民者對於體育資源分配不公平的批判基礎。從事棒球的社群，

對於棒球的價值認定也不盡相同，有些在刺激享樂與成就焦慮間彼此掙扎，也有

不以輸贏僅為社交娛樂的目的，在此過程中，棒球運動的物質現象與消費文化，

對於棒球社群的自我認同與社群分類的形成，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然而，棒球

運動的權威與仲裁者，如裁判與教練多為日本人，以及運動資源分配落差，甚至

門票與球具的購買能力，大致具有日台差異現象，台灣人從事棒球雖被鼓勵全力

求勝，然而面對殖民者時，卻又自覺不如。因此，棒球所體現的現代性價值，也

不能脫離殖民地的背景脈絡，以及存在於其中的殖民關係。 

 
二、有待解決的課題 

1、運動的選擇與行動者的互動關係 

本文的討論指出不同社會行動者對於體育運動的接收過程中，態度的差異

性，並舉出棒球運動與台灣人之間所開展的關係，不侷限於訴求身體健康的體育

功能，基於自我的享樂與刺激的追求等目的也隱然可見。此外，許多區域性、族

群性與世代間的日治時期體育運動史的課題，依舊有待填補。 

然而，作為反映市民社會多樣性與主動性的運動發展，以及追求特定教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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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體育活動的推廣，兩者之間選擇與拒絕的態度，反映了令人值得深究的體育

運動史課題。 

舉例來說，選擇從事何種運動或者不從事何種運動，背後反映了何種殖民地

的社會特色。例如，相對來說，棒球多數是日本人從事，台灣人則較偏愛網球。

如同 1933 年「第三回體操科研究會」中，調查學生喜好的體操科目種類，日本

人的前三名選擇分別是棒球、游泳、武道，而台灣人分別是網球、桌球、體操。

換言之，日本人與台灣人學生的喜好存有不少差距。1對於打網球，黃丙丁指出

「日本時代，打網球的人很多，像法院的打網球比較多，網球沒有那麼激烈，感

覺比較高尚，人數也不用很多，兩個人就可以打，球具也比較單純。」2或如蕭

長滾認為打網球「可能會給人在銀行上班的感覺。」3 

在此同時，有個現象值得關注，台南二中、台中一中為台灣人居多的中學校，

但在 1930 年代中期之後，都出現台灣人退出野球部的現象，例如 1934 年有 200
名日本人學生、400 名台灣人學生的台中一中，創立之初野球部是以台灣人為

主，後來日本人漸漸成為主體，1934 年最後一位本島人林維輪因為家庭因素退

部後，台中一中代表隊就以內地人為主。4對此現象就讀臺灣人學生較多的台北

二師的簡永昌指出： 

…到台北第二師範學校，裡面野球部全部都是日本學生，…野球部

沒有臺灣人參加，日本人也不會邀請你參加，台灣學生都去搞音樂

會等藝術的東西，野球部成員都是滿的，就算台灣人想參加，其實

也沒有餘地，…5 

簡永昌所指野球部沒有台灣人不盡然正確，但值得注意的是，台北二師的野

球部確實以日本人為主，而台灣人看起來興趣也不高。 

上述線索指出一個本文未曾觸及的面向，亦即在講求運動促進族群融合的

1930 年代，台灣人可能因為追求網球所賦予的形象而參與，也可能因為棒球有

著一套相對完整的忠君愛國的帝國論述而反對，或者日本人藉著對棒球運動的獨

佔性，展現其作為實踐此論述的優越感，這些因素下的運動選擇，不管是拒絕或

者接受，都不是運動本身的競賽與技術問題，而是由於特定族群所形成的運動生

態等因素，形成選擇的理由。 

在此情形下，具有自主性與選擇性的運動參與者，拒絕參與或者主動參與某

項運動，都是對於殖民地下的運動的價值與特定族群所形成的運動生態之回應。

由於如此，行動者穿梭在運動的現代性價值與帝國的體育運動之間，建立了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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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運動價值的認知，也可能將運動視為彰顯特定族群與自我形象的手段，在此

過程中，運動的選擇，不僅是個人如何接受的問題，而必須從不同行動者互為主

體的關係中，釐清 1930 年代殖民地社會中更為動態且複雜的面向。 

 
2、戰後的殖民遺緒（Legacy）：台灣棒球的日本情結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留給日後台灣甚麼樣的殖民遺緒（Legacy）？這部分的

討論，不能將日治時期的棒球價值視為一種沒有脈絡的分類概念，而直接對號入

座其與戰後棒球發展的抗擷關係，也不能把歷史視為理所當然的時間流逝下，對

於日後產生的必然影響。換言之，掌握戰後殖民遺緒的問題，無法從線性預期，

也不能陷入殖民窠臼的反抗與接受的對立二元分析。而必須掌握究竟是甚麼樣的

價值，與甚麼樣的歷史條件，影響了戰後台灣棒球史的發展。 

關於棒球的價值，以及這套價值對台灣人為何產生日本棒球的欽慕與矛盾，

本文已花許多篇幅說明，此處擬不贅述，相對地，我們應該關注從 1930 年代過

渡到 1940 年代的歷史因素，才能找到銜接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適切連結。 

1920 年代，台灣人初步接觸棒球，1930 年代，第一代的棒球人大多成年，並

且有自主性的參與棒球運動，然而，我們必須了解，棒球的參與除了打棒球之外，

棒球運作制度與掌握知識權威的團體、教練與裁判等，都還未見台灣人取得顯著

地位，也就是說 1930 年代台灣人的「棒球世代」多半還在球員階段─學習服從

棒球運動中權威者的階段。如果說時間許可的話，可以讓台灣人累積足夠的條

件，開始成為教練與裁判，或許情形會改變，但不巧的是，1940 年代初期，棒

球運動暫時中止。戰爭結束後，1945 年起，一群一群很愛打棒球的台灣人，開

始了戰後棒球的序幕，如同日治時期高雄軟式棒球賽大約多有二、三十隊，大多

為日本人，戰後初期類似的比賽中，比之日治時期更多的球隊，而且都是台灣人。 

這段序幕的開啟，最主要的特徵是日本人離開台灣，大量的台灣人成為棒球

場上的主人。然而，各種被認為失序的情況不斷發生，花蓮的蘇如松說「棒球運

動很注重精神，不能隨便的，譬如說光復後，花蓮很多人打球，因為夏天天氣很

熱，所以有人就脫掉上衣，那就不行了，當時就被大家說了，要穿球衣，不能脫

衣服。」6顯然有許多人不了解棒球運動不僅是打球接球的問題，還有許多運動

倫理與價值的問題。棒球裁判的判決受到爭議的情形屢見不鮮，例如，1947 年

省運竟發生新竹隊長兼任棒球裁判，1948、1949 年的省運，裁判的爭議未曾中

止，甚至發生裁判被抗議憤而離場的事件。7 

對外而言，當在棒球場上重新面對日本人時，就如同黃仁惠指出「戰後代表

國家除了出國比賽，日本的大學來台灣的時候，也會組織全台灣的好手跟他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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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蘇如松口述、謝仕淵整理，〈蘇如松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66。 
7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年》，（台北：果實出版社，2003），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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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但雙方實力差距不小。當時戰後早稻田大學棒球隊第一次來台灣和台灣聯隊

比賽，我們被他們修理的很慘。說難聽的，要打一支安打就有問題。」8由於如

此，戰後初期來台訪問的日本大學棒球隊，宛如指導者，對方的教練甚至還指出

台灣棒球水準倒退，以戰後初期的時間脈絡來看，就是認為台灣棒球比日治時期

還差。9 

由於抗日的政治價值，戰後初期有許多棒球選手在重新陳述過去的棒球經歷

時，常常省去棒球運動的細節，或許直接從壓制與對抗的觀點詮釋，如同專賣局

的張秋欽指出，「因為日人歧視本省同胞，在練習時要本人擔任練打擊投手，但

正式比賽時不給本人予出場機會。」10此外，國際比賽中臺灣的中華民國與昔日

的殖民母國─日本，也在國與國的對抗架構中展開競爭。 

1950 年代台灣與日本在國際比賽中的遭逢時，此時的台灣島內因為台灣人

未及學習到的裁判與教練等專業知識造成許多影響，甚至有賴於日本人技術指

導。或許戰後台灣對於日本棒球的差異，有許多技術、訓練與觀念方面的差異，

真實存在，高下立判。就連球具等資源也是差異懸殊。 

但本文要指出的是，除了這些因素外，日治時期棒球運動中日本人與台灣人

的關係，以及台灣人的棒球世代與 1940 年代以降歷史脈絡，使台灣人幾乎沒有

機會，學習成為棒球的指導者與仲裁者，雖然，即便有這樣的機會，也不等同於

台灣的棒球必然在戰後揮別殖民經驗的影響，然而，失去這樣的機會，使得戰後

台灣棒球歷史開展之初，除了在國際賽競爭中要面對勝負關係與國家榮辱，也繼

承了日治時期對於日本的想像與矛盾，以及對於日本棒球的技術依賴。 

戰後殖民遺緒中，台灣棒球的日本情結，必須從以上所提的歷史條件中，檢

視戰後初期台灣與日本棒球在各方面的關係，才得以理解這段從 1930 年代所延

續的歷史，為何如同趨之不散的歷史幽靈，持續表現在棒球領域中，台灣對日本

的學習與依賴，及其過程中的欽慕與自嘆不如，甚或球賽對抗中卻又想要將之擊

敗的矛盾情結。 

 

 

 

  

 
8 黃仁惠口述、謝仕淵整理，〈黃仁惠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入本文附錄，頁 122。 
9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年》，頁 94。 
10 台灣省體育會棒球協會編，〈裁判員座談會〉，《棒球界》，2（1957.8），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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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1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口述歷史解題∗ 

 

 

 

 

一、日治時期棒球史史料與口述史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研究，研究者所慣用的史料，多數為官方立場的文字

史料為主，其中，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1927 年起擔任台灣體育協會野球部幹

事的湯川充雄，於 1932 年出版的《台灣野球史》1，為統括台灣 1930 年代以前

台灣棒球發展的重要著作，同屬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通史性質的則為竹村豐俊編

纂、臺灣體育協會出版的《台灣體育史》，2也是廣為研究者使用的材料。此外，

諸如《運動と趣味》與《台灣運動界》等，則為雜誌類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史

料。3 

其他如以各機關為主，則為《台灣鐵道》、《台灣遞信協會雜誌》、《台灣警

察時報》、《台灣稅務月報》、《台法月報》等機關刊物為主，4此類刊物刊末皆有

幾頁的「雜報」、「地方欄」性質的單元，各單位的棒球發展狀況大多揭露於此。
5或者在學校校刊、校友會誌等資料中，例如《輔仁》（台南長榮中學）、《旭陵》

（嘉義中學）等，也反映學生棒球的發展狀況。此外，台灣總督府的公文類纂中，

則有關於臺灣體育協會推廣地方棒球事務的相關檔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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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修改自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史料、史觀與課題〉，《台灣史料研究》，28（2006.12），

頁 32-48。謝仕淵，〈口述歷史與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研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

辦「第十一屆全國口述歷史工作會議──記錄多元的聲音」，2007 年 8 月 31 日。 
1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北：著者自印，1932 年）。 
2 竹村豐俊，《台灣體育史》，（台北：台灣體育協會，1933 年）。 
3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料的簡析，可參照林玫君，〈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料簡析〉，《台灣教育史

研究會通訊》9（2000.5），頁 2-16。 
4 根據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查詢，各雜誌棒球報導的筆數，分別為《台灣

鐵道》（182 筆）、《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77 筆）、《台灣警察時報》（45 筆）、《台灣稅務月報》（39
筆）、《台法月報》（39 筆）。 
5 相關雜誌期刊對棒球的報導，以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為例，有上

千筆的資料。 
6 10902 冊 3 號「台灣體育協會臺東支部廳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96 冊 9 號「台灣體育協會花

蓮港支部ニ對シ廳費補助認可」、10894 冊 9 號「台灣體育協會高雄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

可指令案」、10892 冊 17 號「台中體育協會台中支部州費補助認可」、10890 冊 3 號「台灣體育

協會新竹支部州費補助認可」、10889 冊 8 號「台灣體育協會台北州支部州費補助認可」、10888

冊 6 號「體育協會支部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84 冊 8 號「體育協會花蓮港支部廳費補助認

可指令案」、10881 冊 9 號「體育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80 冊 17 號「

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74 冊 7 號「臺灣體育協會臺中支部經費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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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記載棒球運動發展的資料，則為報紙的報導，包括《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臺灣新民報，以及在日本發行的報紙《讀賣新聞》、《朝日新聞》

等，皆有許多棒球運動的報導，單一報紙的報導內容甚至超過上萬筆。7而根據

筆者對現存 1921 至 1937 年間《台南新報》的翻閱查詢，則有為數相當豐富的棒

球相關資料。媒體熱衷於報導棒球，除反映棒球的普遍性，也與日治時期媒體常

為棒球賽的主辦單位有所關聯，例如，主辦中等學校優勝野球賽的《朝日新聞》，

對此賽事非常重視，因此給予大幅報導，8相對的，競爭對手的《讀賣新聞》就

不可能熱衷於此賽事的報導。 

上述資料中，有助於掌握諸如殖民地棒球制度的框架、比賽舉行、勝負關

係等訊息，少部份則是以作者署名，闡述棒球價值、抒發心得與感想的內容。然

而，一般情況下，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字資料，由於出版時間、出版單位性質等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們無法透過上述史料，詳細掌握台灣人參與棒球的全貌。 

舉例來說，台灣人參與棒球的時間始於 1920 年代左右，此後約在 1930 年

代左右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臺灣人參與棒球運動進入高峰期，例如 1931
年以台灣人為主體所成立的高砂野球聯盟，9另一個案例則是 1933 年元月，由台

北萬華在地本島人所組織，擁有五支軟式棒球隊的聯盟。10此外，各地亦有許多

台灣人參與棒球例子。然而，研究者所慣用的《台灣野球史》、《台灣體育史》等

書，都出版於 1930 年代初期，專業性的運動雜誌，如《運動と趣味》與《台灣

運動界》，則僅能反映台灣人尚未普遍參與棒球的 1910 年代中期的狀況。因此，

透過上述研究者慣用以及專業運動雜誌，無法反映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狀況。 

即便是 1930 年代中後期出版的史料，也未必關注台灣人的棒球發展，日治

時期台灣棒球比賽的舉辦，常由臺灣體育協會與台灣日日新報共同合作辦理，其

所關注的比賽是聯繫了日本與台灣棒球關係的賽事，諸如都市對抗賽與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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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シ州費補助ノ件認可」、10873 冊 5 號「台北州台灣體育協會台北支部及台北州救護聯盟ニ對

シ州費補助ノ件認可（指令第八七七二號）」、10863 冊 14 號「高雄州體育協會支部經費補助

認可指令案」、10861 冊 2 號「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58 冊

號「台中州台灣體育協會台中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二五九○號）」、10855

冊 1 號「新竹州體育協會州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案」、10854 冊 6 號「台北州體育協會

支部及教護聯盟州費補助」、10831 冊 22 號「台灣體育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

案（指令第八四七六號）」、10824 冊 13 號「台灣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令

案（指令第七八五六號）」、10824 冊 5 號「台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ニ對スル州費補助認可指令

案（指令第八二三六號）」、10799 冊 15 號「台灣體育協會台中支部補助」、10769 冊 22 號「台

灣體育協會新竹支部ニ對スル州費補助件認可指令案（指令第五三八八號）」、10735 冊 18 號

「體育協會補助認可指令案」、6810 冊 6 號「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設立許可」。 
7 以提供標題與關鍵字檢索的報紙檢索系統為例，大鐸版的《台灣日日新報》約有 10137 筆棒球

資料，漢珍版則為 11088 筆。 
8 以 1936 年的《朝日新聞 台灣版》為例，5 月起由於各地預選賽即將舉行，朝日新聞便以「中

島中等野球界展望」開始介紹全台灣的中學棒球隊，隨後則有「中等野球預選前記」，七、八月

則有相關賽事的報導。從 5 月到 8 月，關於中等學校優勝野球賽的報導，橫跨四個月份之久。 
9 〈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 
10〈萬華靑年團主催の軟式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2 年 12 月 27 日，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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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賽，或者由各地官方所主導的地方性棒球賽。因此，1930 年代興起於高雄

的高砂野球聯盟，雖然持續約五年左右，但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僅有

五筆資料（透過檢索系統）。11 

文字史料的記載，不僅是資料量少的問題，以致於連了解棒球比賽的相關

基本資訊都缺乏，文字史料也同時具有偏重官方所認可、重視的棒球賽的傾向，

以及棒球發言的內部權力問題，例如，文字書寫權力的問題，不僅要面對台灣人

是否擅長使用的語言問題，也有發言者的權威問題，例如，媒體中，對於棒球發

展發表意見者，多為棒球界的領袖，如台灣與日本棒球界聞人飛田穗洲，內田勝

等，相形之下，較晚參與棒球運動、進而致使台灣的棒球員，未有機會累積夠多

對棒球運動的發言條件下，不管是報紙或者雜誌，均未見台灣人對棒球運動表示

評論性與整體性的說法。12 

上述的現象，說明由台灣人的立場討論或報導棒球的資料相當少見，相對

來說，比較集中的資料出現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之中。例如，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得到全島少棒冠軍時，《臺灣民報》便對場邊抗議的日本人有

所批評，甚至期許「將來台灣人之於世界體育競技場中取勝，豈有何難的事呢？」
13或對嘉農畢業、留學早稻田大學的吳明捷進行專題報導。14或者《台南新報》

曾於 1936 年以「野球」為題徵詩，可看見二十首與野球相關的詩，但這種文學

性的素材，距離描寫社會的寫實依舊有段距離。15除此之外，反映台灣人主體意

識的文字史料，相當少見。 

文字記載的傳統並不以台灣人的角度來看待殖民統治時期的棒球發展，因

此，新史料的應用為討論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當務之急。 

新史料的使用不僅限於更廣泛的爬梳文獻類型的史料，也在透過新方法開

發新史料，其中透過被視為具有「重建」和視為「民主性」知識的口述史資料的

運用，「被認為是給普通人在歷史學中留有位置，而且還要使他們在具有重要政

治影響力的歷史知識的生產上發揮作用。」16因此，如同Paul Thompson認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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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砂野球聯盟 發會式竝輸番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5 日，4 版。〈高雄野球

聯盟 發會式四團比試〉，《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4 月 7 日，夕刊 4 版。〈本島人の野球爭覇

戰〉，《台灣日日新報》，1931 年 8 月 15 日，7 版。〈軟式野球聯盟第二囘爭覇〉，《臺灣日日新報》，

1931 年 8 月 16 日，夕刊 4 版。〈高砂軟式野球聯盟爭覇戰〉，《臺灣日日新報》，1931 年 9 月 2
日，夕刊 4 版。（透過漢珍版《台灣日日新報》的檢索所得） 
12 例如被稱為日本「學生棒球之父」的飛田穗洲，曾對學生棒球與社會人棒球的價值發表意見。

又如曾任明治大學棒球隊主將，通信部棒球隊教練的內田勝，曾對台灣的棒球場發表意見。而日

治時期對於台灣棒球發表最多意見的則應為渡邊大陸。〈野球場設立の急務〉，《台灣日日新報》，

1930 年 5 月 2 日，夕刊 3 版。〈學生の野球と實業團の野球〉，《台南新報》，1935 年 9 月 20 日，夕 2 版。 
13 〈全島少年野球比賽公學校團奪得錦標〉，《台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3 版。〈公學生得

野球榮冠〉，《台灣民報》，1929 年 8 月 11 日，2 版。 
14 臺灣新民報，〈臺灣運動界的新人  嘉農野球團主將 青年名投手吳明捷君 初登甲子園便入決

勝戰〉，《臺灣新民報》，396，昭和 7 年 1 月 1 日，頁 12。 
15 〈文輝閣第二期徵詩  野球〉，《台南新報》，1936 年 8 月 17 日，8 版。 
16 Josh Tosh 著，吳英譯，《史學導論 現代歷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北京：北京大學出

 



 

述史不僅開展了史料的範圍，更重要的是「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歷史交還

給了人民」，甚至口述歷史具有「從公認的歷史神話，即歷史傳統所內在固有的

權威判斷發出了挑戰，它為從根本上轉移歷史的社會意義提供了手段。」17 

Paul Thompson指出歐洲吉普賽人、美國印地安人、澳洲土著為例，說明在

充滿敵意的文字記載傳統之外，吉普賽人等由於保存自己強而有力的口頭傳統，

進而使理解他們的過去成為可能。相同地，處在權力邊緣的社會族群、文化族群

的女性、兒童、移民、殖民統治者，口述史成為突破文字文獻的重要材料與方法。
18 

而就台灣史研究而言，特別是在較少被文字記載的領域，口述資料的應用

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以台灣婦女史研究為例，過去的文字記載傳統中，女性較

少成為文字記錄的對象，或這大多是從男性的觀點看待女性，然而，由於口述史

方法的應用，提供台灣婦女史研究開展與深化的契機。19 

在這樣的基礎上，口述歷史實踐「彌補歷史的斷層」、「注意弱勢邊緣的聲

音」、及「塑造社會共同記憶」等目的與價值。20日治時期的棒球史，有待挖掘

的是關於台灣人的參與經驗，而文字記載的傳統顯然無法提供類似的需求，故而

取法於口述史方法，便成為開拓新史料的必行之道。 

 

二、日治時期棒球口述歷史的成果回顧 

事實上，以台灣人參與棒球、乃至體育運動的日治時期口述歷史的挖掘，

並非全無進展，若干研究成果也引用了口述資料，但相較於其他研究領域口述歷

史的累積而言，體育運動領域中的口述歷史累積仍有待加強。21 

就現階段而言，嘉農口述歷史編輯委員會出版的《嘉農口述歷史》最具成

果，22以訪談畢業校友為主的《嘉農口述歷史》，23是以綜合性的校園生活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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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7），頁 268。 
17 Paul Thompson，覃方明、渠東、張旅平譯，《過去的聲音 口述史》，（遼寧：遼寧教育出版社，

2000），頁 24、327。Thompson 的《艾德華七世時代的人和地區》，是由訪談與整理了將近 500
位經過愛德華七世（1901-1910）時代的人纂述而成。 
18 Paul Thompson，覃方明、渠東、張旅平譯，《過去的聲音 口述史》，（遼寧：遼寧教育出版社，

2000），頁 121-123。 
19 台灣婦女史研究與口述歷史的應用，請參考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女性口述歷史的方法

與口述歷史的運用》，（台北：左岸出版，2002 年）。 
20 許雪姬演講、張福群整理，〈口述歷史的理論與實際〉，《宜蘭文獻雜誌》，30 期（1997.11），

頁 3-36。 
21 據統計台灣從 1953-2009 年，包含期刊、專書、個別訪談與紀錄、學位論文、地方志等類別的

口述歷史，共計有 5005 篇之多，其中體育休閒類僅有 20 篇。臺灣口述歷史書目彙編編輯組，《台

灣口述歷史 書目彙編 1953-2009》，（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9），頁Ⅳ。 
22 嘉農口述歷史編輯委員會，《嘉農口述歷史》，（嘉義：國立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1993）。

楊初雄總編輯，《嘉農口述歷史（二）》，（嘉義：中華嘉義大學校友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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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訪談目標，不僅止於棒球，這項口述所累積的成果，對於具有教育史、社會史、

文化史意涵的棒球史分析，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 

另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累積，可以曾文誠對蘇正生、宋宦勳、黃仁惠、

洪太山、蕭長滾等人的口述採訪為例。24曾文誠的口述歷史，主要發表園地為《職

棒雜誌》，那是以棒球愛好者為發行對象的雜誌，因此，曾文誠的口述史側重的

重點，是以受訪者的生命史為重心，關切這些人如何經歷艱辛的訓練成為棒球員

的經過，當然，亦有部分旁及受訪者同時代的背景資料。 

謝佳芬、謝仕淵對於簡永昌、蘇正生等人的口述歷史，亦已運用於謝佳芬

的〈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學位論文中，25筆者對於莊銘燦、蔡文

玉、洪太山、蕭長滾的口述歷史部分內容，亦成為若干已發表之相關論文的重要

史料。26張俊一對於日治時期北埔地區棒球發展的說明，亦來自口述歷史的素

材。27 

其餘如自傳、回憶錄、日記等性質的資料，亦反映某些程度的自我建構意

義下的棒球史記述，此部份的成果，零星可見於簡永昌、李世雄、陳寶川、洪樵

榕、劉青雲等人的回憶錄與訪談錄。28 

相同性質的資料中，戰後初期棒球協會所出版的期刊《棒球界》，則相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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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除了嘉農口述歷史外，反應日治時期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概況，最受到注目的資料則為國立教

育資料館製作的「百年老校」的檢索系統，這個系統中收集了原則上創校百年學校的紀念集，紀

念集中部分內容為校友對於學校體育經驗的口述與回憶，因此可藉此觀察台灣人參與體育活動的

過程。 
24 宋臣勳口述、曾文誠整理，〈職棒史上第一位冠軍總教練--宋宦勳 上〉，《職業棒球》，241，

2002.0，頁 22-25。黃仁惠口述、曾文誠整理，〈躲進棒球世界的巨投--黃仁惠 下〉，《職業棒球》，

238 期，2002.01，頁 76-79。黃仁惠口述、曾文誠整理，〈躲進棒球世界的巨投--黃仁惠 上〉，《職

業棒球》，237 期，2001.12，頁 76-79。洪太山口述、曾文誠整理，〈棒球人口述棒球事--昔日四

番 穩如太山 下〉，《職業棒球》，227 期，2001.02，頁 46-49。洪太山口述、曾文誠整理，〈棒

球人口述棒球事：昔日四番 穩如太山 上〉，《職業棒球》，226 期，2001.01，頁 42-44。蕭長滾

口述，曾文誠整理，〈棒球人口述棒球事--滾滾棒球長流 蕭長滾〉，《職業棒球》，225 期，2000.12，

頁 44-47。蘇正生口述、曾文誠整理，〈情繫甲子園〉，《職業棒球》，108 期，1994.8，頁 15-19。 
25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26 謝仕淵，〈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

頁 110-120。謝仕淵，〈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魯斯」洪太山〉，《台灣百年體育人物

誌》，（台北：台灣身體文化學會，2006）。謝仕淵，〈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台灣百

年體育人物誌  二》，台北：台灣身體文化學會，2007。 
27張俊一，〈豪氣還在─記台灣光復前後棒球在北埔地區的發展〉，頁 19-25。 
28簡永昌，《棒球與我》，（著者自印未出版）。李世雄，〈母校健兒在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優勝的

回憶〉，《校友會訊》，第四號 1989 年，頁 78-79。陳寶川口述、歐素瑛整理，《陳寶川先生訪談

錄》（台北：國史館，1999）。洪樵榕口述，卓遵宏、歐素瑛訪問整理，《洪樵榕先生訪談錄》，（台

北：國史館，2001）。劉青雲關於就讀台南一中時的棒球回憶，可參見

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Sin/recollections/A04/basebal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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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參考的價值，現存兩期的《棒球界》（洪太山先生提供），內容除棒球技術討論

與賽事的報導外，亦有部分篇幅介紹戰後初期的棒球選手，由於戰後初期的選

手，養成階段多在日治時期，因此相當具有參考價值，例如，〈裁判員座談會〉

一文中，台灣北中南重要的棒球前輩，如謝真南、林來本、張朝貴、張秋欽、王

銀箸等人對自身參與棒球的經驗有些分享，簡永昌與謝真男則對當時剛過世的莊

加恩、李詩計，撰寫介紹行誼之文章。29葉清德則以自我介紹的口吻，說明童年

時在台南打棒球的經驗。30 

而在日本方面，呈現個人觀點的訪談口述，最具有份量的成果，則以西脇

良朋編著的《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本書以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棒球史為對

象，以史料輯錄為主要內容，但也包含許多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選手的訪談內

容，對象上及於日台選手，相當具有參考價值。31 

上述資料的引用，避免落入文字史料一元性的窠臼，也為原具有日本人觀

點下的日本帝國棒球史台灣篇性質的歷史書寫，漸漸轉向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棒

球史建構。然而，棒球史所涉及的社會、文化甚至物質文化層次的課題，需要更

多不同著眼點的提問，32而相關訪談的進行，也應當從球員為主體，關注不同行

動者立場的棒球經驗。因此，棒球的口述歷史計畫，應當在新的問題意識中，持

續深入繼續訪查。 

 

三、口述歷史計畫訪談對象 

基於上述對日治時期棒球史史料的檢討，以及現有棒球口述歷史成果的分

析，筆者開始進行日治時期口述歷史訪談計畫，本計劃主要以至少在日治時期經

歷過初等教育者為訪問對象，訪談的目標群體，最晚出生者為 1933 年，最早則

為 1912 年，訪談對象共計 26 人，訪談時間從 2003 年至 2010 年，訪談對象遍及

台灣北中南東各地。其中日治時期為壽小學、台北一中等棒球隊員，前任亞洲棒

球總會山本英一郎的口述歷史，整理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製作團隊

的拍攝逐字稿。整理原則參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台灣史研究所的方式，

採用主題式的整理，並用國語作為書寫的語言。 

訪談對象簡歷如下表： 

日治時期棒球耆老訪談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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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謝真南，〈故莊加恩先生〉，《棒球界》，1，1957 年月，頁 3。簡永昌，〈懷念前輩李詩計先生〉，

《棒球界》，1，1957 年月，頁 3–4。 
30 葉清德，〈我的棒球生活〉，《棒球界》，2，1957.8，頁 12。 
31 西脇良朋，《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住者自印，1996）。 
32 獲贈獲頒紀念章與優勝章，為日治時期重要的棒球現象，筆者曾為文討論作為「物件」的紀

念章與棒球記憶間的相互關係。謝仕淵，〈台灣歷史博物館館藏日治時期紀念章的物質文化史考

察〉，發表於「2009 年台灣史與博物館學術研討會」，國立台灣歷史博物館主辦。 

 



 

編號 姓名 出生年 日治時期或戰後初期的棒球經歷與見聞提要 

1 蘇正生 1912 年 嘉義農林棒球隊、橫濱專門學校棒球隊、台南州廳

棒球隊。1931 年嘉農棒球隊奪得甲子園亞軍隊員。

2 李昌盛 1916 年 台南第二公學校棒球隊、嘉農棒球隊事蹟見聞、棒

球用具之相關回憶（如球衣的製作）。西服學徒期

間參與日本老闆組織之棒球隊 

3 簡永昌 1916 年 大溪內柵公學校、大溪郡視學主辦棒球賽 

4 蔡文玉 1917 年 高雄第一公學校、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全

島少年野球大會冠軍隊員 

5 許水現 1917 年 高雄第三公學校棒球隊、旭青年團棒球隊、高雄市

棒球委員會總幹事 

6 黃丙丁 1918 年 台南第四公學校、北門郡水利棒球隊、台南州廳衛

生課棒球隊、台電、台灣聯隊 

7 莊銘燦 1918 年 高雄第一公學校、日東商船會社、高砂野球聯盟見

聞（日治時期高雄在地的台灣人所組織的棒球聯

盟），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全島少年野球大

會冠軍隊員 

8 蕭長滾 1919 年 高雄第三公學校、旭青年團、高雄鐵工所棒球隊、

日東商船會社棒球隊，1940 年代表台灣到日本參

加都市對抗賽 

9 山 本 英

一郎 
1919 年 壽小學、台北一中棒球隊、慶應大學棒球隊 

10 曾紀恩 1922 年 屏東內埔公學校棒球隊、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空軍代

表隊、空軍棒球隊 

11 蘇如松 1923 年 花蓮明治公學校棒球隊、鐵路棒球隊、省運花蓮

隊。 

12 洪太山 1924 年 白川公學校、嘉義農林棒球隊、專賣局棒球隊、省

運高雄代表隊、彰化銀行棒球隊，台灣聯隊。 

13 劉正雄 1924 年 白川公學校、嘉義農林棒球隊、彰化銀行棒球隊，

台中、新竹等省運代表隊，台灣聯隊 

14 陳嚴川 1925 年 苗栗第一公學校、大日本製糖會社棒球隊、見聞嘉

農隊員吳明捷（1931 年嘉農奪得甲子園比賽之王

牌投手） 

15 蔡鳳鳴 1925 年 高雄第一公學校、雄中、南師畢業。 

16 方水龍 1928 年 永康公學校三崁店分教場 

17 高文章 1928 年 昭和公學校棒球隊、花蓮市社會隊、花蓮省運代表

隊、榮工少棒隊教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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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蔡諒 1928 年 台南末廣公學校、老爺隊 

19 蔡溪松 1929 年 北港公學校棒球隊、嘉義農林棒球隊 

20 陳森溪 1929 年 仕隆公學校，見聞橋仔頭糖廠棒球活動 

21 宋宦勳 1930 年 美濃公學校棒球隊、雄中棒球隊、省運高雄代表

隊、台電棒球隊 

22 柯仙宏 1930 年 岡山西國民學校 

23 郭清來 1931 年 台南末廣公學校、銀座隊、省運台南隊、大涼汽水

棒球隊 

24 陳潤波 1930 年 高雄第三公學校棒球隊、省運高雄隊、海軍棒球隊

隊、合庫隊 

25 黃仁惠 1931 年 高雄第三公學校棒球隊、海軍隊、省運高雄隊 

26 葉日好 1933 年 花蓮台灣電力、花蓮鐵路棒球隊、花蓮省運棒球

隊。 

根據上表提示的內容，本計劃訪談對象具有如下特色： 

首先，呈現地區性棒球特色的訪談者，例如，高雄第一公學校與高雄第三

公學校，為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台灣人棒球發展兩大據點，因此，訪談者中，莊銘

燦、蔡文玉、蔡鳳鳴等屬於一公，許水現、蕭長滾、黃仁惠、陳潤波等人則為三

公，有助於從兩個台灣人的棒球大本營出發，理解日治時期高雄人參與棒球的狀

況。此外，如台南、花蓮與嘉義等地區，均有三位以上的受訪者，透過其口述，

呈現了地區性棒球發展的特色。 

其次，呈現不同角色參與棒球運動的訪談者，例如，本計劃訪談雖為棒球

員居多，但同時也身具觀眾的身分，例如蔡溪松、黃丙丁、李昌盛、劉正雄、洪

太山都對他們作為觀眾時的回憶依舊清晰，或者本身就是單純的觀眾身分，例如

方水龍、陳森溪分別見證三崁店、橋仔頭等糖廠棒球的發展，葉日好與高文章則

對花蓮棒球發展等印象深刻。 

另外，具有不同技術層次棒球參與者的觀點，硬式棒球與軟式棒球，具有

競技性與休閒性的差異性，軟式棒球亦在休閒，所以體現棒球在市民社會休閒概

念下的價值，而硬式棒球則具有高技術性、高競爭性，具有體現國民精神與身體

鍛鍊之意義。本項計畫中，不僅從從李昌盛、蕭長滾、黃丙丁、莊銘燦等人的訪

談中，說明台南與高雄的台灣人如何利用業餘時間從事軟式棒球運動。也由蘇正

生、洪太山、劉正雄口中，得知硬式棒球的發展狀況。 

最後，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史的發展過程中，具有三民族合作性質的嘉

農棒球隊，為其中最具代表者，又因其成員中相對具有較高比例的台灣人，因此

嘉農棒球隊的歷史，對於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棒球史而言，為重要的討論對

象，在本項訪談計畫中，蘇正生、洪太山、劉正雄與蔡溪松等人，為不同時期的

嘉農選手，正好提供不同的階段性觀點。由於嘉農成績優異，因此名聲響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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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棒球的台灣人均對嘉農印象深刻，因此從球迷的角度，看待嘉農的發展，也為

嘉農之於台灣棒球史的意義，提供不同的觀點，身在台南、桃園甚至花蓮等地的

黃欽、李昌盛、蘇如松、簡永昌，均說明了他們印象中的嘉農。 

上述訪談對象與訪談課題的多樣性，對應筆者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不

同課題的研究關懷，相關彰顯殖民統治時期的棒球史脈絡，才能逐漸清晰，進而

成為被討論的課題。 

 

四、口述歷史與棒球史重構─以「嘉農」棒球史為例 

日治時期的嘉義農林學校棒球隊，之所以為台灣棒球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棒

球隊，其原因無外乎以三族球員（日本人、漢人、原住民）為基礎的嘉農，締造

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隊在甲子園參賽的最佳成績，當時，其他的棒球競旅，如北

工、北商、北一中等，隊員皆為日本人。 

一般來說，在這支原住民、本島人、內地人等三民族所組成的棒球隊中，

內部是以學長學弟關係取代族群的階序關係，但對外部而言，三民族卻成為嘉農

棒球隊重要的識別，1930 年媒體便以三個民族的共同努力來形容這支球隊，洪

太山、蘇正生等日治時期嘉農球員亦以「三民族」來形容嘉農的成就。三民族的

嘉農棒球隊在 1931 年 8 月準備代表台灣到甲子園參賽時，自詡為「台灣人之唯

一言論機關」的《台灣新民報》則稱嘉農為「真正的台灣代表團」，「三族共和」

的「真正的台灣代表團」最終取得令人驚訝與驕傲的亞軍。 

然而，嘉農的勝利突顯相當複雜且亟待解釋的現象，其所突顯的議題，是

必須將「三民族」的課題放在 1920 年以降的同化政策等歷史條件下檢視。 

嘉農的棒球成就，長久以來被放在三民族的概念下理解，從「台灣人之唯

一言論機關」的立場觀之，這支三民族的隊伍才是「真正的台灣代表團」。換言

之，嘉農的成就不僅得到統治者的肯定，也得到了本土政治社會運動者的認同。

綜言之，三民族嘉農的勝利並非單獨屬於本島人或者原住民。 

就統治者而言，嘉農的成功即在彰顯台灣殖民統治的成功，然而，對台灣

人而言，選擇以「三民族」作為自我的標榜與定位，即已確定嘉農在甲子園場上

如何傑出，都僅能視之為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島民的共同成就」，由此看來，「三

民族」的口號與嘉農的優異表現相得益彰之時，球迷與球員在認同帝國統治下台

灣的同時，也認同成功統治台灣的帝國，在此過程中，不僅解消了棒球勝利對於

日本帝國下日本與台灣的既有統治階序關係的衝擊，「三民族」的口號也滿足了

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概念。 

然而，這套同化政策下的三民族棒球論述，透過對於如蘇正生、洪太山、

劉正雄、蔡溪松等不同世代的嘉農球員的口述歷史素材的檢視，更呈現其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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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面向。對於嘉農的球員而言，三民族並非重點，因為對於球隊的構成與強盛

而言，是依靠運動團隊組織文化與學校中的學長制傳統，甚至於被嘉中學生奚落

嘲笑為「農夫」，更喚起其不服輸的精神，因此，對於嘉農而言，日台分別並不

顯著，球員身分的決定，是以學級以及各自在其守備與攻擊位置，是否達到要求

的標準。 

再者，1930 年代中期開始，嘉義市出現了另一個實力足以與嘉農匹配的球

隊─嘉中，傳統強隊嘉農與新興勢力嘉中問的對抗，因此被稱為「嘉義的早慶

戰」，兩校之間不僅在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南部中等野球賽中遭逢，在嘉義地

區的比賽中，兩校有時在友誼賽或者正式比賽中時而交手。33嘉中與嘉農的對抗

賽，劉正雄回憶： 

嘉中棒球選手大部分是日本人，當時嘉中與嘉農差不多在大比賽

都會遇到，也有市內比賽，市內比賽都是在水源地公園比賽。在

看台上都是嘉中的支持者比較多，比較多是公務員、事務員的子

弟為主，嘉農的支持者，就不一樣，嘉農的都是食堂、賣菜的、

吃檳榔的。分得清清楚楚，不是坐在看台喔，是站在外野。嘉中

都日本人公務員的子弟，雙分就自然分成兩邊。站在嘉農的加油

者，比較熱心熱情，嘉中的支持者比較不激烈，主要是去看自己

的子弟看球。34 

劉正雄知道嘉中也有台灣人，但是比賽情境下，區分你我的分別，採取的

是相對性的識別，反應的心理是對殖民地日台差距的平衡。於是嘉農被定位為台

灣的代表。這些價值在嘉農與嘉中的比賽中，被刻板化也被渲染了，但也成為情

緒宣洩的出口。激烈的程度「有次比賽，場邊觀眾還差點起衝突，場邊的台灣人

要打日本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觀眾與啦啦隊壁壘分明。」35 

洪太山與劉正雄認為嘉中與嘉農的對抗賽中，嘉中代表日本人，而嘉農則

是台灣人的代表，此一認知也充斥在許多觀賞嘉中與嘉農對抗的台灣棒球迷心

中，台灣人將嘉中與嘉農的比賽轉化為日本與台灣對抗的移情作用，他們一心期

待嘉農擊敗嘉中。 

藉著口述歷史資料的應用，看到三民族嘉農史的另一個視野，嘉義的「早

慶戰」呈現嘉農棒球史的複雜面向，在嘉義現場，嘉中被視為日本人、公務員、

有錢人、會讀書者的化身，嘉農被認為是台灣人、務農（嘉農會被嘉中的學生戲

稱挑糞的）、小市民代表，筆者必須強調，這種刻板化未必符合兩校的事實，但

這種刻板化分類觀的出現，卻反應台灣人自我覺識與日本人的差異，也由於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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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嘉農與嘉中對抗的相關研究，可參見林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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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洪太山口述、謝仕淵整理，〈洪太山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錄本文附錄，頁 73。 

 



 

此的差異，加上比賽的對抗關係，二分式的價值觀於是出現。連當時人在台南的

黃丙丁，也覺得「當時，嘉義除了嘉農，嘉中也很強，但感覺上嘉中都是日本人，

嘉農主要是台灣人跟原住民。」36 

不過這種對抗的關係，並未造成嚴重的衝突，當嘉農與嘉中任一學校取勝，

球迷往往將其視為嘉義的代表或者台灣的代表，並且為其加油，如同劉正雄指出

「對一般人來說，嘉農代表或是嘉中代表都沒關係，誰代表，都是代表嘉義代表

台灣，嘉義人都會加油。」棒球運動雖然再現了族群的對抗關係，但不同層級的

比賽，也是一種整合的過程，為了共同的目標與榮譽，以對立競爭為出發的運動

競賽，最終卻達成了整合的功能。 

綜言之，以上簡要的討論，說明口述歷史資料的應用，呈現了嘉農研究的

不同層次性，嘉農內部的球隊文化、嘉中與嘉農的關係所凸顯的運動的衝突、協

調與合作的同調集團產生過程、以及作為同化政策三民族合作意義下的嘉農等不

同的面向，都是藉由口述歷史的進行，提供主要的分析素材。 

 

五、物質文化、身體技藝與口述歷史：球具、球衣、紀念章與棒球技術 

本項口述歷史計畫的進行，與本論文的問題意識與研究取徑息息相關。特

別是本文對棒球運動的討論，不僅及於觀念層次的討論，由於棒球具有實作的實

踐性，同時，運動在實作過程中，不僅表現出勝負的關係，也藉此表現出族群、

階級等身分識別的功能，而足以呈現這種差異的，往往透過物，例如球衣、球鞋、

球具，而就紀念章、優勝旗等象徵榮耀的物件，又如何反過來強化運動選手對於

棒球運動的投入與執著，此皆為運動實作所面臨的問題。 

物質文化通常用來指涉社會文化體系運作過程中，因為獨特且繁複的社會

文化脈絡，而產生與創造出來的物件（objects），此物件的功能、內涵與意義可

見其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關係，與社會文化中其他面向如宗教、政治、經濟、親屬、

