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學科期刊（創刊號）／民國78年 6 月

歷屆中華民國大專運動

會之回顧與展望

張怠峰

壹、前言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為每年一度立盛大體育活動，亦為各校平

日推行體育運動成績之總測驗。各校運動選手會萃一堂，藉此觀摩技

能，鍛棘身心，敦品勵學，力爭上游，進而聯絡感情，發揮團隊精神

，不僅對中，小學運動會有價導作用，且對社會各級運動會有示範作

用，重義尤為重大。

本校（國立中興大學〉自奉令接辦中華民國第二十屆大專運動會

後，全校師生皆積極投入籌備工作，全心全力辦好這次運動會遂成為

大家共同一致的信念。

筆者肩負本控體育行政業務工作，深覺睡解歷屆大專運動會競賽

概況，主題及特色，冀以引導本技進入理想的實施狀況，應為籌備工

作中立重要課題。

貳、簡史

大專院校參加運動會開始於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一日

在師範大學運動場舉行之台灣省第五屆中等斟上學校聯合運動會。台

灣當中等以土學校聯合運動會自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廿九日在台北市師

院舉行第一屆起，至民國四十四年止，共舉辦了四屆，第五屆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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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專駐腔的書加，故島名為且全省中上運動會”。總計大專臨桂害

加中上運動會自民國四十五年第五屆起至民國五十八年第十八屆止，

其事加7十四眉。革將歷屆賽加情形略述卸下：

民間四十五年：第五屆中上運動會，於矗北市舉行，大專臨桂有

11價 242人事加。

民國四十六年：第六屆中上運動會，於台中市舉行，有15枝 263

名大專選手書加。

民國四十七年：第七屆中上運動會，於台中市舉行，有15控 280

人事加。

民國四十八年：第八屆中上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行，有17校 348

人事加。

民國四十九年：第九屆中上揮動會，在台中市舉行，有15梭 305

人事加。

民國五十年：第十屆中上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行，有17極 325人

事加。

民國五十一年：第十一屆中上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行，有扭扭393

人事加。

民間五十二年：第十二屆中上運動會，在嘉義市舉行，有19極372

人事加。

民國五十三年：第十三屆中上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行，有24校446

人事加。

民國五十四年：第十四屆中上運動會，在台北市舉行，有35棧534

人事加。

民國五十五年：第十五屆中上運動會，在新竹市舉行，有44欖566

人事加。

民國五十六年：第十六屆中上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行， 74概1074

人垂加。
民國五十七年：本年因台北市升格陸轄市自辦比賽 ， 故台北市之

大專睦枝皆妻加台北市第一屆中上運動會，而台灣省之大皇軍駐桂則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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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事加在台南市舉行芝第十七屆中上運動會，計有72校1101入學加。

民國五十八年：台灣省第十八屆中上運動會於四月廿五日至廿九

曰在屏東縣舉行。而台北市第二屆中上運動會則於五月四日至七日在

市立體育場舉行。大專院校自所在地的不同分別參加以上的兩項比賽。

追至民國五十八，教育部鑑於大專院校增加迅速中上運動會人數

不斷增加，舉辦單位巳覺力不從心（五十八年台灣省中上運動會共有

468梭， 3524人譽加），遂決定單獨舉辦大專運動會，並劃分權貴﹔

中等學校運動會由省教育廳主辦，大專運動會由教育部主辦，於是第

一屆全國大專院校田徑運動大會正式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廿六白誕生。

民間六十一年，政府鑑於國人體揖活動落後國際甚多為激勵是項

運動，大專運動會增列體操項目，民國大十五年再復鑑於本省地處亞

熱帶，四面環海，游泳訓練，極讀增強，於是再增加游詠項目，至此

回禮、體操、游泳為歷屆大專運動會之定型項目，舉辦天數亦由三天

延長為四天 。

追至民國七十三年，大專運動會已辦至第十五眉，教育部鑑於大

專院攪譽奧運動人數普遍增加，而且特性增強於是決定自民國七十四

年第十六屆起，擴大競賽內容增加球類目，以小型奧運模式試辦，藉

以提高學生參與興趣，競賽項目由原有立田徑，體操，游詠三項，男

增加籃球、排球、足球、網球、桌球、棒球、壘球等七項合計為十項。

民國七十五年，在力求精散化之具體目標下，佼復傳統之田徑、

游泳、體操三項，民國七十六年第十八屆時強調以區運精神辦大專運

動會，文增辦排球及硬式網球二項 。

參、歷屆大專運動會有關資料彙集

根據歷屆大專運動會報告書上所刊， 歷屆大專運動會舉辦目期、

地點、辦學校 、聖加單位、人數等有關資料卸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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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大專院校運動大會承辦學校參加單位人數說計表