心理需求、生態環境等制度密切整合，因此必須在社會文化脈絡中來討論或理解

物件背後的意義，及其所形成之物質文化。37余舜德則引據Arjun Appadurai「物

的社會生命史」概念，認為物的價值並非來自物內在質性（inherent property），

而是人們對物的判斷結果，因此認為「深入物的生命史中出現之身份與價值的轉

變，瞭解歷史與社會的過程如何於文化的脈絡中發生，並定義物的意義與價值。」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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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球衣與球具問題來說，由於兩者均相當昂貴，如同西服店的李昌盛指出

「當時一套球衣，包括帽子、襪子，大概要二十圓左右，很貴，接近一般人一個

月薪水。所以，有能力打球是一回事，但是有球衣可以穿，又是另一回事。」39

因此，球衣顯然成為運動實作過程中，足以突顯自我的一種物件。如同蕭長滾指

出「我自己覺得打棒球的人自己會覺得比較特別，比較「風流」，畢竟打球是十

幾個人打，很多人在看，穿起球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都在看。」40而如同嘉農這

樣台灣棒球的勁旅，穿上代表隊的球衣，不僅是眾人矚目的焦點，更等同於對實

踐棒球成就的一項指標，因此洪太山指出「練習的球衣，比較多，但正式繡上

KANO字樣的選手服，則是要參加正式比賽時每個人一套。那時要能穿上選手服

是很不簡單的，…」41 

事實上，對於球技出眾的球員們，在其口述中，足以襯托其對自我棒球成

就認同的表述手段，常會不經意的強調球具的昂貴，也同時表達自己的球具都是

學校或者機關提供的。正如同日治時期被找挖角到台南州衛生課打球的黃丙丁就

表示「我打球的時候，球具都是機關提供的，我不曾買過，也買不起，連鞋都不

曾買過。」42由於棒球球具、球衣昂貴，因此考察運動的價值、文化，及相關的

實踐動機與目的等問題，均可由口述歷史中涉及物質文化的面向得以探究。 

另外，以象徵棒球比賽勝利榮耀的紀念章為例。1929 年高雄第一公學校得

到全島棒球冠軍，當年的隊員莊銘燦對於這枚紀念章，清楚的指出：  

得到冠軍之後，我們十一個人每個人得到一個紀念優勝章，…這個

優勝章，已經有八十年了，很珍貴，只有十一枚。其他的我都不稀

罕。我從少年時到現在，過年過節或者出席社交場所，如結婚喜慶、

或者跟朋友聚會聚餐，我穿比較正式的衫，優勝章跟我爸爸傳給我

的懷錶，就會一起繫在褲頭，有很多人看到了，就會好奇問我，那

是甚麼（優勝章），我就要說一次，我打棒球得到全台灣冠軍的事。
43 

換言之，透過紀念章的佩帶，使之產生銘刻記憶的功能，物件因此成為個

人榮耀與自我認同的記憶之憑藉。 

此外，棒球也是項身體技藝，涉及棒球技術對於身體雕琢等課題，如同，

日治時期棒球訓練的價值有一套對應的標準動作，類似的問題不是「腦子裡」的

事，也不具有講求因果關係故事情節的性質，光憑口述不能言傳，因此，筆者訪

問已故的蘇正生先生時，他講述近藤教練對於基本動作近乎苛求的訓練時，往往

必須親身示範才得以領會，由此也凸顯棒球的棒球口述如何兼顧身體因素，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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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李昌盛口述、謝仕淵整理，〈李昌盛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錄本文附錄，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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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莊銘燦口述、謝仕淵整理，〈莊銘燦先生棒球口述歷史〉，收錄本文附錄，頁 47。 

 



 

為此而必須搭配影像紀錄之必要性的課題。 

以上所指，意在說明口述歷史不僅是對事件、人物等內容的描述，由於棒

球運動涉及了物質的消費、展示與競技過程中的特定使用方式、以及身體技藝的

特性。從而開展運動史討論的物質文化、身體面向，觸及行動者在實作過程中，

如何透過物質達到特定動機與目的的意義。此皆為物質文化、身體技藝討論視野

下，口述歷史所提供的分析素材與討論課題。 

 

六、棒球口述歷史所遭遇的困難 

口述歷史存在著許多技術問題必須克服，訪談者自我發聲、完整脈絡與研

究者的問題意識有時也有所拉扯。因此，相關口述歷史理論與實務的討論可說是

多不勝舉，有些書籍甚至提供許多細微的操作建議，如「被採訪者需要休息，請

將錄音停止」等訪談時的狀況也記錄在整理好的成果中，就是一項檢證口述歷史

內容中前後脈絡、情緒轉折的重要參考。44  

就目前而言，日治時期棒球口述歷史最大的挑戰，在於缺乏研究資源的投

入，口述歷史必須跟時間賽跑，客觀因素來說，目前具有日治時期棒球經驗者，

多為八十歲以上，現實的條件，讓這項工作顯得刻不容緩。 

除此之外，就口述歷史的方法特性而言，由於當事人回憶過去「不管是多

麼的準確和生動，他或他的記憶是滲透著隨後的經驗。他們也許會受其他消息來

源獲得的信息影響；他們也許會受懷舊之情的左右。」45  

因此，口述歷史進行的當下與口述者回憶的歷史時空之間，存有許多干擾。

因為時間的因素，所產生的問題中，記憶錯誤為一般性的問題。筆者記得一件有

趣的事，高雄市在第七屆省運棒球賽中靠著一支關鍵的安打奪冠，然而，在耆老

口述中，竟有兩位耆老表明那支安打是自己所擊出的，顯然，誰都想當那個關鍵

時刻立功的英雄。 

然而，時間的因素對於日治時期棒球口述歷史造成的最大影響，不見得是

記憶的錯誤，記憶的錯誤有時還可以比對，但是，常遇見的狀況是棒球的參與經

驗，因為外在客觀因素的影響，而造成選擇性的遺忘。或者被日後的經驗所影響，

而重新排序其心中棒球生命的優先順序。正如同「個人的認同具有高度的情境性

與變遷性，認同發生變化時，記憶或遺忘的社會機制，就對個人記憶構成決定性

的影響」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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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台北：五觀出版，2004）。 
45 Josh Tosh 著，吳英譯，《史學導論 現代歷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北京：北京大學出

版社，2007），頁 269。 
46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  口述歷史與歷史生產〉，《當代》，158（2000.10），頁 76。 

 



 

最為典型的例子，是經歷日治時期的棒球耆老中，戰後初期以來，棒球運

動較少受到主流輿論與政府的重視，而至 1970 年代之後，情勢有了改變，為此，

有許多曾經參與 1970 年代的棒球熱潮的棒球耆老，雖只是以裁判、教練的身分

參與，但因此棒球受到政府關心、眾人關注，因此即便是外圍參與者，亦有與有

榮焉的感覺。因此，在訪談經驗中，1970 年代的棒球經驗，常常講得口沫橫飛

而成為口述中的重點，相對的，日治時期或者戰後初期總是輕描淡寫，非經特別

挖掘，不會成為口述的重點。 

再者，研究者的興趣對於口述歷史的引導，具有相當程度的關鍵性。研究

者所關切的課題，也會造成口述歷史偏向某一特定階段或特定課題的問題，舉例

來說，1907 年出生的已故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名譽理事長林鳳麟先生，在其對棒

球口述中，所偏重的面向，多為從林鳳麟先生投身棒球行政開始，從另一面向來

說，訪談者是由棒球行政的參與的角度，來建構林鳳麟先生的口述歷史，47而非

檢視其個人生命史與棒球運動的關連性，如此一來，由於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研

究興趣，也對口述歷史產生影響。 

或者，口述者常受到其他消息來源的影響，有位訪談者知道我要去訪問他，

他即去當地具有傳統的圖書館，查詢該地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發展，因此，對他

的訪談中，他就以此為本，對筆者講述書中所描述的事。如此一來，本來要挖掘

文獻紀錄傳統之外的個人觀點的歷史，便未能如願。 

棒球口述歷史最為困難的技術問題，為語言與術語的問題，一般來說，以

日治時期為時代背景的口述歷史，受訪者慣常以台語夾雜日語回答，棒球口述歷

史中，則又多了大量的棒球術語，日治時期的棒球術語，多為日文式的英文，非

對棒球熟悉者，無從了解。然而，對訪談者的口述，無從了解與回應者，相當容

易導致訪談無法深入進行。語言與術語等專業能力的具備，是進入棒球的口述歷

史最基本的功課，筆者在台南孔廟廣場前遇到黃丙丁，九十歲的他，原先沒有興

致對筆者講那些發生在七十年前的事，但隨著我對他的回饋都能適當的回應，訪

談才得以順利進行。 

最後，口述歷史與歷史真實，存在者兩種不同的立場，一為贊同經過合理

的檢驗，口述歷史足以呈現歷史真相的客觀主義立場，二為認為個人記憶不可

靠，加上歷史詮釋與個人利益相關，其真實性值得懷疑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

者。48對此，筆者認為區別親身經歷與歷史記憶，並經由不同證據的交互引證，

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應能有較為合理的面對態度。 

上述所言，皆為棒球口述歷史，在理論與實務上最常遇到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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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林鳳麟口述，林敏政整理，〈棒運推手 林敏政口述歷史〉，《國民體育季刊》，30：4（2001.12），

頁 111-121。 
48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  口述歷史與歷史生產〉，《當代》，158（2000.10），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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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之外─口述歷史的延伸意義 

站在研究者的立場，口述歷史具有理論與研究的關懷，但就被訪談者而言，

則具有務實的關懷，，這種務實的關懷，則使被訪談者藉由「有意識」（或「無

意識」）地，藉著回答研究者的問題，建構自己對「生命史」或研究者關心的「專

題史」觀點的建構過程中，重新紓解與平復某種內心的鬱結的情緒。49例如，公

學校畢業時的蕭長滾，品學兼優，會讀書會打球，經過四十年後，出任立德棒球

隊教練的蕭長滾，卻常受到「打球沒有出路」、「打球的小孩都不好」的嘲諷，他

內心多年的鬱悶在訪談過程中一吐為快，甚至不禁激動落淚。 

或者，出身嘉農、也是第一代中華隊隊長的洪太山，收藏上百張老相片以

及球棒、簽名球、錦旗等文物，2002 年初次接觸時，那些照片的故事早已逐漸

被他淡忘，我們卻在訪談的過程中，激發起他的熱情，忘了是第幾次的訪問開始，

那些放在塑膠袋的照片，已被洪太山整齊的放在相簿！ 

有的則是因為我的訪談而重新串聯早已斷線的棒球人際關係，同在台南的

郭清來、蔡諒、黃丙丁，是年輕時打棒球的前後輩朋友，一直到戰後初期這群人

依舊常在一起打棒球，但退出球場後，大家的連繫也淡掉了，甚至將近十年未見

面，直到口述歷史計畫的進行，他們之間的聯繫又開始密切起來，以棒球歷史為

主的分享，成為這群老人，午後樹下聊天的話題。 

回到 Paul Thompson 的話「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歷史交還給了人

民」，口述歷史不僅有助於建構台灣棒球史的發展脈絡，也讓已然失落的人與價

值，開了一道重新發言的窗口，同時對自己的過去進行重新的檢視與認同。 

妥善運用口述歷史資料，當對台灣棒球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力，各種深

具學術意義的棒球史研究課題，都在口述歷史與文獻史料的交相應用中漸而清

晰。除此之外，口述歷史的進行，也具有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也深具人性關懷

的意義。台灣近代史的特殊發展歷程及其產生史料的特定邏輯，造就了研究台灣

棒球史必須一定程度使用口述歷史的必要性，再者，因此，口述歷史之於台灣棒

球史研究，不僅關涉史料、研究方法與問題意識等課題，也深具人性關懷。

 
49 翁秀琪，〈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省思：從口述歷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新

聞學研究》63（2000.4），頁 9-33。 



 

蘇正生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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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3 年 4 月 3 日 
2006 年 7 月 24 日 
2007 年 9 月 8 日 
訪談地點：台南縣東山鄉蘇宅 
台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 
高雄市某安養院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謝佳芬 
 

 

進入嘉農與接觸棒球 

1912 年（大正元年）出生，是台

南東山人，我家有田，在鄉下算是有

錢人，收租的，所以我才有辦法讀書。

在東山的時候就有人打棒球，都是學

校的日本人老師在打，我的老師是日

本人，他弟弟到台灣來，帶棒球來玩，

我本來以為球很硬，打到會死。當時，

日本人有自己的小學，台灣人讀公學

校，比較沒有接觸，而且台灣人看到

棒球，我們不知道，覺得球看起來很

硬，看了會怕，那個時候不了解，之

後看到一個小孩子被砸到也沒怎樣，

才知道那個是軟式棒球，軟軟的，打

到也不會怎麼樣。 

學校畢業後，我讀了兩年的高等

科後，1927 年，我考進了嘉農，是五

年制的第二屆，在嘉農我本來的興趣

是打網球，嘉農很多人打網球，軟式

的，成績也很好，台灣人都是打網球，

日本人打棒球的比較多，後來到了三

年級的時候，棒球隊教練覺得我的臂

力好，所以叫我參加棒球隊，當時學

校裡一些台東來的學生比較會打棒

球。四年級之後，就當正式選手，參

加比賽。 

 

嚴格的訓練 

嘉農棒球隊本來不強，後來校長

去找在嘉義商工學校教書的近藤教練

來訓練，近藤他是松山商校的，棒球

實力很強，近藤教練為了球隊的勝

利，不分族群，表現不好就是嚴格操

練。 

嘉農有非常嚴格的前輩與後輩關

係，球隊中日本人比較少，大概只有

川原與福島、小里等三個日本人，打

球就是要贏，隊員是誰都一樣。所以

大家普遍都說三民族合併，嘉農的勝

利是三民族合併的勝利。三民族的說

 



 

法是從日本甲子園傳開來，嘉農是不

分日本人與台灣人。 

我們那時候農校要到田裡實習，

實習耕作 3 點半結束，從 1 點半做到 3
點半，兩個小時才結束。3 點半結束到

晚上 7 點，都在練習，我們那時候都

住在學校，在嘉義山上離公園很近。

教練固定時間一定都在那邊等，他在

工商學校，每天都用走路的。差不多

嘉義車站到公園 10 公里左右，他都用

走的。如果遇到下雨，他吃過東西後，

就會打電話來說幾點到，要我們在教

室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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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參加優勝大賽，照台灣的方

式都無效，所以我們教練的方式都不

一樣，也在打球，也研究規則，所以

他的方式都跟人家不一樣，他在練球

的時候，看到這個人操到可以才說

好，他也不跟你說，缺點的話他會說，

他會說規則、說打球的方法，他都會

問我們問題，不是聽聽就算了，他會

問你，看他說的你有沒有聽進去。要

是他教你的方式你不遵守，他就會罵

人，他也會打人，如果練習時候要跑

不跑的，他就會打巴掌。 

我有時候要出去看電影，他都不

跟你說什麼，他就跟你說打棒球眼睛

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去看電影的光線

對眼睛不好，他都這樣說，跟其他人

說的不一樣。 

練習是非常辛苦的，我們都像在

拼命，有一次我感冒又咳嗽，要先走

他說好，不是真的好，他先訓練我一

個人，訓練完回去先洗澡，在躺下去

睡覺，以前都住在學校宿舍，我訓練

後回去洗澡，躺下去睡覺，現在大家

都訓練完了，他過來看你，看你有沒

有照著做，生活非常嚴格。 

他在市區都有放眼線在那邊，知

道誰跟誰在幹麻，看有沒有人出來做

壞事情，如果做壞事，大部分是喝酒

啦，但是我們那時候都不會，那都是

禁止的事情，喝酒、抽煙都不會，但

是看你有沒有做什麼壞事情。 

我們都從練習基本動作開始，要

按照步驟來，你要是錯了一樣不行，

要用正確的方法，我們打的是正確的

方式，所以我現在第一觀念，現在看

這些選手，都沒有按照方式來，每一

顆球都要中間這樣丟過去才是正確

的。打擊的時候第一點是眼睛，眼睛

要看球，所以打球的人最重要的就是

這一顆球，打擊的人要看這一顆球，

守備的人也要看球不管到哪裡都要

看，這顆球到那邊都要看，都要看球，

守備也要看球不然不行。 

 
我們的投手吳明捷的球投得很

好，球速度快且猛，球進捕手手套，

聲音都很大，他的下沉球也很好。 

我當時在球隊中跟陳耕元交情比

較好，個性比較合，也沒有甚麼民族

的差別。跟吳明捷因為是客家人的關

係，我跟他沒有怎麼熟。我們在球隊

的溝通都是用日語。但各民族的球員

 



 

 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講自己的母

語。二壘手三年級的川原信男，臂力

很強，是從台北來的。右外野是福島，

一壘手是四年級的小里初雄，大家感

情都很好。 

行程與印象 

我們從基隆坐船出發，要做好幾

天，我們教練每年都會回松山，他都

坐船所以他知道要到了，船要進到神

戶之前，他就拿張紙出來，告訴我們

練習時間是一點，十二點船進港口，

有人在港口接我們，叫了 5 台計程車，

到甲子園幾公里好像很遠，車程要 40
分鐘，我們下船就直接坐車過去了，

就是這樣到甲子園。 

 

臺灣選拔賽 

參加日本的甲子園，有分地方區

域，打的時候就要從地方選拔先開

始，台灣也要選，台灣那時候就是台

北一中，現在建國中學，和台北商業、

台北工業這三個學校輪流去，可以說

全部都是日本人，所以優勝從來沒有

到過濁水溪以南，而且南部的隊伍很

少，只有台南一中、高雄中學這兩校，

我們贏的那一年，參加的球隊很多，

但我們得到代表權，大家都很高興，

回嘉義的時候，很轟動，大家都出來

歡迎。 

進去甲子園剛好看到小倉工業在

練習，大家對甲子園的印象很好，看

到小倉在練習的時候，大家印象很

好，之前都聽人家說甲子園很寬廣，

外野都 400 尺，其實看起來很近，換

我們練習的時候，大家都跳下去，場

地看很像鏡子一樣，連一顆石頭都沒

有，我們這邊的球場都有小石頭，大

部分都有小石頭，我就說就很像鏡子

那麼光亮，印象很好。這樣大家都有

自信了，在台灣，球場小石頭很多都

可能打了，來這邊球場怎麼像鏡子一

樣，那個球來方向就都不會受小石頭

影響。 

嘉農的球員變成是模範，大家很

尊敬，因此，有時在嘉義市吃飯時，

知道是嘉農的球員攤商不收錢，明天

要比賽了，走在路上，路人會幫我們

加油，叫我們「不能輸」。嘉農贏得甲

子園亞軍之前，嘉義很少人在打棒

球，得到亞軍之後，嘉義棒球風氣興

起，路上也開始有小孩子在接傳球，

差別很大。嘉義人是正港的「野球

瘋」。台灣人本來對野球比較不理解，

如果不是嘉農，台灣人不知道野球。 

之後去抽籤，抽籤的時候，我們

第一戰橫濱神奈川，之前我們都沒有

聽過，不知道橫濱有棒球隊。 

 

參加甲子園的比賽始末 
比賽的時候，公園都是觀眾，也

有女生，但是是日本女生，台灣人來

看的幾乎都是男生。當時正式的比賽

要收門票，普通的比賽預選賽、嘉義

大會都沒有收門票。 

第一場遇到神奈川，我就這樣傻

傻的打，第一局的時候我打二棒，我

們教練他過去也是打第二棒，他說第

二棒要會選球，一棒如果沒上壘，二

棒就很重要，因此二棒的選球、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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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很好，教練叫我打第二棒，第一

棒是台東選手，他的腳程都特別快，

那時候台東有四位，一個是陳耕元，

捕手老東現在過世了，外野手羅保農。 

去打的時，我打第二棒保送兩

次，第一次跟第二次都保送，我保送

上一壘的時候，看投手的投球動作他

腳台起來的時候，他抬腳有一個停的

時間，第二下我就起跑了，我到二壘

的時候球都還沒投到，大家都嚇到

了，都說嘉農選手的腳程都這麼快，

那是真的，第二次我又上壘我又偷

壘，一樣是我到了球還沒到，當然嘉

農的腳程都很快，真的一棒、二棒、

三棒叫做一樣是台東，四棒是投手吳

明捷，五棒是台東捕手、六棒現在過

世，基督教會的住岡山，後來結束的

時候，有一球打一顆三壘打，我人在

二壘，所以等到他球掉我開始跑，繞

過去差不多 6 米，回頭看那顆球要丟

給游擊，普通打外野球要等到接到球

才能跑，我等到他要回傳的時候，接

到的時候我偷壘是不行，因為高飛球

要等到接到球壘上的人才能起跑，我

跑回來的是安全得分，所以當時我 5
支安打我 3 支，真的當時嘉農很會跑，

所以 3 比零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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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換成跟北海道打，熱帶跟

寒帶拼拼看，北海道是寒帶台灣是熱

帶，就想說拼拼看，我那時候打一隻 3
壘打，17 比 6 贏他們，過來是遇到小

倉，小倉很強，大家都以為會得到冠

軍，結果我們 10 比 2 贏很多。 

再來就是總決賽了，總決賽前，

中京打贏松山，所以決賽是跟中京，

中京是第一次初出場的，跟我們一

樣，對上中京隊的時候，我們太過緊

張了，還有就是選手因為在台灣沒打

過決賽，所以大家都很滿足了，那個

氣氛比較輕鬆，所以那個時候教練就

是說你們現在要打的球，大家都站在

那邊等，等球是好的，但是那個投手

不錯，中京那個投手，眼力非常好頭

腦好，他的球路什麼不是很好，但是

眼力非常好頭腦很好，所以變化球很

好，我被他三振兩次，所以 4 比 0 輸

他們。 

這一次的策略錯了，積極的打他

的球搞不好會贏他們，但是輸就輸

了，嘉農有個很好的優點，我們輸球

不會哭，贏球才會哭。而且吳明捷連

投三場之後，太累了，又沒有其他可

用的投手，所以才會輸。我們只要在

台灣取得代表權那一場，跟台北商業

比賽，打了十一局才贏，那一場真的

是高興的哭了。 

比賽結束後，我們去了大阪，也

去了神戶，參拜神宮，那時候比賽結

束後，留在日本五天，都在觀光。回

台灣之後，很受到歡迎，總務長官還

請吃飯，回到嘉義，下車之後，就有

很多人圍上來，有人保護我們，下車

後我們用走的到噴水池，再到嘉義神

社拜拜，後來學校也有迎接儀式，糖

廠也出錢請我們吃飯，台南州知事也

請吃飯。 

 

龐大的支出 

打棒球很消耗，球具很貴，一個

月薪水三十圓就不錯了，但是一支球

棒就要三圓。如果不是校友會的支

持，根本不可能支援。讀嘉農的時候，

每個學期都要繳十圓，當作校友會的

 



 

錢，學校就用這筆錢支持學校運動。 

當時，嘉農除了學校幫助之外，

因為沒有經費所以要去拜託鹽水港、

台灣等製糖會社贊助。很多嘉農畢業

的隊友，在這些製糖會社上班，也有

在一般會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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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製糖會社也打棒球，打軟式

棒球，硬式棒球費用太高。他們會贊

助一些錢。去日本比賽花費更多，甲

子園的主辦單位有幫我們出三圓半，

當作比賽時候的旅館費和吃飯錢，坐

船的錢沒有補助喔。 

 

嘉中與嘉農 

嘉中棒球隊比嘉農晚，且棒球選

手多半是日本人，我在打的時候，嘉

農比較強，但是後來嘉中也不錯，兩

個學校不只是打棒球，學生之間也常

產生衝突，我記得有次嘉中與嘉農的

學生在公會堂看完電影後打過架，兩

個學校的學生曾經當街攔住對方打

架，嘉農與嘉中因為打棒球的問題也

起過衝突。嘉農的學生還會拿著鋤頭

去打架，有次衝突就在東門。日本人

當然是要佔贏的，台灣跟日本之間不

公平，這是社會的時勢。 

 

日本留學與回台打球 

嘉農畢業後因為有經費的補助所

以到日本的橫濱專門學校學校（三年

制）讀書，而且是他們直接到學校來

接觸，要不然要自己出錢的話，我爸

爸一定不會讓我去。當時跟我一起去

日本的還有大溪的李詩計（第八屆）

與台東的陳耕元。另外，吳明捷則去

了早稻田大學。但我到日本沒有讀畢

業，就回台灣。薛永順是後輩，也讀

橫濱專門學校。 

回台灣後，因為我是嘉義人，距

離家近因此先到嘉義稅務工作，是以

會打棒球的優勢才能進入稅務所工

作，當時在稅務待遇日給一圓三角，

與日本人的薪資一樣，台灣人的待遇

則不到一圓。這是件不簡單的事。在

稅務工作時，主要以打硬式棒球為主。 

當時嘉義與台南在都市對抗賽的

台灣選拔賽中都無法獲勝，臺南州知

事有遠見因此決定將嘉義與台南的選

手，以台南州為名合組成一隊，果然

就贏得勝利，取得台灣的代表權。 

大概在稅務工作了三年左右，升

成雇員，後來到台南州廳工作，一個

月薪資四十五圓。一般都要五、六年

才可以升雇員，才可以領月給。 

在嘉義稅務與台南州廳工作的時

候，一般都是上午照常上班，利用下

午的上班時間練球，星期日的時候就

是全天練球。但到了比賽前，則是全

天練球。都是到台南球場練習，因為

場地比較標準，公園也有人打，都是

打軟式棒球，公園太小，打硬式很危

險。 

在州廳時，同隊的隊友除了我跟

李詩計之外，其餘都是日本人，有幾

位選手是從台北一中、台北工業、台

北商業畢業的日本人，他們有的是在

台灣出生的，也有從日本來的。這些

人大部分都有甲子園經驗，都是高中

或大學畢業的選手。 

 



 

 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或者會

社，會透過各種關係去找選手，提升

球隊實力，大家很競爭。我一陣子去

台中勸業課工作，也是打球，後來又

回到嘉義，回到嘉義的時候，就去幫

忙學校棒球隊訓練，洪太山他們還被

我修理過。而李詩計去竹山的製糖會

社，之後回家作生意。 

 
 
 
 
 
 
 
 

日本時代社會隊的目標都是參加

都市對抗賽，台南州廳實力很強，參

加都市對抗都得冠軍，代表台灣去日

本比賽。 

 
 
 
 
  

 軟硬式棒球差異 

 嘉農畢業時流行去實業團打球、

工作。實業團與州廳以硬式為主。有

時會也會打軟式棒球。但是我在州廳

打硬式，就規定不能去打軟式的比賽。 

 

 

 技術上，硬式棒球比較難打比較

危險，一般台灣人打棒球主要以軟式

為主，一方面經費的關係，一方面當

然也會怕硬式棒球。當時，嘉義市內

軟式棒球隊很多。台灣人都打軟式棒

球，娛樂性比較高，很多人打。軟式

棒球也有比賽，軟式棒球大會，各地

會舉行軟式棒球大會。高雄的高砂野

球聯盟是李世雄他們組織的，打軟式

的，都是台灣人，所以高雄的軟式棒

球風起很普遍。 

 

 

 

 

 

 

 
那個時候就有收音機轉播棒球，

我會聽六大學的比賽。不只是我，很

多人都這樣，六大學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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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昌盛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問時間：2005 年 7 月 20 日 
訪問地點：台南市友愛西街李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公學校棒球見聞 

我是 1916 年出生，七歲入學就讀

第二公學校，後來改名寶公學校，現

在的立人國小。當時我去讀書的時

候，台南讀書的風氣很普遍，有些晚

幾年的學生，也都來讀書，因此有三

個兄弟讀同一年的現象，我那屆有三

百多個學生，一班六十個學生，一個

學校六個年級，所以學校有一千多人。 

除了二公之外，一公是南師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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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屬公學校，第三公學校則是進學國

小，日本時代後來改名為末廣公學

校，最後成立的第四公學校，後來改

成港公學校，現在的協進國小。 

台南會成立第四公學校，就是因

為當時台南的人口很多，讀書的人又

多，所以公學校不夠，我讀到大概四、

五年級的時候，就再設了新的第四公

學校。 

讀書的時候，除了有體育課之

外，主要利用中午運動，日本人沒有

中午午休的習慣，所以中午的時候，

吃完飯學生都會從事不同的活動，我

們當時會在學校的體育場打球，有的

人則是喜歡跑操場，或者使用學校體

育場的運動器材，爬竿單槓都有，每

個人依照自己的興趣去發展，中午大

概都到一點左右，聽到鐘聲我們才去

上課，當時的鐘聲是用人工打的。 

讀公學校的時候就接觸棒球，台

南市內的小學校，那是日本人讀的，

跟公學校的對抗賽很熱鬧。我大概四

年級左右加入學校棒球隊，但不是主

將，守右外野。當時二公的棒球隊很

強，我們前後屆的有個叫戴嘉忠的，

球打的不錯。 

當時讀書的時候，還沒有台南棒

球場，所以比賽都在台南公園比賽，

有台南棒球場之後，才去棒球場比

賽。台南公園當時比現在還要大，十

五公頃，棒球場就是現在公園路這邊

的入口，入口附近有個大空地，棒球

賽就在那邊進行。 

公園的比賽沒有向正式的棒球場

有觀眾席，所以看球的人就是圍著球

場。比賽的時候很多人，因為學校的

 



 

學生都會出動加油。比賽都是利用星

期日休假的時候，當時少棒打七局，

一天有時要打兩場。 

小學校與公學校之間的比賽，我

感覺不到日本人與台灣人對抗的感

覺，比賽當然想贏，但就是為了贏，

不會想是為了要打敗日本人，但比賽

會遇到不公平的裁判，偏袒日本人，

所以會覺得裁判不公平，當時裁判都

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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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服店棒球隊 

我學校畢業後，去澤田洋服店當

學徒，老闆叫做澤田皎造，當時我們

在台南市專做高級西裝的，賣的都是

英國的布料，我當時已經升做營業業

務，所以很多台南的有錢人我都認識。 

澤田西裝店當時的員工有日本

人、台灣人還有福州師傅，店內有師

傅、學徒、外務營業員、店員，加起

來大概有三十幾個人。規模在台南算

是很大的，員工很多，當時老闆對棒

球也有興趣，所以就組織棒球隊，打

軟式棒球。 

另外一間洋服店也是很有規模，

叫做八幡洋服店，也有大概三十幾個

員工，他們也組織棒球隊。八幡的老

闆叫八幡喜一，本來在新竹當公務

員，後來因為偽造文書被關了五年，

關在台南監獄時學會做西裝，出獄後

就在台南開店，因為他的背景，所以

八幡的客戶都是官員與老師為主。 

八幡的生意主要是公家機關，我

們都是做有錢人的生意，兩間西裝店

的生意沒有很大的衝突，兩家的老闆

也都很熟，所以我們兩家台南最大的

西裝店，就會利用星期日進行友誼比

賽，沒有利益的衝突，打球就是「交

陪」的性質。很少參加其他的比賽，

大概都是自己練習，要不就是跟八幡

比賽。 

當時打球用具很貴，球具手套一

個大概都有兩、三圓，比較好的捕手

手套大概都要三圓半，警察一個月也

才 19、20 圓，日本人加六成，我當時

的薪水比警察還高，大概有二十幾

圓。但是球具還是太貴，所以球具都

是老闆提供。 

因為我們是服裝店，所以也會做

球衣，當時是用用很厚的棉布做的，

不通風，夏天穿很熱。台南附近的製

糖會社都有棒球隊，他們的球衣也來

找我們做，一個人都要做兩套。一套

是繡英文的字樣，一套是繡漢字的，

就像日糖、塩糖、明糖、台糖等字，

字是用布剪成的，所以不是用繡的，

這些字就代表公司嘛，所以一看就知

道是那一隊，也算是替公司廣告啦。 

當時一套球衣，包括帽子、襪子，

大概要二十圓左右，很貴，接近一般

人一個月薪水。所以，有能力打球是

一回事，但是有球衣可以穿，又是另

一回事。 

 

台南棒球見聞 

台南的硬式球隊少，例如州廳，

都是以日本人為主，台灣人則是打軟

式的比較多。有些經濟能力不錯的台

灣人，會組織棒球隊，日本時代台灣

人都是打軟式棒球，很多人打。 

 



 

我有個朋友叫許燦然，是許世賢

的哥哥，他家開股票（株卷）交易行，

是台南規模最大的股票交易行，公司

在現在民權路，當時他們家就有私家

轎車開，家裡很有錢，他很喜歡打棒

球，所以拿錢出來組織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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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林全興家族是鹽埕（金華

路）一帶的大地主，日本時代的時候

生意也做很大，林全興那個時候也到

日本去唸中央大學，他們也是對棒球

有興趣，也有組隊，光復後，他們那

邊叫做大涼里，所以有間大涼汽水，

林家就組織一支棒球隊，就叫大涼隊。 

台南的製糖會社也都很強，像當

時在橋仔頭與屏東的台灣製糖株式會

社，虎尾的是大日本製糖，新營的是

鹽水港製糖會社，麻豆的是明治製糖

會社。這些糖廠都有球隊，會在糖場

比賽，也都來台南棒球場比賽，坐火

車到台南很近，算是台南地區很有名

的比賽，我們都會跑去看。 

糖廠一年比賽好幾次，都是利用

星期日的時間，春秋季的決賽時，觀

眾特別多，雙方也會出動啦啦隊。他

們都以打硬式棒球為主，所以比較刺

激。 

台南的通信、專賣、鐵道都有棒

球隊，其中通信與鐵道的實力很強，

常常進行友誼賽，在台南棒球場比賽

我們也會去看。 

日本時代的時候，當時台灣人關

心的是台灣五個州之間的都市對抗

賽，都市對抗賽是以五個州為主，就

是台北、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

五州，都市對抗賽會好看，是因為各

州的代表都是高手，例如台南州廳有

嘉農的選手，像蘇正生，還有糖廠的

高手。各州都是把州下最強的選手集

中起來。 

另外，很轟動的是日本六大學的

球隊會來台灣訪問，在他們放假的時

候，來台灣比賽，到台南的時候，對

棒球有興趣的人都會去看，要買門票

但還是很多人去看。 

當時六大學比賽是大比賽，小時

後就會透過收音機收聽六大學比賽，

甲子園比賽也都能聽到。所以透過收

音機，可以聽到吳明捷、吳波在日本

打球，所以他們當時就很轟動。 

都市對抗賽、甲子園還是六大學

的比賽，都會轉播，我當時都會在店

裡聽收音機，收音機是老闆買的，因

為收音機也很貴。另外，除了收音機

之外，當時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有棒

球新聞，我們店裡有訂報紙，我對棒

球有興趣，所以我也會注意棒球新聞。 

到了戰爭的末期，棒球就不流行

了，戰時物資很缺乏，已經到了叫學

生去撿鐵釘，拿去做子彈的程度，當

時，進口的軟硬式棒球，就都已經差

不多沒得買了。 

 

對嘉農棒球的印象 

日本時代中學校比較強的大概是

台北工業、台北一中，另外很出名的

就是嘉農，嘉農是州立的，也都有校

友會的支持，才有可能發展棒球。嘉

農最有名的，就是嘉農是第一支在甲

子園贏兩場以上的台灣隊，在此之前

都沒有學校贏超過兩場。而且當年嘉

農遇上的四隊都是很強的。 

 



 

 嘉農的特色就是三民族，蘇正

生、吳明捷是台灣人，吳明捷很轟動，

六大學的時候還從收音機聽他比賽，

還有陳耕元是游擊手，他是原住民，

也有日本人。 

 
 
 
 
 

台南人很關心嘉農的表現，一方

面會覺得嘉農出名的選手，是台灣

人，像吳波、吳明捷，一方面嘉義當

時跟台南一樣都是台南州，所以台南

人很關心嘉農的表現。嘉農回台灣之

後，很轟動，受到歡迎。 

 
 
 
 
 
 
 當時嘉農比賽的時候，大家就會

聽收音機關心比賽，但是收音機很貴

所以很少人有，但因為我們店裡就有

一部，老闆買的，所以甲子園比賽的

時候，附近做生意的人，都會跑來聽，

都不用上班了。 

 
 
 
 
 
 

吳波他們去日本打球的時候，台

南市很多人都跑到有收音機家庭的亭

仔腳，有的就坐在地上，有的站著，

靠著柱子，就一直聽比賽，我們當時

就會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大聲一點，讓

大家聽，大家關心嘛，而且也算是半

廣告。 

 
 
 
 
 
 
 
 嘉農實力會那麼強，主要是嘉農

的教練近藤很嚴厲，有次嘉農來台南

跟台南一中比賽，我也去棒球場看比

賽，那時應該是有球員表現不好，沒

有照近藤的意思打，我就看到近藤打

學生，很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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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永昌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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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3 年 4 月 18 日 
2008 年 2 月 16 日 
訪問地點：台北市南京東路簡宅 
訪問人、整理人：謝仕淵、謝佳芬 
 

 

大溪的棒球發展 

我是 1916 年 1 月 3 日出生，我們

家在大溪內柵，我小時候讀大溪公學

校時，就有打棒球，還有日本教練來

教我們，那時大溪有一間小學校，一

間公學校，公學校的學生也有打棒

球，但常常輸小學校，學生輸到不甘

願，那時都是打軟式棒球，到後來總

算有打贏，那是到我去當老師時才打

贏的。 

跟據我的研究，棒球比較發達的

地方是在高雄，大溪這種山間的學校

則比較落伍，我小孩子的時候覺得日

本人很團結，他們來台灣重新測量全

台土地，也做模型，有人員派駐在村

莊，住在公家單位，他們就在那裡投

球，我們看了覺得很有趣，但都是日

本人自己在玩，沒有台灣人，台灣人

那時以為球很硬，會打死人，父母也

不准小孩子玩，一方面覺得打球是野

蠻人做的事，台灣人應該比較斯文，

在台北也是，都是日本人贏得多。 

大溪的棒球賽是大溪與龍潭的學

校老師各組一隊進行對抗賽，另外學

校才有學生的比賽，老師的比賽是自

己舉辦的，而學生的比賽則是公家辦

的，由郡出面舉辦，那時是每個郡都

會舉行地區性比賽，大溪有，別的地

方就有，那時少棒比賽層級就打到

郡，沒有打到州，比賽的經費一切由

公家出面，球員的球具、球衣也都由

學校提供。 

我自己很重視運動，運動的表現

也不錯，所以從年輕的時候，就常運

動，跑步也跑很快，讀書的時候，運

動的成績也都不錯，我在昭和 10 年在

大溪教書的時候，參加新竹州運動

會，得到 1500 公尺項目的金牌。我到

現在還很重視運動，偶爾還去打高爾

夫球。 

 

台北第二師範學校的運動風氣 

日本時代只有日本人在打棒球，

台灣人很少，是習慣性的問題，台灣

人的民族血統，比較斯文，如果是唸

書，大家就認真唸，但對打球好像比

較沒興趣，我後來到台北第二師範學

校，裡面野球部全部都是日本學生，

 



 

台灣人多參加柔道，劍道也很少人參

加，網球是台灣早就有的，而我是被

老師叫去學劍道，但我不要，去學柔

道也因身材的關係而進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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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球部沒有臺灣人參加，日本人

也不會邀請你參加，台灣學生都去搞

音樂會等藝術的東西，野球部成員都

是滿的，就算台灣人想參加，其實也

沒有餘地，而當時進野球部並不用自

備球具，學校都有預算提供，後來還

發生一個笑話是有一個野球部的老師

在戰後受邀來台灣看棒球賽，他覺得

很驕傲，因為有我這個學生，所以他

才能在球場的貴賓席看球，他以為我

是野球部的球員，其實我不是。 

我在昭和 18、19 年的時候，當過

大溪的郡視學，台灣人做過視學的只

有我一個，有人當過校長，沒有人當

過視學，我是因為新竹有一個視學官

很愛釣大溪的香魚，他算是我釣香魚

的學生，他說在學校我要讓他管，但

釣魚方面他則讓我管，視學負責的有

人事權與行政權，差不多與稅務課長

同級，那時我管轄大溪的七個學校。 

 

戰時的氛圍 

到昭和 18 年，戰爭激烈的時候，

甚麼事情都受到影響了，棒球也沒有

辦法進行，當時連飯都沒得吃要怎麼

打球，那時就連學校的體操課也因怕

學生沒有體力而改上別的，運動會戰

時也停了。 

戰爭末期，台北疏開的學生也有

到大溪，小學生不需要做公工，只有

青年團要做公工，那時大溪的青年團

被動員到桃園八德那裡去作一個簡易

的飛機場，我當視學時，看到當時戰

爭的傷者都載來大溪醫治，台北附屬

醫院也由杜聰明博士領軍移到大溪。 

 

戰後合庫棒球的發展 

戰後，經過考試我進入長官公署

上班，二二八事件之後沒多久，我進

合庫，合庫的高層對棒球很有興趣，

謝東閔、劉明朝等，日本時代銀行員

打棒球的風氣也很普遍，所以他們就

鼓勵合庫員工打棒球。 

一開始是我當隊長，張我軍是部

長，他是北京大學教授，在合庫當研

究室主任，他日文很好，文筆很棒。

那時他是部長我是隊長，我們去北投

比賽要整個禮拜住在那裡，張我軍會

煮東西給我們吃，當時北投球場在新

明路那裡，旁邊有合庫的俱樂部。我

也曾帶過球隊到大溪比賽，住在我的

老家，我家算是地方上不錯的，日本

時代有當過保正。 

但是第一代的合庫選手，大多數

是因為興趣，多數可能是在讀書的時

候，打過棒球或對棒球很有興趣，不

是受過專業訓練的，因此還是正職的

銀行員，每天上班正常，但又要兼顧

訓練，我自己在師範學校的時候，受

過訓練，我自己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也每天在學校的運動場跑步，我認為

運動的基礎，是體力，跑步是訓練體

力最簡單的方式，所以我規定隊員早

上八點要到新公園跑步，我自己也要

到，我那時等於有球隊沒有家庭。 

合庫棒球隊成立之後，各個銀行

 



 

之間開始比賽，因為誰也不想輸誰，

而且各個銀行的距離都很接近，都在

新公園附近，輸了很沒有面子，所以

就開始找實力好的選手，全省找，我

當時聽到哪裡有好選手，就會跟張我

軍趕快去看，以免被別得銀行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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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要請一個好球員，對方有時

會要求一個要挾帶一個，因為對方公

司希望他們的職員都有好的出路。在

這樣的找選手的過程中，要有些關

係。其實，銀行也是很有條件去找選

手，因為大家都想到銀行上班，銀行

也比較有錢，薪水高，球具都是用比

較好的，供應也都沒有問題，所以要

找選手，好手也很願意到銀行來。 

銀行的比賽就是我們說的六行

庫，參加的隊伍有台灣銀行、第一銀

行、彰化銀行、華南銀行、土地銀行、

合作金庫。一開始是打軟式棒球，後

來有打硬式棒球，原因是各隊實力愈

來愈強，大家也覺得硬式棒球比較刺

激，不像軟式棒球，娛樂性質比較高。

新公園的場地其實是不標準的，打軟

式棒球還可以，但打硬式棒球就很危

險了。 

六行庫比賽都是在新公園，很熱

鬧，因為比賽的時候，各銀行的職員

都會來加油，新公園也不是很大，被

這些人一擠就看起來很熱鬧，有時候

比賽會在下午三四點舉行，如果這時

候來沒有下班的人，聽到比賽觀眾加

油的聲音，都會被吸引。 

六行庫的比賽持續好幾年，大概

六、七年，後來敦化南路的棒球場蓋

好了，就到那邊比賽，這樣距離上班

的地方比較遠了，大家對棒球的關

心，也變得少了一點，到最後就只剩

下合庫有球隊。 

 
 
 
 
 
 
 
 
 
 
 
 
 
 
 
 
 
 
 
 
 
 
 
 
 
 
 
 
 
 
 
 
 
 
 
 

 



 

蔡文玉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4 年 4 月 23 日 
2005 年 5 月 20 日 
訪談地點：前金國中會議室、高雄市

中山二路佛教卍字會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我是 1917 年 2 月 15 日出生，七

歲的時候就讀高雄第一公學校，後來

到應慶大學讀書，文學部社會系畢

業。我是五年級的時候開始接受棒球

訓練，六年級時參加比賽。當時，旗

後棒球風氣就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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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我覺得一公的棒球勢力之所以強

盛，與教練有關，教練很親切也很會

訓練，教導我們棒球規則。除了學校

的老師之外，築港那邊有支棒球隊，

打硬式棒球的，當中築港的隊員松本

與櫻井會來教我們打球。我覺得教練

不只是告訴我們棒球如何打，規則如

何，而且也告訴我們棒球是團體運

動，最重要的是合作以及運動精神，

因此棒球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訓練，這

點是教練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地方。 

打棒球的對手，是高雄市內的各

個小、公學校，在我打棒球之前，各

校的對抗就在進行，我六年級的時

候，一公在高雄市的比賽中得到冠

軍，那屆比賽有一公、二公與三公，

小學校則有一小與二小，比較起來是

日本人的小學校比較強，因為他們比

較重視棒球，訓練也比較好。 

但是，比賽結果一公得到冠軍，

我們都很高興，因為一公是第一次得

到高雄市冠軍，同時，一公代表高雄

去參加全島少年野球大會。全體隊員

都是六年級的學生，只有莊銘燦是五

年級的學生。 

全島的比賽在台北，那是第一次

去台北，所以乖乖聽老師的話，一切

聽老師的安排。從高雄坐夜車，到台

北時已經是早上。在旅館時煮了半熟

的雞蛋讓我們吃，補充一下營養，讓

我印象深刻。 

比賽在新公園舉行，觀眾相當

多。因為是全島第一屆所以很轟動，

所以很受矚目。我自己沒有感受到日

本人與台灣人的分別，但場外的觀眾

是有人在抗議，日本人與台灣人有起

 



 

衝突。 

但是比賽之後，一公得到冠軍，

這很轟動，因為一公是唯一的台灣

人，其他的都是日本人，所以有日本

人輸不起就抗議，抗議許炎超過年

齡，許炎身高比較高大，大概比我們

多一歲，可以說是半大人，但是本來

比賽就沒有規定年齡限制。當屆比賽

我守右外野，我拿到打擊獎。我記得

當時台灣日日新報天天都有報導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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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來高雄時有人在車站歡迎，旗

後也是，大家都很高興，但我覺得沒

有很特別，當時提倡體育不像現在這

樣，是為了熱鬧要出名，當時是單純

的精神與體力的訓練。 

公學校畢業與留學日本 

公學校畢業後就搬到哈碼星，依

然有繼續打球。與一公的球員們組織

球隊，與李世雄與許炎等人，跟高雄

其他地方的球隊比賽。龔善良畢業後

到市役所工作，是很好的選手，但沒

多久便過世了。李世雄在港務局（築

港）上班，加入球隊，工作到退休。

許炎好像有去過中國。 

我從高雄商業補習學校畢業兩年

後，才去日本。我去日本時就讀日大

三中，三中當時是東京一帶青年野球

最強的球隊之一，但當時心中想著努

力讀書將來考大學，所以就未參加棒

球隊。但是當時日本六大學、職業棒

球、甲子園的比賽，都很流行，日本

人很瘋。 

棒球運動看球的觀眾很多，有時

好幾萬人在看，看球的人喊到喉嚨撒

啞，看球的人為自己支持的球隊加

油，比賽的輸贏好像是自己的事情，

各種不同的加油方式都有，唱歌、喊

口號各種都有。 

日大三中之後進入慶應大學讀

書，大學的運動風起很普遍，當時大

學生都很關心體育，好像每個人都要

有一樣擅長的運動，所以很多體育社

團，入學時體育社團來招生，我被美

式足球隊熱情邀請下便去參加，沒有

參加棒球隊。美式足球運動很激烈，

訓練也很辛苦。但當二次世界大戰發

生時，因為美日對立的關係，所以美

式足球就沒有那麼興盛。 

高雄市的運動雜億 

日本時代，高雄市流行的運動除

了棒球之外，比較多人從事的是網

球，每個學校都有網球場，打球的都

是官員、老師、銀行上班的，比較起

來日本人比較多，打網球比較斯文，

讓人看起來比較「不普通」。 

我當時也很喜歡看龍舟比賽，划

龍舟是高雄相當盛行的運動，當時在

第一船渠運河比賽，也有比賽划西式

划船，市政府與港務局會藉著端午節

划龍舟的時候，舉行西式划船比賽，

由日本人參加。 

划龍舟比賽相當多人看，划龍船

也會以學校為單位，當然也有社會團

體參加，當時的一公的老師林守盤，

負責划龍船時掌舵，比賽可不可以

贏，都是靠那個掌舵的人，那是相當

重要的職位。 

高雄龍舟賽比賽時，兩岸擠滿了

人，可以說是很受到大家的關心，因

 



 

 此要參加的人，都很重視比賽的成

績，往往比賽之前，就會積極訓練。

除了高雄之外，台南運河的划龍舟也

是有名的。 

 

 

運動的觀念  

 當時的台灣人對於運動的認識不

太一致，我的家長對於運動並沒有反

對，但有的人的父母則認為打球沒有

用。 

 

 

 但我認為專注一項運動是好的，

對身體的健康很好，也是一個精神的

訓練。運動也需要運用頭腦思考。所

以運動不只是鍛鍊身體，也要養成運

動精神，對於社會教育與國家教育都

很重要，有運動精神的人，人格不一

樣，風度、做人都不一樣，生意人賺

錢不擇手段，生意人有些不守道德，

經過正式運動訓練接受運動精神，比

任何的教育還有用。勝負不在乎，勝

不驕敗不餒，知道如何競爭，知道服

從規則，這是運動最好的訓練。受過

高等教育的人一定要了解運動。 

 

 

 

 

 

 

 

 

 日本時代從事運動會有限制，譬

如說棒球要組隊，單獨玩不起來，因

此棒球隊大多需要單位、組織來支持

比較有可能組成。沒有進入會社、官

廳等單位，就比較沒有機會接觸棒

球。相同的，沒有到學校讀書，也比

較少有機會接觸棒球。這部份的原因

是運動要有經濟支援，沒有支持是不

可能的。就像是少棒的時候棒球用

具、制服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人是

買不起的，如果不是學校支持，我們

就不能打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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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水現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問時間：2004 年 4 月 23 日 
2005 年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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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地點：前金國中會議室 
高雄市裕豐街許宅 
訪問人、整理人：謝仕淵 
 

 

 

日治時期棒球回憶 

我是 1917 年出生的高雄，打棒球

是從高雄第三公學校讀書的時候開

始，三公與一公的比賽，早期都是一

公獲勝，當時一公的李世雄很出名，

後來因為三公比較有訓練，所以都是

三公贏。畢業後，我們就在旭青年團

組織棒球隊。旭青年團都是三公畢業

的人，除了我，還有蕭長滾擔任投手、

許天賜擔任捕手。 

但是三公畢業後學校對棒球隊就

沒有經費的支援，旭青年團棒球隊就

需要附近許多商人店家支持棒球隊，

當時三公附近的營造商頭家像陳東

富、陳順家就支持棒球隊，戰後也繼

續。而我本身經營文具生意（經營中

央書局），有點收入，當時其他隊友都

是「吃頭路」，沒有太多錢，因此就由

我賺的錢，拿一些錢支持棒球隊，購

買球具。 

旭青年團棒球隊是自行訓練，主

要是利用三公的運動場，練球時間是

利用早上上班前（下午六點就開始練

球）以及下午下班後的時間，休假時

間也在練習，可以說是有空的時間就

練習打球。三公附近的棒球風氣很普

遍，所以都有些年紀比我大的人，會

來關心我們打球，也會幫忙指導。 

旭青年團最常參加高雄市的軟式

棒球賽，比賽分為春、秋兩季，由市

役所出面主辦，大約有二、三十隊軟

式棒球隊，大多數是公司、公家機關

組成，並且分級比賽，共分四級，就

是 A、B、C、D 四種，不同級的球隊，

會看球隊比賽的成績而有升降。旭青

年團一開始參加是從 C 級開始打起，

後來逐級升級，一直到 A 級，就不曾

降級，所以實力算是很強。 

比賽的時候球隊報名、繳報名

費、領隊會議、抽籤等程序都有。領

隊會議都在市役所召開，在市役所負

責體育活動的單位，除了棒球之外，

也會舉行其他體育活動。 

日本時代我們打軟式棒球居多，

打硬式棒球危險性高，花費高，技術

也比較高。（許太太：硬式棒球很危險） 

日本時代，日本人看不起台灣

人，都叫台灣人「你啊」，有點輕蔑的

感覺。日本人打棒球輸給台灣人，就

會覺得很不甘願，其實台灣人如果輸

給日本人也是一樣的。不過日本時代

日本人對棒球很提倡，日本人的經濟

條件也比較好，要不然球具怎麼貴，

不知要怎麼負擔。 

日本時代高雄市有個棒球比賽都

是以台灣人為主，但是大多只有兩三

個球隊參加，不是很發展。（按：所指

應該是高砂野球聯盟） 

 



 

後來到了戰爭的時候，棒球就沒

辦法比賽了，許天賜去當日本兵，當

時開始空襲，我跟太太戰時則疏開回

中部，全家回苑裡。前後大概一年多

的時間。直到戰後才回到高雄，住在

三塊厝草繩間附近（舊的公路局）。 

高雄市合組一隊後，實力強就拿

到冠軍了，高雄得過很多次省運冠

軍，但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七屆省

運，當時是高雄跟台北爭冠軍，雙方

的實力很接近，結果在重要的時刻，

當時年紀三十幾歲的莊銘燦上場代

打，沒想到打出安打，反敗為勝得到

冠軍。 
戰後初期的省運棒球 

戰後高雄棒球風氣的興起，與省

運棒球選拔賽的舉行有關。選拔賽時

有一公與三公兩隊，結果一公獲勝，

裁判雖然是三公的人，但很公正。與

一公的比賽打到後來，因為投手疲憊

的關係，只能投出直球，因此以一分

落敗。一公獲勝之後，邀請三公的選

手，但大家決定同進退，因此未參加

以一公為主的高雄市隊。 

早稻田大學訪問高雄始末 

我後來擔任棒球委員會的主任委

員與總幹事，這種職務最累，例如說

辦比賽，市政府有拿一些經費，但是

很有限，私人捐款比較多，例如第三

信用合作社的林瓊瑤當時隊棒球有興

趣，所以會支持棒球比賽的經費，他

也會出面向其他合作社募款。當時對

於高雄棒球的運動推廣，王天來、陳

其主等人也很熱心。高雄棒球委員會

的重心是在三公，一公比較少。 

三公附近有許多以前打球認識的

澎湖人，三公附近的營造廠老闆，大

都是澎湖人，例如陳東富，三公當中

有許多隊員是澎湖人，因此透過私人

的關係，找上沒有棒球代表隊的澎湖

縣政府。當時澎湖縣是由陳順家出

面，三公這邊是我出面。結果就決定

代表澎湖縣去參加省運。為了這樣我

們還曾經帶棒球隊到澎湖去訪問，跟

澎湖當地的球隊比賽。 

民國四十幾年，日本早稻田大學

來台訪問，到高雄時相關經費都是我

們去張羅的，一方面募款，一方面也

靠賣票來增加收入，日本隊來台訪問

由台北那邊聯繫，謝國城就寫信給

我，確定早大要來高雄訪問，棒球隊

一行到高雄訪問的食宿與遊覽的支

出，都由我們負責。招待他們到大埤

湖、左營遊覽，市政府方面並未出面。

這種事吃力不討好，做的好時沒人感

激，壞的時候被人罵。 

我們代表澎湖隊參加省運，竟然

打贏各縣市的代表隊，得到冠軍。之

後幾屆省運高雄市隊都沒有得到冠

軍，一公與三公的人，開始認為應該

要合併，增強實力才有機會爭冠軍。

當時一公是由李世雄、李騰芳出面，

三公方面是我出面協調。我們認為老

的選手漸漸退休，年輕的選手也沒有

那麼多，所以兩邊應該合組一隊，實

力比較強。 

早稻田大學很有名聲，日本時代

有來過，早稻田與慶應的早慶戰，在

日本也未必看得到，所以當早稻田到

台灣來時，當然造成很大的轟動，所

以我想應該有票房，所以敢答應他們

到高雄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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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比較有時間，比較會找經

費贊助的對象，這點很重要，比較適

合出任總幹事，當時的募款對象主要

是台灣水泥、台灣電力、海關等，當

時海關有個副稅務司，是個外省人，

但他懂棒球，所以他願意支持棒球，

信用合作社方面主要找林瓊瑤，我跟

他私交很好，我拜託他，他就會出面

去向其他合作社募款。例如每間合作

社有時可以出個五百元，賣票有時委

託電力公司、海關與台泥。 

當時，高雄就有棒球賽，但苑裡

沒有。 

從苑裡離開時，朋友離別依依不

捨，但到了高雄之後，第一次看到了

大都市很吃驚。苑裡沒有電燈，所以

小時候都會認為以後要嫁給有電燈

的。 

嫁給他之後，他就介入棒球很

深，所以受他影響也會看棒球。單身

的隊員都來我家吃飯喝茶聊天。 

 最後，果然是順利完成，戰後這

種辦比賽的事情很多，我想我大概參

與二十年，為了棒球吃了很多苦，別

人嫌，我也只能算，一切都是自己願

意的，高雄的棒球我介入最深，也是

最久的。 

 

 

 

 
 

 
許太太： 

 
我們在正言路經營中央書局，現

在我的小孩在經營。他是一個處事很

公正的人，所以大家才會要他負責球

賽跟球隊的事情，我當時要帶小孩又

要做生意，每天都很忙，沒有時間管

那些，但是有比賽的時候，我有時會

去看，當時比賽的場面很熱鬧，但球

場觀眾女生比較少，所以我算是少數。 

 

 

 

 

 

 我是中部人，苑裡人，因為是大

甲帽的產地，所以我很做帽子，還會

做很多花樣，我表兄開診所，所以十

幾歲苑裡公學校畢業後，就到高雄來

做護士。當時他在鹽埕埔的昭和印製

所上班，剛好在我上班的附近，他很

認真，老闆娘很賞識他，所以經過介

紹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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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丙丁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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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9 年 9 月 28 日 
2009 年 10 月 6 日 
2010 年 3 月 23 日 
訪問地點：台南市青年公園、台南孔

廟前廣場 
訪問人、整理人：謝仕淵 
 
 
 

第四公學校的棒球經歷 

我是民國 7 年（1918 年、大正 7
年）9 月 28 日出生，出生在台南小西

腳，就讀第四公學校，後來改名叫港

公學校，現在的協進國小。9 歲時入

學，那年是大正 15 年。 

正式進入學校的代表隊打球，是

從四年級的時候開始，起初是看到學

校代表隊練球，我就在旁邊撿球，或

者有時候會在學校跟同學傳接球，老

師看到了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因為我

平常在家裡，會跟附近的人一起打棒

球，所以有些基礎，老師看我球也丟

的不錯，就把我找進球隊。 

那時台南的少棒運動才剛開始幾

年，我是港公的第四屆，所以學校的

球隊，頂多也就是四年。當時棒球還

不是很發達，四年級的時候，我們全

班也只有我加入球隊。剛加入的時

候，還沒有機會上場，五年級的時候

開始當捕手，當捕手因為會被球打

到，當時雖然打軟式的，但是沒有護

具還是會痛，所以，沒有人要當捕手。 

少棒比賽是在台南公園舉行，參

加比賽的學校是台南市的五個小、公

學校，師範的附屬公學校沒有參加，

南門跟花園兩個是日本人讀的小學

校，台灣人則是第二、第三、第四公

學校。第二公學校比我們還要早開始

打球。 

比賽是一年一次，大概是夏天之

前，比賽的時候學校的學生會去加

油，一個學校來加油的學生有幾百

個，有點在拼的感覺，誰也不想輸誰，

兩邊都會唱歌加油，場面很熱鬧。但

是我們第四公學校，因為比較晚成

立，是新的學校，所以棒球的實力沒

有辦法跟其他學校比，當時南門跟花

園兩個小學校的實力比較強。少棒比

賽獲勝的球隊，可以把優勝旗拿回

去，明年比賽的時候要交回去，連贏

三年可以把優勝旗永久保存，所以每

個學校都會希望得到優勝旗。 

我畢業之後，有次南門小學校輸

 



 

給了港公學校，當時港公學校有幾個

比較大的學生，打的還不錯，日本小

學生哭的很嚴重，他們覺得不想輸台

灣人，聽說回去還被老師罵的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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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時候也有些有興趣的家長

也會來，但是不多，大人那個時候不

懂。就像是運動會的時候，家長會來

看，覺得運動在拼輸贏，很有趣吧。 

我開始打棒球的時候，我爸爸對

於棒球並不理解，認為打球會受傷，

叫我不要打球要多讀書，認為打球沒

有用，我只好說老師叫我去比賽，代

表學校比賽，我不能不去。 

少棒的時候，教練的訓練不感覺

很嚴，教練也不固定，好幾個老師過

來教，有時會被處罰，但是因為在學

校被老師打很正常，不只是在球隊。

台灣當時是殖民地，學生被打的時

候，家長也不敢抗議，也沒用啦，要

不然就退學嘛！ 

讀公學校的時候，是台南少棒運

動開始興盛的時候，那個時候少棒比

成人棒球還要普遍，但到我開始工作

的時候，台南的社會棒球風氣就已經

很普遍了，比學校還普遍，我想跟戰

爭大概有關，戰爭的時候學校好像比

較不支持棒球了，戰爭的時候，對硬

式棒球也有影響，因為硬式棒球主要

是以日本人為主，當時日本人都去當

兵。 

當時一起打球的隊友，有些畢業

後還繼續打球，例如少我一屆的許武

義與杜傳盟畢業後讀台南二中，就繼

續在台南二中棒球隊打球，不過二中

的棒球隊也不是很持續。另外，還有

林鴻祥則到一中，也有打球，一中打

球的台灣人就比較少了。 

 

嘉南大圳的棒球賽 

公學校畢業之後，我就到台南商

業專修學校讀書，讀商業專修學校的

那三年，因為學校沒有球隊，所以沒

打球。畢業之後，我到北門郡役所內

的水利會工作，負責嘉南大圳北門郡

範圍內的工作，當時是在佳里上班，

薪水是日給 8 角，一個月是二十四圓。 

到北門工作跟打棒球也有關係，

當時嘉南大圳範圍很大，附屬的單位

很多，附屬單位之間會舉行比賽，打

軟式棒球，我因為打過球，所以畢業

的時候，台南也沒有好的工作，我讀

港公學校時代的校長內山，當時在佳

里當校長，他就來問我，要不要去北

門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幫水利會打

球。 

在北門時，主要以工作為主，練

球是利用下班前一個小時開始練球，

但是那個時候，練球常常遇到人數不

足，大家都有事，很難大家都到，但

就是這樣練球，直到比賽前才會比較

積極練球。 

嘉南大圳的比賽是一年一度，參

加的隊伍很多，實力不是很強，但有

些單位輸人不輸陣，所以組織球隊，

約有五六隊左右，當時，嘉南大圳基

層的員工幾乎都是台灣人，日本人不

喜歡做這個工作，薪水對他們來說比

較少，認為水利工作比較粗魯，他們

大概比較喜歡商業、銀行、糖廠，比

較高尚，所以比賽的球員也就差不多

都是台灣人。但是，這個比賽只持續

 



 

一段時間，熱度過了就慢慢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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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州廳衛生課 

北門水利做了兩年左右，就到台

南州廳衛生課工作，那個時候是支那

事件的前一年，所以是昭和 11 年，我

去州廳上班。會去衛生課是戴嘉忠介

紹我去的，當時戴嘉忠也在衛生課，

他投球很快，衛生課內沒有人敢接他

的球，他就介紹我去衛生課，可以當

他的捕手，我就換工作到台南州廳，

所以也是因為野球的關係。 

當時總督府技手宗正隆，他在台

南的熱帶醫學實驗所工作，他雖然是

總督府的員工，但在台南由衛生課代

管，所以宗正隆會跟我們一起在衛生

課球隊打球，就是他接不好戴嘉忠的

球，所以才來找我到衛生課。 

宗正隆年紀比我大很多，是專門

學校畢業的，藥學背景，是九州的人，

在日本就打過球，對棒球很內行，所

以常在台南市指導棒球，葉清德當時

公學校畢業後，就在熱帶醫學實驗所

工作，所以葉清德也被宗正隆教過。 

在衛生課的時候，是正式的員

工，用雇員的名義，當時的待遇是月

給，一個月是 28 圓，算是不錯，當時

乙種巡察一個月也才二十幾圓。因為

打棒球而到州廳的，比較有名的就是

打硬式棒球的蘇正生，他也是雇員，

但是薪水比較高，薪水是看你的條

件，可以談的，像他從嘉義被挖角來

的，薪水比較高。當時，台灣人大專

程度，大概就是從雇員開始。戴嘉忠

經歷比較多，年紀比較大，一個月就

有三十幾圓。 

衛生課的時候，主要的比賽是州

廳內各課的對抗，以及台中、台南、

高雄三個州廳的衛生課的對抗。都是

打軟式棒球。三州衛生課的對抗第一

年台南輸，衛生課就補強選手，我是

這樣進去的，第二年台南就贏了。 

在州廳的時候，市內的比賽也有

參加，但是比較少。這種成人的軟式

比賽，就沒有啦啦隊，都是公司單位

的人來看。當時，台南有一年一度的

台南州軟式棒球賽，比賽的隊伍實力

比較強，那個就比較有趣。 

當時台南州廳的硬式棒球，實力

很強，硬式的比較專業，上午工作之

後，下午都在打球，曾經得過全台灣

的冠軍，硬式棒球隊的球員不可以來

打軟式的比賽，這樣比較公平。 

在衛生課的工作，跟一般員工一

樣，一樣要出差，當時常去採樣，只

有在比賽前一兩個星期，會提早時間

下班練球。所以因為打球的原因到州

廳，但是工作其實也都是跟一般員工

一樣。但是工作都是簡單的工作，例

如用顯微鏡看瘧疾的檢體，他們會教

我們看。預防注射時在旁協助。 

衛生課是日本人與台灣人是一半

一半，日台是有差別，第一台灣人不

能任官，學歷高也很難，有限制，例

如一個課可能一個台灣人可以任官，

任官可以多六成的薪水。台灣人就算

是工作能力很強，但也是一樣很難

升。獎金也是日本人比較好，台灣人

就比較少。分配工作也是一樣，台灣

人都是粗重的啦，但是這也沒辦法，

殖民統治嘛！ 

 



 

印象深刻的嘉農 打球看實力，沒有甚麼日本人台

灣人的分別，但是練球有時候借用學

校的操場，我們比較年輕的人，就會

自動先去幫東西、整理場地，不一定

是日台的關係，應該是年紀比較輕。 

昭和 6 年那年，我們學校棒球隊

做火車去嘉義，跟嘉義的學校進行友

誼比賽，比賽之後，我們留在嘉義公

園看嘉農練球，那時候嘉農還沒有到

甲子園，我也不認識吳明捷、蘇正生，

但是看他們練球，只覺得他們很厲

害。那個時候就覺得嘉農很強，後來

沒有多久，嘉農就出名了。當時，嘉

義除了嘉農，嘉中也很強，但感覺上

嘉中都是日本人，嘉農主要是台灣人

跟原住民。 

 

到緬甸當軍屬 

在台南州廳工作大概五年後，大

東亞戰爭開始，珍珠港事件後，我去

當軍屬，到了緬甸。志願到海外的軍

屬，一個月的待遇是一百元，待遇很

高，家屬還有優待，在台灣我不可能

有這樣的機會，而且一開始情勢不錯

不是很危險，所以就去報名了。 

嘉農的訓練很嚴格，聽說近藤教

練會用打的。所以球隊很強，嘉農是

靠台灣人跟山地人，日本人也有幾

個，當時，吳明捷很有名。吳明捷的

體格很好，嘉農畢業後去早蹈田大

學，大學時有次比賽，滿壘時打出一

支全壘打，很出名。早稻田大學畢業

後，他不想去打職棒，當時日本職棒

剛剛開始，也不知道會不會成功，但

是大學畢業很多公司爭著要，因此吳

明捷就到台灣拓殖會社上班，台灣拓

殖是大公司，戰時的時候，吳明捷回

台灣，在台南青年路附近，台灣拓殖

的辦事處工作一陣子，戰後，我們去

日本的時候，他在橫濱輪胎工作。 

軍屬一開始說是要做筆生的工

作，但是後來也不管了，軍隊要我們

做甚麼就做甚麼了，像是我不會開

車，後來也被派去開車。一開始到緬

甸之後，就接受英國人在那邊的設

施，住在英國人離開後的別墅，很大

間。 

在緬甸當軍屬的時候，一開始，

日本戰爭一直贏，局勢不是太緊張，

軍隊之間還會不定期進行棒球對抗，

所以我去緬甸也打過棒球，不過後來

開始輸的時候，就沒有打球了。 
吳明捷在日本很有名，我們戰後

去日本的時候，他帶我們去參觀早稻

田大學的棒球隊，看他們以前練球的

地方、宿舍，早稻田大學的人非常的

尊敬他。後來，他帶我們去看職業棒

球，也是不用錢，他說一聲我們就可

以進去看球了。可見他在日本的棒球

界的地位應該還不錯。 

戰爭結束後，我們等候遣返，被

關在集中營，當時，台灣人跟日本人

在集中營中打過棒球，台灣人組一

隊，當中有嘉農的，日本人則有很多

隊，日本人還有職業棒球選手，因為

日本的職棒選手當時也去當兵，所以

實力比我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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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運動價值與日台人之間 

日本時代，打棒球就是為了面子

的關係，不願輸，輸人不輸陣，所以

各單位爭相去請選手。但是，打棒球

的花費也很大，所以沒有錢或者不景

氣的時候，公司還是單位就不支持，

棒球就無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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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打網球的人很多，像

法院的打網球比較多，網球沒有那麼

激烈，感覺比較高尚，人數也不用很

多，兩個人就可以打，球具也比較單

純。所以很普遍。 

棒球雖然是拼輸贏，但運動精神

很重要，比賽結束，輸或者贏，都要

接受，日本人運動精神很好，輸了也

不會吵架，很甘願。這就是スポーツ

マ ン シ ッ プ （ 運 動 家 精 神 ，

sportsmanship）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

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

就知道了，日本人對台灣人不錯，不

過地位就是不一樣。但是，運動上就

沒有分別了，沒有辦法分別，所有的

運動規則都是要公平，結果也是清楚

的，跑一百公尺輸了就是輸了，那有

甚麼辦法不公平，不能看你是日本人

就不一樣，所以打球的時候，就都是

公平的。 

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

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

人，我們就打的很認真，打贏了很爽。

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在「客氣」的。

運動場是實力的世界，贏就是贏。 

比較有規矩的球隊，例如代表機

關的球隊，比較規矩自制，在休息區

就不會抽菸，打球完去喝酒也比較節

制，不會亂來，有些打趣味的，就不

管這些。 

 

台灣人的棒球隊 

台南的台灣人，出社會要打球也

會組織球隊，要打球的大家出點錢買

球具組隊，但是這樣也不夠，所以就

會去找附近的有錢人，拜託寄附，有

些理解棒球的人，就會幫忙，出錢的

人就會當領隊，但是領隊不一定會打

球。 

三友團是以台灣人為主的球隊，

打軟式的，領隊是黃欣，他是有錢人，

球隊就是他支持的，隊員有戴嘉忠，

還有個長榮中學的老師，田徑選手，

我當時在讀南商，比較年輕，我也有

參加，是候補球員，三友團還去旗津

參加過比賽。社會人士打球就比較自

由，不像學生這樣很嚴格。 

 

球具、球衣與場地 

我打球的時候，球具都是機關提

供的，我不曾買過，也買不起，連鞋

都不曾買過。當時打球的設備是學校

提供的，一般人根本買不起，少棒的

發展不靠學校是不可能的，球具是由

學校提供。台南州衛生課的時候，球

具也是機關提供的，我當捕手，手套

怎麼貴，我也沒有辦法買，但是機關

的球具是借的，不是給我們。 

工作的人打軟式棒球就比較有可

能，但是組織的支持還是很重要，至

於一般的社會人要打硬式棒球，更不

 



 

容易，老實說，也沒有必要，硬式棒

球是要去參加甲子園、都市對抗賽

的，目標不是這些比賽，成立也沒意

義。另外，硬式棒球費用很高，也是

不容易維持的主因，打硬式棒球球棒

常打斷，球棒又貴，是很大的開銷，

所以台南州廳硬式棒球一年的費用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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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南的棒球用品社，有間南

運體育用品社很有名，是由姓卓的福

州人開的，但是我不是很清楚狀況，

因為我沒有買過，給我的球具可以用

我就用。 

在台南棒球場蓋好之前，台南的

比賽場地不是很標準，在台南公園打

球是娛樂性比較高的比賽，要不然就

是少棒，而且軟式棒球是橡膠的，球

打不遠，所以可以在台南公園比賽。

但是在台南公園比賽有個好處，是要

看球很方便，每個人都可以看，不用

收門票。 

台南棒球場內野有觀眾席，外野

沒有，只有個斜坡，可以坐著看球，

比賽的時候有些有門票有些沒有，坐

內外野都看個人自由，有的人不喜歡

擠的就在外野，有的人喜歡湊熱鬧就

坐內野，不過沒有錢要看球，就在外

野看也可以，比較便宜，有的時候也

不用錢。 

台南公園沒有辦法舉行硬式比

賽，所以有一年日本六大學來台南比

賽的時候，比賽的地點就選在南一中。 

球衣的話也都是學校或機關提

供，比較正式的社會隊也會有球衣，

但是那種娛樂的就不一定有，像葉清

德他們那邊的人組織明治團不一定有

球衣，球衣也有分，有的是比較好的

布做的。 

 

日治時期棒球雜億 

六大學 

六大學的比賽一年一度會來台

灣，來的都是冠軍隊，日本時代他們

來台南比賽，我們就會去看比賽，比

賽是在台南市棒球場，是要收門票

的，球場觀覽室雖然不多，但是大概

都有一、兩千個觀眾，當時台南市才

十多萬人，這樣算是很多人看。 

我記得我有看過立教、法政、慶

應、早稻田都有看過，我們這邊都打

不贏他們。他們比賽不放水的，贏很

多也不放水，要盡全力打。職棒還沒

有成立之前，六大學是最好的，但是

職業棒球發展起來後，就還好。大學

生也讓人感覺不一樣，當時大學生很

少。 

 

收音機 

從小時候，就會用收音機聽棒球

轉播，但是聲音的品質不是很好，甲

子園、都市對抗賽等大比賽都會轉

播，台灣的大比賽也會轉播。印象最

深刻的是，昭和 9 年美國的職棒到日

本訪問，很轟動，貝比魯斯也來了，

他在日本時代就很有名，當時日本的

棒球實力差美國很多，日本派出最強

的還是沒有辦法打贏，當時是覺得美

國棒球真的很強。 

日本有兩個大學選手，一個是京

都商業的澤村榮治，一個是早稻田大

 



 

 學的夫馬，參加比賽，但是因為學生

選手不能參加職業的比賽，而被學校

開除，但他們加入職業棒球後很有名。 
 

 
 

 
教練的問題 

 
在北門工作的時候，打棒球的時

候有教練，但也不是很專業，大家都

差不多啦，常常是單位的主管，所以

教練都是日本人，年紀比較大，職位

比較高，對棒球的理解要看情況，有

的是看得比較多，但是也不是很專

業，有的教練是不太懂的，只是在教

導你在球場上的行為而已，譬如禮貌

啊，比賽的作戰，也不是很懂。 

 

 

 

 

 

 
 

 
其他棒球見聞 

 
台北的隊伍，像是鐵路、CB 都是

去找六大學的選手，薪水都很高。台

南州廳的大概都是專科。台南的鹽水

港、台糖也很有錢，比較可以支持棒

球隊，都是去請日本大學球隊的球

員。要有錢才有辦法打硬式棒球，才

有辦法找到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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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銘燦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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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4 年 6 月 7 日 
2004 年 10 月 10 日 
2007 年 2 月 17 日 
2009 年 6 月 2 日 
訪談地點：高雄市澄清路莊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公學校的體育活動 

我是民國七年（1918 年）出生，

八歲進高雄第一公學校讀書，現在的

高雄旗津國小。我們莊家世居哨船

頭，我家的租厝現在還在壽山公園附

近，所以我要上學，都要坐船到旗後，

其他的隊員都是住在旗後。當時，旗

後是高雄最發達的地區，哈碼星則才

開始發展。 

我讀公學校的時候，一到六年級

每個年級都有體操，體操上課主要是

做體操和跑步，上課內容每個星期有

一定的進度，而上體操的用意主要是

擔心學生整天坐在教室上課，身體沒

有活動，對健康不好。 

通常體操一個星期大概上一到兩

次課左右，高年級的體操大多是利用

下午時間上課，而一年級到三年級的

學生則因為只上半天課，所以體操上

課都是利用上午的時間。 

體操上課時，大致是全班先集

合、然後老師會點名，看看學生出席

的狀況、然後做體操，做完體操之後

跑步。上體操的時候，老師會注意運

動傷害的問題，所以有時會警告我們

要小心不要跑太快以免跌倒。而在運

動會之前，才會練習賽跑。 

我們學校體操科的老師也不是專

任老師，通常是各班的級任老師。老

師上課時的態度也不會太嚴格，太嚴

格時學生可能就不想上課了，而且父

母也會反對。 

我們第一公學校位在旗津，距離

海邊很近，老師也會帶我們去海邊，

但沒有下水游泳，只在沙灘上跑歨。 

體操課並沒有考試也沒有教科

書，所以打分數都是看學生的出席狀

況，以及從平時的活動中觀察來給分

數。對於升學而言，體操科的成績並

沒有影響，但是，當時如果要考中學

校需要體操的成績配合，老師都會幫

 



 

學生打比較高的分數，要不然體操科

分數如果太低，則沒有辦法報考中學

校的考試。 

除了體操課之外，放學後（大約

下午三點）有些學生會留在學校運

動，打球、盪鞦韆等，課堂間休息的

時候，同學也會在校園內或者操場上

遊玩，其實也是一種運動，當然也有

些同學在教室休息。早上到學校朝會

時，只有集合沒有做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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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也沒有穿體育服而且都是

赤腳，到學校時就把鞋子脫掉，所以

在學校都是赤腳。相當有能力的人，

才有能力穿皮鞋，一般學生都是穿拖

鞋。當時一個月賺二十五圓就可以養

家了，一雙鞋就要一圓多了，所以上

體操科時都沒有穿鞋。 

在學校讀書時，除了體操科有機

會運動外，我也參加過學校的運動

會，每年大約是七月的時候，年度結

束（休息五十天）之前，運動會的內

容與項目，是分年級依序進行賽跑比

賽，個人賽與接力賽都有，以及體操、

表演活動，各班各年級分別會為自己

的班級與年級加油。我印象中運動會

時市長並沒有來，只有校長而已，學

生家長有興趣的也會來，但我覺得並

不多。 

學校有學校的運動會，全市的小

學校與公學校也會舉行聯合運動會，

各校（五個學校）派代表參加，內容

以田徑賽為主，我曾經參加過跳高比

賽，在西子灣體育場舉行。場面也很

大，觀眾也很多，有的學校也有啦啦

隊，每個學校都是隊伍整齊的帶隊到

體育場，每個學校各自也有自己的加

油口號，同時，也一定會唱著自己學

校的校歌。學生去比賽時，則要自己

帶便當。 

在全市的小學校與公學校的聯合

運動會中，小、公學校一起同場競爭。

通常高雄的小公學校運動會，小學校

參加運動會前都有經過訓練，同時日

本人也比較重視體育活動，台灣人則

因為經濟環境較差，且忙於工作的關

係，比較少運動，因此，聯合運動會

中台灣人比較少贏，但贏了就很高

興。我可以贏日本人，是因為我家庭

環境好，我平時有在運動，因此，日

本時代台灣人能夠參加運動、打球，

大多是經濟沒有問題的。 

另外，家長比較沒有運動觀念，

大多反對小孩打球，認為唸書比較重

要，而且運動也還會有受傷的風險。

我想這應該是台灣人的運動成績不如

日本人的關係。 

體操科與運動會對我的影響，最

重要的是身體多活動可以比較健康，

像我現在八十幾歲了，幾乎天天都還

去打網球，因此運動對於身體健康幫

助相當大。此外，運動也可以鍛鍊精

神，培養忍耐、團結合作、堅持與毅

力，但是，運動也是無法勉強的，身

體健康是要靠自己的。 

 

接觸棒球與高雄市少棒賽 

公學校五年級時開始接觸棒球。

我因為住在哨船頭，有機會跟附近的

日本小孩一起打棒球，當時是在哨船

頭稅關附近空地打球，因此，我在進

入代表隊之前，就有些棒球基礎，所

 



 

以學校在選拔選手時，看到我有玩棒

球經驗因此就被選上。 

旗津的少棒是從我們開始的，是

民國 18 年的時候（按：之前旗津國小

便有少棒隊），當時棒球隊有兩個老師

在教球櫻谷慣之、松本曠，還有張煥

德老師會來幫忙。練球的時間通常是

下課後，老師拿球棒、球與手套出來

給我們使用，練完球再把球具收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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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港就在我們旗後，築港與高雄

州廳是高雄最強的棒球隊，都是日本

人，打的是硬式棒球。所以我們常有

機會看到築港練習棒球。學校操場也

有大人在打球，學校也沒有很大，所

以我們在訓練時，就規定大人不能打

球，以免發生危險。 

高雄市內每年會舉行一年一度的

少棒賽，參加的球隊包括一公、二公

（苓雅寮）、三公（三塊厝）與一小、

二小共有五隊，贏得球隊可以去參加

全台灣的比賽。當時打棒球就是為了

參加高雄市的選拔賽，並沒有其他的

友誼賽，因此正式比賽前只有練習、

沒有比賽。練球時，老師常請教築港

的選手。 

五年級開始沒多久，大概四月、

五月開始就加緊練習，夏天的時候比

賽，比賽是市役所主辦的，比賽地點

是在西子灣，以循環賽決定輸贏。隊

員都是六年級的學生，投手、捕手、

一壘守、二壘手、三壘手等都是六年

級生，只有我是五年級。 

一小相當強，都是日本人的子

弟，比較有後援，在鹽埕的二小都是

商人的小孩，有錢的人才會參與。在

苓雅寮的二公比較弱。公學校部分，

一公與三公比較強，之間也有對抗的

意味。三公常輸一小，大部分都是一

小與一公對決，三公大概排第三，比

賽時，三公都在想只要贏一公就可以

了。 

因為這樣，每個學校都想贏，所

以每個學校各自動員啦啦隊，到場加

油，因此球場上很多人，聲音也很大，

加上其他觀眾我想大概有一千人左

右。比賽時學校的啦啦隊有點各校對

抗的感覺，小學校與公學校有種對抗

的感覺。比賽的結果，我們輸給一公，

但贏了其他學校，得到高雄的冠軍。

代表學校得到冠軍，是很大的榮譽，

贏了之後在學校或者在旗後都會得到

稱讚。 

 

進軍第一回「全島少年野球大會」 

得到高雄市冠軍後，學校的老

師，拜託築港隊的選手前來指導，築

港隊是高雄兩支硬式棒球隊之一，當

時另一支硬式球隊是高雄州廳。 

而為了去台北比賽，學校還買橡

膠的運動鞋給我們穿，薄薄的那種

鞋，穿上鞋才不會被人家笑，比賽也

是穿這種鞋比賽，不像日本人什麼都

有。要不然我們之前都是赤腳打球。 

我們到台北時，除了教練，一共

有十一名隊員。半夜坐車去台北，火

車到台北是早上晚上各一班車，坐夜

車可在車上過夜，可以省一晚的住宿

費。上車後不久，我就在車上睡著，

不久便開始作夢，夢到我在車上睡

覺，結果車子到站，大家都先下車了，

我還在車上，此時，我就開始大叫，「不

 



 

要把我丟在車上，不要把我丟在車

上」，我因此被學長笑，後來我就勉強

撐著不敢睡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

台北，很高興，覺得台北很熱鬧，我

們住在新公園附近的旅社，住在一個

有總鋪的房間。 

附錄-46 

第一回的全島少棒賽，參賽的球

隊只有我們是台灣人，剩下台北州旭

小學、新竹州新竹小學、台中州台中

小學、台南州南門小學都是日本人，

只有我們一公是台灣人。比賽的時候

我是游擊手，我們的投手許炎很強。 

在台北比賽，是在新公園，觀眾

相當多，台灣人沒有啦啦隊，但有一

些台灣人也會去加油，在台北的台灣

人也會替我們加油，不會替台北的日

本人加油，台灣人會為台灣人加油。

當時與日本比賽多少有一些對抗的感

覺，但是打贏日本人是很困難的事。 

場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甚至發生

衝突，主要是因為台灣人對判決不

滿，台灣人就大聲抗議，抗議裁判不

公平，有時大喊「這個球是壞球，怎

麼判好球！」。我有時也覺得有些地方

不公平，但棒球比賽就是裁判的判決

為主，不滿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的實力比較強，所以

贏得冠軍，很不簡單，全台灣的冠軍。 

比賽之後，擔任投手的許炎因為

比較晚入學，所以年紀多了我兩三

歲，當時日本人抗議許炎超齡，所以

第二屆比賽時就有年齡的限制了。 

得到冠軍之後，我們十一個人每

個人得到一個紀念優勝章，比賽結束

由隊長許炎代表接受後，老師擔心球

員將優勝章丟失，所以便由帶隊老師

集體保管，直到返回旗津，校長在宴

請球員時，頒發給我們，還有拍照紀

念。 

這個優勝章，已經有八十年了，

很珍貴，只有十一枚。其他的我都不

稀罕。我從少年時到現在，過年過節

或者出席社交場所，如結婚喜慶、或

者跟朋友聚會聚餐，我穿比較正式的

衫，優勝章跟我爸爸傳給我的懷錶，

就會一起繫在褲頭，有很多人看到

了，就會好奇問我，那是甚麼（優勝

章），我就要說一次，我打棒球得到全

台灣冠軍的事。 

去台北只有比賽，但要回高雄的

那一天在台北市區逛一下，同時去參

拜台灣神社以及總督府，也到了後火

車站的大稻埕參觀，有人問起，我們

才表明身分。 

當晚我們坐夜車回高雄，早上回

高雄的時候，就有一公的學生來舊火

車站歡迎我們，市役所也派人來迎接

我們，然後走路到高雄州知事官邸拜

會，之後走路到哈碼星渡船頭坐船回

旗後，然後拿著優勢旗遊街，繞了一

大圈行經媽祖廟拜拜，之後回學校。

到學校的時候，學校與家長聯合一起

請我們吃飯，那一餐的滋味相當好

吃，印象深刻。 

第二屆全島少年野球賽時，一公

又代表高雄去參賽，當時我已經是投

手，不過這次的比賽，我們沒有得到

冠軍。但連續兩年得到高雄冠軍，一

公的實力可以說是很強的。 

旗後的棒球程度好，都是靠築港

的指導，築港的主將來教，才可能得

 