！晶
時 聞 （ 地旻 科學懷（譯備主任 害加 事加

次 單位 人數

1 58. 3. 26 ~ 2s J 台 Ji::市 ↓ 台立體專 都豆生 ︱ 80 I ]’,407 

2 60. 3. 27 ～29 1 三堂 （ 海軍官程 都更生 ！ 85 1,425 

3 61. 5. 5 ～ 7 ：舍中市省立體專 周莓鳴 ︱ 88 11,451 

4 62. 4. 12 ~ 14 I 周、 山 l 遣軍官被 美宜興﹝
5 63. 5. 9 ～叫台北市 ！ 師範大學 ︱ 張宗友！ 94 I 1,784 

6 64. 4. 10 ~ 12 問i 11.J l 踅軍官枝 張委李德 i 91 I 1,488 

7 65. 5. 6 ~ 8 台Jt市 台北體專 ;f;j；閥混 106 2 427 

8 66. 5. 17 ~ 20 種興間 政戰學梭 許歷農 105 2 478 

9 67. 4. 4 ~ 7 屏東 屏東師專 陳漢強 104 2,519 

10 68. 5. 10 ~ 13 台北市 台灣大學 闢振興 106 2,786 

11 69. 5. 5 ~ 8 桃園 中正理工學院 ︱ 伍作海 104 2,832 

12 70. 5. 10 ~ 13 台南市 成功大學 夏漢民 107 2,656 

13 71. 5. 9 ~ 12 台中市 省立體專 古月租武 107 2,715 

14 72. 5. 21 ~ 25 台北縣、 輔仁 大 學 羅 光 107 2,889 

15 73. 5. 6 ~ 8 新 們 交通大學 郭南宏 111 3,075 

16 74. 5. 5 ~ 8 台商縣 l 昆山土專 華疋合 1 uo 6,909 
﹒肉

17 75. 5. 4 ~ 7 台北市 師拍大學 提尚寧主 109 2,298 

18 76. 5. 9 ~ 12 

19 77. 5. 3~ 7 中壢市中央大學︱余嘻韜 111 3,477 

20 78. 5. 3 ~ 6 台中市 中興大學 民清華 112 4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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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歷屆大專運動會實施概沮

一、第一屆大車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在台北市之台

北體專舉行。

ι）大會主持人：開幕及閉幕典禮均由教育部鍾較光部長主持。

巴）籌備主任：郝更生。

（因參加單位人數：計有八0所學校，一四O七人參加（選手一一

八九人）。

因比賽分組﹔計分大男甲、大男乙、大女甲、大女乙、五專男、

五專女等六組。

（六）錦標種頡：僅設田僅錦標。

佑）競賽內容：

大男甲乙組：各十九項，有：跳高、跳遠、撐竿、跳高、三級

跳遠、鉛球、鐵餅、鏈球、標槍、－00公尺、二00公尺、

四00公尺、八00公尺、一五00公尺、一0000公尺、

一－0公尺高欄、四00中欄、四00接力、一六00公尺接

力、十萬運動等。

大女甲乙粗：各十三項，有：跳高、跳遠、鉛球、鐵餅、標槍

、一002:尺、二00公尺、四00公尺、八oc公尺、一00

公尺低欄、四00公尺接力、一六00公尺接力、五項運動等

。

五專男組：有十七項，較大男甲乙組少了鏈球及一ccoc公

尺兩項。

五專女組：有十二項，較大女甲乙組少了一六00公尺接力一

項。

（川競賽成續：有二0項三十一人打破全國大專紀錄，一項一人平

大專紀錯。

仇）大會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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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開幕典禮只有選手入場矗式，沒有聖火、五軍氣球、和平鴿