 

到冠軍。第三屆的時候，高雄第一小

學校得到冠軍，那是因為一小抗議，

說日本人不教日本人，而去教台灣

人，築港的日本人就不來指導，一小

才得到冠軍。 

蔡鳳鳴、許漢水的時候（1936
年），一公又得到一次高雄冠軍，但是

那個時候沒有全台灣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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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野球聯盟的回憶 

高砂野球聯盟是由高雄州的台灣

人所成立的，聯盟成立與旗後人的組

織有關係，像是陳光燦、潘致祥、潘

財源、黃猛，他們都有幫忙，經費完

全是台灣人出資，打的是軟式棒球，

是由一群對棒球有興趣的台灣人成立

的，比賽的場地曾在西子灣也曾在旗

後，比賽的裁判也是台灣人，比賽的

觀眾並不是太多，而且觀眾也都是台

灣人。 

聯盟的比賽是一年一度，當屆的

冠軍隊伍，要主辦下一屆的比賽，我

印象中參加的球隊包括鹽埕埔、三塊

厝、哨船頭、苓仔寮、旗後等隊，其

他所在像旗山與屏東有來參加，但比

較少，大多數都是高雄市的隊伍。 

各球隊的領導人也大致上是各個

地方有名望的人，比如說哨船頭那邊

就是盧安心、莊添木，旗津則是李世

雄、許炎等，鹽埕埔則是林穩成與王

天來。 

聯盟比賽的水準比不上築港與州

廳等高雄有名的硬式棒球隊，用現在

的話來說，大概是甲、乙組的差別，

因為台灣人沒有這麼多時間打球，日

本人的棒球隊，是利用休假日就練

習。球與球衣、棒子、手套等棒球用

具也完全不同，台灣球隊的運作都是

靠私人支持，日本是公司支持，而且

有人的教導，訓練比較專業。 

高砂野球聯盟當中打硬式棒球的

人也不多，例如市役所的龔善良、許

炎，築港隊的李世雄、我與簫長滾則

在日東商船。 

高砂野球聯盟大概持續了好幾

年，但甚麼時候結束我沒有印象。 

 

高雄棒球記憶 

我畢業之後到商業學校就讀，在

學校並沒有打棒球，但放假的時候，

會參加旗後那邊的球隊打球。畢業後

去郵局上班後繼續打球，郵局是打軟

式棒球，我當投手，蔡鳳鳴的哥哥也

在郵局打球，全隊就我們兩個台灣

人。在郵局的時候，主要是打春秋季

的比賽。春秋兩季的軟式棒球賽，很

多隊參加，有時是淘汰制，有時是循

環制，比賽都是利用星期日進行，當

時大家都要上班，棒球是工作結束玩

的，所以一定是在休假的時候比賽。 

後來日東商船會社要組棒球隊，

我就到商船會社上班。日東商船跟大

正興業是要拼都市對抗賽的，所以開

始打硬式棒球，都市對抗賽時，兩隊

合組成實業隊，代表高雄市參加比賽。 

高雄軟式棒球隊比較多，郵局、

鐵路、稅官、築港、市役所都有球隊，

硬式的就是築港與州廳，但是打硬式

的台灣人很少，最有名的就是在築港

工作的李世雄。 

 



 

棒球運動的價值與經濟基礎 中日事件爆發後，過了幾年日本

佔領香港，我因為在日東商船會社工

作，公司派我去香港的香港支社當會

計主任。去香港也還有打棒球，跟在

香港的日本人打球，香港大約有兩支

棒球隊，常進行友誼賽。 

當時家長大多反對小孩打球，認

為唸書比較重要，運動還會受傷，就

算得到全島冠軍後，家長的態度還是

一樣。偷偷練球，都不敢讓父母知道。

台灣人不喜歡讓自己的小孩打球，卻

很喜歡看人家打棒球，因為打球要花

錢，但比賽有輸贏大家愛看。此外，

當時工作不容易找，家長很擔心學生

找不到工作，所以都要我們唸書，不

要只顧著打球。當時畢業後，家長還

要努力幫忙找工作。 

戰敗後，英國來接收，我要回台

灣，卻要我行李留著，人先上船，結

果行李卻不見了，1946 年 1 月回基隆

的時候就找不到行李了，棒球有關的

照片也全部不見。結果，回到台灣身

上沒錢，後來，政府用貨運車載我們

回高雄，一路沒有吃飯，餓了一天一

夜。 
一般人普遍會玩的軟式棒球，常

常比賽時也沒有穿鞋，手套、木棒等

球具也不讓我們帶回家，都是公司

的。球具也很貴，當時一個月賺二十

五元就已經不錯了，一個手套都要五

圓左右，日本進口的，一般人怎麼可

能買得起。 

 

戰後棒球的經歷 

戰後大家最重視的比賽就是省運

棒球賽，我在第一屆省運的時候，代

表高雄市，選手兼教練，沒有得到冠

軍，冠軍是澎湖，但是隊員都是三公

那邊的人，三公那邊很多澎湖人，他

們在市內的選拔賽輸給我們，但是代

表澎湖得到冠軍。 

但我家庭環境不錯，所以不只打

棒球，當教練的時候，還可以提供球

具。這些工作都是義務的性質，球棒、

手套、球都是我提供的，當時球具很

貴，我之所以有球具是因為戰後日本

人要離開台灣，日本人將球具拿去當

舖當，我為了球隊練球，因此去當鋪

把這些球具買出來，因此我就有棒球

用具提供球隊練球。因此，我當教練

是出錢又出力，完全義務的。 

第五屆省運開始，一公與三公就

聯合起來，第五屆打到決賽，比賽是

在雄中舉行，最後輸給台北，沒得到

冠軍。第六屆省運在台北，第七屆（民

國四十一年）在屏東，高雄終於得到

冠軍，此後我就沒有打球，僅當教練。

當過高雄省運代表隊、海軍棒球隊、

鼓岩國小，省女壘球隊等隊的教練。

在海軍棒球隊時候，黃仁惠、劉仲義

等都是我訓練的。之後又到陸軍軍官

學校當體育教官。 

當時我還因此被父親罵，他認為

有的人的生活都已經很困難了，而我

還在天天打球。我是靠我父親維持生

活的，因為他可以說是高雄第二的（指

財富），當時高雄有一棟五層樓是百貨

公司，另一間四層樓的房子就是我家

的，因此大家就叫我爸爸「老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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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父親當靠山，我沒錢就像他拿錢，

要不然就向我太太拿錢，她是楠梓街

街長的女兒，也是南女畢業的，地主

的女兒。 

 
 
 
 

因此我當時真的是吃飽就是在打

棒球，父親過世後，我才覺得不行，

因此不參與棒球了，改打網球，還曾

代表高雄參加長青盃比賽得到冠軍，

一直打到八十二歲才沒有參加比賽。

我也到高雄市政府工作，當楊金虎市

長的機要秘書。也打高爾夫球，我的

運動神經不錯，沒有打過高爾夫球，

首次下場就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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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長滾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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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4 年 4 月 29 日 
2005 年 6 月 20 日 
2008 年 3 月 19 日 
2009 年 9 月 14 日 
訪問地點：高雄市市中二路蕭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與公學校體育活動 

我是 1919 年 6 月 28 日出生在高

雄的三塊厝，在昭和 2 年進入高雄第

三公學校讀書，接觸棒球是因為四年

級時我常去看棒球隊練球，本來是在

旁邊看，後來老師覺得我有興趣就把

我叫去練習。 

小時候的環境比較沒有其他的運

動，因此就常跑去看球隊練習，但自

己沒有打過。所以我小時候，三公以

及附近的社會人士就有些棒球風氣，

因此我才會有機會接觸棒球。 

當時日本人的棒球風氣比台灣人

興盛，我學校畢業後，看到一小得到

比較多的資源，學校與家長比較支

持，台灣人比較少人打球，應該經濟

問題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台灣人對棒

球的興趣不比日本人也應該是原因，

但我的經驗是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

樂所以並未反對，只是關心並未反對。 

高雄當時是工商社會，高雄的人

也大多數都在上班，做農的家庭比較

少，因此利用休息時間打球，也不會

影響到工作作息。鄉下農家的小孩去

打球家中就少了幫手，所以務農的家

庭可能會反對小孩打球。 

當時的公學校有體操課，但是在

做完體操後就放學生在操場自由活

動，沒有特別的規劃。沒有按照順序

說，一年級教什麼、二年級教什麼。

中學以上的體操課，才有教柔道和劍

道。當時唸公學校並沒有學齡的限

制，班上同學的年紀有的都差四、五

歲以上。 

公學校沒有專任的體育老師，中

學校才有。公學校的體操課並不嚴

格，體操課的成績是看學生在運動會

上的表現而定。要到中學校時才有依

課程表上課，像是今天學跳箱，下次

學劍道等等。那時是重視五育均衡，

雖然升學時會有身體檢查，但體育表

現優秀對升學並沒有特別的幫助，只

是表示身體健康而已。 

全市的小、公學校一起參加的運

動會一年有兩次，分春、秋兩季舉行。

 



 

學校的運動會非常熱鬧，不光是學生

的家長會來，地方上的名人、市長、

教育局長也都會出現。大概有做體

操、升旗，然後有事先安排的表演節

目。學生在運動場上比賽 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還有跳高、跳遠，這

是運動會的重頭戲。當時並沒有類似

現在的親子競賽項目。體育表現較好

的學生會被選為校隊，訓練後，參加

全市的運動會。運動會的獎品是兩本

寫字簿、幾張捲起來的紙，和幾支鉛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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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棒球的關係 

三公畢業之後，經過兩、三年進

入台灣鐵工所工作，台灣鐵工所有組

織棒球隊，當時台灣鐵工所，還有淺

野水泥、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

電化等公司，稱為五社。五社之間有

一年一度的棒球對抗賽，是打軟式棒

球。所以跟參加都市對抗賽沒有關係。 

當時台灣鐵工所並未參加高雄市

例行的春、秋季棒球賽，鐵工所看重

的比賽是一年一度高雄五大會社的五

社棒球賽，五個會社的球隊實力都不

錯，但屬於業餘性質，比賽的場地都

在東球庭或者高雄中學。這五個會社

每個會社的員工起碼都有三、四千人

以上，加起來有一、兩萬多個人，比

賽的時候員工都會來加油，喊口號唱

歌很熱鬧，就當時高雄的人口十幾萬

人來說，高雄當時的棒球風氣很興盛。 

五隊之間的棒球賽，有種公司拼

經營業績的感覺，誰都不想輸，所以

經營階層對棒球隊很支持，球具、服

裝都不是問題，甚至還會去挖角球

員，當時鐵工所就去挖角台南州廳的

球員。在鐵工所，是上午上班，下午

就去練球。 

棒球隊中大概都是日本人，鐵工

所隊中的台灣人，只有我，還有另外

一個，我忘了名字，其他的會社球隊

也大概是這樣，淺野水泥好像沒有半

個台灣人，但五個會社的基層員工都

是台灣人。 

我在鐵工所上班前後有兩次，因

為我曾經被挖角到日東商船會社打

球，在那裡待了四、五年的時間，我

轉勤都是因為打棒球的原因。當時日

東商船會社社長出來選高雄市的議

員，他對棒球相當有興趣，因此組織

棒球隊。 

他比較沒有日台的差別，球隊中

台灣人就有好幾個，例如許漢水、莊

銘燦以及我，社長出身棒球名校立教

大學棒球隊，所以對棒球隊有興趣，

一方面利用棒球隊作為交際的手段，

例如商船會社與糖廠有業務往來，因

此，我們就常跟製糖會社的棒球隊打

球，作為交際應酬的手段。因為日東

商船與大日本製糖往來，所以我去過

大日本製糖的糖廠，例如虎尾、南靖

糖廠等，但是去糖廠比賽，好像是為

了吃飯喝酒的，因為糖廠與會社負責

人都會出面請吃飯，達到了交際應酬

的效果。打球是個名義，是副作用，

但是打球完，吃飯喝酒交際變成重點。 

我在日東商船待遇很高，大概接

近一百元，是一般上班的兩倍以上，

後來，鐵工所負責棒球隊的人，跑來

問我要不要回去鐵工所，我本想鐵工

所待遇大概六十元，所以沒有考慮，

 



 

但是後來才知道，鐵工所業務很發

展，會發獎金，獎金甚至有七、八個

月。待遇其實跟日東商船差不多。加

上，當時因為戰爭的關係，日東商船

對於打都市對抗賽也沒興趣了，所以

就再回到鐵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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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時由於戰爭的影響，棒

球被認為敵人的運動，以及一些人去

當兵了，棒球運動因此受到影響。戰

爭的時候不僅影響到正常比賽的舉

行，連一般練球也在空襲之後受到影

響，因為空襲之後高雄許多人都疏開

了，當時我也疏開到觀音山，雖然大

戰時棒球活動曾經暫停了一段時間，

但戰後大家閒閒沒事做，還是相約打

棒球，所以棒球活動又自然開始了。 

 

軟、硬式棒球 

當時高雄上班的人，放假會去看

電影、上咖啡廳、聽歌等，打網球、

打棒球都是有一定的教育程度與收

入，我自己覺得打棒球的人自己會覺

得比較特別，比較「風流」，畢竟打球

是十幾個人打，很多人在看，穿起球

衣的時候會覺得別人都在看。打網球

來說，打軟式網球是為了興趣，當時

打網球的人，需要場地、器材支援，

球具也很貴，可能會給人在銀行上班

的感覺。 

打軟式棒球與打硬式棒球有差

別，打軟式棒球比較是為了興趣，而

打硬式棒球大多是要公司支援。打軟

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球高一

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

較多，危險性也高很多。比較起來硬

式棒球還是日本人為主，日本時代高

雄沒有幾個打硬式棒球的台灣人。 

但站在普及棒球運動的角度來

看，軟式棒球隨便都可以打，技術也

不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不同，所以

軟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

的幫助。打硬式棒球所需的球具、球

衣等，都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

球時，所需的球衣、手套等，都是自

己自備的。參加這種軟式球隊，都是

參加的人大家繳錢，因為大家都在上

班，所以還可以負擔，不過有些人比

較有能力的，就會出多一點。 

當時，我在打球的時候，高雄市

的軟式棒球隊大約有三、四十隊，春、

秋兩季都有比賽，那是當時高雄規模

最大的比賽，參加的台灣人不少，軟

式棒球隊其中還有分級，分為 ABCD
等四級，當時市役所的體育課負責相

關事務籌備比賽，開領隊會議的時

候，與會者會根據各隊實力，將球隊

分級。因為分級就可以看出有些球隊

是為了趣味的，年紀比較大的人參加

的。 

比賽都是由市政府的人負責，裁

判大多以日本人為主，台灣人較少，

大多是一些與市役所關係好的人，但

是，硬式棒球賽都是日本人當裁判，

我想原因是因為日本人與主辦單位關

係好有關，我想多少也與日本人自認

為是台灣的統治者的優越心態有關。

但是當時日本人接觸棒球比較久，對

於棒球技術比較熟、規則比較熟也有

關。 

當時三公畢業生為主的旭青年

團，有參加每年的春秋對抗，成績不

錯，但是沒有拿過冠軍。一公、二公

 



 

那邊的人，也都有組隊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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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野球聯盟的回憶 

高砂野球聯盟都是在旗後舉行比

賽，是由台灣人組成。雖然高砂聯盟

的規模並不大，但意義不錯，因為當

時高雄市棒球協會舉辦的比賽，日本

人比較多，台灣人很少，比賽也大多

數都由市政府主導，所以比賽前都要

去市政府開會，一般台灣人的棒球選

手比較少發揮的機會，高砂聯盟可以

提供台灣人打棒球的環境。這個聯盟

的運作都是由一些熱心棒球的台灣人

獨立經營的，大概是旗津一公那邊的

人比較多，譬如說後來當合作社主席

的黃猛。 

我曾經代表共愛隊參加過高砂聯

盟的比賽，成員都是以做生意的人、

上班的居多，賣米的、開西裝店，是

由陳其主出面號召組織的，他是經營

西裝店的。所以如果不是在日本公司

上班，但對棒球有興趣的人，就邀集

同好自組球隊。高砂野球聯盟的成立

大概和這樣的情況也有關係吧。 

我參加過一次高砂聯盟的比賽，

是在旗津，但並沒有很多觀眾，我覺

得聯盟就不是很「發展」。不知是不是

因為這樣，聯盟的維持不是說很久。

其他的隊伍，像旗後那邊也有一隊，

隊員就是許炎等，是以一公為主，三

公的代表是旭青年團，我也代表過旭

青年團。一公與三公之間具有對抗性

質，從學校的比賽到高砂聯盟也有對

抗的感覺。哨船頭有一隊叫 SS 隊，莊

銘燦就是那一隊的主將，SS 隊是以一

公在哨船頭這邊的人（不是在旗後）

為班底。 

 

日本參加都市對抗賽 

高雄市代表參加都市對抗賽的隊

伍，是由大正興業與日東商船為班

底，組成「高雄市團」，還有一些其他

公司的選手。昭和 15 年，高雄市代表

隊找來兩個滿有名的日本大學生來當

打手，一個是清原初男與櫻井寅二，

清原是投手，櫻井是捕手。清原是六

大學有名的立教大學的隊長，櫻井是

甲子園三連勝的中京商業的選手，後

來到慶應大學。他們兩個實力很強，

高雄受到矚目跟他們兩個有關。 

在臺灣的都市對抗賽中，高雄隊

很難打贏台南隊。那時臺灣比較強

的，是台南州廳和台北鐵道隊，高雄

隊只算是 B 級的。但是因為補到實力

好的選手，昭和 15 年高雄市得到代表

台灣的權力。那一年去日本，是我 21
歲的時候，李世雄先生跟我是其中兩

個台灣人。 

都市對抗賽是採用抽籤的方式來

決定比賽對象，參賽隊伍有二、三十

隊，比賽是一敗就淘汰，因此實力很

重要，但籤運也很要緊。去日本比賽

的費用是由高雄市政府出錢，好像有

十萬塊左右。出發前有球迷到火車站

歡送。當時先做火車到基隆，再從基

隆搭船到神戶以後，先搭火車去大阪

和當地的球隊進行一場友誼賽，然後

去東京參加比賽。去日本一個多月，

但只打了一場比賽。因為那時是採單

淘汰賽制，首戰是遇到韓國的京城

隊。照都市對抗賽的分級，我們臺灣

的高雄代表隊只是 B 級，而韓國的京

 



 

城隊是 A 級，所以比賽時他們的呼聲

很高，那年最後也是由他們拿到冠軍。 
我覺得自己在棒球訓練中吸收到

正當團隊生活的規矩，是一種很好的

人格養成，對思考和為人處世都有很

好的影響。棒球也是一種很好的精神

磨練，團隊生活也讓人不會有自私的

心理。球員時代的訓練，也讓我覺得，

一個球員第一就是精神要好，第二是

技術要好，第三是體力要好。 

那個時候球員雖然待遇不錯，但

不算很有派頭，但是政府對我們很

好，每個球員都發一套西裝，零用錢

也給很多，到日本比賽，前後一個月，

比賽一場就結束，之後就在東京遊

覽。當時的比賽在東京後樂園球場，

觀眾有十幾萬，或許因為我是候補沒

有上場的關係，所以並不特別覺得緊

張，只是看到這樣大的場面，前所未

有，覺得有點驚惶。 

也因為我的球員生活不是很順

利，經歷過很多的磨練，都市對抗賽

得勝之前一直是一個無名小卒，所以

我很能理解二、三線球員的心理和狀

態，對他們的培養也特別用心。 
雖然我當時沒有上場，但當時日

本的南海鐵道職業隊想要挖角我，所

以我去詢問那兩個日本大學生的意

見，他們要我考慮自己是不是能適應

那樣的生活。另方面，我當時是擔任

投手，但是日本那邊好像是要我去擔

任內野手而不是投手，因為我跑的很

快嘛！那時候我一百公尺跑 11 秒 3，

在那時候算是很快的了，而且我的臂

力很好，投球可以投到 110 公尺遠，

憑這樣可以訓練成內野手。想想自己

打球是因為興趣，打職業的話若身體

不舒服或不想打的時候就沒辦法隨自

己的意思，那時的日本職棒也才剛起

步，是不是有未來也不能確定，於是

我考慮之後沒有接受。 

 
 
 
 
 
 
 
 
 
 
 
 
 
 
 
 

昭和 17 年，我在高雄代表隊擔任

主投手，拿到臺灣都市對抗賽的冠

軍，要代表台灣到日本比賽。但是怕

在去日本比賽的途中會被美軍的潛水

艇攻擊，最後沒有赴日比賽。所以空

襲後一切的活動就停止了。 

 
 
 
 
 
 

  
 

棒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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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英一郎先生  棒球口述訪問

∗ 
 

 

 

 

我是 1919 年 5 月 12 日出生於岡

山縣，因為我父親做的是台灣木材的

工作，所以五歲的時候到台灣，後來

就讀台北壽尋常小學，在西門區，在

那裡一邊唸書，一邊就喜歡上了棒

球。因此，透過棒球，和台灣的人們

建立起好交情，即使是在我去甲子園

比賽的時候，從慶應畢業的時候，還

是長大後，成為亞洲會長的時候，都

能和大家成為好朋友。我始終都是這

樣想的。 

小學畢業後，我繼續在台北唸

書，念的是台北一中。在那裡打了棒

球。因為當時我才五歲，還是個孩子

的時候，所以不是在日本打的棒球。

全部都是在台灣。台灣棒球的起源是

在日本人去了之後，而台灣總督也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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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內容整理自公共電視訪問山本英一郎先

生之逐字稿。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

球百年風雲」紀錄片。 

盡心力推動棒球的普及。 

台灣的總督很想透過運動、學

識、教育來和台灣人交好，所以才會

想以運動和台灣人，或許是原住民，

也就是高砂族，來一起參加也說不

定。那時台北的小學，在我就讀的時

候就已經有棒球了。我並不懂棒球，

是在台灣才學會棒球的。 

小學十二歲的時候，在台中舉行

台灣全島兒童的比賽。台東的高砂族

也來了，我是以日本人在台北小學優

勝隊伍的身份去參加的。其他還有台

中、台南、高雄，台東等地的球隊，

台東的隊伍就是高砂族的球隊參加比

賽。最後獲勝的是高砂族的球隊。這

點可是沒人知道的喔。我就讀台北一

中時，在決賽中輸給了高砂族。所以

也有台灣人的選手參加，大家的感情

都很好。那時候的日本總督所做的教

育是很成功的。事實上，當時因為台

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透過日本式

教育，台灣人就學會了棒球。因此我

認為，棒球很早就得到台灣各界的廣

泛認識。 

我小學畢業後，就讀台北第一中

學，曾經兩度打進甲子園大會。我入

學的時候，台北一中就是支強隊。不

過，嘉義農林很快就變得更強了。所

以參加甲子園比賽的時候，就輸給了

嘉義農林。我也輸了兩次。那時候參

賽的有吳昌征，嘉義農林也有很多選

手是台灣人。還有就是高砂族，也就

是高山族。嘉義農林真的是非常強。 

甲子園的比賽唯一一件好事就是

台灣和韓國的京城中學，還有之後滿

州也有隊伍前來，像是鞍山的球隊。

 



 

大家齊聚一堂，進行友好的比賽。我

認為那是件好事。像是鞍山、奉天這

些學校也來參加甲子園。中國的天

津、北京（的學校）雖然沒能來，不

過天津商業也有參加甲子園喔。來自

滿州的隊伍也參加了甲子園。如果要

舉出一些名字的話，有鞍山，就是產

煤的地方。還有像是奉天這個學校也

來到甲子園。中國則是由天津商業來

參加。北京輸了，不過天津（商業）

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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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亞洲各國，日本、台灣、韓

國、中國，大家的感情都很好，透過

棒球，結為了一體。我是在那種環境

下成長的，亞洲民族不會因為各種政

治考量而變得支離破碎。只要透過一

個東西，就是棒球，大家都能有良好

的關係。我是這麼認為。 

嘉義農林的監督曾經是日本四國

地區的松山商業的教練，那位老師去

了之後，嘉義農林就變強了。那時候

聚集的有台東和花蓮的高山族，還有

台灣人，大家都加入了。所以沒有日

本選手，只有台灣人和高山族。然後

就變得那麼強了。運動神經非常的

好。有著反射神經，以及很好的速度

感。所以跑得快，打擊和投球都很好。

所以突然間就變強了。從我在的時候

開始，嘉義農林就很強了。因為有日

本籍老師的加入，就變強了。老師的

名字是近藤兵太郎老師，台灣的老一

輩人士知道他的名字喔。名叫近藤的

這位教練教導之後，就變強了。 

原住民在體力方面相當優秀，當

時的台灣原住民也有來日本打球的。

我在參加棒球隊的時候，京都有個平

安中學，是本願寺系的佛教學校。那

裡透過運動，像是柔道、網球和棒球，

無條件接受許多人入學。 

其中像是高砂族和台灣人也都就

讀於平安中學。在那裡練棒球，練好

之後就參加甲子園。那個時代，也就

是我參加甲子園的時候，和岡村（俊

昭）和伊藤次郎（譯註：此為「羅道

厚」的日文名）等台灣選手見面。 

問說「出生地是哪裡？」的時候，

說是「在台灣出生」，因為我也就讀於

台灣的學校，因此關係就非常好。有

趣的是我弟弟接著我之後也從慶應畢

業了，不過他中學是念平安中學，是

所佛教學校。之後才去念慶應。 

擔任捕手的岡村（譯註：此為「葉

天送」的日文名），曾經加入南海鷹隊

打職棒。那是在平安中學。從小學念

到台北一中的那段期間，當地的原住

民，岡村、伊藤次郎、稻田（照夫）、

西村（喜章），剛好和我同一個年代，

他們由於佛教的關係，到了京都求

學，還有人支付學費。然後，學了網

球、棒球和柔道。 

此外，夏威夷的美國人也來了。

所以平安中學透過宗教收了多元民

族，而非單一民族的人入校。如果是

棒球的話，練到強了，就去甲子園，

也就是這樣的作法。碰巧遇到了好老

師，就是名叫西村的老師。那個人每

年都會來台灣，看到了好選手的話，

就會帶回到平安中學。 

在京都練好球的話，就能去參加

甲子園。當時，平安中學連結著花蓮，

台東的選手接上了嘉義農林，真個很

不可思議，在日本的學校「平安中學」

裡都是台灣花蓮地區的子弟。而台東

 



 

地區的孩子則是去了嘉義農林。這種

情況雖然沒有發生在台北和台中，不

過台灣人和日本人都有在打棒球。因

此提到台灣的棒球，以你所說的那樣

算來，就有了百年的歷史，和日本方

面有著相當長時間的往來。有很多那

樣強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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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原住民，可是卻在棒球界闖

出一片天的是吳明捷。他的確是出生

於台南（注：苗栗人）。在台南出生，

之後就讀於嘉義農林。他球打得非常

好。打擊方面很好。在嘉義農林時代

也很強。在甲子園也打進總決賽，是

和松山商業爭奪冠亞軍嗎？（譯註：

應為中京商業）假如在甲子園獲得冠

軍，可是件不得了的大事。他去念了

早稻田大學，就讀於早稻田時守一

壘，是第四棒強打者。早稻田的選手

當中，說起吳明捷的名字，就連日本

人也是無人不知無人不曉。雖然這個

年代的人並不知道，可是和我同年

代，或是更老一輩的人，要說到吳明

捷，大家都知道是台灣嘉義農林來

的。就是有那麼強。 

台北一中在那之後再怎樣都贏不

了。吳明捷和蘇正生，兩位選手都是

台灣人。再加上有高山族，所以嘉義

農林才這麼強。在打甲子園的時候，

有位以「下勾投法」著稱的台東投手，

那位投手的日文名字叫做東公文，是

一位從下方投球的右投手。也就是「下

勾投法」。他很棒。所以說，打擊就是

吳明捷，投手就是東，游擊手則是稻

田。我可以這樣子很快地列舉出名

字，台灣選手很有名的。 

在台灣時候的生活，因為台灣人

也是吃米飯。米粉也是最好吃的，所

以生活一點都不辛苦。言語方面，也

是很快就習慣了用日語和台灣話。因

為我也是從台灣的學校畢業的，就算

到了現在也可以很快地想起來。就算

忘了台灣話，也能夠以中文來交談。 

其實並不只有棒球是日本人接受

的外來運動，棒球起源於美國。是由

美國的傳教士在 1811 年（譯註：應為

1870 年）左右開始傳入日本。而到了

現在，在日本的時間已經超過了 130
年。不過，不只是棒球，網球也是相

當普及。除了學問以外，日本人透過

運動和大家建立了良好的情誼。而這

個部分，在棒球普及的情況下，就演

變成了甲子園大會。 

我從小學三年級開始打棒球。我

不是在日本學的。是到了台灣，就讀

小學三年級時，在西門區的壽小學。

在那裡打棒球。那時候的台灣全體兒

童比賽，（參賽的）小學有台北代表、

台南代表、台中代表、北投代表…大

家都聚在一起。 

當時我的學校獲得冠軍，所以以

台北代表的身份參賽。我就讀的壽小

學幾乎都是日本人。不過，台南代表

隊有很多台灣人的選手。台東代表則

是有高砂族。大家都跑得很快。到了

總決賽的時候，我就讀的壽小學輸

了。贏的是台東。 

台東的孩子，在那個時候，其實

是個不好的字眼，使用的字眼是「蕃

童」，也就是「蕃人的孩子」。而不說

是原住民。即使是現在的職棒界，就

像在美國是黑人很強一樣，運動反射

神經很好的是台灣的高山族。反射神

經好，精力十足。所以說，以全世界

 



 

的棒球來說，黑人很強，古巴很強，

同樣地，在亞洲，則是台灣高山族很

強。 

以商業上來說，靠著觀眾來看比

賽所取得的門票收入是不足以成為一

門生意的。所以我又有了一個提議，

之前就有說過，要是在日本，以及台

灣、中國上海，還有韓國首爾能夠舉

行亞洲巡迴比賽的話就好了。台灣是

台灣，日本是日本，這樣子獨立比賽

的話是行不通的。缺乏智慧。大家來

組成亞洲聯盟，在台北，在高雄，上

海和廣東，首爾，日本東京，大阪。

這樣大約就有 12 個球團參與聯盟比

賽，大家在旅行之際，進行比賽就好

了。就好像說，美國是個很大的國家

吧？大聯盟包括了東岸的紐約和華盛

頓地區，這邊是西岸的洛杉磯。大家

都搭飛機來交流。現在有飛機，所以

就很方便。要移動巡迴，並沒什麼大

不了的。只要花筆錢，移動時就更為

方便。 

即使在現在，我認為以最近的投

手來說，退出職棒的郭泰源、郭源治

就是那樣。之後還有一位加入西武隊

的投手也是這樣吧。大家認為好的選

手都是高山族。不過並不是說台灣人

能力不好。不過怎樣都不能變強，是

因為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和日本

人一樣變得奢侈。所以不能專心於劇

烈運動。但是高山族有堅忍的耐性。

即使生活貧困，也會拼命去做。所以

才會變強。人是會變怠惰的，在現在

的社會。日本也是，台灣也是。 

說到這點，因為職棒就是商業。

比起日本，台灣的人口比較少，地域

範圍也小。所以要從普及說起的話，

培育職業選手，還有當作商業活動來

培育的背景都沒有。這個就是台灣職

棒的弱點。因此，才會去國外，去美

國，來日本賺取外幣就好了，有這種

情況。以台灣職棒來說，讓觀眾來看，

變成一種商業活動的話，我認為要超

越目前的階段還很困難。 

雖然說有分日本、台灣，還有中

國人，不過就我來說，有這份精神就

好。只是以政治上來說，有一部分的

人會說「因為台灣是我的附屬國，所

以不願意中國隊去台灣。台灣的隊伍

來比賽的話就沒問題」，還在說著這種

話的人很多。那樣真的很困難。而在

韓國，大家都贊成我的意見。要一起

加入泛太平洋、泛亞洲。不能光發呆，

澳洲說過，「要去美國的話，太遙遠，

歐洲也很遠，想要加入亞洲」。不過澳

洲並不是亞洲人，所以大家不能夠接

受（澳洲）。所以要改名字，不要說成

「亞洲」，而是「泛太平洋」假如說是

太平洋的話，澳洲也在內。台灣和中

國，大家都能加入的話就好了。在運

動的世界裡，不可以提到政治的事

情。我是這麼認為的。 

在李登輝先生擔任總統的時候我

給過建議，台灣不是分為兩個聯盟

嗎？因為愛賭博和簽賭，使得人氣大

幅滑落的時候，我就說「請變成一個

聯盟」。現在就變成一個聯盟了。有八

個（球隊），六個球隊組成了一個聯

盟。所以說，台灣的棒球，以八支球

隊組成兩個聯盟的話，數目太多了。

就是說，不要以區域性來作為民營的

劃分。所以雖然以台北、台中、高雄

之類的地方做為中心也可以，但是太

多的話，就不行，以區域來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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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我提過的，過去從台灣到平

安中學就讀的岡村，並不像他們那樣

地心懷渴望。這是件好事，台灣的優

良經濟環境是件好事，不過以運動來

說，果然還是非得要心存渴望。就連

在電視上看到現在的杜林奧林匹克運

動會，日本人也是缺乏渴望。所以說，

參與的選手過於嬌貴。傳媒、媒體都

跟著敲邊鼓。和我們那個時代是不一

樣的。選手們太依賴。台灣選手也是，

在我看來，和過去選手相比的話，他

們的棒球技巧變好了，可是生活上卻

太安逸。所以才會想要很多的錢。這

就是問題所在。現在的年輕人啊，別

開口閉口都是錢。（沒這個問題的話）

這樣一來，台灣的棒球就會變得更

強。大家的關係也會變好。 

以區域性來說，台灣果然還是很

狹窄吧？小小的島，要是放大來看，

人口也不多。不過，比夏威夷大，比

波多黎各大。因此即使台灣很小，的

確比起印度、中國，還有俄羅斯都還

要小。不過努力做的話，還是可以變

強。做學問是這樣，運動也是這樣。

特別說來，因為棒球是台灣人最瞭解

的，所以才想要早日建立起好關係。

因此，和台灣職棒多加較勁，日本選

手們也就能張開眼睛看清，就會更處

得來。也要有更多的台灣選手來（日

本）。亞洲如果不能和全世界建立起良

好關係的話，運動是無法興盛起來

的。奧林匹克運動會也是同樣的道

理。我出生於日本岡山。所以我的第

一故鄉是日本。不過，我的第二故鄉

是台灣。我一直都是這樣認為。我在

台北時讀的是壽小學、一中。那是我

的母校。大學則是慶應。可是，台北

一中就是建國中學是我的第二故鄉。

所以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就是因為有

這種感受，所以我好幾次，一年有三

到四次，一定會去台灣。和我的工作

沒關係。只是想去而已。 

在台灣有很多朋友。舉例來說，中華

棒協理事長，彭先生，彭誠浩。現在

他繼我之後出任國際棒總第一副會

長。對棒球相當熱心，拼了命地在做，

有著很好的想法。所以對彭先生的想

法，我是贊成的。把台灣搞好，亞洲

人大家都能有良好關係。然後，還有

（關於）陸上以及各種型態的運動，

有位黃大洲先生，是台灣的奧林匹克

委員。那個人也是我的朋友。他是日

本大學畢業的。不過對於棒球非常瞭

解。然後，我的後輩，李登輝，他也

是台北一中的。大家都能和台灣人交

好的話，就能夠理解。以日本人來說，

有一部分的人因為台灣是島國，就把

中國看得比較大。這樣是不行的，不

能以大小來判斷東西。大家都是對等

的。一定要握手，建立起好關係。台

灣人也能夠不放在心上的話，就能夠

變得越來越好。我很期待這件事。我

對那點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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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紀恩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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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9 年 9 月 4 日 
訪談地點：屏東縣竹田鄉曾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 

我是民國 11 年（1922）在屏東內

埔出生，大概三四年級的時候，開始

跟同學玩棒球，不是正式的，就是跟

同學玩，同學之間下課後打棒球的風

氣很普遍，玩軟式的棒球，我當時下

課後走在回家的石頭路上，路上石頭

很多，我就會習慣撿石頭，丟電信桿

上的小鳥。會開始玩棒球，是因為看

學校老師打棒球，老師之中也有台灣

人，那個時候老師差不多都很迷打棒

球。 

他們就是利用下午下課後打球，

老師打球的時候會圍網子，我們就在

旁邊看，是這樣才知道怎麼打棒球。

那個網子不像現在的網子那麼好，網

子弄下去球打來也不會怎樣，結果有

一次，一顆球打來打破網子，打到我

的眼睛流血，眼睛腫起來，當時我的

媽媽就趕快拿草藥啊，沒有瞎已經很

好了，還能夠看東西已經不錯了。 

我大概到了五、六年級參加學校

校隊，擔任三壘手，不過當時我們的

投手，老是投得不好，教練就叫我試

看看，結果我的球也快也準，動作也

快，那個時候球具都是學校提供，我

沒有買過，但是都沒有穿鞋，那個時

候去過潮州參加比賽。在國小的話，

以運動來說的話，我算很出色的了。 

 

高等科的車禍肇事風波 

我很喜歡運動，但也不是不會讀

書，我父親還說我祖父是文武都兼，

文武都很好的人，我父親會教我們漢

文，很小的時候，他教過我漢文，我

父親曾說如果好好培養我唸書的話，

將來也是不錯，他跟別人說過我很喜

歡運動，但是不會認真讀書，也不是

讀不出來，但就是不喜歡讀書，我聽

到他跟別人講過這樣的話。 

我畢業之後，在內埔公學校讀了

兩年的高等科，高等科的時候，那時

候班上的級長，應該是班上成績第一

 



 

名的人來擔任，那個時候我第二名，

但日本老師說雖然我是第二名，但是

我的精神好啊，那個時候叫元氣，所

以派你當級長，其實不是我最好的

啦，我也相信我讀不到最好的，但就

是精神好，運動也好，那個時候這方

面真的是很不錯。 

附錄-61 

當時我很愛玩，有次和同學打

架，打傷了人，所以我不敢到學校去，

回到家裡不敢出來，外婆帶我回來，

我父親是老師，對我的教導很嚴，我

外婆帶我回來對父親說，你不要打他。 

後來我父親問我說，你現在沒有

書讀啦，現在想怎樣？那我也沒有什

麼其他的辦法，後來我的舅舅，那個

時候在開貨車，就是拖拉庫，他的貨

車全部要集合起來，萬一要打仗，那

個時候準備要打仗了嘛，結果我的舅

舅和一個工程師就叫我去，就是作工

友嘛，最小的一個。 

但是，我還是很調皮，我就開開

他們的車子，結果下雨的時候視線不

好，突然有個人衝到路上，就被我撞

死了，撞死人當然是犯罪啊，那個時

候到高雄的高等法院去啊，罰了一百

塊錢，至於民事方面，罰了一千塊錢，

那個時候一千塊錢我家是要賣田的，

賣土地去賠償這個東西，那個時候因

為出這個事情，我母親去借錢來賠這

個錢。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就考試考到

日本去了，所以我的來龍去脈很簡單

就是這樣，因為拖拉庫撞死人，後來

考試就去日本了，最簡單是這樣子。

之後，到了日本因為戰爭嘛，很危險，

就沒有打棒球了，一直要到光復之後

才開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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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9 年 11 月 27 日 
訪談地點：花蓮縣吉安鄉葉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花蓮明治公學校棒球隊 

我是大正 12（1923）年 5 月 20
日出生在花蓮市，我是讀花蓮港公學

校（現在的花蓮市明禮國小），當時花

蓮市有各校間的少棒對抗賽，參加的

球隊有三個學校參加，一個就是我們

花蓮港公學校，一個是日本人讀的小

學校，另外是荳蘭公學校，全部是原

住民學生。那時除了市內的對抗之

外，沒有跟其他地方的球隊比賽。 

我是在四年級時參加棒球隊，五

年級成為選手，六年級的時候上場比

賽，我們的實力不如小學校，所以都

打輸比較多，小學校教練比較好，而

且日本人也比較重視棒球。 

少棒的時候，打球的器材都是學

校提供的，我們不用準備，但是不能

打赤腳，比賽規定要穿鞋，但是鞋子

不是學校提供的，所以買鞋也是一個

很大的花費。老師訓練很嚴格，負責

訓練的老師都是日本人，沒有台灣人

老師來指導。比賽之前一個月開始集

訓，利用下課以及星期六下午、星期

日休假的時候練習，老師很嚴格，守

備、打擊、跑壘、滑壘每一項都要練

習。 

比賽的時候，學校都會動員啦啦

隊，女生也有去加油，還有寫加油歌，

啦啦隊在學校還要受老師的訓練，訓

練唱歌、如何加油的。比賽的時候，

啦啦隊對要加油唱歌，所以場面很熱

鬧。 

除了在學校打球之外，居住地方

沒有台灣人在打棒球，我們住在稻住

通大部份住的是台灣人，日本人住在

市區比較熱鬧的地方，當時我們跟日

本人的關係只有打架的份。 

學校畢業後，我繼續讀了兩年的

高等科，到了高等科二年級的時候，

我們才打敗小學校得到冠軍。在我之

前，大我五歲的大哥蘇如益打球的時

候，也曾經得過冠軍。明治公學校就

這兩次得過少棒冠軍。等我高等科畢

 



 

業後，花蓮就沒有舉行少棒比賽了。 

 

日治時代花蓮棒球見聞 

花蓮都在花崗山棒球場比賽，社

會組跟學生都在那邊打，花崗山的右

外野比較淺，場地也沒有很好。花崗

山的場地並不平，球很會不規則彈

跳，我是守游擊手，常常被球打到，

很痛。接球一定要正面面對球，就是

要用身體擋住球的觀念，這個跟當時

球場的條件不好，我想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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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日本六大學聯盟的早稻

田大學來台灣的時候，也來花蓮，就

在花崗山比賽，我有去看過，很多人，

不用收門票的。早稻田大學來台灣是

來友誼賽的，他們的實力比我們好很

多，花蓮這邊派出朝日組，但是實力

差很多。 

得知棒球比賽的消息，都是聽人

家說，就像是黃進財就會來告訴我們

比賽的消息。黃進財可以說是花蓮的

台灣人當中，對棒球最了解的。日本

時代他就在朝日組當捕手，朝日組是

做海陸運輸生意的。林桂興也是參加

朝日組棒球隊。另外，阿美族也有一

隊。 

我以前聽過黃進財講過阿美族能

高團的事，是純阿美族組成的棒球

隊，就是伊藤先生的事。但是詳細的

細節已經忘記，這是大前輩的事了。

只記得他們去西部還有日本比賽，後

來有人去日本讀書，就是伊藤先生。 

太巴塱那邊的阿美族伊藤先生，

是花蓮棒球界有名的人，伊藤有個哥

哥也打棒球，但弟弟伊藤先生比較有

名，當時他好像也不是在教書，但伊

藤先生是一種尊敬他的稱呼。伊藤先

生很有名，是因為他去日本打過球，

而且讀六大學當中的法政大學，他是

很好的投手，但是並沒有出來教球。

伊藤先生戰後改台灣名叫做莊聰明，

他也跟我們一起參加省運。 

花蓮的社會祖都是打準硬式的，

雖然是橡膠的，但是球比較硬，所以

有點像硬式球。但是朝日組有打硬式

的。不過花蓮的社會組實力不夠，還

沒有辦法代表台灣去參加都市對抗

賽，那時花蓮的棒球水準還不夠。 

日本時代打棒球的經費很消耗，

所以臺灣人要打棒球並不容易，球棒

一斷就要花錢了，因此要日本人的公

司支援才有辦法。 

當時我們沒有透過收音機聽棒

球，因為收音機很貴，一般人根本買

不起，所以不可能用收音機聽棒球比

賽。 

日本時代台灣比較厲害的棒球

隊，就是嘉農，這是從小就聽人家說

過的，也聽黃進財講過嘉農的事情，

嘉農曾經去過日本比賽。 

高等科畢業後，我就投履歷表到

鐵路局，也沒有考試，就順利進入鐵

路局上班當維修工人，在修理工廠做

油漆工，一個月的待遇有 27 圓，算是

不錯的，因為台灣人要進去鐵路局工

作也不容易。因為戰爭的原因，到鐵

路局工作的時候，已經沒有球可以打

了。 

後來，我辭掉鐵路的工作，19 歲

去日本大阪工作兩三年，在生產軍用

 



 

品附屬品的工廠當黑手，生產武器的

零件。去日本的時候，一天的待遇是 2
圓，一個月就有 60 圓。當時我在日本

的時候，還去看過甲子園的中等學校

棒球賽，場面很大。 

附錄-64 

1943 年戰爭感覺變得更激烈，我

的父母擔心我的安全，因此叫我回台

灣，當時我 21 歲，那個時候台灣到日

本的航程，原本大約三、四天，但因

為怕被美軍發現，所以船在海上繞了

很久，我坐了十幾天的船才到台灣。

戰後，我又進入鐵路局工作。 

 

戰後花蓮的棒球發展 

戰後花蓮市的棒球風氣興起，戰

後我跟我哥哥也參加三民主義青年團

的棒球隊，這是戰後花蓮組織的第一

支棒球隊。鐵路內部也有組隊。鐵路

之外，公司行號也有很多隊伍，酒廠、

台電、安隆貨運、花蓮貨運等，大概

有七、八隊左右，各個機關公司會提

供打球的用具，但是有的球隊也沒有

維持很久。 

戰後花蓮人打棒球都是打好玩

的，輸贏也不管，以前只會撿球的人

也出來玩，沒有規則的，都是「土師

仔」，沒有訓練過的，打趣味的。戰後

開始打球的時候，都是黃進財在指

導，他的訓練很嚴格，跟日本時代一

樣。 

當時花崗山球場只有一側有觀眾

席，球場邊就圍一條線，觀眾不能夠

超過線，這樣也有很多人在看，還有

人帶著便當在那邊看一整天。光復後

的比賽，花蓮市參加省運時的選拔賽

很多人看，花連跟台東每年會有定期

對抗賽也吸引很多人。 

看球的觀眾很投入，有時還會贊

助我們，例如，參加省運棒球賽時要

做新球衣，就是由開設服裝店的球

迷，以打折的方式，半贊助比賽時的

球衣，還有要去比賽的時候，觀眾會

拿錢出來贊助。 

所以說剛光復的時候，迷棒球的

花蓮人很多。不過棒球的觀眾主要是

男性，女性比較少，除非是球員的家

屬。不像現在花蓮棒球場的職棒比賽

都沒有甚麼觀眾。 

省運花蓮隊是以市內的冠軍隊為

主，加上其他球隊的選手，由於如此，

球隊之間為了提升實力也會爭取球

員。 

我大概參加十幾次省運，第一次

是第一屆省運，蔣介石還來台北參加

開幕。 

在花蓮都是打準硬式棒球，所以

參加省運之前，我們開始練硬式棒

球，就只有幾顆球而已。花蓮的選手

實在很厲害，都練一下就去比賽了，

成績還是不錯。去參加省運，縣政府

只有補助一些錢，不夠的部分還是要

由各單位一起出錢。 

我們的默契很好，只要壘上有

人，我就知道要用短打，跑壘者也知

道要盜壘了，我們全隊都有默契，運

用速度的條件，我們也會看投手的動

作盜壘，都不會出局。 

當時高文章打第一棒，他的速度

快，我打第二棒，因為我是握短棒的，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打長打，速度也比

 



 

較慢。因此他上壘之後，我們就有默

契，我知道他會盜壘，或者我用短打，

讓他上到二壘。花蓮隊的攻擊主要是

靠速度，只有打第四棒的徐天德，身

材高大，是花蓮隊裡面唯一可以打全

壘打的，他比較常打出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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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少棒的發展 

花蓮在少棒熱的時候，以榮工少

棒為主。葉日好接榮工少棒的教練，

我就去協助他，全花蓮四處跑，找最

好的選手，有時還有騎機車到山區的

學校。學生家長都很希望能夠被選進

榮工少棒，榮工處當時福利好，所以

現在很多棒球選手，都跟榮工處有

關。除了幫忙練球之外，我還在花蓮

當裁判一直當到七十幾歲。 

花蓮與台東要爭取東區少棒代表

權的時候，在地的裁判就會不公平，

好壞球判決不公平，這種傳統是以前

就有。到台東比賽台東的裁判就會偏

袒，到花蓮比賽花蓮裁判就會偏袒自

己。兩方面都要贏，就開始用不正當

的方式介入。裁判本來就會有看不清

楚的誤判，但是不能太誇張，當時發

生過投手的球彈地了，還被判好球。 

 

棒球的價值與精神 

棒球運動很注重精神，不能隨便

的，譬如說光復後，花蓮很多人打球，

因為夏天天氣很熱，所以有人就脫掉

上衣，那就不行了，當時就被大家說

了，要穿球衣，不能脫衣服。 

我們從小到大接受的棒球訓練，

除了體力與技術的苦練之外，很注重

精神訓練，培養出打球就是為了要贏

球的精神，不像是現在職棒的狀況，

實在很「了然」。以前比賽沒有聽過賭

博的事，參加的人就是要贏，就是要

得冠軍。現在打球的價值跟過去完全

不同。 

 
 

 

 

 

 

 

 

 

 

 

 

 

 

 

 

 

 

 

 

 

 



 

洪太山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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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3 年 5 月 3 日 
2004 年 6 月 7 日 
2005 年 4 月 29 日 
2005 年 6 月 20 日 
2009 年 9 月 2 日 
訪問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洪宅 
訪問人、整理人：謝仕淵 
 
 
 
公學校時代體育活動的經驗 

我是大正 13 年（1924），也就是

民國 13 年 1 月 10 日出身於嘉義，但

是原籍是澎湖。民國 20 年（1931 年）

4 月入學嘉義的玉川公學校，但當我民

國 26 年（1937 年）畢業時，玉川公學

校已經改名為白川公學校了。 

我印象中，公學校的體育課，主

要有體操與躲避球兩項，而我印象最

深的是躲避球，因為躲避球可以訓練

團體合作，同時也需要機敏與靈活，

比賽過程節奏迅速而且刺激，相當有

趣，我的臂力強，所以球速很快，躲

避球打得很好，因此，躲避球是我最

喜歡的活動。體操則是上體育課時，

大家集合之後，老師帶領著同學一起

做體操，邊做邊喊口令。 

我們上體育課時，有個專任的體

育老師，我已經忘了名字了，也有體

育服，體育課則是一個星期上兩堂

課，上課時間通常都是利用接近中午

的時間，但體育課並不像其他學科一

樣有教材，體育課都是老師叫我們做

什麼，我們就做什麼。至於體育設施，

學校有個運動場，很多球類運動或者

體育課都在運動場進行，除此之外，

學校還有跳箱、單槓等體育設施。每

天早上，學生到校參加朝會之後，也

會全校學生集合做早操。 

我認為公學校的體育課對身體健

康以及毅力的培養有很大的幫助，體

育課也使我的運動從小就比別人好一

點，我可以說相當喜歡上體育課，體

育課的內容我也沒有討厭的項目，這

可能與我有運動天份有關。 

公學校每年都會舉行一次運動

會，時間都是利用每年的秋天，地點

是在學校的運動場，參與的人除了學

生與老師之外，家長與地方官員都會

來參觀，但我覺得並不是很多人參

加，頂多兩、三百人左右。運動會的

時候，通常都是放假日，學生與家長

 



 

可以一起參加。 

運動會舉行之前，學校會先開始

佈置會場，包括搭棚子，可以讓學生、

家長休息。運動會前幾天，學生也要

忙著練習，要參加跑步的練習跑步，

要表演體操的也要事先練習，運動會

之前，學生與老師都會很認真的練

習，這當時是希望能夠贏得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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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進行的時候，全校學生都

會先集合，舉行升旗典禮、唱國歌，

然後校長會致詞，也有一些參觀的來

賓會上台說話，之後全體同學集合做

操，做完操才開始比賽，當時運動會

的運動項目有各種田徑賽以及拔河，

通常參加競賽獲勝後，進行頒獎時是

最令人印象深刻的時候，因為獲勝者

感到相當光榮、有榮譽感。雖然，獎

品通常都是一些簡單的紙、筆或者筆

記本。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次我

參加公學校運動會的一千六百公尺接

力賽，也就是一個人要跑四百公尺，

當時我代表五年級去參加，前三棒我

們還領先，但換我跑時，我不知道配

速，只知道一直衝，最後累到趴下。 

運動會是我相當期待的日子，親

自下場比賽而且贏得勝利，而且在這

麼多人面前，我覺得相當有成就感，

而且參加運動會也可以藉著運動讓身

體更健康，對於團隊精神的培養也可

以說是最為有效的。 

 

父親鼓勵打棒球 

我會接觸棒球跟我父親有很大的

關係。我父親是日本料理的師傅，而

且是大師傅，很多事不用自己做，都

是徒弟負責，所以有空的時候，常跟

朋友一起去看棒球。原本他對棒球也

是一知半解，後來卻慢慢看出興趣

來，進而支持我、鼓勵我打棒球。 

在當時台灣人心中，棒球被稱為

柴球，被棒球打到會「帶傷」，因此認

為棒球是危險的運動，一般台灣人不

喜歡打棒球，因此，我父親鼓勵我打

棒球的觀念，可以說是相當少有的。

我父親在公學校的時候，就支持我打

棒球，其他同學打球是學校提供球

具，但我父親就主動買手套給我，而

且是最貴的捕手手套。 

我父親當時的薪水一個月大概

200 元，非常的高，他常說薪水比嘉義

郡守還高，也是因為這樣，才能在我

剛打球的時候就買手套給我。當時他

在嘉義的新高樓、宜佳樓、鐵道俱樂

部當過日本料理師傅。他是因為得到

老闆的信任，同時去市場買東西又能

買到便宜的東西，所以老闆給他很高

的薪水。 

 

小學的棒球經驗 

小時候加入校隊之前，我有打棒

球，就是跟鄰居的囝仔，但是是簡單

的，用軟式網球當做球，用手臂當作

球棒，大家也都沒有手套，沒有裁判，

沒有捕手，所以八個人就可以玩了，

投手用拋的方式投球，打擊者用手打

擊，其餘的規則都跟棒球一樣，要算

點數分輸贏，我們叫這樣的玩法稱為

「天地」（てん ち），為甚麼這樣叫，

我也不知道。這是原始的棒球，都不

用球具，一顆球就能夠讓一、二十個

 



 

人玩，當時在嘉義都在玩「天地」，在

嘉義很普遍，也很安全，家長也不會

反對。 

我公學校畢業的時候，我父親便

鼓勵我考棒球名校嘉義農林學校。白

川公學校一級有三班，我們是義組，

考嘉農的時候，我們班選五個先去考

台南師範學校，由於提早一個月考，

因此可視為「試膽」。 

我們這樣玩，還能跟其他地方的

囝仔比賽，當時我們會到牛墟尾、店

仔口、番社，最遠還跑到東門那邊，

跟那邊的囝仔比賽，打輸的要給一打

鉛筆。當時我們這邊有個日本囝仔，

叫做林 勳（林 いさお勳），我們都

叫他「虱母」（台語），他跟我們一起

玩，打彈珠啊，甚麼的，台灣話都會

聽，不太會講而已。他媽媽常在傍晚

時就他快點回家，我們都逼他玩久一

點，威脅他如果走了要揍他，他都會

跟她媽媽說，「汝啊說我還不能回家，

要不然要打我。」 

後來，五個當中考上一個。五個

當中有三個考上嘉中，我和另一個考

上嘉農。那時候的嘉農，如果以一班

五十個人來算，大概能考上的也只有

十來個吧。當時一個月賺差不多三十

圓才能維持一個家，因此，公學校畢

業大部分人都去賺錢維持生計，比較

少繼續往上唸。 

之前嘉農有分科，蘇正生時代就

有分科，分成農科和林科，我去念的

時候，因為林科要去山上，沒有人要

念，所以變成不分科，嘉農變成農林

科。考試是以學科為主，另有身體檢

查與簡單的體能測驗。我會打棒球以

及體育成績好，應該對我考嘉農也是

有幫助。考上之後，還要進行身家調

查，還查到我澎湖的老家，害得澎湖

的親戚很緊張，還寫信來問明情形。 

小學三年級時我被選為棒球校

隊，我當時念白川公學校，以前是女

校，我是男生第二屆，公學校三、四

年級時棒球只是打著玩的，到五年級

時才在校隊裡打第三棒，六年級時當

捕手。我們每年都會去參加嘉義五個

學校的少年野球比賽，但我們學校比

較新，實力較差，都是在「認真拼最

後一名」。 
昭和十二年我入學的時候，就有

人來找我，問我要不要打棒球。主要

的原因應該有幾點：由於考試前需填

寫自願書，我的興趣填棒球，因此知

道我會打棒球。另外，學校可能也有

在打聽，知道我會打棒球。所以入學

後我就加入棒球隊。 

小學時代打棒球，改變了我的打

球的習慣，我是天生慣用左手的，我

父親在公學校的時候，買個捕手手套

給我，但是捕手手套一定是右手的，

為了適應手套，我只好變成打擊用左

手，但手臂的時候，用右手傳球。跟

現在很多右投左打的選手，是天生右

撇子的狀況，剛好相反。 
我是在小時候就知道嘉農的棒

球，當時嘉義有個黃三朋醫生，診所

在火車站附近，他在嘉農比賽的時

候，就會將收音機拿出來，放送給大

家聽，其他球隊比賽的時候，他不會

 

入學嘉農與進入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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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來給大家聽，沒有收音機的人，

到那邊聽比賽，常常擠得滿滿的，我

也去聽過，當時是去聽嘉農參加爭取

甲子園的選拔賽。另外，也常常聽我

爸爸提到嘉農，這讓我對嘉農印象深

刻。 

日本時代嘉義聽收音機放送棒球

比賽的人很多，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但是收音機很貴，所以都像是黃三朋

一樣，有錢人拿出來給大家聽，我讀

公學校的時候，會知道吳波、今久留

主等嘉農的前輩，都是透過收音機，

我想追隨成為像吳波這樣的選手，就

是在聽嘉農的棒球比賽時開始的。所

以成為棒球選手，其實跟當時嘉義的

棒球風氣，還有嘉農在嘉義都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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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不要說比賽，嘉農在練球

的時候，有人下班後旁邊都有人在看

我們練球，大概都有幾十個人在看。

連練球都有人在看，代表嘉義對嘉農

是很支持。 

 
入隊的震撼教育 

嘉農棒球隊的訓練相當嚴格，常

被打。我進球隊練球的第一天，就被

學長打巴掌。很多人不敢進棒球隊。

當時，球隊大概有二十個球員，練球

是每天練，而且學業上一點都不能偷

工減料，四點下課後才練球，天黑看

不清楚時，改練跑步。一開始嘉農沒

有球場，所以必須跑到嘉義公園附近

練球，後來遷校才有球場。 

棒球隊挑選選手相當嚴格，教練

覺得不行，就馬上叫你不用來了。當

時有個白川公學校的同學，進入棒球

隊後，不到一個月便離開了，教練一

直叫他練，他不肯，後來他甚至在中

午吃飯的時間跑到甘蔗園躲。台灣人

因為家長反對，所以比較少。因此二

十個隊員中，以我五年級時為例，台

灣人大概只有六、七個，原住民大概

三個，其他都是日本人。 

進入嘉農棒球隊原本只是撿球，

守備位置多半是依據「補缺」原則，

那裡空出來了，再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人。但一般而言，常從外野開始練起。

學弟一開始沒得打，只能在外野撿

球。優秀的選手三年級才可以上場比

賽，比賽還是以四、五年級的隊員為

主。但，當時高中比賽沒有限定年齡，

原住民藍德明一年級時已經二十歲，

所以一年級就能出賽。 

進入嘉農之後，一、二年級都是

在撿球，三年級開始守外野，四、五

年級當捕手。戰後，打省運、打中華

隊會去守中外野的原因，是因為第一

屆省運的時候，大家都急著搶位置，

大家選完以後，剩下中外野的位置，

我就當中外野。 

在嘉農一年級的時候，有個五年

級的學長，把我叫去罵，他說如果我

不是棒球選手，就要打我，這是嘉農

棒球隊員在學校內的不成文的特權。 

但是棒球選手之間，學長則可以

教訓學弟，所以我進球隊第一天就被

打，而且是沒有理由的。當時練完球，

學長下令換衣服後三年級以下集合，

然後從三年級的就開始打，還問被打

的人知不知道為什麼被打。搞到最

後，原來是因為球不規則彈跳打到學

長，學長被教練罵，學長怪罪整理場

地的學弟，所以就打我們。 

 



 

嘉農對棒球隊相當重視，學校甚

至下令如果打架打到棒球選手，不論

是日本人或者台灣人都要退學。 

那是因為曾經發生過台灣人打日

本人棒球選手投手（按：兒玉玄）事

件。那時我還在讀公學校，但這件事

情很轟動，當時是四個打一個，四個

全部退學，校長下台，此後，嘉農就

有個不成文的規定，不能打棒球選

手，因為嘉農之所以有名是因為棒球

隊的關係。講難聽一點，棒球選手比

較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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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嘉農的選手也不能去

打社會組的比賽，學校禁止。社會組

的是打准硬式的球，球性不同，學校

怕我們受傷，禁止我們去打，主要的

目的也是要保護我們。 

 

教練的嚴格訓練 

嘉農棒球隊是在近藤教練來之後

才強起來的，近藤在日本時是松山商

業學校畢業，松山商業是有名的棒球

學校，但他到嘉義後先在嘉義商工專

修學校當珠算老師，後來想帶棒球

隊，所以來我們學校當珠算老師兼當

棒球教練。 

嘉農是個有傳統的學校，近藤帶

吳明捷的時候得到甲子園亞軍，帶投

下勾球的藍德明的時候，近藤教練還

曾想進軍甲子園。當時，如果優勝旗

被台灣的球隊拿到，那是不得了的事。 

近藤教練很嚴格，球是一顆接一

顆的投給你，常把人累到用爬的。像

林煥洲，合作金庫的選手，唸三年級

的時候教練要他加入嘉農的棒球隊，

結果才進來一個禮拜就因為受不了嚴

格的操練而退出。但是，其實我們五

年級的時候，就真的是差林煥洲，要

不然我們應該會得到冠軍。 

我是好幾次都想溜，但是每次偷

溜回來就會被學長掌摑，之後還是得

繼續留在球隊操練。嘉農從一到五年

級球員大概有二十個人，都由近藤教

練訓練，第一屆去日本參賽的學長岡

本那時已在嘉義的稅務所工作，下午

有空也常回來幫忙訓練。 

練球都要練到太陽都下山了，看

不到球了，就改練跑步。通常是下課

後才開始操練，但是在甲子園比賽的

前一個月，隊員可以提早一個小時結

束農業實習來練球。 

近藤的訓練是要照規矩來，動作

一定要標準。不像美國式的比較自

由。近藤的訓練方式很嚴格，我五年

級的時候，因為選手不夠，所以近藤

叫三年級的松本守三壘，松本當時接

強勁的滾地球，會怕球，身體就本能

的會閃球，近藤要松本穿上補手的護

具接球，然後一個球、一個球不斷的

打，而且是很用力的打，一直練到他

不怕球。我當捕手，站在近藤的旁邊，

看松本被這樣操，覺得他很可憐。 

我們都私底下叫近藤的「雷公」，

因為我們在訓練的時候，近藤老師很

兇，聲音很大。但他私底下完全不一

樣，快畢業的時候，跟幾個去近藤家

拜訪，近藤的態度很親切，請太太與

女兒拿東西請我們，跟球場上的樣子

完全不一樣，我們覺得很不一樣。 

 
學長制 

 



 

學生間處罰，比較主要的原因是

學長對學弟，不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

關係。而且是種文化，其他的學校也

是如此。球隊裡的訓練無明顯的日本

人和台灣人的分別，日本人打得不

好，教練會罵「回支那」，原住民則罵

「回山上」。當時，比較怕上級生，比

較不怕教練。因為上級生可以毫無理

由的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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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都是五年級生擔任，不限日

本人或者台灣人，但日本人會比較有

利。我三年級的時候是台灣人當隊

長，因為另外的一個日本人功課不

好、進球隊的時間也比較晚一點，所

以才沒有選日本人當隊長。 

 

球具的問題 

在球隊裡球具、球衣是由學校提

供，球鞋是要自己買，球具都是進口

的。原住民球員比較可憐，都是撿人

家的舊鞋再拿去補的。我買新鞋時，

都先請原住民幫忙穿，穿到軟才拿回

來，並把舊鞋送給他。 

我差不多一年就要買一雙新鞋，

我五年級的時候，當時一雙鞋的價錢

將近十圓，大概是一個人工作十天的

所得。當時小我兩屆的阿里山原住民

田原便常穿我的鞋，穿到紅腫，但他

還是很高興。另外，原住民選手，比

較跟我們不一樣，連痛的感覺也不

同，我五年級的時候，有個阿里山的

原住民田原，當時三年級但跟我同年

齡，練球的時候，大家傳球很強，打

到他的手流血，球傳到我這邊的時

候，我看到就問大家誰受傷了，田原

才舉手說受傷，很像不會痛的樣子，

近藤趕快叫田原去擦個藥，沒有到田

原只去沖個水救回來了。 

球隊裡幾乎每個人都要縫球，但

我家隔壁有個修理皮鞋的，我的球都

拿給隔壁的縫，所以我不會縫，連鞋

與手套壞了，也由他幫忙。球隊當中

的一些雜務，都是三年級以下的選手

負責，球衣則是每個人拿回家洗。當

時球衣很厚重，每次我拿回家要洗的

時候，我媽媽就會說我又拿牛皮回來

了。 

練習的球衣，比較多，但正式繡

上 KANO 字樣的選手服，則是要參加

正式比賽時每個人一套。那時要能穿

上選手服是很不簡單的，頭一、二年

大概都只能在場邊撿球，如果教練覺

得你還不錯才叫你來試打看看，不然

有的甚至連球棒都不讓你摸。所以說

嘉農的訓練是一步一步來的。 

 

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我在嘉農地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一

場比賽，是在台大跟北工跟北工業的

四十局比賽，第一天打七局、第二天

打八局，都因為下雨沒有分出勝敗，

第三天打二十五局。 

我們這邊第一棒是今久留主、第

二棒是堀田、第三棒是柴田、第四棒

是吳新享，第五棒是我，第六棒田原，

第七棒佐佐田，第八棒是劉正雄，第

九棒河野。 

一直到第三天，二十五局的時

候，第二棒堀田短打上壘，我看近藤

做出盜壘的暗號，堀田連盜二壘跟三

壘，堀田腳程很快，之後近藤下暗號

 



 

叫柴田打擊，柴田是我們唯一戴眼鏡

的人，我很怕他沒有看清楚，最後柴

田打出一支左外野的安打，我們贏了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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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比賽打了二十五局，從

早上九點開始比賽，打到下午四點，

過程中沒有吃飯，只有喝水。打了三

天四十局的比賽，都是我當捕手。比

賽完之後，我躺在台大的草地上，完

全說不出話來，校長親自過來跟我說

辛苦。校長特別去買西洋的餅請我們

吃。 

 

嘉農與嘉中─嘉義「早慶戰」 

嘉農與嘉中的比賽，被稱為嘉義

的早慶戰，日本人都為嘉中加油，台

灣人都為嘉農加油。嘉中一百五十個

新生中，台灣人大概二十個，嘉農之

中三分之二是台灣人（與嘉中實際情

形有誤），因此嘉中與嘉農的對抗，就

有台灣人對抗日本人的意味。有次比

賽，場邊觀眾還差點起衝突，場邊的

台灣人要打日本人，日本人與台灣人

之間，觀眾與啦啦隊壁壘分明。 

嘉農與嘉中每年在春、秋季時進

行三戰的對抗，每到比賽是嘉義重要

的事。我小時候就去看過，跟大人一

起擠，大家很喜歡看，都是在幫嘉農

加油的。嘉農與嘉中的對抗彼此互有

勝負。嘉中常來看我們練球，他們學

校就在我們練球場的後面。 

我們那個時候是嘉中的實力比較

好，但等到我五年級時，是嘉農的實

力比較好。嘉中的實力之所以好，是

因為他九個球員都是五年級生，而嘉

農不是，我那個時候，五年級才五個，

四年級和三年級的各二個。 

當時，跟嘉中的比賽很激烈，我

撞到後腦昏倒，那次的比賽是慰勞傷

兵的比賽，所以有醫生在場，馬上來

看我，我聽同學說醫生診斷我十幾分

鐘，消息也很快，不知道誰去告訴他

的，我媽媽知道了，趕快跑過來，從

火車站那邊走到公園找我。 

 

嘉農棒球的特色 

嘉農的棒球隊有三個特色。 

第一，嘉農是由日本人、台灣人、

原住民組成，就是三民族的球隊，這

個全日本沒有這樣的情形，日本沒

有、朝鮮也沒有，台灣的其他學校也

都沒有。所以就有人說嘉農會這麼

強，是三民族的合作。 

第二，當時參加甲子園的學校都

是工業、商業或者中學校，嘉農是農

業學校，當時很少有，農業學校的學

生要做粗重的工作，有時會被人家

笑，但也可能被認為我們的體力很

好，打棒球需要體力做基礎。 

第三，嘉農棒球這麼強，但是本

身沒有球場，都去嘉義市借，直到我

三年級的時候，學校才買了十六甲的

地來蓋球場。但是直到我畢業前，我

們還是都跑到嘉義公園去練球。 

三個特色讓日本的日本人說嘉農

是「天下嘉農」，不是我自己說的。 

日本人說到嘉農很多人都豎起大

拇指，但是我也有聽說，當時吳明捷

他們在甲子園被威脅說，如果得冠

 



 

軍，就會被打，也有日本人說優勝的

黑獅子旗，不能離開日本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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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進入專賣局 

嘉農的學生畢業的時候，沒有畢

業前就都找到工作了，我當初本來要

去嘉義化學工廠，後來專賣局希望我

們球隊的四個畢業的選手到專賣局，

所以我後來才去專賣局。 

那時戰爭已經開始，但是還不是

非常緊張的時候，台北的城市對抗賽

代表權通常是由專賣局、電信公司、

鐵路局在角逐，而專賣局已經連輸十

年了，所以在看過了全島的中等學校

比賽後，他們來家裡拜託我父親讓我

進專賣局的棒球隊，原本我爸爸是不

讓我去，後來我父親同意讓我加入一

年，然後給我第二個弟弟，菸酒小賣

的執照，讓他在嘉義做生意。 

來到公賣局打球後，教練排我打

第四棒，我很不安，因為隊裡學經歷

比我好的前輩有很多，山崎跟伊東都

是六大學的，後來我們那次拿了冠

軍，管理員很高興，還哭了出來，因

為公賣局在連輸了十年後終於拿回了

優勝旗，那面旗就放在專賣局局長的

辦公室。我得到打擊賞獎金有二十

元，專賣局則給我們獎金一百元，我

嚇一跳，獎金用喜事的帶子包著，我

打開一看嚇一跳。專賣局讓我們棒球

選手住的也很好，是住在課長的宿

舍。但是，再過一年之後，棒球賽就

禁止了。當時術語已經被改成日本話

的。 

我是隊裡唯一的台灣人，其他兩

隊的隊員也都是日本人。當時台灣人

高中畢業一般薪水是四十五元，日本

人是五十五元，我因為打棒球的關係

是薪水是五十八元，日本人的棒球選

手是六十三元，打球算是有特殊技

能，我同期的學生知道這件事，有點

半開玩笑半抱怨的說「早知道我也去

打棒球。」他們只要看到我們練球時

候的樣子，大概就不會這樣說了。 

專賣局裡面的會計經辦人員，是

台灣人但是改過名字，所以我以為是

日本人，對我有這樣的待遇很不滿，

當著我的面說：「死孩子！竟然領這麼

多薪水。」我聽了很不高興，下個月

的薪水我就不領了，後來還是他來拜

託我去領的。 

在專賣局的時候，有一天被叫去

警察局，很禮貌的請我坐，問我是本

島人還是日本人，那個時候剛好在推

動志願兵，問我要不要志願，我當然

說我有意願，他就叫我填表格，我也

只好填了。 

體檢的時候，我被當作示範，叫

大家學我。有人檢查視力的時候，比

的不正確，結果就被打，說是故意亂

比，結果那個人真的是近視。換我的

時候，我的視力也不錯。差不多一個

月後，通知來了，我是海軍志願兵甲

種合格，因為他們說我本籍澎湖，所

以是要當海軍。教練聽說這件事後，

很緊張，因為去當兵會影響球隊。剛

好那時我被調去高雄，教練教我去高

雄的時候，不要入戶口，這樣就調不

到我了，這個是日本人教我的，讀書

的日本人也不要當兵。隔年實施徵兵

的時候，我也沒有被調到。 

 



 

我進專賣局棒球隊的時候已經是

戰時了，那年拿到優勝旗之後，日本

和美國就開戰了，聽有去比賽的人

說，球場上的英文用語都被改掉了，

又過了不久，連比賽都停止了當時，

我去參加過海軍體操講習會，要負責

教專賣局內的員工。海軍體操節奏比

較快，年輕人比較適合，普通體操比

較慢拍，跟廣播體操不一樣。 

高雄的省運棒球選拔賽，大概有

四、五隊參加，旗津與前鋒、港務局、

鐵路等隊，原本是前鋒實力比較好，

結果卻被旗津得到冠軍。旗津得到冠

軍後，就來找幾個前鋒隊中實力比較

好的人一起參加省運，前鋒隊拒絕。

之後，第三公學校的人就開始動腦

筋，認為澎湖縣應該沒有棒球代表隊

參與省運。當時營造廠賺了很多錢，

而且老闆都是澎湖人居多，這些人就

去奔走，澎湖縣政府表示歡迎，但沒

有多餘的經費補助。前鋒隊因此以營

造隊的名稱冠上澎湖隊去參加省運，

營造廠代表澎湖縣參加省運之事就是

如此確定。 

我是昭和 18 年去台北，一年之

後，昭和 19 年就回高雄了。回高雄以

後，因為是戰爭期間，所以也沒有棒

球好打，那時父親因為是在日本人手

下做事所以沒有避難，母親和妹妹則

被疏散到關仔嶺附近，所以我下午常

向專賣局請假，和二弟一起揹一些

米、鹽等東西送過去。 
參加省運的第一場比賽（場地在

台大），遇到苗栗縣（鐵路隊），是最

難打的一場比賽，我們以 4 比 1 獲勝。

其他的比賽都很順利，最後在冠亞軍

中，遇到嘉義，陣中有嘉農的選手，

蘇正生也在陣中，當時相遇時，我打

安打上壘時，他還開玩笑的打我一

下。旗津代表的高雄隊，卻在第一場

就輸給台南，慘遭淘汰。 

 

戰後的省運棒球 

戰後的棒球賽，省運是最具代表

性的比賽，參與各隊勝負難料、實力

相當，省運棒球賽當時相當多人看。

場邊的觀眾大多大聲喊，女性觀眾比

較少。第一屆省運的時候，我是代表

澎湖隊，當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戰

後高雄市為了參加省運棒球賽，第一

公學校（旗津國小）與第三公學校（三

民國小）畢業的球員要成立棒球隊，

雙方都有澎湖人，三公這邊稱為前鋒

隊，當時黃皆得擔任捕手，投手以及

其他位置都被人選走，我想自己腳程

快所以就跑去中外野。當時我不太認

識前鋒隊的其他人，因此就隨便他們

排打擊順序，結果我被排到第四棒，

我打第四棒守中外野都是在前鋒隊的

經驗。 

第二屆省運本來要用同樣的方法

參加省運，但大會不同意參賽，後來

不能參加。第三屆開始就代表高雄

市，前後我想參與了十幾屆省運棒球

賽，都是中堅手，打第四棒。後來，

一公與三公合作之後，高雄的實力變

強，就開始得到冠軍，第七屆開始。 

 

立德棒球場 

戰後高雄市沒有一個像樣的棒球

場，市政府前的球場當時要建國小，

因此有人提議建棒球場。立德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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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魚塭，養了很多虱目魚，以愛

河的河沙填地，我曾經參與球場興建

的過程，我未到高雄前，棒球場在西

子灣球場，後來在舊市政府前面空

地。為了建立德棒球場，我跟土木課

的技師一起去測量，結果發現面積不

夠大，左外野因此侵犯到台灣銀行的

土地。立德棒球場初期很簡陋，下雨

時常淹水。 

 
 
 
 
 
 
 
 
                                                          

附錄-75 
 



 

劉正雄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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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8 年 2 月 2 日 
訪問地點：台中向上南路劉宅 
訪問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的經驗與嘉農印象 

我是民國 13 年（1924 年）出生

在嘉義市，7 歲入學嘉義白川公學校，

我讀公學校的時候，學校要組織棒球

隊，我被選為代表隊，加入的時候是

四五年級的時候，加入校隊打球，球

具都是學校供應的，教練是學校的老

師，是日本人。練球主要是利用星期

六日練球，比賽前才比較常練習。嘉

義當時是一年一兩次的小公學校的比

賽。市役所主辦的，這是很好的，因

為小時候就接受運動的磨練，以後才

會「大尾」，意思是才會成材。 

開始進校隊打棒球之前，那時嘉

義的公會堂，每到傍晚時，常有人在

打球，大人囝仔都有，我就在旁邊撿

球，那個時候打棒球的風氣很普遍。

囝仔打球沒有球具，就用軟式網球，

比較便宜，也不用球棒，就用拳頭打，

其他規則都跟棒球一樣，這很普遍，

這對棒球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因

為會玩這種遊戲，就等於了解棒球規

則。了解規則很重要，棒球不是會打

會丟，力量大速度快就可以贏的運

動，要了解規則也要利用規則。 

小學打棒球的時候，我爸爸不太

管我，我爸爸會去看棒球，也會聽收

音機轉播棒球比賽，當時嘉義市民，

我看至少有一半的人，對棒球有興趣。 

嘉農拿到甲子園亞軍時，我大概

七八歲，但是印象很深，當時只有收

音機可以聽，嘉農比賽的時候，大家

都跑去有收音機的店家門口聽。他們

回嘉義的時候，球員跟教練坐車遊

街，很多嘉義人都出來歡迎，大家跟

「肖仔」一樣，我也有去看，那個時

候就想說不打棒球不行，我想很多當

時的嘉義年輕人都在那個時候，喜歡

上棒球的。 

那是嘉農組隊沒有幾年，第一次

參加就得到亞軍，你想想看，日本高

中球隊有四千多隊，差不多千分之一

不到可以去打甲子園，嘉農第一次就

拿到亞軍，日本人可以說是嚇到。我

 



 

們是赤腳，我們是原住民，大家對嘉

農很有好奇。日本人還有人不知道台

灣，只知道有嘉義。其實如果不是吳

明捷受傷，要不然勝負還很難說。 

我公學校畢業之後，當時就想要

考嘉農，而且就是跟棒球有關，但是

考試的時候，不會因為你有打棒球而

錄取，完全是照規定。就我所知，台

東的原住民來參加考試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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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蔡炳昌是白川公學校的，

跟我與洪太山一樣，他球打得很好，

他沒有進嘉農，要不然嘉農的成績會

更好。我曾跟近藤說，蔡炳昌很好，

如果他能夠進來，球隊會強，看有沒

有辦法考進來，但當時入學考試很公

平，不能為了棒球就讓蔡炳昌入學。 

另外，當時的實力，要去考嘉中

比較難，所以考嘉農可說是第一志願。 

 

進入嘉農棒球隊 

入學嘉農之後，一年級的時候，

因為我打過棒球，濱田棒球部長就來

找我，叫我下課後去球隊報到，濱田

他是體操老師，對人很好。但是棒球

的訓練很嚴格，當時林煥洲比我還早

進野球部，但是他先離開，去打網球。 

近藤教練很嚴格，主要是他在訓

練，但有些前輩畢業後，會回來幫忙

訓練。我剛進棒球隊的時候是二月，

天氣還有點冷，幾個人傳接球，距離

不遠但要用力投，一百個球都沒有漏

接，就可以休息，漏了一個球要從頭

開始算。當時手套也不是很好，我傳

完球之後，手都腫起來，痛到要把球

手套的釦子打開，手套才能從手中拿

出來。當時手套不好，如果這樣都不

能忍，之後更糟糕，因此就是要練到

變成死皮。所以訓練受傷是常有的

事，都是基本的。 

我在嘉農是外野手，外野的訓練

很嚴格，近藤會打高飛球讓我們接，

他一定把球打到讓你要拼命跑，才接

得到球的距離，你一定要拼命的跑，

才接得到，而為了接球常常撲倒在

地，那個時候的幾秒鐘，竟然有種休

息的感覺，直到被教練大聲叫「起來

起來」，練到最後，真的是一顆球都看

成兩顆球。 

當時球隊隊員不足，三年級的松

本被教練訓練為三壘手，通常打到三

壘的球，都很強很難接，近藤位了訓

練松本，叫他穿捕手的謢具，一直打

球讓他接，松本練到倒地，潑水醒來

繼續練。洪太山當捕手，當時也被操

的很累。 

夏天放假的時候，為了準備中等

學校的選拔賽，都要每天帶便當去練

球，練習都是全天的。但是我四年級

的時候，為了比賽，在賽前大概二十

天，就住在學寮進行二十天的集體訓

練。 

集中訓練很累，早上練球，吃過

飯後，繼續練習，晚上吃過飯後，大

概七、八點，開始對野球的規則與戰

術，進行模擬考試，就像是跑者在不

同的狀況下，跑壘的方式都會不一

樣，每個守備位置遇到不同狀況，也

要有不同的處理，這些都是做個棒球

選手要記住的，要不然不可能成為一

個好的棒球選手。被問到的時候，不

能想太久，反應要很快，如果回答錯

 



 

了，馬上就是一個巴掌。比賽前集體

訓練的時候，晚上比早上在球場上練

習還要痛苦。 

但是，近藤的操練都是公的沒有

私的，有次夏天我在外野，天氣很熱，

我流鼻血，我沒有向他報告，就自己

跑到水龍頭要洗，被近藤罵。近藤就

是那種斯巴達的訓練，但是他在球場

外，脾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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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農球隊內是學長學弟關係的，

學長會打學弟巴掌的。台灣人學長照

打日本人學弟，不管你是誰。之後遇

到了也不會記恨，因為是為了公的。 

畢業後，我的人生的處事態度都

是按照近藤的教導而行的。例如，近

藤會讀些日本的詩句，他曾說過一個

故事，一個和尚在奈良看夜景賞月，

他說月亮為了讓別人看，而更漂亮，

但是打棒球的人，不用為了更好的結

果，而表現給別人看，而是應該揮發

自己十分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

這樣就有價值了。棒球也是，棒球的

每個動作有沒有盡力去完成，不是為

了表演給人家看。盡力就會有效果，

打棒球就會贏，這不僅是棒球，也是

人生的標準。 

我在彰化銀行，工作的原則就是

這樣，不用去刻意表現，巴結上級，

洪太山也是有這樣的精神，我升上當

經理，部屬犯錯，總行來調查，我雖

然才剛上任，但我自請處分，太山在

台東的時候，也是用這樣的態度，別

人都笑我們笨憨人。另外，有功勞的

時候，我也絕對不居功，這就是日本

時代受到近藤的影響。 

嘉農是三民族的球隊，意思就是

在台灣的不同民族，日本人、台灣人、

高山聯合組織的，這是嘉農的特色，

日本沒有這樣的隊伍，所以很吸引日

本人的注意。 

嘉農的畢業生，工作很好找，還

沒有畢業，外面的公司就來找了，如

果是會打棒球的，會有比較好的工

作，薪水也會比較高。洪太山那一期

畢業的五個人，因為台北的專賣局來

找近藤，所以他們一起去專賣局工

作，待遇不錯。那一屆的吳新享則是

去日本，打職業棒球，那就真的是把

打球當作職業。我畢業後，則是去專

賣局，在嘉義酒廠工作。但是當時戰

爭已經愈來愈激烈，棒球比賽都停

止，甲子園也受到影響。 

 

嘉中與嘉農 

當時我當選手的時候，嘉中的棒

球也很強，那時候嘉農有時會輸嘉

中，中等學校的球隊實力要強，還是

要看考進來的學生，這常常會影響到

球隊的表現，例如說五年級畢業後，

四年級能不能接上來，像是洪太山、

吳新享、佐佐田那屆畢業後，後面的

接不上來，實力就弱下來，這時候可

能就變成嘉中比嘉農強。 

當時，嘉農與嘉中的學生常會起

衝突，不只是棒球比賽，有時在嘉義

市內遇到了，彼此看不順眼，會互相

對立，甚至起衝突。 

嘉中棒球選手大部分是日本人，

當時嘉中與嘉農差不多在大比賽都會

遇到，也有市內比賽，市內比賽都是

在水源地公園比賽。在看台上都是嘉

 



 

中的支持者比較多，比較多是公務

員、事務員的子弟為主，嘉農的支持

者，就不一樣，嘉農的都是食堂、賣

菜的、吃檳榔的。分得清清楚楚，不

是坐在看台喔，是站在外野。嘉中都

日本人公務員的子弟，雙分就自然分

成兩邊。站在嘉農的加油者，比較熱

心熱情，嘉中的支持者比較不激烈，

主要是去看自己的子弟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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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一般人來說，嘉農代表

或是嘉中代表都沒關係，誰代表，都

是代表嘉義代表台灣，嘉義人都會加

油。 

 

戰後棒球的回憶 

光復後台灣的棒球恢復很快，因

為台灣人很多本來就會打棒球，所以

第一屆省運的時候，參加的隊伍差不

多沒個縣市都有，觀眾也很多，因為

戰爭的關係，棒球停太久了，所以開

始 打 的 時 候 ， 幾 乎 是 大 家 又 開 始

「肖」。 

省運棒球賽，我參加了第一到第

十屆，有時候代表嘉義，有時候代表

台中，因為在台中糖廠工作，也代表

過新竹，那就是李詩計的新竹貨運工

作時，也代表過台北，當時是在彰化

銀行，代表不同的縣市，主要是因為

工作的關係。 

當時，銀行的待遇好，銀行也很

支持棒球，所以棒球選手都希望能到

銀行打球，銀行為了提升實力也都會

挖角很選手，各個銀行都一樣。就像

是合庫，謝國城那麼支持棒球，華南

銀行的蘇嘉禾也是，他們都會為了提

升實力去找選手，銀行的棒球實力就

會變強。我之所以到去彰化銀行上

班，主要是洪太山先去彰銀上班，後

來他就找我進去，我就一直在彰化銀

行工作，不打球了，也繼續在彰銀，

當過分行的經理。 

銀行的比賽主要是六行庫參加，

包括一銀、合庫、華南、台銀、彰銀

等，比賽都在新公園，那邊也不是甚

麼棒球場，不標準，但是方便，銀行

在附近，附近的觀眾也多，所以就很

習慣在那邊打球，新公園球場球場不

大，但觀眾很多，常常觀眾都把球場

圍起來，各銀行都會動員員工來加

油，很熱鬧。 

當時六行庫的比賽，華南與合庫

的實力比較強，彰銀跟一銀差不多。

另外，土銀則有開南畢業的選手，比

較年輕。 

在銀行打球，福利很好，參加大

比賽之前，各縣市分行的選手，會集

合在彰銀的北投俱樂部集訓練球，每

天練球，也都住在那邊，可以專心打

球，生活環境也好，當時在銀行打球

可以說是非常的好。不是只有我們這

樣，合庫、華南當時也是一樣。  

我也當選過國手，代表台灣出國

比賽，當時是台灣要去菲律賓比賽，

棒球協會因此組織台灣聯隊，薛永

順、李詩計是台灣聯隊的教練，薛永

順是打過日本職棒的，名古屋的，那

個時候他們很有名，也是前輩，那次

台灣聯隊比較多嘉農的選手，主要是

李詩計也是嘉農畢業的。所以台灣聯

隊中嘉農的選手就佔了七、八個，除

了我之外，楊元雄、拓弘山、林煥洲、

 



 

 洪太山、蔡溪松都是嘉農畢業的。要

去比賽前，整隊在台中合作旅社集體

住宿，進行集中訓練。 
 

 
我在嘉農以及台灣聯隊的時候都是外

野手，台灣聯隊的時候我是第一棒，

一般來說，從小到大接受棒球訓練時

都會告訴你不要打第一個球，當時我

說這是友誼賽，我第一顆球來就要打

了囉，結果真的打安打。 

 

 

 

 
 

 
 

 
 

 
 

 
 

 
 

 
 

 
 

 
 

 
 

 
 

 
 

 
 

 
 

 
 

 
 

 
 

 
 

 
 

 
附錄-80 

 



 

陳嚴川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5 年 5 月 19 日 
訪談地點：苗栗縣苗栗市陳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公學校的棒球經驗 

我是大正 15 年出生（1925 年），

從小看我大我三歲的哥哥打球，他是

苗栗第一公學校棒球隊的投手，所以

從小就在玩棒球。我們家是經營計程

車還有貨運，從小開始我爸爸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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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反對我打棒球，而且還很贊成。 

我是七歲進入苗栗第一公學校

（建功國小）讀書，五年級的時候，

大概 12 歲的時候，我跟同學玩棒球的

時候，被老師看到，就把我選到棒球

隊中正式開始打棒球，當時棒球隊的

老師是日本人。當時棒球風氣很盛，

自己也有興趣，老師選我當校隊，硬

要我去參加，我也很高興，我當時可

能是因為跑步速度很快，接球很準所

以才被選上。 

進入棒球隊後，老師叫我擔任捕

手，我從國小就擔任捕手，一直到以

後也都是捕手。很多人都不喜歡當捕

手，但是我覺得捕手好玩，我也不怕

被球打，而且補手要負責作戰指揮，

很重要。 

打球的球具都是學校提供，那個

時候是打軟式棒球。球隊之中大概有

十幾個人。通常利用下課之後練球，

每天練習，老師訓練很嚴格，練球完

之後還要跑步。 

當時學校的棒球風氣很盛，我唸

書的時候，學校內還有班級的對抗，

一個班級一隊，一個年級有六七班，

所以很多人打，棒球很流行。 

比賽大多是在暑假的時候，都是

在苗栗比賽，參加的隊伍是日本人的

苗栗小學校，他們實力很強，還有我

們，苗栗第二公學校（大同國小）沒

有棒球隊，但是也有人在打棒球。當

時在苗栗要上學才有機會打棒球。 

我代表學校的時候，因為我們練

習比較多，而且老師很嚴格，所以跟

苗栗小學校比賽時我們比較強，得到

 



 

苗栗的冠軍才能去參加新竹州的比

賽，也大概是暑假的時候。 
糖場、石油等球隊，都是以日本

人為主，但有幾個台灣人，大概都是

苗栗公學校畢業後，我想進入這些公

司上班才可能繼續打球，因為苗栗當

時除了公司的棒隊之外，沒有打球的

機會。不過學校畢業後，去打球，也

都是從檢球開始做起。 

參加新竹州的比賽大概有七八

隊，就是桃竹苗各郡的代表。新竹州

的比賽只有冠亞軍，沒有第三名。苗

栗公學校在參加新竹州的比賽中，總

共拿過兩次冠軍，我讀書的時候拿過

一次，楊議員的爸爸那個時候也有一

次。新竹州得到冠軍之後，就沒有了，

那個時候沒有全台灣的比賽。 

去糖場工作，還是以上班為主，

跟大家都一樣的，所以只能利用下班

時間練球。當時苗栗的社會組的球

隊，大概有鐵道、石油、大日本製糖、

街團、群益團（郡役所）、教職員等隊

伍。每年四五月份的時候，苗栗的社

會球隊都會進行春季的比賽。 

跟日本人比賽的時候，覺得裁判

會不公平，大家都知道，會偏袒小學

校，例如好壞球的判決不公平，有時

候明明安全上壘結果被裁判判出局，

所以有的時候場邊的觀眾球場的球員

會起衝突，觀眾看到裁判這樣，也有

人抗議，但是也沒有用。這樣的情形

下（指裁判有時不公平），能夠贏的

話，就很高興，勝利很難得，以前常

常輸啊。因此我們贏之後，回到學校

慶祝，學校請我們吃西瓜吃水果。 

那 個 時 候 我 在 苗 栗 打 球 的 時

候，嘉農的吳明捷，打甲子園第二名

的，是苗栗人，他當時在日本早稻田

大學打球，很不容易，大家都知道他，

他有一年回苗栗，我們去車站歡迎

他，他還來教我們打棒球。吳明捷的

身材很魁武、很壯，大家很崇拜他，

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打棒球就要成為

那樣的選手。 
公學校畢業之後，我讀了兩年的

高等科，還有繼續打球，參加學校老

師的教職員隊，那個時候就是參加社

會組比賽。 
日本時代苗栗棒球風氣興盛的

時候，當棒球員覺得很風光，比賽的

時候，很多人來看，去到那裡人家都

認識你。 
 

日治時期的「社會人棒球」經驗 
昭和 16 年，我去日本大阪唸關西

工業學校，那是要讀五年的，在日本

讀書學校也有棒球隊，但是不強，我

那個時候利用放假的時候，在大日本

塗料打工，有時就會利用星期日，參

加大日本塗料棒球隊去打棒球，打一

場還有十元可以拿。後來戰爭激烈，

我讀到 3 年級的時候，就回台灣了，

所以沒有畢業。 

讀了兩年的高等科後，之後到大

日本製糖會社糖廠工作，那個時候我

球打的不錯，所以畢業後，就有糖廠、

石油、鐵道來找我，希望我去上班，

也幫忙打球。而且不只是我，我的同

學也有很多因為打球的關係到日本人

的公司工作，他們會來找，這樣的情

形去鐵道工作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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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回來之後，進入糖場工

作，但是棒球運動受到戰爭的影響，

大型比賽都取消了，苗栗還是會進行

棒球賽，一年後到石油公司，但不久

我就去當海軍了，那個時候因為戰爭

激烈，棒球就全面停止了。不久之後，

也光復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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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棒球回憶 

光復之後，棒球馬上就恢復到以

前日本時代的盛況，大多數是台灣人

在打。我進入中油工作，跟打棒球有

關，當時苗栗的棒球隊有鐵道、石油、

糖場等隊。 

參加省運的時候，招集了苗栗

五、六隊棒球隊，舉行選拔賽再挑選

代表隊。以贏得冠軍的隊伍為主組成

代表隊。主要以苗栗市的隊伍為主，

海線那邊的閩南人沒有組隊，所以苗

栗隊都是客家人。那個時候石油公司

比較強。 

我參加過七屆省運，第二屆得過

亞軍，冠軍是台南，那個時候是苗栗

最強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苗栗還

不是縣，所以是以新竹縣為名義。 

光復之後，打球的方式跟日本時

代差不多，唸書完之後被找進有棒球

隊的公司。球員還是以在地的球員為

主。之後石油隊也找了南英的選手

來。球隊就有客家人與閩南人，所以

溝通的時候，除了術語是用日文，用

日文溝通大家都聽得懂，後來南部球

員多了，就以講閩南話為主。我在中

油打五年之後就擔任教練。 

當時中油公司內部，高雄煉油

廠、嘉義溶劑廠、營業所都有棒球隊，

包括苗栗中油棒球隊，大概就這四

隊，這四隊有會在一年一次的中油盃

比賽中交手，苗栗中油因為實力好大

概都是冠軍，那個時候是打硬式棒球。 

41 年的時候，遇到了白色恐怖，

被陷害抓去關了六年，一直到 47 年才

回來。那次是中油在勞工盃中得到冠

軍，球隊一起慶祝，晚上 12 點的時候，

警察藉口要查戶口，進來我家就把我

帶走。 

被抓的原因是因為球隊的中外野

手謝裕發，他是客家人，他是我從小

在一公認識的同學，因為有人去告發

他是匪諜，政府要抓他，他先跑掉了，

結果政府就把球隊中的人全部抓起

來，抓我們不需要甚麼名義，懷疑就

可以抓了。最後他出來自首，自首反

而沒事。當時球隊中被抓的有十幾個

人，但球隊沒有因此而結束，因為又

有新球員加入。 

這件事是有人告密，告密的人為

了要拿獎金，獎金害死人。我被關的

時候，不會怕被槍斃，都隨便了。我

被抓之後，前三年不知生死完全沒消

息，最初是抓到台北大橋附近的保密

局，後來是保安司令部、警備總部，

被問了很多關於謝裕發的事，以及與

他的關係，我回答打球之外沒有關

係。法官說我的筆可以讓你上天堂也

可以下地獄。 

我們被抓的一群人，大部分判三

年，最久的被關十五年，我也被判三

年，判決之後，家人才知道我在土城，

家人才來看我。遇到這樣的事，當然

很不滿。 

 



 

 被關了六年之後，重回中油上

班，那時候大概 34、35 歲，當時探勘

處處長吳德梅，他很支持棒球發展，

鼓勵我重新出發，重組一個棒球隊。

我就一直在中油，到退休前都參與棒

球的訓練，在工作的時候，會利用公

餘協助訓練建功國小棒球隊，退休後

就去教壘球。 

 

 

 

 

 
苗栗的棒球隊因為公司不支持就

慢慢變少了，像鐵道等，到了五十幾

年的時候，苗栗只剩下中油隊了。最

後中油的育樂委員會也決定不支持棒

球隊了，所以後來也解散了。 

 

 

 

 
打棒球雖然被關過，但我不後悔

打棒球，打棒球也會陶冶人格，我做

事的態度也受到打棒球的影響。 
 

 
我從小學與戰後的時候，學習棒

球的技術與規則都是看書的，沒有人

教。所以要去訂購，在從日本寄過來，

或者後來去日本的時候就會買。但是

那些書因為搬了幾次家都丟掉了。日

本時代老師會教，之後就都是靠自

己。我也是台灣第一個拿到國際裁判

執照的人，要經過筆試與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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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鳳鳴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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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5 年 5 月 19 日  
訪談地點：高雄旗津大關路蔡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高雄第一公學校與高雄少棒冠軍 

我是民國 14 年（1925 年）出生

在旗後，高雄第一公學校，小學的時

候就會在旗後沙灘打棒球，就是跟同

學在玩的，沒有接受訓練，到了國小

五年級的時候被選進校隊，當棒球校

隊，當時是打軟式棒球。當時棒球隊

是由松本、湯川兩位學校的老師指導

我們打棒球。我的前輩們，做過省議

員的蔡文玉那一輩的時候，築港的選

手會來幫忙訓練，我的時候已經沒有

了。 

進入校隊之後，主要的目標是全

市的比賽。當時都是利用下午四點之

後，利用課外時間練習，日本教育就

是按部就班，該上什麼課就上什麼

課，上完課才練球。練球的時候差不

多一個小時，打擊守備都要訓練。 

練球都在學校的操場，幾乎每天

都要練習，接近比賽時，連放假的時

候也要練習。放假的時候，學校還會

幫我們準備茶點，我吃過森永的牛奶

糖、奶油麵包，可以說是相當好。校

長也會打球，所以也很關心。球具、

球衣都是學校提供的。要考試之前大

約一個星期，就停止練習認真唸書。

日本人都是利用課外練習，不會佔用

上課的時間，不影響功課。 

1936 年我們參加高雄市的少棒賽

得到冠軍，那時候一公已經好幾年沒

有得到冠軍了，比賽是在西子灣比

賽，除了棒球隊之外，學校也動員學

生到場幫我們加油，唱歌喊口號很熱

鬧。 

當年的比賽，三公沒有參加，因

此只有一公、一小、二小等三個學校，

二小就是彭明敏讀的鹽埕國小。我們

最後以 3 比 2 贏一小，得到高雄市冠

軍，所以全校都很高興。當時候的少

棒賽，就是市內的比賽，沒有全島的

比賽。 

原本我們在比賽前，跟一小進行

過友誼賽，我們輸給一小，比數是 6
比 0，所以我們想正式的比賽應該會

輸。當時一小的投手西川的下墜球投

得很好，我們都打不好，抓不到他的

下墜球，校長就投這樣的下墜球讓我

們打，老師告訴我們要在球下墜前打。 

老師還教我們認真練習跑壘、盜

壘，觀察投手的動作，教我們如何在

投手抬腿的時候，要抓緊時機盜壘，

練習盜壘，果然我們在正式比賽開始

之後，靠著短打以及盜壘，第一局就

得到三分，我們就是靠這三分取得勝

利。最後一局，一小進攻壘上有人，

我們守下來了。 

日本人很重視棒球，所以也不想

要輸，而且一小贏過好幾次冠軍，所

以輸給我們很不甘心，場邊一小的人

罵我們「清國奴」，我們台灣是殖民

地，被人家管的，我聽了也很不高興，

 



 

但也沒有甚麼反應，只是內心裡還是

覺得很不高興。 

日治時期高雄棒球運動的發展，

硬式棒球很少，大部分是軟式的，旗

後最早發展的時候有築港，築港的辦

公室在大關，開闢高雄港時，負責築

港工程，築港就是港務局的前身，現

在港務局是管理，過去是要建設的，

當時，築港的棒球隊，實力很強，築

港代表過高雄參加過都市對抗賽，所

以打硬式的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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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能夠打棒球的機會，除了在

學校之外，要到有棒球隊的公司或者

公家機關比較有可能。要不然就是上

班的人，也是有自己出錢組隊的狀

況。日本時代打球比較多還是公家或

者公司的支持。 

日本時代的家長，不會很反對學

生運動，那時候的狀況都現在不一

樣，現代的老師也不像過去那種老師

一樣那麼傻瓜，現在志願教沒有人願

意，功利主義嘛。 

家長雖然不反對，但打球回家後

都想要睡覺了，就沒有辦法花時間讀

書，當然就沒有辦法升學，所以準備

要升學的人，就會開始把時間花在念

書，中學考試的時候，一樣照規矩考

試，但是身體體能還是不能太差。 

日本時代對於學生的定義，跟現

在不同，當時是體育與學業、品行都

要兼顧，才是標準的。 

 

雄中的生活 

1937 年 3 月小學畢業後，我考雄

中沒有考上，因此讀了一年高等科，

隔一年考上高雄中學，當時很難考，

考上的都是日本人比較多，我們一班

大概四五個台灣人。進入雄中之後，

就沒有打棒球了，一方面父母親也不

讓我打了，他們覺得運動雖然很重

要，但升學了，就要專注在功課上。 

另一方面，雄中是日本人比較

多，台灣人也有但比較少，成績與家

庭背景不好，就沒有辦法進去，我是

考第二次才上的，好不容易考上當然

就要好好讀。 

當時雄中的棒球隊都是日本人，

比賽的時候我還是會去看棒球，但已

經沒有打了，我覺得台灣人加入棒球

隊也會有壓力吧。 

在雄中的時候，柔道與劍道的訓

練在雄中的時候就有了，軍事訓練也

有。上課很嚴格，有次上游泳課的時

候，天氣不好，天上已經有閃電了，

老師還是堅持要上完課。當時的老師

很盡職，對於國家與社會都很盡忠。 

台灣人是奴隸，小學的時候不覺

得，中學的時候就感覺到了。雄中的

時候一般大般大概只有幾個台灣人，

其他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水準比較

高，日本人重視體育活動，因此運動

成績普遍來講，日本人比較好，但是

讀書輸台灣人，臺灣人拼命努力讀

書，爭取好成績。 

1944 年，雄中畢業後，考上南師，

那時戰爭已經很激烈了，在南師讀書

時除了要學習柔道與劍道，還要加上

軍事訓練，叫做教練，打靶丟手榴彈，

很辛苦，而且一周起碼有三次。1945

年的時候，被抽調去當兵，但不沒多

 



 

久戰爭就結束了。  

  

戰後高雄棒球發展  

南師畢業後回到旗津國小教書，

教五六年級。當時旗津國小棒球很

強，謝耀文那一屆還得到高雄冠軍，

當時學校支持棒球隊，所以比賽是全

員出動，我當時在旗津國小當主任，

學生要去高雄當啦啦隊，我還去請海

軍的船幫忙載學生。後來謝耀文回學

校當老師的時候，在訓練棒球選手，

我也多少會幫忙。 

 

 

 

 

 

 

 
至於參與高雄市棒球委員會的工

作，是在我當大同國小校長的時候，

當時我的同學許漢水，做生意成功賺

了錢，所以被大家選為棒球委員會的

主委，但當時的總幹事陳鏡淵身體不

好，所以我就去幫忙，接下總幹事，

剛接的時候是 67 年，總幹事一直當到

79 年，當了十幾年。 

 

 

 

 

 

 當時是少棒風氣最盛的時候，一

場南部七縣市的少棒比賽，光是門票

的收入，有次就收了十三萬元的門

票，是很驚人。因為當時很重視南部

七縣市的比賽，誰贏就能代表去參加

全島的比賽。 

 

 

 

 
我在大同國小當校長的時候，每

年都會參加選拔賽，但有些家長會反

對，大同的家長有的是醫生、教授，

背景比較好，他們會反對學校發展棒

球運動。認為應該要認真讀書比較有

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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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三崁店糖場有個三崁店小學

校，是給日本人讀的，我是讀永康公

學校三崁店分教場，糖廠的員工跟附

近的人都讀三崁店分教場，學校有日

本老師也有台灣老師。 

方水龍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下課後都會在糖場內玩，看人家

打球啊，當時糖場內有個野球場，糖

場有個俱樂部，小時候會在神社、網

球場、野球場那邊跟日本人小孩玩，

那個大空地也可以開運動會，相撲也

在那片空地上玩，日本人為主。我被

選過學校主將代表去參加新豐郡的相

撲比賽。 

 

我的長輩都在工作，沒有甚麼休

閒，工作休息的時候就去鹽水溪用手

網抓魚，養豬、務農種蕃薯也有，沒

有時間休息，沒有娛樂。晚上很早睡

覺。 

糖場中有俱樂部還有運動設施，

有弓箭、網球、野球，但都是日本人

在玩，台灣人有，但大概就是一兩個，

都是糖場的員工，我們會在旁邊看，

看他們比賽，但我們不會打，他們當

時都打軟式棒球。 

 
 
 
 
訪談時間：2007 年 7 月 18 日 
訪談地點：台南縣永康市方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戰時與戰後初期 
 

七七事件之後，開始戰爭，到了

戰爭激烈的時候，野球場就用來種菜

種蕃薯。棒球還是有日本人在玩，但

已經不興盛了。戰時的時候，我們要

去神社拜拜，要調去當兵的人都在神

社前歡送，我們也要去歡送。天長節

的時候，舉行儀式，我們會跑去看，

鬥熱鬧。 

糖廠中的棒球活動 

我是出生於 1928 年，我阿公叫作

方賢、我爸叫方昭元，我家是安南區

的人，中州寮的人，從我父親方昭元

開始就在三崁店糖廠服務，噴水池附

近日本時代是宿舍，我從小就住在宿

舍區。那個時候堤防還沒有做的很

好，因此會淹水。 
戰後，我是在糖場學中文，從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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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ㄆㄇ開始，糖場中的外省人會來教。

糖場第一任場長羅宗實，他是汕頭

人，支持棒球運動，組織棒球隊。糖

場棒球隊開始恢復，隊員都是糖場員

工，都是台灣人，日本人回去了，我

弟弟方水泉（民國 19 年，1930 年出生）

在當時在糖場工作，也開始打球，他

當時年紀很輕，但球打得很好，投球

投得很準，成為糖場棒球隊的主將，

而且市內的人也都知道他球打得很

好，他就開始代表台南參加比賽。 

 

 

 

 

 

 

 
後來，謝國城、林鳳麟的合庫，

實力很強，在全台灣找選手，他們就

來找方水泉去合庫上班，聘為正式的

職員，他的口才不是太好，但很正直，

我建議他一定要去，正式的職員是不

錯，很好啊。另一個台南很好的選手，

葉清德被華南挖角的時候，還要試用

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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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章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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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9 年 11 月 27 日 
訪談地點：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高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的過程 

我是昭和 3 年（1928 年）舊曆 3
月 3 日出生在花蓮市，我們家住在日

本時代花蓮市最熱鬧的春日通，從阿

公開始我家就在做漁產的買賣，昭和

10 年我七歲的時候入學明治公學校，

升上四年級的時候轉到昭和公學校

（現在的花蓮明義國小）。讀公學校的

時候，學校沒有打過少棒，比我年紀

大，就讀花蓮港公學校的蘇如松他們

有在學校打少棒，我的舅舅也是讀明

治公學校也有打過少棒，但我那個時

候沒有了。 

但是，因為春日通附近都是住日

本人，所以我在公學校二、三年級開

始，就跟他們玩棒球，打軟式棒球，

也沒有正式訓練的，沒有人教我們，

我們就是看人家怎麼玩就跟著玩。當

時我的身材矮小，年級比較大的就叫

我當捕手，因為沒有護具、面具的保

護，所以後來有一次，練打擊的時候

被球打到眼睛，之後就不敢當捕手。 

我去打球都不用準備球具，都是

用他們的手套。那個時候，跟日本鄰

居小朋友打棒球的，就只有我一個台

灣人，因為春日通跟附近的黑金通、

朝日通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日本人。

我年輕的時候打球所用的球具也大概

都是日本人用完的廢件。 

當時打棒球都在花崗山棒球場，

就在現在花崗國中上去那邊，因為花

崗山就在春日通旁邊，爬個坡就到

了，很近，走個五六分就到了，所以

都在那邊打棒球。花崗山棒球場有個

簡易的看台，在一壘側，有個大概一、

二十幾公尺長的，三四層的水泥的觀

眾席。 

花崗山的場地不是很好，打硬式

的比較有危險性，硬式的球比較快，

場地不平，球常會變化亂跳，花崗山

的場地打軟式的可以，硬式的就不行

了。 

1940 年我 12 歲公學校畢業後，

隔了兩年後 1942 年我考上花蓮工業學

校，讀工業學校的時候，因為二次世

界戰爭的關係，棒球是美國發起的運

動所以不能打了。花工畢業那年，台

灣就光復了。 

 



 

 

花崗山棒球場棒球賽的回憶 

我們那個時候也常在花崗山看社

會組或者中學校的比賽，社會組主要

是軟式為主，一年大概有兩次比賽，

社會組是不收門票的。中等學校因為

是要打甲子園的，所以規定都是要打

硬式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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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很瘋看棒球，花崗山有比賽

時，回家都衝忙的東西丟著，就馬上

衝到球場。看了別人打球，對棒球的

了解才越來越多。花崗山一直都是花

蓮市主要的棒球場，比賽都在這邊舉

行，在少棒熱的時候，球場還圍籬笆，

還是很多人看。 

中等學校的比賽來過花蓮比賽，

我有去看，當時嘉農很有名，因此嘉

農來花蓮比賽我也去看，花中對上嘉

農很好看，很刺激，花中有一陣子實

力也不錯。我們花蓮人是希望花中可

以贏，但嘉農實力很強。 

社會組的球隊則有很多，例如鐵

路、電力、朝日組、專賣、阿美隊等。

阿美隊就是阿美族選手為主的，打球

要有支援，阿美對是誰出面支持的，

我也不清楚。當時，花蓮的社會組球

隊中，除了阿美隊是原住民，其他大

概都是日本人，打球的台灣人很少，

只有黃進財、林桂興是台灣人，組織

棒球隊沒有那麼簡單，日本人比較有

資源，台灣人大概都是當觀眾比較多。 

 

戰後初期棒球的發展 

戰後不久，花蓮的棒球很快就恢

復了，而且很多隊，日本人走了，所

以都是台灣人在打。當時其實很亂，

很多人打，但大家都不內行，不太懂

棒球規則，一邊打一邊學，所以常常

起爭執，球場上常見到兩隊大小聲，

所以就要靠黃進財這樣的前輩，指導

基本動作、比賽原理、棒球規則。 

我畢業時，戰爭快要結束了，畢

業的時候馬上被動員去鐵路局工作，

一個月的待遇是 37 圓，日本人是 50
圓。但不久戰爭就結束了，光復之後

我曾經短暫在電台上班，之後到花蓮

貨運，我一直在私營公司工作，所以

我打的棒球隊叫做社會隊，就是以花

蓮的私人公司員工為主所組成的棒球

隊。 

但我會有時也會去幫鐵路、電

力、酒廠打球。當時，花蓮市有好幾

隊社會組的球隊，彼此會比賽，然後

聯合起來代表花蓮對外比賽。也曾經

跟我弟弟去宜蘭的蘇澳幫黑潮隊參加

台灣水泥主辦的棒球賽，宜蘭那邊就

去找方水泉還有一些合庫的球員來助

陣。 

當時最重要也最多人注意的比

賽，是省運的棒球賽。省運是打硬式

棒球，但我們在花蓮過去都是打軟式

棒球，所以在省運比賽的十幾天前，

我們都要集合訓練，那時候才開始改

練硬式棒球，硬式棒球也都是舊的，

縫了很多次還在用，但硬式與軟式的

球性差很多，技術性、危險性都比較

高，需要適應。 

我參加省運的比賽，不只是打棒

球，還有田徑。其實我本來是短跑選

手，一百、兩百公尺等項目，從公學

 



 

校五六年級開始，就代表學校參加全

花蓮市的聯合運動會，在縣運當中也

得過優勝，省運也參加過短跑。所以

我參加省運參 190 幾公分，可以說他

跑一步我要跑兩步。像徐天德或者其

他原住民的棒球選手，體力比較好，

速度與力量也都有好。徐天德是國手

級的短跑選手，但是他也代表花蓮參

加省運棒球。以前代表花蓮參加省運

田徑的大概都是阿美族，只有我不是。 

附錄-92 

包括我跟徐天德，都是速度快

的，所以省運花蓮棒球隊的優勢，就

是速度快，比賽的時候我們上壘，對

方的捕手就在注意了。我當時一上壘

就馬上盜壘，球場好像是我的，一壘

盜二壘，二壘盜三壘。大家都知道我

要盜壘，但就是抓不到。大家也想不

到，我的速度怎麼快，但是不是速度

快就夠了，主要還是要抓投手的節

奏，我自己當投手，所以我知道要怎

麼抓投手的投球節奏而跑壘。 

因為我的腳程快，守備範圍大，

所以我都擔任中外野手，當時常常當

選國手的洪太山，也是中外野手，我

的守備比他好，但是他的打擊比較

強，所以選國手的時候都是選上他。 

省運我大概參加十五、六次。花

蓮參加省運棒球賽的成績不錯，曾經

得過第三、第四名。參加省運也認識

很多人，像是新竹的胡煥發、台中的

蔡炳昌等人。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

是第十屆省運在新竹舉行，我們帶去

的球棒大概四、五支全部打斷，沒有

球棒可用，那時就向在旁邊準備比賽

的球隊借用兩支，輪到我打擊的時

候，當時滿壘，結果我打了一支三壘

安打，才得到第三名，是我參加省運

最深刻的記憶。 

戰後花蓮棒球的發展，大概經過

25 年左右就開始衰退了。 

 

榮工少棒隊教練回憶 

1978 年 10 月我從花蓮貨運請辭

之後，當時少棒正在流行，因此到榮

工隊當教練，當時榮工隊的本營在花

蓮，後來榮工從花蓮移到台北板橋，

我在台北板橋待七年，負責訓練榮工

少棒、青少棒、青棒隊。榮工處支持

棒球跟嚴孝章有很大的關係，但他本

人不太了解棒球，他過世之後，榮工

內部就認為不需要繼續支持棒球了。 

1980 年，榮工少棒得到世界冠

軍，那是榮工少棒第一次得到世界冠

軍，比賽完之後，那一個月都在美國，

四處參觀拜會華僑，進行友誼賽。 

當時教過的學生當中，後來還繼

續打球的有王光熙，他的條件很好，

但後來涉賭，很可惜，另外還有張天

麟，他的後來就不錯，李述新之後就

去讀書。 

我們去美國回來之後，我都跟球

員說不要打球了，沒有將來，應該要

繼續讀書，因為為了打棒球，都沒有

讀書，我就覺得不是太贊成再繼續打

球，但是那個時代這種話沒有辦法講

出來。那個時候沒有職棒，沒有出路，

所以一直打球也不是辦法。那個時候

打球訓練很像在當兵，球員與教練都

一樣，每天都在打球，都要住在那邊。 

另外，我也認為把全花蓮最好的

選手集中到榮工訓練的方式，也是有

 



 

日美棒球風格的差異 問題的，各校好手都到榮工了，每個

學校打不過榮工，沒有機會得冠軍，

就不想維持棒球隊了，結果榮工離開

花蓮之後，花蓮的棒球反而沒落。 

從黃進財那一輩，就告訴我們棒

球運動的精神，就是要專注，贏得勝

利，不認輸，那個精神是很重要的，

大家就是要同心協力，只有一個目

標，就是贏。 
當時，大家對棒球很關心，想要

影響比賽的人，也開始用些不正當的

手段，我帶隊去美國比賽的時候，竟

然要我撥電話回台灣，要我順著他們

的意思做，放水，那個時候就有企圖

影響比賽的事了。 

日本時代練球的時候，就是講求

扎實的基本動作，要有變化是要在基

本動作的基礎上，這個是我們的前輩

從小到大就這樣教我們，基本動作一

定要練好。這是台灣棒球受日本影響

的部份。沒有這些台灣的棒球沒有辦

法發展。但是日本人那套也有研究的

基礎，有理論的，這個我們就還不夠。 

 

黃進財、林桂興、伊藤先生等人

的回憶 

黃進財是花蓮在日本時代少數打

球的台灣人，可以說花蓮比較了解棒

球的台灣人就是黃進財。他家很像是

在經營碾米廠，環境還不錯，我學棒

球是跟黃進財學的，他多我很多歲，

當爸爸都可以的年齡，我那時當投

手，他當捕手，他就這樣一直指點我。

他也指導很多人，教大家棒球的規則。 

我們的訓練很嚴格，與美國很不

同。我帶榮工少棒隊去美國比賽的時

候，美國的少棒球員漏接球之後，就

在哭，我看他們的教練就一直鼓勵

他，好像一直在誇獎他。 

這個跟我們很不一樣，球員表現不好

哭就哭，才不管。我的訓練方式也是

按照日本時代的方式，在球場上很嚴

格，要苦練，不能開玩笑的。要我現

在來教，我還是用一樣的方式，沒有

這樣練，練不起來。 

林桂興對棒球也很懂，但是他在

二二八事件之後，就因為兒子私藏槍

械，最後他被迫自殺，所以對他的印

象並不深。我曾經在參加省運的時

候，借用他用的球棒。  

 伊藤先生，他是太巴塱的阿美

族，去過日本留學，在太巴塱教書，

所以叫他伊藤先生，這些事大概都是

聽像是黃進財她們那輩的人說的。伊

藤先生對棒球很內行，所以他也會指

導我們，伊藤先生也參加省運棒球賽

同一隊，當時他是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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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諒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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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9 年 9 月 10 日 
訪問地點：台南市友愛街蔡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甚麼時候開始打棒球？ 

我是昭和 3（1928）年 8 月 5 日

出生，我家是在小西腳、魚行口附近。

8 歲進入末廣公學校讀書，14 歲畢業

後，考上台南工業學校建築科，當時

南工是第一屆，戰後經過特種考試成

為建築師，為了參加考試還要讀三民

主義。 

參加學校棒球代表隊之前，都是

跟鄰居朋友打棒球，常常下課後就去

打球，大家也沒有球具，就是玩的性

質，一顆軟式網球也能打，沒有手套，

沒有球棒就用毛巾包住手來擊球。那

個時候，跟鄰居郭清來、黃皆得一起

玩。 

我是在四年級參加班隊，末廣公

學校棒球風氣興盛，同年級各班之間

就有棒球對抗賽，一個年級有 8 班，

一班有 40-50 人，所以全校有兩千多

人，據說是當時全日本最多學生的學

校。到了五年級的時候，進入校隊，

原本是替補，但到了六年級的時候，

我就擔任投手。 

 

台南市內的小公學校對抗 

皇紀二千六百年，我讀末廣公學

校六年級，參加市內的小公學校野球

比賽，這個比賽是每年都有，參加的

球隊，通常是末廣公學校、花園小學

校、南門小學校、港公學校、寶公學

校。各校的比賽，學校都很重視，我

們也是一樣，球隊的老師橋本，很用

心的訓練我們。 

比賽時幾乎是全校出動，到台南

棒球場加油。比賽的時候，兩個學校

的學生，互相叫來叫去，揮舞校旗，

唱校歌，啦啦隊也要先在學校訓練，

學校學生的家長也都會去現場支持，

場面很熱鬧。 

當時花園小學校已經連續兩年得

到冠軍，再得一年冠軍就能把優勝旗

給帶回學校，永久保存。但花園小學

校遇上我們的時候，我們打敗他們，

他們本來是勢在必得，但沒想到第二

場就輸給我們，結果每個人都哭了。

決賽遇到南門小學校，是我當投手，

最後 5 比 4，一分之差我們輸掉。最後，

 



 

我們得到團隊的打擊賞。 

 

裁判不公與日台人之間的問題 

棒球比賽最重要的就是裁判，裁

判可以左右勝負，我讀書的時候，是

球隊的投手，感覺裁判對好壞球的判

決，就能影響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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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給南門那場比賽，我覺得裁判

不公平，裁判是日本人，這樣的比賽

日本人認為不能輸。當時，當投手投

球沒有甚麼變化球，老師就是教我們

投本壘兩側，好壞球中間，這種球就

看裁判這麼判決，裁判不是一直都不

公平，但我覺得有幾個關鍵的球，都

被判壞球，結果比賽就輸掉。 

戰後，我們招待公學校時的球隊

老師橋本來台南，我告訴他，當時我

覺得比賽不公平的地方，橋本教練

說，這樣的結果（指得到第二名的名

次）最好，得到第一名的話，可能很

麻煩，橋本老師說，比賽當天晚上，

校長米田龜太郎（我們都叫他米龜，

他把學校經營的很好，政府想要把他

升職，他不要，在末廣擔任很久的校

長）就去找橋本喝酒，校長去找老師，

這是很不平常的事情，校長跟橋本老

師說，「比賽的結果輸比贏還好，贏了

反而麻煩。」，因為日本人在台灣甚麼

事都要佔優勢。 

日本時代日本人認為台灣是殖民

地，日本人有優越感，我本來覺得日

本人很會讀書，成績很好，入學考試

都考得不錯，南工一班四十個人，有

一半是日本人。但進入南工之後，發

現成績計算的方式，是學科佔三分之

一，操行佔三分之一，軍事訓練佔三

分之一，日本人在軍事訓練與操行上

佔便宜，雖然書讀得不好，但成績算

起來都比台灣人好。當時，軍事訓練

都是現役軍人，都給日本人比較高的

分數。 

 

戰時時局對棒球的影響 

參加市內棒球對抗賽的時候，學

校說不能穿球衣，因為穿球衣是美國

的文化，美國當時是敵人，所以不能

穿對手的服裝，因此我們都是穿的很

簡單，所有的球隊都是穿白色的衣服

與褲子，兩隊分別戴上白色與紅色的

帽子分辨。 

末廣公學校畢業之後，我考上台

南工業學校，是第一屆。當時還打了

兩年的球，之後棒球就被禁止了。 

 

球具的問題 

日本時代球具很貴，讀南工時，

開始打硬式棒球，當時我看到硬式棒

球用一張銀色的紙保裝起來，感覺很

寶貴，所以球破掉的時候，就要縫好，

當時打球的人每個人都會縫球。 

學校打球的時候，球具是學校提

供的，要不然是沒有辦法負擔，我是

在戰後才買了第一個手套，那是因為

日本人要離開了，把不能帶走的東西

都能出來賣，就在今天中正路羊城油

雞附近的空地上，賣他們無法帶回去

的東西，我用二十元買了一個手套。

當時，棒球用具變得比較便宜，打球

的人都去買日本人的手套。 

 



 

  

戰時與戰後的棒球回憶  

 就讀南工的時候，我跟家裡附近

年紀差不多的人，一起組織棒球隊，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叫濱町，所以球隊

就叫做濱團，打軟式的，參加的人有

杜清水、郭清來、黃欽、黃丙丁，當

時郭清來的叔叔環境不錯，所以是他

支持我們組隊打球。當時這樣的球隊

還有明治團，葉清德就是明治團的。 

 

 

 

 

 
後來因為戰爭的關係，我也在五

年級的時候被調去澎湖西嶼支援，棒

球可以說是停止了。戰爭結束後，我

大概過了三四個月才回到台南，之後

進入是政府工作，直到考上建築師才

離開，當時台南的棒球運動又開始恢

復，我們家附近就有銀座隊，是喜歡

棒球的功學社老闆贊助成立的，當時

功學社在販賣體育用品，我有參加，

後來三十幾歲的時候，又組織老爺隊。 

 

 

 

 

 

 

 
當時，大家會用收音機聽棒球比

賽，主要是六大學、甲子園的比賽。

收音機很貴，所以都是大家會到有收

音機的人的家裡，聽棒球比賽轉播。 

 

 

 
台南州團有幾個嘉農的選手，嘉

農很出名，所以我知道，當時台南州

團是會特別找打棒球的人來州廳上

班，說是上班其實是打球，上午上班，

下午開始就在練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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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的時候，早上學校升旗完會

做體操，有規定的項目。老師會帶著

學生做。學校也有體操科，學校的體

操不是專任老師，那個時候有運動服

要穿，學生的穿著要統一。 

蔡溪松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讀公學校的時候，不管是下課或

是午休時間，或者吃完午餐後，大家

就利用那短短的 15 至 30 分鐘做練

習。因為就是有這樣興盛的運動風

氣，才有那麼多優秀運動選手。而且

在運動場上什麼項目都有，也有跳遠

的選手在做練習。三五成群就聚在一

起運動，或是五、六個人由運動技巧

比較好的人帶頭。也有學生在操場打

棒球。我當時最喜歡的還是棒球，田

徑我也不錯，但是比較單調。 
 

 雖然那時候在公學校，棒球運動

的規模並不是那麼大。不過大家都會

利用那短短的下課時間 15 分鐘或是午

休時間的半小時時間，爭取在很短的

下課時間做練習。 

 
 
 
訪談時間：2006 年 2 月 22 日 
訪談地點：台北市中華路蔡宅 

五、六年級的時候，開始戰爭後，

體育開始有軍事訓練。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當時每年公學校都會舉行運動

會，都是在秋天，日本的祭典的時候，

運動會一般都會有團體體操，這是一

開始的時候，全部學生都要參加，然

後有田徑比賽，獲勝之後，也會有像

是鉛筆、筆記本的獎品。 

 
北港的運動風氣 

我是昭和 4 年（1929 年）4 月 18
日出生，雲林北港人，就讀北港第一

公學校，後來還有北港第二公學校。

當時學校運動風氣興盛，有田徑、相

撲、柔道，項目很多，讀公學校的時

候，平常沒事就在學校遊玩，跟比較

年長的前輩們一起運動，有很多運動

好手都是從北港公學校，這麼小的一

個公學校出來的。 

北港公學校大幾歲的前輩，都會

在放假的時候回來教我們打球以及運

動。有次前輩帶我去大水圳游泳，前

輩說跳下去就會了，我就跳下去，結

果我不會游泳差點淹死。 

我公學校六年級畢業後沒考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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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第 2 年又沒考上，後兩年成為

重考生。公學校讀了 8 年。後來我就

讀的嘉農在那時候要考進是非常的

難。為什麼很難考進去呢？日本人剩

下的名額才輪得到台灣人，因為日本

學生都有保障名額。比如招生名額是

150 位的話，其中 50 人就是只給日本

人就讀的保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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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 100 位名額才是台灣人大

家爭奪的。當時的錄取率是每 8 個台

灣學生報考才錄取 1 位。這麼低的錄

取率怎麼考呢？考嘉農的時候，全北

港郡才考上四個。 

 

開始接觸棒球的經驗 

開始接觸棒球是在公學校三年級

的時候，這個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

學校裡的老師若是有空閒的時間，比

如在週六日有時會舉行學校間的校際

賽。因為那時也還沒有專門的棒球比

賽場地，都是在學校的操場上比賽，

學校操場一圈差不多是 2 百公尺，在

當時已經算是相當不錯的操場了，北

港到戰後才有比較大的打球的地方。

參賽的不光是只有學生，也有教師之

間的棒球比賽。因為老師們的球技比

較好。學校的教師們對棒球運動非常

熱情，所以也連帶影響學生們對棒球

的興趣。 

學生們看著老師們的比賽，他們

的球技都非常的好。因為受了學校老

師們的影響，才帶起了棒球運動的風

氣。所以我只要操場上有學生在打棒

球，下課時間或是午餐時間後就馬上

跑出教室去看。中午時間回家用完午

飯後又跑回學校去看。一直到了天黑

了，家裡的人都用過晚餐後才回到

家。可以說是非常的著迷。 

受到老師的影響，就想要自己

打，一開始不是學校組隊，是我們幾

個學生開始打棒球之後，有興趣的人

愈來愈多，後來就自己組一個棒球隊

了，主要是打軟式的，然後自己去找

對手來鍛鍊球技。 

那時都是學生們自動自發組棒球

隊的，不是學校幫我們組棒球隊的。

組隊是學生自發性的。剛開始是我們

自己隨便玩玩而已。老師看我們非常

熱中打棒球，後來才來指導我們。都

是學生們自己開始學習的。 

不是老師來選學生進入棒球隊

的，後來是老師看我們的球技看不下

去，才來指導我們的。日本時代沒有

這樣的科目，這些都是在課外時間進

行的，都是自己的時間。老師不會用

正課的時間教棒球。 

北港街的三個學校，老師打的時

候，學生也有比賽。都是利用放假的

時間，不會利用上課時間。老師會負

責幫忙連繫跟其他的學校比賽。 

學校畢業後，我繼續讀高等科，

高等科一年級的時候，當時候也有比

賽的對象就不只是北港街，就會有北

港郡的比賽，在一些大節日像是天皇

生日的時候舉行棒球賽。糖場的棒球

風氣也很普遍，分場跟總廠之間都會

比賽，北港糖場就有棒球隊，當時會

去看比賽。 

 

家裡的經濟狀況與棒球的關係 

 



 

我的家境也還算是過得去，我不

好意思說自己家境不錯，但經濟能力

也還可以。台北的朋友來北港玩，看

到我們家的房子後就問：這大間房子

是誰人家的？當時我家在北港媽祖廟

對面那裡，那麼好的地段就有兩個店

面，那時載香客來的車子都停在我們

的店面買東西，現在算一算，每日營

收的現金都得用畚箕來裝。你現在問

起來，我再回想起來。 

家裡會順便買球具給家境比較不

好的同學，那時可以唸公學校的家庭

不是每個人都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

有的學生家裡生活雖然還過得去。 

畢業之後也是需要賺錢來補貼家

計。所以，可以說整隊球員所需要的

球具都是我們家買的。同學沒有球

具，我家裡就會多買一些借給他們

用。所以我們家算是有錢人。 

 
店裡的二樓，都堆著很厚很高的

帳冊，上面都寫著，你簽多少，他簽

多少。二樓都堆滿了這些帳簿。當時

用收進來的帳款買了很多的土地，有

時買的是一些旱田。若有一些農夫要

賣這些旱地就一直買進來。北港附近

比較鄉下地方的人，來城裡採買，認

為我們家的店面這麼大一間又夠體

面。騎著腳踏車來，車子一放，進來

採買貨品後記在帳冊上就直接載回鄉

下去。直到田地收成之後，才來城裡

欠帳結清。花生收成之後賣出去了才

來把賒欠的帳款繳清。也有收成不好

就這樣一直把帳給賒欠著的。 

入學嘉農 

我是昭和 19 年考進嘉農的，那個

時候大東亞戰爭已經開始，局勢很緊

張。考嘉農的時候，填寫興趣的時候，

我就寫棒球，口試問我為甚麼要來考

嘉農，我答說我打過棒球，所以很希

望能考上嘉農，他們大概也看我身材

跟體育成績都不錯。但是當時已經沒

有辦法打棒球了。 

入學嘉農不久之後，當時我爸爸

再做嘉義到北港的糖廠鐵路，我一個

朋友的爸爸，管理軍用倉庫，裡面有

雷管與炸藥，有次竟然發生爆炸，我

受了重傷，身上好幾十個傷口，手跟

眼睛都很嚴重。當時空襲沒電，在醫

院裡很危險，大家都認為我要死了。

我當時想說要殘廢了。後來休養了很

幾個月才醫好。 

我記得小時候，比如口渴時一般

學生都是喝開水而已。我們都是買汽

水來喝。一次買好幾瓶汽水來喝，喝

了幾口之後就不喝了，小孩子比較浪

費，家裡的工人就撿起來喝，所以那

時生活都還算是過得去。 
光復之後，我回到學校繼續讀

書，棒球隊也繼續練習，由嘉農的前

輩陳耕元擔任教練，但是二二八事件

發生後，學校停課，我跟陳耕元離開

嘉義到台東，因為當時局勢很緊張，

看到我們這種年青人，常常隨意亂抓

人，還會到家中詢問，整天提心吊膽，

我的爸爸認為說，花錢買球具，

讓小孩子整天去運動，也不會去做壞

事。像是我們要買球衣，一套投手服，

就再買一套捕手服給同學。但是北港

沒有棒球球具的店，所以都要到嘉義

去買，都是軟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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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來聽到收音機說，學校要復課了，

要限期回學校報到，我就趕緊從台

東，一邊搭車，一邊走路趕回到嘉義，

結果差了一天，錯過了回校報到的時

間，就被學校拒絕了，因此我沒有從

嘉農畢業。 

學校內的學長與日台關係 

嘉農內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人，他

們程度比較差，他們怎麼會當我們的

級長，結果我們就要靠拳頭討公道，

他們就去找上級生，例如去找三年級

的，我們也去找上級生，例如四年級

的，大家來拼拼看。不過不一定會起

衝突，因為老師跟學校都會阻止衝

突，起衝突是要受到嚴重的處罰，嚴

重會被退學，所以大家也會節制。 

 
嘉農的傳統 

嘉農棒球之所以很有名，主要是

三民族的學校，欣賞嘉農的精神，就

是因為三民族的團結。但是感覺上學

校還是比較保護日本人。 
讀嘉農的時候，正值十幾歲，剛

進去都很乖，一年級的時候，帽子戴

個很整齊，二年級的時候，就把帽子

折一折，比較有派頭。但是上級生看

不慣這種狀況，就會修理下級生。 

嘉農的棒球名聲是連日本人都知

道，我講個那時候的笑話給你聽，嘉

義農林為什麼名聲那麼響亮的原因

是，是到日本比賽之後名聲傳回台灣

才開始響亮的。這是人家告訴我的，

嘉義農林名聲是多麼的響亮，當時的

日本人只知道台灣有總督府，他們以

為台灣總督府的所在是在嘉義。因為

這些日本人只知道台灣的嘉義，而嘉

義農林就在嘉義，就是因為是嘉農代

表台灣去日本參加棒球比賽，名聲太

過響亮了。因為他們只知道嘉義這個

地方，他們對台灣一點都不瞭解。 

 

嘉農與嘉中 

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實力都很強，

兩個學校練球的時候很多人看，觀眾

大家各選邊站。嘉中比較多日本人，

都是有錢人，我們也不認輸，大家各

有優越感，在各項比賽上，遇到了一

定要分輸贏，劍道方面是嘉中比較

強，相撲、柔道是嘉農比較強。棒球

嘉農與嘉中互有輸贏，但戰爭之後棒

球就停了，嘉中嘉農的比賽也停了。

但當時我知道台北工業、嘉中、嘉農、

南商很強。 

那個時候嘉農被人稱讚，就是三

民族合一，是台灣的代表，這就是嘉

農的精神與傳統，三個民族團結，沒

有日本人、台灣人的分別。一個民族

怎麼跟三民族合作對抗。 

嘉農去過好幾次甲子園，我聽說

以前要去甲子園的時候大家覺得不好

看，學校買新鞋子給球員穿，結果不

好穿，球員都把球鞋拿著，還因此被

人笑，但其實是鞋子還沒有軟，很難

穿才不穿。 

嘉中的學生都是頭腦好，而且家

庭有錢，因為以後還要讀高等學校還

是大學，他們都想要當醫生的，嘉農

的學生頭腦也很好，考試很難考，但

一般來講，學生家裡環境不太好比較

刻苦，所以讀嘉農，讀嘉農畢業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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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工作。 

就業方面，嘉農一點都不輸一般

的中學校，嘉農畢業的一定找得到工

作，士農工商裡，農業是佔著一定份

量的。畢業後一定都找得到工作。像

是我當時就讀的嘉義農校，常常都是

學生都還沒畢業就被內定到某某公司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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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學校都是年輕人，年輕氣

盛，我那個時候就不服氣，沒在怕，

兩個學校的學生也都不服輸。每天做

車天天見面，為了嘉女女生，學生愛

出風頭，常常在車站炒架，互看不順

眼就打起來。 

 

台中糖場棒球隊與入選國手 

二二八之後，我沒有辦法在回嘉

農了，當時嘉農的學長楊元雄，在台

中糖場當農務課長，台中糖場的場長

余升方請他組織球隊，楊元雄就找我

們去，當時第一屆省運在台大，我們

代表嘉義去比賽，當時很多嘉農的選

手，大家聯繫之後，就有嘉農的人到

台中糖場工作。當時糖場的環境不

錯，糖價也好，所以嘉農的選手，也

願意就到台中糖場。 

我當時就因為不知道要怎樣，楊

元雄、蔡炳昌就問我在幹麻，我說沒

事，他們就把我找去糖場工作，蔡炳

昌是投手，我是捕手。台中糖場內有

個糖場不過不是很好，要比賽的時候

要去水源地。 

蔡炳昌當時的球速很快，我想大

概 145 公里，球進壘的時候還會跑，

當時球隊都靠他，之後去外國比賽也

是靠他，我當時當他的捕手，但我眼

睛一眼受傷影響視力，還接得到。一

天大概投 150 個球，很了解他的球路，

跟他的默契很好。他大我五歲左右。

當時原本柳盛遠是他的捕手，但他常

常漏接，就換我當捕手。但因為我過

受傷，所以牽制有些影響，例如要傳

二壘，我一定要起身傳球才可以。 

不過二二八之後的省運，第二屆

大家抱很大的希望，結果輸，大家很

失志，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訓練之

後，台中糖場在第三屆、第四屆得到

冠軍。 

因為這樣我才被選進國家代表

隊，All Taiwan，代表台灣去菲律賓比

賽，當時台灣很好捕手，黃丙丁、黃

皆得比我年長，我還很年輕，但因為

我是蔡炳昌的專屬捕手，所以我也被

選進了代表隊。 

後來糖價變差，待遇不好，本來糖場

支持棒球是為了宣傳，但經濟不好

後，糖場對於球隊支持的態度就不一

樣了。好手也慢慢的離開，有的離開

就到銀行。台中糖場的棒球實力就沒

落了，那個時候也大概是銀行棒球興

起的時候。 

 

 

 

 

 

 

 

 



 

陳森溪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5 年 5 月 28 日 
訪談地點：高雄縣橋仔頭糖廠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我是民國 18（1929 年）年 4 月 3
日出生，讀仕隆公學校，小時候會去

糖場看棒球賽，每一年製糖期結束，

大概是五六月時，就會開始進行糖場

間的對抗賽，當時我們有興趣的人就

會跑去看。但是也有很多人看不懂。 

糖廠棒球比賽的時間，多半在 5
月跟 9 月舉行，因為 6 月到 8 月，甘

蔗採收是糖廠最忙的時候，比賽常跟

糖廠神社的祭典一起舉行，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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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日本人對體育的對抗比賽很注

重，從小就開始培養對抗的觀念，我

讀幼稚班的時候，就用布作成球，投

入一個框，用這樣來比賽。小時候就

讓他們開始相撲，拔河，陸上競技更

不用說。 

當時，我們這邊的大人，是反對

運動。但是小孩子對打棒球很有興

趣。例如我哥哥，他現在 88 歲，當時

參加仕隆公學校棒球隊，我哥哥很投

入打棒球，但是我爸爸反對，所以將

他打球的球棒打斷。 

當時台灣很窮，農民要培養一個

中等學校的子弟不簡單，因此有經濟

壓力，不容易考上了，家長也會希望

認真專心讀書，不要去打棒球。 

我讀高雄工業專修學校時，每個

人一定參加運動社團，例如劍道、柔

道、體操是一定要學習的。另外網球、

野球是自由參加。高工的時候，已經

戰時，所以體育活動的軍事性很強，

也很注重精神訓練。 

 

 

 

 

 

 

 

 

 

 

 



 

宋宦勳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問時間：2005 年 6 月 20 日 
2005 年 7 月 2 日（電話訪問） 
訪問地點：高雄市自由二路宋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之初與苦練 

我是昭和 5 年 12 月 7 日（1930
年）出生，我家在美濃鎮的福安，昭

和 12 年到美濃公學校讀書，開始接觸

棒球是在小學五年級的時候。 

我的父母沒有反對我打棒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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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家的家境很不錯，我的哥哥都是去日

本讀大學的，我爸爸有錢，是讀國語

學校畢業的，當時美濃讀到國語學校

的只有兩個人，但他沒有去當老師，

學校畢業之後回到美濃開設酒廠，賺

很多錢，大概比較有讀書見過世面，

知道棒球是在幹嘛。當時的小孩子也

都很獨立，我當時眼睛生病，有段時

間每個星期到屏東治療，都是自己去。 

美濃國小（日本時代美濃公學校）

棒球隊的教練叫內田，台北師範學校

畢業，畢業後派到美濃來教書，也擔

任棒球隊教練，我當時才五年級，體

形比較瘦小，我想應該不會入選，但

內田老師看我跑步速度快，所以就選

了我，我跟棒球的關係，也是這樣開

始的。內田老師的訓練非常的嚴格，

但後來我當教練後，才覺得以前小時

候的教練，都不是很專業，大多是教

棒球的規則以及比賽怎麼進行，技術

上其實沒有教，我想老師大概也不是

很懂。 

所以，我那時候打球其實就是苦

練，我常常晚上練習揮棒，增強揮棒

的力量，棒球攻擊就是要靠爆發力跟

速度，我從小跑步速度快，所以老師

就要我增強力量，我就一有空就拿著

球棒練習，運動都是一樣的，都是要

靠爆發力與速度。要不然，晚上人家

睡覺，我在那揮棒，就是要增強力量。 

 

公學校體育運動的回憶 

讀小學時，學校有體育課，早上

老師也會要我們做體操。不像現在很

專業還有體育老師，上體育課其實就

是就像是玩不同的運動項目，說不上

 



 

訓練。學校的運動項目除了體操、棒

球之外，還有相撲、田徑與躲避球等

運動。 

這些項目我都很喜歡，但讓我印

象深刻的，除了棒球之外，就是相撲

與田徑，旗山郡每年有一、兩次相撲

比賽，要到旗山去參加，當時，我不

是選手，但美濃的人都會去加油，比

賽很刺激，因為我跑步速度快所以曾

經代表旗山郡，參加高雄州的運動

會，但是並未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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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郡少棒賽的回憶 

讀小學的時候，最重要的比賽是

旗山郡的比賽，當時叫做高雄州，高

雄州旗山郡與岡山郡棒球很強。美濃

是屬於旗山郡，旗山郡大約有十支棒

球隊，美濃是其中之一。當時比賽是

在旗山比賽，在旗山公園附近的練兵

場。 

我們到旗山大概六公里，要到旗

山比賽的時候，都會全校出動，當時

美濃公學校，是全高雄州第二大的學

校，每個年級有三百多個人，你看全

校出動，加上學生家長以及關心比賽

的人，兩千多個人一路走到旗山加

油，這麼多人可以把球場包起來。當

時加油的人，情緒都很高，唱自己學

校的啦啦隊歌，會唱到流淚。 

幾乎每年我們美濃都參加決賽，

但是旗山是河洛人，美濃是客家人，

日本時代當時美濃跟旗山那邊的關係

不好，這樣的比賽很激烈，我當時年

紀雖然很小，但我知道旗山與美濃地

比賽，有閩南人與客家人對抗的感

覺，好像快要打架的感覺。但說實在

話，我不怕河洛人，只要河洛人說客

家人是非，我就會生氣，當然就打起

來。 

決賽時，對上旗山第一公學校，

鍾錦昌臂力強，雖然是軟式棒球，但

我接他的球，手都會痛，當時每場都

是他投的，但到後來投到手痛，但老

師怕輸掉不換投，他一邊哭一邊投。

五年級的時候我擔任二壘手，後來六

年級的時候當捕手。那個時候，參加

的比賽是旗山郡的，我國小五年級的

時候，美濃在全郡的比賽中得到第一

名。我也得到打擊獎。郡之外，高雄

州就沒有棒球賽。 

我畢業之後，第一年沒有考上中

學，第二年考上高雄中學，進中學後

棒球也沒有打了，因為一進學校後就

空襲，那時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讀高雄中學的時候，因為戰爭的關

係，認為棒球是從美國來的，所以棒

球運動都被禁止了。 

 

戰後初期棒球經歷 

戰爭結束後，學校恢復正常，也

可以開始打球，有一天我在操場打球

的時候，大我兩屆的學長李榮河，他

看到我，一看就知道我有受過訓練會

打棒球，就來叫我加入棒球隊。 

民國 35 年 5 月 1 日，第一屆全省

中學棒球賽，當時第一次去台北比

賽，跟開南比賽的時候，結果 17 比 0，

到最後還打架，我們雄中當時有學長

在台大讀書，他們也來加油，打架時

大家打在一起，我們人少當然被打，

 



 

印象很深刻。 

光復後在雄中讀書，旗津的李世

雄就跑來找我，問我要不要參加他們

的球隊打棒球，我覺得有球打很不

錯，就參加了，所以高雄市有一公跟

三公兩個棒球的系統，我在光復後參

加了一公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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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畢業後，那個時候高雄打棒

球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球打的不錯。

當時台電公司打棒球的風氣很普遍，

已經有棒球隊，他們就來找我，問我

要不要到台電工作，其實是打球，就

到台電高雄營業處上班。去台電上班

是雄中剛畢業的時候，應該是民國 38
年，大概是二十歲左右，台電當時實

力強，光要組織一支代表台電的棒球

隊，台電各地的營業處就要先比賽選

出代表隊，當時南電、嘉電都很強，

我們高電也很強，當時許漢水也是台

電的，南電有黃丙丁，這些人都是後

來當過國手的。 

在台電打球的時候，我改當一壘

手，打擊還不錯，因此被選上了好幾

次國手，就去參加亞洲盃，早稻田大

學來台灣比賽，我那時候也選上國

手。我大概三十五歲的時候，民國五

十五年，我不當選手，改當台電隊的

教練。 

 

棒球與運動的價值 

日本時代的價值是讀書很重要，但體

能也很要求，體育成績不好，你要考

中學是很困難的，我當時成績不錯運

動也不錯，所以就考取了高雄中學。

我認為日本時代的重視體育的價值是

很正確的，體育不是只為了身體健康

跟愛國精神，而且可以培養團隊合作

的精神，也可以更有毅力、耐力，棒

球可以說是身體鍛鍊與精神訓練最好

的運動。 

 

 

 

 

 

 

 

 

 

 

 

 

 

 

 

 

 

 

 

 

 

 

 



 

柯仙宏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5 年 6 月 29 日 
訪談地點：高雄市鼓山區伊犁街柯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學校體育課的經歷 

我是民國 19 年（1930 年）出生的，

就讀高雄岡山西國民學校，入學時是

西公學校，等我高等科畢業的時候，

公學校已經改成國民學校了。 

國民學校的體操科是以體操為

主，也有劍道課程。課外體育則有游

泳與棒球等活動。體操科上課的時間

都是利用下午的時間，一周大概是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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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擷取自公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

紀錄片。 

堂課，上課時老師在運動場先集合同

學，然後做體操、跑歩，大概就是這

樣。體操科並沒有教科書，但是學校

有單槓、跳箱、木馬等設備。體操老

師因為當時我們學校沒有科任制度，

所以都由班導師擔任，我們也沒有體

育服裝，當時連買一套制服都有問

題，所以上體育課時，是以一條寬約

三公分的紅白布條頭巾代替體育制

服，如不綁會受到老師的處罰。 

學校的體育課程中，我最不喜歡

相撲，因為我的身材不是很高大，每

比必輸，所以會討厭相撲，不過課外

體育的棒球則是我最喜歡的項目，因

為相當有趣，而且棒球不只是要體能

與技巧，更需要動腦，因此很有趣，

比賽跑還要刺激，而我們學校也有游

泳活動，但不是在學校，學校沒有游

泳池，我們是到學校附近的小河中游

泳。除此之外，學校也都會在一大早

升完旗之後，將學生隊伍散開做體

操，然後才進教室上課。 

我讀書的時候，已經是戰時，可

以感受到戰爭的緊張氣氛，體操科是

還能繼續上課，但開始教導一些武

術，如劍道、柔道，女生則學薙刀，

不管是學劍道或者薙刀，聽說都是為

了如果有一天，美軍登陸台灣的時

候，可以用劍道與薙刀與美軍對抗自

保。 

 

運動會的經歷 

學校的運動會則是一年舉行一

次，多半選在春季舉行，如果因故不

辦，就改為秋季舉行，但運動會之前，

學生都會事先進行預演，或者加強訓

 



 

練。運動會的項目則是包羅萬象，拔

河、表演、田徑賽等等，幾乎每個學

生都要參與，而且非常投入，就算不

下場比賽，也一定會在場邊大聲加油。 

運動會舉行時，學生家長、地方

官員都會一起來參加，有些來賓也會

致詞，來賓有來賓的休息區，而學生

則是在操場周圍搭蓋簡易的棚子休

息，所以學生是圍著操場，因此很方

便看場中的比賽狀況，加油因此格外

熱烈，我對運動會的感覺是「人山人

海」很熱鬧，但運動會的主要參與者

還是學生，來賓都是觀眾。此外，學

校舉行運動會時，學校大多不會舉行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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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運動會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

年級的時候，我跑步的速度很快，因

此參加五十公尺賽跑比賽，得到第一

名，得第一名當然很高興，獎品是三

支鉛筆，但我覺得比得到三千萬還要

高興，高年級的時候參加接力賽也曾

經得到名次，因此獲得獎狀，運動會

獲勝時的獎品其實都很簡單，但得到

獎品的人其實都非常高興，這跟日本

教育強調精神而非物質有關。 

另外，一年級的時候，運動會的

遊戲是投砂包，就是每人準備一個砂

包，大約三公分四方的大小，由家長

親手縫製，白隊用白布，紅隊用紅布，

這讓家長有參與感，學生也會以家長

縫製的砂包為榮，我覺得這對親子之

間的關係有很大的幫助。 

 

運動的意義 

我覺得學校舉行運動會相當有意

義，這不僅對於學生的身體健康有很

大的影響，學生參與運動會更能培養

團隊的精神。但除了這些之外，我覺

得體操科對於身體健康與培養規律的

習慣有很大的幫助，可以說是身心的

鍛鍊，對於我長大之後體格強壯和守

紀律的影響最大，我認為受過日本時

代教育的人，犯罪的人很少。 

 
 

 

 

 

 

 

 

 

 

 

 

 

 

 

 

 

 

 

 

 



 

郭清來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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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03 年 4 月 20 日 
2009 年 9 月 8 日 
訪問地點：台南市前鋒路郭宅 
訪談人與整理人：謝仕淵 
 
 
 
開始接觸棒球 

我是昭和 6（1931）年 9 月 4 日

出生。家住在台南小西門前，杜清水、

蔡諒、黃欽、黃丙丁等多我幾歲的前

輩，是我的鄰居，也是打球的朋友。

我家中經營碾米業，所以家中環境算

是不錯，七歲時就讀末廣公學校，就

是現在的進學國小。 

我之所以接觸棒球，是因為小時

候我叔叔常常帶我看棒球，我記得當

時有郵局的南鯤隊，南鯤隊的投手是

他的朋友，那是打硬式的。 

叔叔很喜歡運動，例如賽馬，當

時賽馬是有賭錢，他為此還買了一匹

馬，但因為賭馬，叔叔輸掉家中的事

業，最後我叔叔牽著那匹馬，在台南

幫人家運貨。 

棒球也是他喜歡的運動，他常常

帶我去台南市棒球場看球。我們打棒

球的時候，我叔叔去小出百貨買球具

給我們用。那時候硬式的球隊很少，

大概有電信局的南鯤團、教育團、台

南州團等，其他的都是軟式棒球。 

我自己開始打棒球，是在讀書之

後，當時我們附近囝仔在台南監獄前

的空地打球，幾乎天天都在玩，主要

是用軟式網球，有時候會有軟式棒

球，打球的人，都是赤腳打球，所以

我的腳曾經因為打球被刺了一個大傷

口，當時打球有時候沒有球具，如果

有球具也都是向附近的大人借來的，

如果沒有球具，就用其他東西補充，

空手接球也可以，要不然就用麻綿做

的布手套代替，其實沒有也可以打，

但有手套就是比較像打球的樣子。 

囝仔時代玩棒球，比較有彈性，

有時空間不夠、人不夠，場地就沒有

一二三壘，只有一二壘，內野變成三

角形的，五個人也可以玩，沒有四壞

球保送的規則，球也打不遠，所以不

用外野手，其他的規則都差不多，反

正總是要回本壘得分。這樣也是棒

球，就是要回來得分才能贏。 

附近的囝仔會互相組隊這樣玩。

例如我們小西腳的，會跟電信局的那

 



 

球具很貴，要怎麼打棒球？ 邊打，各地的囝仔會互相比賽，但大

概不會跑太遠，因為都是用走路的而

已。 
日本時代，打網球的人感覺上比

打棒球的多，學校都有場地可以打網

球，感覺打網球的比較高階層，打棒

球的人比較普通，大概是一般人，網

球拍也很貴，棒球球具雖然貴，但有

應變的方式，一塊布縫一下也可以接

球，紅葉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日本時代棒球運動風氣很

盛，但是運動會一年只有一兩次，雖

然很多人參加，但不是時常有，所以

我覺得棒球是最普遍的，你可以看到

四處有空地的地方，就有囝仔在打棒

球。 
當時球具很破舊，手套破了就要

補，木棒斷了就要接，球破就要縫，

所以參加大涼隊時，我當一壘手，大

涼隊給我一個一壘手手套，很讚，隊

友傳過來的反彈球，手套一揮就接到

了。 

小學的時候每天下課大概都會打

球，但比賽到五年級後就沒有了，因

為戰爭的關係，四年級的時候還有，

場面很熱烈，當時南門小學校與末廣

公學校競爭很激烈，我們都去加油，

從學校出發到台南市棒球場，一路上

大家士氣很高。我三年級的時候，我

的學長蔡諒擔任投手，我印象很深

刻，那一年的台南市少棒比賽，我們

學校打到冠軍賽，最後輸給南門小學

校。當時球打的好的選手，公學校畢

業後，公家機關就會聘請。 

當時球棒很容易斷，特別是打內

角球很容易斷，所以到後來都不敢打

內角，因此我的外角球打得很好，因

為怕球棒斷掉，結果打外角球變成習

慣，以前黃仁惠知道我不打內角，就

一直投內角球。那時候，台灣的球棒

不行，主要是沒有那種木材，台灣的

木材做成的球棒，太重太脆弱，沒有

彈性，那時候功學社用台灣的木材做

球棒，沒成功。 

我從國小開始，在練習的時候，

當捕手接黃欽、蔡諒的球，他們都比

我大幾歲，也是教我打球的人，那時

候感覺他們的球速很快，當時手套的

品質也不是很好，常常被打的很痛，

打球也常常會受點小傷，回家被我爸

爸看到會被罵。 

我以前在澎湖的時候，打過黃仁

惠的再見全壘打，附近的賣冰的請我

免費吃東西，澎湖台灣銀行的經理，

是外省人但是留學日本，所以看得懂

棒球，因此在銀行內組織棒球隊，澎

湖打球最大的問題，就是場地不好，

看起來像是沙子，但其實都是小石

子，所以不能滑壘，要不然就會受傷。 

戰爭結束後，台南的軟式棒球風

氣很普遍，有的地區會自己組隊，我

們這邊因為是逢甲路所以叫做逢甲

隊，葉清德他們在成功路那邊，就組

織成功隊。有的組隊是有同業或者同

行也起組成的。例如同一個公司會自

己組織球隊。 

第七艦隊來澎湖的時候，美國人

就會找我們一起打，當時美國人的球

棒很好，我們找小朋友給他們幾塊

錢，請他們去偷偷拿美國人丟在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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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球棒，美國的球棒很好打很有彈

性，那支球棒很好打，我輕輕一打，

球就飛很遠，後來有個南英的人向我

借去用，結果球棒被他打斷，我很生

氣，那支球棒如果沒斷，我可能在那

次的省運打得更好。 

戰後棒球的經歷 

光復後，黃欽、杜清水等人組織

了逢甲隊，蔡諒當投手、我當捕手，

後來功學社老闆支持，組織了一支棒

球隊，叫做銀座隊，因為是現在中正

路附近的店家成立的，那個地方以前

叫做銀座町，所以叫銀座隊，我是大

概十九歲參加銀座隊。後來就參加大

涼隊，大涼隊本來也是打軟式的，後

來也打硬式的。 

戰後的時候，打軟式棒球都打德

化的球，德化的球經過特別設計，不

會漏氣，因此很暢銷，德化的球當時

生產後，都交功學社銷售，製作趕不

上銷售，我跟功學社的老闆很熟，是

好朋友，所以我很清楚知道當時德化

跟功學社的生意很好，當時功學社還

有賣日本進口的球具，主要是美津濃

和 Tiger 等牌子。 

大涼隊是林全藻與林全興支持

的，都是台南市各隊好手組成，可以

說是台南市的代表隊，但到了選拔國

手時，各單位的好手都回各單位效力

了，例如大涼中有任職台電的選手，

選拔國手的比賽這些人就回台電了，

只有我沒有參加球隊，因為電信局當

時沒有球隊，所以我代表台南打了將

近十屆的省運，但都沒有機會爭取選

國 手 ， 當 選 「 歐 魯 台 灣 」（「 All 
Taiwan」），可以說是打球很大的遺

憾。當時大涼汽水是由常常在比賽中

做裁判的林來本擔任。 

 

戰時的回憶 

昭和 18 年，學校畢業後，我考上

台北的電信養成所，當時電信養成所

在大安，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一共在

電信局待了五十二年。當時到台北的

時候，已經很緊張了，常常要去總督

府附近，將稻草弄濕點燃，產生濃煙，

讓美軍空襲看不清楚目標。當時棒球

運動都已經停止了。因為戰爭的關

係，養成所的學生開始根據專長支援

各地，例如電信、線路、無線等科，

就去四處支援，我是無線科，支援無

線電台，因此回到台南鹽埕的無線電

台，也曾經到過高雄出差幾個月，還

得到登革熱。 

大涼代表台南去參加省運，由於

林家支持，所以待遇很不錯，棒球隊

與以及被認為可以得冠軍的橄欖球

隊，都跟其他台南代表隊不一樣，我

們是自己住，不用四五個人擠在一

間，吃也比較好，有次去台北參加省

運，還住在北投溫泉區。 

當時，空襲很嚴重，但也不能放

棄，因為不做的話要賠錢，因為去讀

電信養成所的時候，就有薪水，所以

放棄要賠錢，我記得要賠一千五百

元，哪裏去找一千五百元。 

三十四、五歲的時候，不當選手

了，開始當審判，我請功學社幫我訂

了很多規則的書來看，所以我對規則

很熟，有爭議的時候常有人來問我。

我其實很不想去當審判，因為當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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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大概一百元，但請假一天要扣五

百元，所以當一場審判要損失四百

元。當時，棒球協會有從日本聘請專

家來講習，各縣市派人去受訓，提升

棒球規則的程度，我就有去講習，還

有證書。但是當時裁判的水準不是很

高，有時有誤判，引起爭議，球員跟

觀眾有時很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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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我到東莒當兵，部隊長官知

道我會打棒球，我就有時會做十幾分

鐘的船，到西莒島去跟美國人打棒

球。那個打棒球的地方就在西莒碼頭

附近的平地。 

 

日本時代棒球的精神 

從大概小學四、五年級開始，被

黃丙丁、黃欽跟學校的老師教打棒

球，就告訴我動作確實與標準是很重

要的，接球的時候要正面迎球，手要

在手套旁準備，傳球時揮臂，手要過

肩，不能側投。每個人的動作都一樣，

很標準，不標準是不能打球的。 

戰後跟美國人打球，他們就很不

一樣，好像只要能夠接到球、傳好球

就可以，所以傳球也能側投，感覺到

他們好像很輕鬆。 

日本人要求嚴格，以前曾紀恩當

空軍教練的時候，球員在場上失誤，

馬上被換下來，那是日本精神。當時，

我也是這樣覺得，但現在認為可能給

失誤的人一點鼓勵，會比較好。 

日本人打棒球，個人的表現不是

最重要的，認為每個人按照標準完成

動作，才能得到勝利，所以過去打擊

的時候，都是要求扭腰後，看清楚球

在完成揮棒動作，跟現在相比，打擊

者將球棒舉高高，扭腰與揮棒同時完

成的動作相比，過去比較難打長打，

但比較不會揮棒落空，就像是鈴木一

朗。每個人確實完成動作，團隊作戰，

就會贏。 

日本人很要求打球的精神與氣

勢，不只是球隊，觀眾也一樣，比賽

的時候，觀眾在旁邊加油，很投入看

球，都比打球還要累。一上場，就讓

你感覺到要贏的氣勢，就像是鈴木一

朗，那個眼神就能打倒對方，我有次

遇上葉清德投球，葉清德說被我嚇

到，因為我的氣勢很不一樣。這就是

日本棒球中大和的精神、武士的精神。 

 

 

 

 

 

 

 

 

 

 

 

 

 

 



 

陳潤波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5 年 6 月 6 日 
2005 年 10 月 27 日 
訪談地點：台北市大同區陳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接觸棒球 

我是昭和 5 年 10 月 11 日出生，

昭和 12 年入學第三公學校。接觸棒球

不是在學校，我讀書的時候學校沒有

棒球隊。戰時的時候，棒球運動因為

是來自美國的關係，所以被禁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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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部分內容整理自 2005 年 10 月 27 日公共

電視訪問陳潤波先生之逐字稿。照片擷取自公

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紀錄片。 

在下課之後，還是會玩。我記得小時

候我家有一顆球，我常常拿起來玩，

我爸爸跟我說不能拿，因為打到會

死，所以小時候覺得被球打到會死，

所以那時候都玩橡膠做的軟式棒球比

較多。 

日本時代我爸爸陳其主常常帶著

球隊，到高雄各地比賽。我爸爸打菜

市場隊的時候，就跟去看，不過那個

不是很正式的比賽。公學校二三年級

的時候，我爸爸有心要培養我打棒

球，就買手套給我，是捕手手套，手

套在日本時代的都從日本進口，就算

是一個排球，也是都從日本進口，那

時候捕手手套那時候非常的貴，手套

都要 2 到 3 塊錢，那時候一塊錢，我

小學六年級要到台北旅行，畢業旅行

來住三晚的樣子，住 4 天 3 夜的旅行

這樣一塊錢，一塊錢在當時的幣值很

大。 

買手套給我之後，我們附近有住

些日本人，日本人小孩打球都喜歡找

我，因為不找我的話沒有手套，守在

哪一個位置都無所謂，他們就是要找

我去就是了，我就拿手套去，一定要

把我排在外野，這樣球才不會漏掉，

當時就打的不錯。 

你如果不讓我參加，我就把手套

帶回來，他們就不用玩了，所以那時

候有一個手套，就已經是非常不得

了，那時候大家的生活不是很好，幾

塊要買一個手套，大家都捨不得，那

時候球一顆排球，一顆排球就要一塊

錢，學校教我們打排球老師，問我們

有沒有人要買排球，要順便訂購，都

沒有人舉手，只有我一個人舉手，一

塊錢是很貴。 

 



 

老實說日本時代打硬式棒球的台

灣人很少，那時候全省台灣人打硬式

棒球沒幾個人，除了嘉農選手有打過

硬式棒球，其他打硬式棒球的，像我

知道高雄市除了李世雄、蕭長滾，剩

下的沒有人打過硬式棒球，高雄市那

時候才兩隊打硬式棒球。像台南，台

南州廳裡面的選手也都是日本人，只

有蘇正生是台灣人，台北我看也沒

有。打硬式的都是嘉農畢業的，如果

說在日本時代有打硬式棒球的，可以

說沒有幾位。打硬式棒球的人，會不

會覺得他們比較強，是 A 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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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畢業後，我到日本去當學徒

兵，局勢相當緊張，就算在日本，也

已經沒有球可打了。所以我正式接受

棒球的訓練應該算是光復後，1946 年

回到台灣的時候。 

 

社會球隊：台電、海軍與合庫 

回到高雄的時候我 17 歲，當時高

雄市有春季秋季比賽，大概有 70 幾

隊，其中兩隊打硬式棒球，剩下都打

軟式棒球。當時分為三級，甚麼隊都

有，大舞台戲院、菜市場也組織棒球

隊，高雄中學也很強，可以跟社會隊

對抗。 

棒球比賽差不多有兩三千人看，

當時球場設備不好，不像現在有怎麼

多觀眾席，兩三千人圍起來，有的爬

上樹，擠來擠去。那時比賽很多，以

高雄來說，元旦比賽、春秋季比賽、

議長盃、市長盃、體育盃，一年差不

多七八個月的比賽，比現在還多。 

我從日本回來時候，本來想去讀

書，但去報名來不及了，而且人家初

一就 13、14 歲，我年紀比人家大那麼

多歲。所以那時候我爸爸叫我去蕭長

滾先生那邊，接受棒球訓練。蕭長滾

先生那時候在高雄棒球界算是很有名

聲，要打棒球都找他，他讓一些沒有

讀書沒工作的孩子來打棒球，所以他

對高雄的棒球犧牲很多。 

蕭先生的訓練相當嚴格，不斷的

練習，很辛苦，後來我的基礎大概是

那個時候打下的，當時我游擊手守的

不錯，所以就到台電打球。那時候高

電與南電競爭激烈，南電有黃丙丁、

黃欽、戴嘉忠、蔡錦標，高電很難贏。 

當時台電之中我是最年輕的，因

為是後輩，每天練球時，都要先去整

理場地，在體育場那邊，用兩個竹竿

一個網子架起來就能夠打球了。騎腳

踏車在球具，載到市政府前面那邊整

理場地。都整理好了，前輩才來練球，

每天都這樣。我守游擊，許漢水守一

壘，我傳球只要傳偏了，常被他罵，

準的又快又準，又被他罵，幹麻怎麼

用力，當時的前輩還有黃東發（台北

工業畢業的，比較年長）與許漢水是

前輩負責操練，訓練相當嚴厲，蕭長

滾先生是教練。但是這些前輩其實相

當疼我，都會帶我去真好味餐廳吃

飯，烤雞腿啦。 

那時候球打的不錯，能夠進入公

家機關是很不錯，我進入台電之後，

在外線股，但是沒有真正去爬電線

桿，我只有做記帳的工作而已，沒有

出去做。棒球選手比較少去爬電線

桿，我們是打棒球才進來，跟一般員

工的工作是不一樣的。不過有些選手

很不認真做事。 

 



 

在台電待了一年之後，我進入海

軍棒球隊，不是去當兵，我不用當兵，

是因為海軍組織棒球隊，我就當雇

員，但主要是打棒球。當初進海軍是

黃仁惠找的，黃仁惠當時在一家體育

用品社工作，他去海軍交體育器材，

海軍說要組織一個棒球隊，要參加國

軍運動會，就要黃仁惠幫忙組棒球

隊，我就進去海軍，當時候是在海軍

體運組，工作就是以打球為主，中午

吃過飯休息，開始練球。本來海軍有

棒球隊，但是不強，我跟黃仁惠還有

劉仲義加入後，才總算比較像一個球

隊。黃仁惠與劉仲義搭檔當投捕手，

我守游擊，進入海軍之後，一方面也

沒有前輩在我前面，我就完全發揮

開，可以說獨當一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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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不錯大家都要，六家銀

行只有台灣銀行沒到家裡找我，其他

五家都有來找我，第一家是彰化銀

行，合庫我跟方水泉不錯，還有華南

銀行、土地銀行、一銀比較少來，那

時候很難選，很多人贊成我去合作金

庫、華南銀行。 

後來我考慮要去球隊就要當游擊

手，但是也不要影響別人的守備位

置，不想跟別人衝突，當時候合庫就

是這樣的狀況，所以我就去合庫。合

庫算起來也是對棒球最堅持的，合庫

的選手比較老實，比較紳仕。 

後來銀行的上層主管，對棒球漸

漸冷淡，只有合作金庫上級長官對基

層一直很照顧，當時，合庫很支持棒

球，練習時間到了，就跟主任說一下

就出去打球了，不過我遇到的主管不

好。只要每次要打球之前，他就開始

交代我很多工作，我去練球，我出去

他就到人事室，說我每天打球。能理

解的主管，做選手很好，出去比賽回

來，打的不錯他會說不錯，像我們那

種不通情理的主管就很頭痛，你每天

就是要跟他報告，不然就是不放人。 

在銀行棒球隊的選手，多多少少

因為有些人工作不作，有的 12 點出去

練球，3 點多就回來了，洗澡洗一洗，

衣服換一下就走。但是，我在裡面工

作很累，練球時很辛苦，還有很多事

要做。 

合庫的員工在比賽的時候，會出去，

但是不敢大家都出去，因為還要上

班，所以在新公園比賽時，合庫員工

輪流去看一下，輪流回報比數，大家

都很關心。 

 

 

 

 

 

 

 

 

 

 

 

 

 

 

 



 

黃仁惠先生  棒球口述歷史∗ 

 
 
 
 

 
 
 
 
 
訪談時間：2003 年 3 月 20 日 
2004 年 10 月 18 日 
2005 年 11 月 9 日 
2006 年 5 月 26 日 
訪談地點：高雄市鼓山區黃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國民學校的體育活動經驗 

我是昭和 6 年（1931 年）出生，

昭和 13 年唸 1 年級。讀高雄第三公學

校，我讀書那個時候就改名叫旭國民

學校，現在的三民國小，我畢業之後

繼續讀高等科二年級，但是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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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稿部分內容整理自 2005 年 11 月 9 日公共

電視訪問黃仁惠先生之逐字稿。照片擷取自公

共電視，「台灣棒球百年風雲」紀錄片。 

已經疏開到大樹，高等科那兩年是空

白，閑著沒事，常山上抓老鼠，走到

九曲堂讀書，但是有讀跟沒讀差不多。 

在三公讀書的時候，一個禮拜大

概有兩堂體育課，上課的老師並不是

專門的體育老師，大概都是級任導師

兼任，看要教什麼都隨便他，大概是

作體操、跑步、排球。至於棒球、足

球那些是沒有的。反正體育課就是讓

你活動活動而已，並不是什麼專門的

訓練，所以上課並不嚴格。 

體育課的評分是憑老師的印象給

分，例如甲乙丙，並沒有一個考試的

過程。但到五、六年級時就要考試，

像是跳遠、跑步等等。體育成績好對

考中學並不會有什麼特別的幫助。 

我對那時的體操科印象沒有很

深，因為我那時候比較有興趣學劍

道。三民公學校有劍道部，但是配備

昂貴而且要自備，所以是自由參加

的。在我的印象中，雖然體操課是沒

有劍道課的，但是有劍道老師。我在

三公之所以會學劍道，是因為級任導

師大豐本身有學劍道，對劍道有興

趣，所以課後在學校操場私下教授。

至於在武德殿那邊是我自己去的，我

父親送我去學的，武德會開放給社會

人士報名參加，裡面有專門的劍道、

柔道老師。 

三公也有運動會，學校的運動會

是一年一次，但很簡單，只有跑步、

拔河那些，但家長來看的很多，那個

時候家長對運動會很重視。運動會開

始前一樣有升旗等儀式。獎品都是小

東西，但對學生而言就很高興了。運

動會我都參加短跑，我的速度不錯。 

 



 

那時候三公沒有棒球隊，我對棒

球也沒興趣，是到唸雄中時因為怕被

修理才加入球隊。因為那時棒球隊的

隊長是李榮河先生，他是全校最兇的

人，所以全校沒有人會去找棒球隊員

的麻煩，所以我就去加入雄中棒球隊。 

光復之後，高雄運動的人口很

多，男孩子運動以棒球居多，女孩子

的話，以雄女來說是排球居多，因為

打排球比較不用花錢，至於打網球的

話就因人而異了。光復後，雄女則流

行打壘球，通常是高雄的壘球代表

隊。雄中的運動會在十月份舉辦，規

模很大，各年級分別來競賽，有棒球、

足球、壘球、游泳等等。全市運動會

的時候，雄女幫雄中加油，市女幫雄

工、雄商當啦啦隊。 

 

雄中棒球隊與戰後初期高雄棒球 

加入雄中棒球隊，是一年級的時

候，還有王義信、許水德，我們都是

一年級的，我們都在做撿球、準備茶

水，鋪網子、補球、整理場地，一年

級不能練習，差不多二年級開始，才

開始練習棒球。以前打球的時候，很

重視倫理，大一歲就是前輩，後輩就

是要做整理場地，現在有的不一樣

了，技術好就很臭屁。 

日本時代的時候，高雄棒球風起

很盛，我那個時候比較少了，但到了

光復之後，台灣人沒什麼活動，主要

是棒球，那個時候棒球人口很多。例

如說我那時參加高雄市辦的比賽，那

時候就是在現在的仁愛公園比賽，報

名的球隊至少分 A、B、C 組。C 組是

軟式的；B 組也是軟式；A 組是準硬

式，那時候三組合起來至少 50 隊。 
一開始是當練習打擊時的投手，

我投的他們覺得不錯，才開始讓我守

外野，左外野，王義信做三壘手，許

水德後來離開球隊。後來，他們覺得

我的球怪怪的，會跑，不好打，乾脆

叫我開始練投手，我就這樣開始練投

手，是這樣的。 

日本時代運動和現在的不一樣，

感覺上好像很高尚，現在的運動則像

是走火入魔。那個時候是唸書的時候

唸書，運動再另外找時間運動。我在

讀雄中的時候，打球是利用課外的時

間練習，課內的時間是不能讓你練習

的。現在像是少棒的那些不是這樣，

是從頭到尾都只有打球，都走偏了，

所以我不喜歡我兒子打棒球就是這

樣。我們那個年代所有打球的配備都

自備，現在不是，連個洗臉盆都要人

家幫他出；家長的觀念也不對，認為

進了棒球代表隊後一切都要公家負

責。所以說，日本時代在運動的人都

是有一定教育程度的。 

當時的訓練，很嚴，如果稍微摸

魚就修理，不能讓你摸魚就對了，要

認真練習，而且那個時候棒球隊沒優

待，書讀好就好，沒讀好就把你當掉。

所以很嚴，我那時讀書時，打球只有

下課時間才能打，上課時間我就不

打。但是讀雄中那時候，運動訓練一

定多少會影響課業，我們那個時候都

是下課後才訓練，頂多練個一、兩個

小時，回家之後都累了，那還有精神

讀書。 另外，我二年級的時候，遇到二

二八事件，當時雄中學生參與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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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真正衝在前面的是高二高三的

學生，他們有受過日本時代的軍事訓

練，但是沒有武器，雄女的學生來幫

忙後勤，做飯糰。 

學校內有組織學生大隊。在車站

的地下道、市政府那邊死了不少人，

我有去看。沒有武器就沒有辦法。槍

斃之前，全身綁住，後面插個牌子，

寫名字，槍斃之前都會吹喇叭通知大

家去看，有點殺雞儆猴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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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很緊張，黃清誥住在我家對

面，他家旁邊有個比我年長幾歲的年

輕人，拿著刀跟我們說再見，之後就

沒有回來了。那個時候都不敢出門，

大港埔的陸軍醫院經過就用槍射。嚴

重的還會抓進家中抓人。不分青紅皂

白，在路上抓人。我躲在家裡塌塌米

下好幾天。 

 

海軍棒球隊與陸軍棒球隊 

那時候三軍都有棒球隊，是因為

要參加三軍運動會，38 年的時候就有

國軍運動會。國軍運動會都會有棒球

的項目，楊傳廣也打過軍方的棒球

隊，曾紀恩就是空軍，陸軍就是普通

兵去組隊，那時候共有四隊。 

我進入海軍棒球隊不是當兵，當

時海軍要組棒球隊，那時我剛從雄中

畢業後沒多久，就有人來問我要不要

參加，我參加海軍棒球隊是因為海軍

可以幫我緩徵，我可以暫時不用當

兵，所以我打海軍棒球隊，不是做正

式軍人，一個月上班一天，就是領薪

水，去上班，其他的時間，在家裡可

以玩，若有棒球比賽才去練習，比較

有棒球練習的空間。軍隊器材比較豐

富，雖然沒有教練，但是我們自己練

而已，時間也有，練習場所也有，什

麼都有，環境也好，只是沒教練這樣

而已。 

當時，海軍很強，在國軍棒球賽

中常常獲勝。因為海軍的選手實力比

較強，常能冠軍，我們常在練習時摸

魚，籃球隊、足球隊就會去反應，說

我們都在玩，不認真練習，組長就說，

你們如果有辦法拿到冠軍，盡量去玩

也沒關係。 

那時候我們海軍有我、陳潤波、

劉仲義，就占了棒球一半以上，我們

三個當時也都是代表國家的，要打我

們的球不簡單，要封鎖我們的打擊也

不簡單，剩下的球員也都不多，不會

輸人。所以實力才會強。而且我們在

高雄市代表隊裡面，也占了差不多三

分之一實力。所以高雄市如果沒有我

們海軍也是沒辦法，我們對高雄市棒

球的貢獻也不少。前前後後我在九

年、快十年左右。大概當球員的時候，

都是在海軍。 

後來我去當兵，當陸軍。陸軍當

時有預訊部，但是不是正式的棒球

隊，是陸軍預訓部這些預備軍官、預

備軍士，這些兵自己組一個要參加陸

軍運動會的球隊。當時陸軍沒有球

隊，後來要參加國軍運動會的時候，

預訓部自然就代表陸軍，當時剛好我

們去當兵，沒有投手，剛好就叫我去，

我們新兵訓練時，我們連長就說：「你

這 個 不 到 一 個 禮 拜 就 要 到 台 北 去

了」，他知道過去我是國手，沒多久，

體育官大家都認識，就把我叫去預訓

部，去參加國軍運動會。 

 



 

國軍運動會跟空軍的曾紀恩，曾

紀恩當隊長，我當陸軍的隊長，陸軍

的總部說：「如果若得到冠軍，就成立

陸光棒球隊」。所以我就跟曾紀恩說：

「曾紀恩拜託一下，你空軍放水一

下。」那個時候放水是好的放水，為

什麼？那個時候國軍有分甲組、乙

組，甲組是一般的部隊啦，乙組是機

關學校，曾紀恩在台中，他可以當甲

組，也可以當乙組，因為他也可以代

表是空軍機械學校，所以他可以做學

校組也可以做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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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參加甲組部隊組，我

跟曾紀恩說：「放水一下，因為我們陸

軍棒球如果冠軍，就有希望」。他說：

「好啦！朋友啦！沒有關係！」這樣

就解決了，我們就打算冠軍沒問題

了。結果曾紀恩跟上司說，上司不肯，

他說不行，你們就要參加部隊跟陸軍

拼一下。 

那時空軍很強，比我們陸軍還

強。結果比賽起來，不知道為什麼，

我們就贏了，贏了就有希望，就跟陸

軍總部的處長與體育館講，他們雖然

是外省人，但對支持棒球很熱心，他

就幫忙，看能不能成立球隊。 

他們說如果成績好，在當時高雄

舉辦的全省的比賽協會盃拿到前三

名，陸軍總部就有成立棒球隊。大家

就開始認真訓練，選手大部分是北部

選手比較多，大家都認真，也沒有教

練，也沒有什麼。每日練習，練習沒

有場所，就跟台北球場借球場，去撿

石頭，再來練習。 

我們在外面受訓，不是在軍隊，

住在台北體育場，吃也沒有、也沒有

人煮。睡就借體育場睡。所以拜託管

理員蕭先生他太太幫我們煮，吃好吃

壞都要自己補貼，今天要吃豬肝，自

己補貼。我們在預訓部很累，在預訓

部時都住在旅舍，旅舍錢自己出，因

為沒有地方讓我們住，就住旅舍，吃

飯就去店家吃，看你要吃好吃壞都不

管。但是比較自由。 

參加比賽的時候，第一場遇到合

作金庫，那個時候想說穩死的，遇到

合作金庫不會贏！結果我們贏了。我

們贏了，在九隊裡面，就選三個隊出

來，就像三個循環，就我們跟陸軍跟

高雄市，好像是三信什麼的，高雄市

三信，在高雄比賽。結果我們去打冠

軍，冠軍完，總部就說有一個目標達

成了，我們就去要求，他們就說好，

就組一個陸軍棒球隊，正式的。總部

就開始補助經費，但是教練一樣沒

錢，教練一樣沒有經費，所以那個時

候的教練很可憐。 

三軍的球隊很重要，當時蔣經國

命令球隊，命令各軍團要成立體育團

體、體育球隊就是這樣，這是好處。

今天如果沒有三軍，實在很慘，台灣

棒球就中斷了，因為當兵這段期間，

海軍三年、空軍三年這中間不能練，

所以對棒球的貢獻不少。因為當時棒

球的選手，大部分到二十多歲就有一

個空檔，因為要去當兵，當兵那兩年

如果沒有球隊，軍隊沒有球隊，你等

於不見，當時陸軍有、海軍也有、空

軍也有、聯勤也有，等於這些選手去

當兵不會中斷，還可以打球，至少也

不用跟人家拿槍。 

所以當時國家代表隊的選手，十

個裡面差不多九個都是三軍陸海空出

 



 

來的。所以三軍軍隊對台灣棒球的發

展很重要。 
結果我又投深卡球，也打去陳潤

波那裡，陳潤波打算要雙殺，結果還

是漏接，就變成三壘有人。後來是一

個叫黃天賀，黃天賀也是合作金庫的

選手。我投到兩個好球，一個壞球。

那個時候劉仲義跟我說不能投變化

球，不能投曲球啦，我頑皮，想說投

曲球比較好，劉仲義是叫我投直球，

我沒照他的話投，就被打安打，變二

比二。打延長賽，延長賽才輸。 

 

戰後棒球雜憶 

當時在海軍，就是打球而已，不

用上班，所以常常有棒球隊，沒有選

手就來找我們幫忙。比如說，我們去

參加金像獎的味寶，那就是他沒有選

手，味寶的經理就是曾文誠的父親，

要組球隊沒有選手，就來跟我們拜

託。海軍就幾個借他，我們去幫他，

主要的目的是要宣傳他們的產品什麼

的，所以我們去當打手，我跟陳潤波

跟劉仲義三個都是打手。味寶、大涼

汽水都去打過。去當打手可以賺點外

快，有個津貼給你。 

當時合作金庫要請他去，大家想

說陳潤波放水，所以高雄市回來，高

雄市人很不能原諒陳潤波，因為一顆

還沒關係，連續兩顆漏接，說實在陳

潤波不會故意，我們也不會誤會，我

們不會想到那裡去。而且我也在想，

如果我聽劉仲義的，叫我投直球的

話，也許會不一樣。總之，那屆是我

的遺憾，因為高雄如果贏，等於第七、

八、九屆也贏，第十屆也贏，等於四

連霸。 

光復的時候，球員球技好就還不

錯，但是以前的教練很可憐，以前的

教練連一塊錢都沒有，以前的教練是

做義務的。像那個時候蕭長滾自己開

體育用品社，很熱心棒球，所以來幫

忙，出錢出力。教練要倒貼錢，不是

說有收入的。沒得賺阿。其他像是陳

其主很熱心，柳正雄也是。都是義務

的，沒有錢的。 

棒球賽失誤大家都有，裁判也

有、選手大家都有。但是這個失誤是

不是很嚴重的失誤，很嚴重的失誤，

都會記得。我現在記得，只記得那顆

失投球。比賽輸都有失誤，但這個失

誤是不是有嚴重的後果，會留到現

在，留在腦筋裡很不甘願(很不甘願)。 
戰後，省運的棒球賽是最多人在

看的，觀眾有好幾千人。我當時代表

高雄市好幾次，常跟台北拼冠軍，拿

到冠軍的時候。市長送金牌，那個時

候看有多風光。高雄第七、第八屆都

拿到冠軍二連霸，要三連霸去台北，

第九屆在北投，跟台北市比賽，到第

九局還二比零贏台北。結果我頭一顆

深卡球被擊出內野滾地球，從陳潤波

那滾去，陳潤波漏接，漏接沒關係。 

而且陳潤波的失誤，球場也有關

係。北投的球場硬梆梆，不知道的人

以為你放水。球是圓的，球場不像日

本球場平平的，都會亂跳。打出去，

球會亂跳。用人為了去擋球，用背去

擋，用屁股去擋，那個時候有個二壘

手，姓蔡，就是球來先用背去擋。擋

住再丟。大部分台灣的球場都不標

準，輸的原因常常是因為球場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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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以陳潤波那兩顆滾地球也是一

樣。我們內行的看這是球場的因素，

不是人的因素。 

 

人物雜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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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省運的時候，莊銘燦，他

是前輩，以前是弔兒郎當的選手，但

他很有鬥志。當時是高雄市拿冠軍跟

台北市打準決賽，贏台北市就進入決

賽。結果是靠一支安打高雄市贏了，

當時很關鍵，教練就想說，要換代打，

但想不到選手，莊銘燦就自己說：「我

來打」。教練說：「你有辦法嗎？」當

時莊銘燦年紀大了，他說：「如果我打

不到，我自殺。」結果真的打了支安

打。 

還有洪太山，那個時候代表國

家，或是高雄市省運拿冠軍，他都打

第四棒，他的打擊能力對我們高雄市

貢獻很大。守備也好，腳程也快，打

球打第四棒，靈魂人物啦！他也是國

家代表隊的隊長，他很公正，不會為

了自己的私利。 

蘇正生當時是當裁判，也是選國

手的委員。當時選國手都會選和自己

有關係的人，當時蘇正生有投票權，

他代表嘉義嘉農。他那時支持我跟方

水泉，所以我們年輕就有機會選上。 

蘇正生先生人很好，脾氣不好。

他在當審判，如果我們抗議，我跟方

水泉如果抗議，你在說什麼，臉色就

變，很有尊嚴，所以我們都怕他。他

很公正，不會想說偏袒誰，不會，有

的裁判就會，蘇正生不會，人格正。 

還有當時台灣隊的教練，薛永順

先生。他以前是台灣人第一個打日本

職業選手，好像是外省人，台灣人第

一個打日本職業的。現在中日球隊的

前身，後來才回來台灣的石碳公司當

教練。 

他後來來當台灣聯隊的教練，亞

洲盃第二屆教練也是他。我對他印象

很深，那一年去韓國的時候，那時高

泉榮也是投手，薛永順對第一次當選

代表隊的人絕對不用。我第一次當選

台灣聯隊，他當教練，去菲律賓打了

幾十場，連一場都沒上場，他不要用，

劉仲義也是這樣。對新的選手，剛開

始我們很不諒解，我們這些高雄的選

手。太山也說：「世上怎麼有人怎樣，

不用人」。後來才知道他的個性就是這

樣，第一年絕對不用，第二年就開始

用我們。這樣的情形到韓國時候，幾

十場比賽，我跟方水泉每日投，今天

如果我投，明天就方水泉投，高泉榮

坐板凳。高泉榮那個人自尊很高，也

抱怨：「薛永順是不是看不起我，怎麼

不讓我投？今天這場比賽，不是說輸

就輸的比賽，是友誼賽，為什麼不讓

我投，面子都不給我。」這就是我們

曾遇到的，我跟方水泉去找薛永順。

我跟薛永順說：「薛桑、薛桑，他的日

本名叫薛桑，明天肩膀很酸痛，明天

是不是換人投。」方水泉也說，他這

幾日太累了。薛永順聽的懂我們的意

思，你們兩個在搞鬼，想要叫高泉榮

投，對不對，他說不行，也是照常我

們兩個投。後來才知道這個人實在，

個性很硬，高泉榮當時很氣。 

當時的教練張朝貴也是這樣，有

一次日本明治大學來台灣比賽，環島

巡迴比賽，台中市只有曾紀恩入選代

 



 

表隊。到台中比賽時，在比賽之前他

有跟教練說：「教練明天在台中，台中

只有我一個，我朋友、同事很多來看，

面子上也讓我上場一下。」那時曾紀

恩很少上場，張教練說：「好，我考慮

看看，有答應他」。他到台中就通知朋

友，結果比賽時他沒有上場。曾紀恩

那個人脾氣不好，個性很硬。比賽結

束，中華民國的球衣，代表隊的球衣，

丟給教練：「如果你不需要我上場，你

不必選我，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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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棒球隊的差距 

戰後代表國家除了出國比賽，日

本的大學來台灣的時候，也會組織全

台灣的好手跟他們比賽，但雙方實力

差距不小。當時戰後早稻田大學棒球

隊第一次來台灣和台灣聯隊比賽，我

們被他們修理的很慘。說難聽的，要

打一支安打就有問題。 

當時賽前在華南銀行招待所聚

餐，介紹陳池瑩時，說他是台灣的貝

比魯斯，讓日本球員認為他一定是個

厲害的角色，所以每次輪他一上場就

特別戒備，害他每一次次都三顆球就

被三振。 

那時比賽場地在臺大，因為已經

很久沒有日本球隊來比賽了，所以觀

眾都特別跑到臺大來看。另外，左營

海軍棒球隊也在臺大和他們打了一

場，打到第七局還是二比一贏他們，

好多觀眾還特別坐三輪車來看，但是

最後我們還是輸了。當時，雙方的差

距很大啦。 

不過我有贏一場，唯一贏的那一

場就是我當投手，那時是代表台灣聯

隊。我贏那場也是註死的，因為怎樣

呢？球場太大，在台大，在普通的球

場都全壘打，結果台大場地太大了，

太山光接飛球就接了幾十顆，如果是

正式的球場，這些球都飛出去。因為

台大的球場比較廣，那個時候沒有圍

牆，太山接到說：「實在生意有夠好。」

所以台灣的棒球要贏日本實在不簡

單，日本的實力很強。 

後來我們去日本拜訪早稻田大學

時，他們校長問謝國城當時打贏他們

那場的投手有沒有來，所以我去見了

他們校長。我那時個頭小，再怎麼吃

都是六十公斤重，他們校長見到我後

就搖頭，對於球隊會輸給我很不可思

議。 

參加第二屆亞洲盃的時候，日本

代表隊是六大大學的聯隊，長嶋茂雄

啦。所以遇到日本都沒人敢投，穩死

的，他們六大學聯隊等於日本職業隊

以上的實力。他的日本隊國家代表隊

第一屆是社會隊，第二屆是大學隊，

他們有分。第一屆是社會隊輸給菲律

賓，他們不甘願。第二年就是大學以

前巨人隊的總教練長嶋茂雄他們代

表，我們碰到他們，沒人敢投，教練

說：「方水泉你要投嗎？他說不要。」

就不會贏，去是被人打好玩的，我還

是投，去投投看，結果還是很慘。 

我和很多日本球隊都比賽過，他

們投球的方式和我們沒什麼不同，不

過他們的速度和配球都比較好。日本

在打擊方面的進步是比較多的，是比

較現代化的，而我們的就比較舊式，

投球方式是差不多的。 

 



 

不過他們經驗比較多、球速比較

快罷了。因為語言能通，所以我們有

問題的話會趁機向他們討教，而他們

也都會告訴我們，尤其是打擊方面，

他們比較進步。而我們在和日本比賽

的經驗當中，也慢慢學到配球的觀

念。我會用伸卡球，就是從他們身上

學到的。所以後來一壘上有人的時

候，我就會跟三壘王麗旭有默契，他

就會趨前一點，我會投伸卡，方便雙

殺。當時教練多半是由地方上有名望

的人擔任，因為他們出錢、出力，不

過真的會打球的很少。但是國家代表

隊的教練就不同了，大概都是由前輩

擔任，我們那時的教練是薛永順，他

之前是在日本打職業棒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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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和我們感情不錯的日本球員

還會寄球書給我們，讓我們可以知道

新的比賽規則和技術。所以我們那個

時候打棒球會從看球書來學習，我投

伸卡球就是從書中看來的。除此之

外，我還投曲球、滑球，速度的話，

沒有測試過，但大概有 140 公里。 

 

淡出球場與擔任教練 

我在海軍的時候，一度到彰銀上

班，但海軍說不行，所以我一直在海

軍。在海軍的時候，海軍幫我辦理緩

徵，所以我一直到 27 歲，離開海軍棒

球隊才去當兵，是中華民國最老的

兵，陳潤波多我一歲不用當兵。 

我在陸軍的時候，組了陸軍棒球

隊，退伍後當過陸軍棒球隊的教練，

後來做了生意就沒時間當教練了，再

說一直打球也不是辦法。三十歲退伍

後就沒繼續打球了，也沒那個體力，

後來就跟著我父親去做轉運業的生

意。 

後來，少棒正在興盛的時候，許

漢水當理事長，棒球委員會有個教練

團協助市內球隊訓練，我負責去教投

手，大家都要求的很嚴格，家長都要

我們嚴格的訓練，耶，打了冠軍回來

之後，家長跟球員都不一樣了，變得

很驕傲。 

我的兒子也會打棒球，那個時候

和林易增一起在鼓山打，當時我在鼓

山當義務教練，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

有被我修理到。 

 

銀行與台電的印象 

我在海軍的海軍的時候，曾經去

彰銀上班大概一個月，我個性活潑好

動，銀行上班沒有自由，我去上班經

理不好意思說：黃先生，我們銀行界

上班要穿白的，要打領結。哇！後來

我就不太想，待遇很好沒錯，但對我

的個性來說不適合。 

當時大家都說銀行是金飯碗，大

家都肖想進去銀行，還不能進去，我

們進去要經過考試，去台中中行考

試，我跟那主考官說：我什麼都不會

耶，他說：沒有關係，你不要寫名，

叫我不要寫名字，他自己要填就是，

那早就定好了。 

台電就感覺比較普通，待遇比較

差，他們制度的關係不能進入正式的

職員，好像要雇員之類的，從外線出

去，外線好像變成日領，日領要升比

較慢，待遇比較不好，所以沒什麼人

要去。那個時候當國手的，銀行爭相

 



 

要，高雄的選手都去銀行，陳潤波去

合庫、洪太山去彰銀、王麗旭去一銀，

都銀行界比較多，待遇比較好。機關

沒人要去，待遇差，銀行最好，條件

好，但是我的個性不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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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北強投：黃仁惠與方水泉 

我跟方水泉常在省運上對上，我

們兩個是相反的型。我懶惰，我很懶

惰，因為我很討厭練習，方水泉不一

樣，方水泉很認真練習，他早上就跑，

每日喔。練習時，每日要投幾百顆，

他有一個規定，他投球的球法是怎樣

呢？從上面投下來，我是不一樣，我

比較懶惰，所以人家每次都叫我懶

惰，我出名的懶惰，不太愛練習，投

手練習很累。 

現在的投手是投五日，投一百顆

休息，就休五日。我們那個時候一日

練習投兩百顆，兩百顆喔，比賽時今

天投、明天投、後天投，投到這場比

賽結束，都是同一個投手投，我跟方

水泉就是這樣。那個時候台灣的棒球

就是這樣。沒有在休五日的，沒有啦。

不管你投幾百顆，就是投三百顆，明

天還是要投，不能像現在投一百顆就

要休息，休息五天，沒啦，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我跟方水泉都是這樣訓練

出來，方水泉也是這樣阿！所以我們

每日都要投兩百顆練習，不練也不行。 

當時一個球隊，投手最多是兩

個、三個。那時候高雄代表隊，只有

我跟王麗旭兩個而已，剩的就沒有，

好的也要投，贏十分也要投，贏二十

分也要投。現在還有一個中繼投手，

什麼都有，那個時候都沒有，我們參

加亞洲盃也沒有。亞洲盃也是這樣，

今天投，明天照投。 

省運的時候，方水泉在合庫代表

台北，我是代表高雄，那時候高雄跟

台北常常對上，北部要贏我們不簡

單，老實說那個時候北部的實力來說

差不多四六波，因為我們高雄的打擊

好，有洪太山、劉仲義、陳潤波，高

雄的打擊比較平均，北部就比較差，

投手我跟方水泉都差不多。但是守備

也好、打擊也好都是我們比較好，所

以他們想贏我們很困難。 

 

菲律賓比賽經驗 

後來我被選上去菲律賓的台灣聯

隊，那時我們第一次去是用台灣的名

義去，叫做台灣聯隊，我很高興，由

台中的蔡先生，當時省議會議長帶隊

去。再來第二次去就是第一次的亞洲

盃，當時是國家代表隊去的，也是在

菲律賓。第三次是第二屆亞洲盃，也

是去菲律賓。海軍遠洋艦隊去菲律賓

訪問，我們也去菲律賓，我們去比賽

四次。 

因為是第一次參加國家代表隊，

說一個沒輸贏的，運動選手之外不能

出國。所以要出國很高興，要來見識

見識。那時候覺得很光榮，因為可以

掛國旗，那時候要掛國旗出國不簡

單，可以出國的只有籃球跟棒球而

已，其他的就沒什麼。 

去菲律賓的時候，一開始不是亞

洲盃，是友誼賽，所以台灣聯隊去菲

律賓沒有帶國旗，連帽子也沒有，帽

子只有 T，Taiwan，台灣的 T，就 Taiwan

 



 

也沒有國旗。 

但是那時候要出國，政府沒什麼

補助，球具沒有，球棒也沒有，你聽

到就頭痛，只有一套西裝。西裝是做

給你的，夏天的，其他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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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菲律賓之後，那時候每天住旅

社，一天給你兩塊半美金當收費，我

記得是兩塊半，其他都沒有。當時，

政府對棒球很輕視，籃球隊出國才有

經費，棒球隊出國沒有經費。因為當

時在位者對棒球比較沒興趣，所以棒

球的經費比較少，棒球的花費又很

高，球員要錢，球也要錢，球具都自

己帶去，打壞了才賠，有時候氣到了

就故意打壞，再申請新的。 

那個時候選上國手，單位准你去

參加，但薪水照領，其他什麼也沒有。

你要自己想辦法，所以我們去菲律賓

多少都做生意回來，就買東西回來

賣。就是這樣，在那邊買東西比較便

宜。像化妝品，女人的化妝品，像麗

仕、旁氏，還有衣服啦。 

要去的時候人家就有消息，百貨

公司那種百貨店就會跟你說：「黃先生

你們要去菲律賓喔！拜託你拜什麼東

西回來。」大家認識的，也都會拜託，

拜託你幫忙買東西。幾次之後，我們

都知道要買甚麼比較好，後來比如你

要托我買，算一算不划算，我們自己

買一買再帶回來賣你們，用這種方式

比較快。久了就變仙啦，知道什麼東

西比較便宜，什麼東西比較可以賺

錢，都這樣，情報都會互通，像你通

我，我通你。太山啦！今天要買什麼

比較好？他有情報，我也有情報，大

家交換意見。也說不上說生意，就賺

個收費，不然去到外國，什麼都要用

到錢，去菲律賓出去坐計程車來講，

還有吃的東西，自己這樣花怎麼會划

算，就賺外快阿。 

而且台灣海關還等著要扣稅，回來之

後，東西就要扣稅。我們最慘的就是

第一次用台灣的名義出國，那時台灣

隊最慘，那時候也不是代表國家，是

私人出去比賽，華僑送你的東西很

多，有的買的，那個時候東西很便宜，

比如說女人的內衣，那時候一件我們

買 2 披索，2 披索等於 10 多塊，那一

件回來都賣到好幾百塊，那時候，差

不多五十年前。 

買太多東西稅金很高，超過規定

還會被沒收，有的是人家委託的，有

的說是華僑送的，要送給台灣的親

戚，有時候跟海關說是別人托買的，

海關也不相信，照樣扣稅。那時候沒

優待啦，除非海關眼睛一閉，要不然

也沒有其他辦法。 

那時候台灣飛菲律賓的飛機只有

CAT，CAT 很小台，兩個引擎的，一

台人多又有貨不夠，所以多出來的東

西，就放在另一台飛機，不是用專機，

是要回來台灣的飛機順便載你的東西

這樣。當時台灣隊去的時候，華僑送

了很多東西，當時華僑很高興，華僑

大部分，像我姓黃，姓黃的宗親會旗

子就插的滿滿的，很歡迎台灣人。 

 

漢國與日本的友誼賽 

韓戰剛結束沒多久之後，我們去

韓國訪問，當時是東亞日報，韓國的

東亞日報聘請台灣的棒球隊去比賽，

 



 

一切的費用都他們出，經過謝國城先

生組一個棒球隊，然後去。。當時韓

國很糟，飛機要下去飛機場沒有跑

道，用鐵板，一孔孔的鐵板，從鐵板

飛下去。也找不到海關，因為剛韓戰

完，海關都被炸得平平，後來去到市

場，路又差，就坐吉普車，當時國旗

要插，要綁在吉普車上，吉普車在跑，

國旗風的阻力很大，拿國旗拿得很害

怕，擔心國旗如果掉下去怎麼辦！所

以大家就輪流拿。站在吉普車上面拿

國旗，國旗不能掉下去，掉下去是天

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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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去旅社，旅社很差，因為韓

戰完，都還沒恢復，一間房間 15 瓦的

電燈泡，晚上不知道幾點就戒嚴！好

像是八點戒嚴，吃的也差，沒什麼好

吃的。 

當時韓國棒球的實力跟我們差不

多，我們去打差不多三個禮拜，漢城、

仁川、大邱、釜山都有去，南韓整個

都逛完。不知道打幾場？差不多一半

一半，不是我們輸，就是他們輸，一

半一半，差不多啦。 

韓國的華僑很熱心，我們去球

場，都有韓國華僑啦啦隊很多，尤其

女學生較多。那時候我還沒娶某，當

時隊中只剩兩三個還沒娶，我跟王麗

旭，沒幾個啦！剩的都是老古董。 

我們當時出國有一個好處，我們

代表國家出去有個好處，每處都有各

國總統的召見。到菲律賓也有，韓國

我們也有去拜訪李承晚，他們看我們

好像是一個國家的代表來這裡，相當

的禮遇。 

韓國友誼賽結束後，我們要求當

時的領隊謝國城先生，既然來到韓

國，已經打三個禮拜，吃的也差、住

的也差，什麼都差，也沒收入，雖然

剛開始跟你說有什麼樣的條件，其實

都沒有。是不是到日本玩，他在日本

有人脈，想一想也好。 

當時到韓國沒有直達的專機，那

時 CAT 要坐到日本轉機，想說不然在

日本休息幾個禮拜，再回來。但是沒

有費用喔！要自費喔！大家一聽到要

到日本，大家都同意，就去日本玩，

到日本只有跟大學隊打成比賽，其他

都沒有。 

 

美軍第七艦隊的友誼賽 

我以前在海軍的時候，每個禮拜

都和美軍第七艦隊在左營打球，只有

少數幾次是在高雄市政府前打。美軍

在台灣無聊，喜歡打棒球，每次放假

就來左營營區找我們打球，只要打輸

就會再約時間打，要打到贏為止。 

那時沒有球具，他們有也不給我

們，只有打贏球的時候才會給，所以

我們比賽就放水讓他們贏，他們一高

興，啤酒、球具什麼的就給我們。那

時美國的棒球棒不但貴，而且也沒地

方買，但是美軍每次球賽完就會剩一

些下來沒帶走，所以我們海軍棒球隊

都是用美軍的球棒打球，至於手套則

是用壘球手套。 

跟美軍打球還可以喝到冰的啤

酒，剛開始打的時候，啤酒不是請我

們的，我們和他們打，應該會請我們，

他們不會請，他們自己喝一喝就對

了。剛開始打，我們每打每贏，他們

 



 

 不會贏，美軍就沒有很高興，啤酒也

不請人，後來，故意放給他們贏，他

們很高興，向他們要球棒，都 OK，每

支都給你，啤酒也請你喝，美國人就

是這樣，他不願輸。所以當時有時候

器材比較不夠時，就給他放水，這也

不是國際比賽，這只是友誼賽，給他

贏只是給他面子，高興的。跟他要球、

要球具。 

 

 

 

 

 

 
他們給的球具都很好，例如給我

們的球大概都七分新，不是全新的，

那時候練習的球都差不多三、四分

新，而且皮都脫皮了，有時候要縫，

海軍雖然有錢沒錯，但是還是有限。

球棒也是，他們的彈性比較好。意思

是速度比較快，所以那時美國他們的

木材，他們的木材，要做球棒木材太

乾不行、太濕也不行。他們球具很好，

球具本來就是消耗品，跟他們要就

有。所以那時海軍的選手都拿美國製

的球棒。 

 

 

 

 

 

 

 

 
不過有次真的是遇到強的，有次

跟一個美軍旗艦的球隊，隊中有三個

美國職業選手。算是勇，打到慘不忍

睹。 

 

 

 
美國人的體型跟我們不同，我們東方

人的臂力和腰力都不一樣，他們有臂

力和腰力，所以我們比較吃虧。現在

的職業選手也是這樣，日本若好、台

灣若好，你和美國打不贏，不是他們

技術好，是他們力量好，球打的比較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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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07 年 10 月 11 日 
2008 年 10 月 10 日 
訪談地點：花蓮縣吉安鄉葉宅 
訪談人、整理人：謝仕淵 

 
 
 
日治時期的棒球見聞 

昭和 8 年（1933）4 月 19 日出生，

我父親是楊梅的客家人，我出生在花

蓮玉里，我們家當時在玉里經營撞球

生意，我六歲的時候，就會打撞球，

球杆放在頭上面打，因此大家很好

奇，很多人喜歡看我打球，因為沒有

看過小孩打球。 

後來戰爭的時候，玉里遭受到空

襲，火車站前的兩排房子都燒掉，我

五六年級的時候，我們家就疏開到富

里附近的東竹，當時讀竹田國民學

校，現在改名叫做東竹國小，畢業的

時候已經光復，我直接考上花蓮工業

學校，也在花蓮工業學校開始打棒

球，當時已經光復，考上工業學校才

到花蓮來。工業學校前三年就像是現

在的國中，後三年就像是高中。 

在玉里的時候，沒有打棒球，小

朋友下課會用軟式棒球、軟式網球丟

來丟去，誰被打到就算輸，有點像是

躲避球，當時我投球很有力量，所以

大家都怕被我打到，我那個時候是「孩

子王」。 

日本時代玉里有沒有打棒球我沒

有印象，但是大我七歲的哥哥葉日

良，他自己沒有打棒球，但會用收音

機聽棒球，都是日本的比賽，他很懂

棒球也很喜歡聽，有棒球比賽的轉播

就會聽，那個時候就有聽日本的職業

棒球、六大學、甲子園都有。他喜歡

運動，但沒有打棒球。 

 

花蓮工業學校棒球隊 

讀花蓮工業學校的時候，棒球已

經又開始了，我們學校有棒球代表

隊，我是初三加入的，前輩都是高中，

我當時像是過動兒，初三就加入，棒

球隊只有我是初中的，加入球隊之後

我是當捕手，我升上高中之後，就當

投手。學校的校隊，當時就是學長教

 



 

我們打，沒有人教我們打。我們當時

打的是准硬式的棒球，準硬式也是橡

膠的一種，但比較硬，外型跟硬式很

接近，球性也跟硬式有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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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花蓮有個高中的學校聯合運

動會，一年一次，都是秋天的時候舉

行，參加的學校有花中、花工、花商、

花師等學校，運動會有各種項目，棒

球比賽只是其中一項。參加的各校棒

球選手，除了客家人、閩南人，還有

阿美族。 

聯合運動會比賽場地是在花崗山

運動場舉行，花崗山是當時花蓮唯一

的場地，但是也不是很正式的，很簡

單，沒有圍牆，就是一塊大空地上畫

個線，這樣就開始比賽，比賽的時候

除了自己學校的啦啦隊之外，球迷也

不是很多，但是幾個學校比賽的對

抗，很刺激。 

我當時十項全能，所以不只參加

棒球，還有參加其他項目。 

 

社會組棒球隊的經歷 

花蓮工業學校畢業時，台電花蓮

營業處的處長就來問我，要不要到台

電工作，也可以在花電棒球隊打球，

當時我哥哥在台電工作，因此，畢業

的隔天，我馬上去台電報到，當時台

電棒球風氣很盛，各地都有代表隊。 

花電棒球隊主要是參加花蓮社會

組的棒球賽，當時花蓮社會組的球隊

還有汽車、鐵路、公賣局，還有阿美

族組成的阿美隊。之前花電沒有在社

會組的比賽中得到冠軍，但我在花電

工作的一年多期間，花電在花蓮得到

冠軍，我想是運氣很好啦。 

我在花電的時候，沒有跟台電其

他的營業處比賽，因為要到西部太遠

了，程度也還比不上，所以沒有，西

部的電力公司各營業處就比較常互相

比賽。 

當時花電有個投手很厲害，球速

也不快，但投球的節奏讓人抓不到，

所以別人都打不好。 

畢業那一年，我參加了全國公家

機關的就業考試，我就考上了，我們

花工有七十幾個去考，只考上五個，

我是考上的人成績最差的，因為我平

時都很少讀書。因為考上了正式的職

務，所以我在花電上班一年後，省政

府就來文，叫我去鐵路局工作。 

因此，我就從台電轉到鐵路局工

作，我在鐵路局是在花蓮機廠工作，

當時花蓮機廠有兩百多個人，是鐵路

局第三大機廠，只比高雄與台北小，

花蓮機廠要負責整個東部火車的維

修。 

鐵路局打棒球的風氣很普遍，因

此花蓮鐵路局也有棒球隊，因此我參

加了鐵路局的棒球隊，也參加了花蓮

社會組的比賽，有個錦標賽。當時，

沒有去西部比賽，但是有時會去台東

比賽。 

我在鐵路局的時候，花蓮縣為了

參加省運棒球賽，會由一些比我年紀

還大的花蓮棒球前輩選拔組成一支棒

球隊，但是這些委員有些是外行的，

他們會從市內的棒球選手中選出一隊

代表花蓮。我當時被選為代表隊，參

加過省運，大概有十次左右。 

 



 

我們打省運的時候，打過第三

名、第四名，只輸給台北、高雄，所

以成績不錯。花蓮隊的特色就是速度

快，如果省運棒球隊要比大隊接力，

一定第一名，花蓮隊當中有幾個阿美

族的球員，每個速度都很快，其中有

個叫做許天德一百公尺跑十一米，本

身是短跑選手，還有高文章的短跑，

也是花蓮有名的，我一百公尺跑十一

秒多，在隊中不算快的。花蓮隊的特

色就是速度快，最會盜壘的。當時候

省運棒球隊很多人看，競爭很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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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參加十次省運的關係，所以

台灣的很多大城市都去過。也趁機會

跟其他縣棒球隊的選手相互交流。 

後來去當兵的時候，被選進陸軍

棒球隊，跟宋宦勳、黃仁明同一隊，

海軍有陳潤波、黃仁惠，空軍則是高

泉榮，當時就跟其他海軍與空軍的棒

球隊打三軍運動會。那一陣子，三軍

棒球隊的實力很強，很多國手級的好

手，都在三軍的棒球隊。 

 

榮工少棒隊教練 

少棒熱興起之後，我開始訓練少

棒隊，當過中正國小、榮工少棒、國

風國中的教練，本來是義務的，後來

就專職當棒球教練，當時協助我訓練

的還有高文章、蘇如松等前輩。 

少棒流行的時候，大家都很投

入，也很想贏，所以紅葉才會用一批

選手打好幾年，每年只是換個名字，

最後被一個台南沙卡里巴的老闆發

現。有次我帶球隊去台東比賽，榮工

的打擊比較好，球都打到中外野，但

是那次我想奇怪怎麼打出去的距離都

不遠，我就請裁判重新測量場地，果

然是有問題的。當時棒球有很多問

題，我在榮工的時候，很多人在旁邊

打小報告，一直想要拉我下來。 

當時為了提升榮工少棒的實力，

因此要全花蓮四處跑，挑選好選手。

對於選手的家庭而言，很多是經濟比

較弱勢的原住民，他們很希望自己的

小孩被選到榮工隊來，因為可以減少

家庭的負擔，在榮工隊吃穿不用錢，

福利很好。球打的好，還有機會出人

頭地。 

我開始當教練教球之後，就開始

研究棒球的理論，因為教棒球靠經驗

是不夠的，還要有理論基礎，因為過

去都是土法煉鋼，講難聽點，以前拿

著球棒揮擊的有力量就好了，現在不

行了，要有方法與理論，當時我就開

始找資料買書來看。 

對於棒球的理論開始有些了解，

才知道許多過去的觀念是要調整的，

例如說以前我們都用水平揮棒的方

式，但是高球或者低球如果也是用水

平揮棒，那就不符合原理，所以是要

有些調整的。接球也是一樣，過去我

們都說接球一定要用兩隻手，另一支

沒有戴手套的手，要護住手套，牢牢

的把球接穩，防止球掉出來，但是現

在的棒球手套，已經很進步了，不像

是過去那樣的，所以這樣的理論也就

要看情況調整。所以棒球的技術跟棒

球用具也都有關係。 

幾年之後，榮工少棒隊移到台北

板橋訓練，我沒有跟著過去。因此就

結束了榮工少棒教練的生涯。 

 



 

附錄-130 
 

 

東部棒球文化與歷史的回憶 

東部棒球場上都是講日語，球員

跟球員之間也是講日語，球場上有阿

美族、閩南人、客家人，用日語一定

可以通。我在鐵路局四十幾年，同事

之間也都是講日語。後來教學生的時

候，就要用國語，但是棒球術語都是

用日語。 

紅葉贏了日本隊之後，很有名，

我還特別開車跑去紅葉國小看，想說

不簡單，這樣的條件，能夠表現怎麼

好，但是後來有個台南沙卡里巴的老

闆，就發現紅葉的球員怎麼每年都一

樣，但是都用不一樣的名字，大家才

發現冒名頂替與超齡的事情。還有當

時媒體說木棍打石頭的說法，也是太

誇張，不可能。 

我後來不當選手，開始當教練的

時候，教了許多原住民的選手，感覺

到阿美族的選手，體能條件比較好，

速度快、力量大，比較可以吃苦。但

是舉一反三的能力卻比較弱，以捕手

為例，捕手除了要引導投手的配球，

還要統馭球隊守備時的指揮，這樣的 
能力在我教球員的經歷中，確實原住

民的能力比較沒有那麼的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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