、啦啦隊、及表讀節目。

2.規定事加比賽之各慣選手必讀全部出席開幕興禮，否則取消

資格。不譽加閉幕且重者一律取消垂加下屆比賽資格。

3.大會聘請的六七位裁判必讀學加講習，否則退聘。

4.選手出場比賽前也賓樓對身的華及學生章，前冒名頂替。

5.比賽進行中不作任何廣播，僅在運動場中適當地點設置三個

標單鐘。各項比賽全部依照騏序冊所載時間單時舉行。

6.未到比賽項目選手不得進入場地﹔未到執法項目裁判人員也

不得進入塌地。

7.裁判固定位置不得擅離崗位隨便走動。

8.取消設置團體輝、成績，只叫簡單的龔牌種結優勝者。

9. £-Jl曉時舉行升扭扭儀式，並由各大專幢幢~＆教育部人員妞

龔。

10.嚴格要求學生運動員遵守大會每一細節規定，做為其他運動

會事加選手模範。

11.每天有體育影片欣賞。

二、軍二屆大專運動會

←）時間地點：民國六十年三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在左營海軍官控舉

f丁。
（二）大會主持人：閉幕典禮由教育部鐘位光部長主持。閉幕且禮由

國肪部黃杰部長主持。

巳）籌備主任：郝更生。

個）賽加單位人數：計有八五極一四二五人事加（選手一二一九人）。

因錦標種額：田徑錦標。

（吋比賽分組：同第一眉 ， 分為六組。

（七）競賽內容：

大男甲乙組：同第一屆各十九項。

大女甲祖：本屆增設一五00公尺，共十四項。

( 6 ) 



大女乙組：與第一屆同為十三項。

五專男組：同第一屆，有十七項。

五專女組：此屆增設一六00公尺接力，項目與大女乙組同為

十三項。

（川競賽成績：有廿九人次破大會紀錄，十三人次平大會紀錄，二

項創大會紀錢。

（九）大會特色：

l 提供營舍供選手及裁判住宿。

2大會通過上總統致敬電文。

3開幕典禮有飛行表演及刺槍街、蛙人揖表潰，閉幕典禮有海

軍陸戰隊表攝莒拳道。

4.為考慮經費問題就近在軍中及南部中學請體育從業員擔任裁

判。

5 ，承辦單位禮聘體育專家擔任當備主任。

三、第三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五日至七日在台中市省立體專

舉行。
（＝.）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次長張書文主持，閉幕典禮

由教育廳擂摳瑋廳長主持 c

已）籌備主任：周鶴鳴。

（包）參加單位人數：計有八八梭一五四一人麥加（選手一二五八

人）。
因錦標種類：田徑、體揖（本屆新設） " 

（均比賽分組：同前兩屆，分為六組。

（七）競賽內容：

伸）田徑 ：大男甲乙組：較第二屆增加了五ooc公尺及三000

公尺障礙兩項，各為廿一項。

大女甲組：同第二屆，有＋四項 c

大女乙組：此屆增設一五CiQ公尺，項目與大女甲組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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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四項。

五專男組： i吐屆增設五000公尺及三000公尺障礙兩項

，共十九項。

五專女組：同第二屆，有十三項。

但）體揖：男生各祖：有成障競賽、個人全龍、跳馬、單橫、吊

車、暨揖、醫馬。

女生各組：有成障競賽、個入全能、跳馬、高值慣、平衛木

、地拒：

帆）競賽成績：田徑有一項一人破全國紀鐘，卅一項六十五人破大

會紀鈕，三項六人平大會紀鈕，七項七人創大會紀鐘。

體揖有~t女師專之柳麗玲包辦五專女組六項金牌。

（九）大會特色

1. 大會聖火由延平郡王祠點惜。

2. 首-:y_由九所園中作字幕表潰。

3. 首次增設體揖比賽。

4.入場接軍極組、大學組、學臨組、師專組、專科順序繞場。

四、第四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至＋四日在鳳山陸軍官梭

舉行。
口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蔣產士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陳大慶部長主持。

臼籌備主任：賽咀熙 o

（四）鑒加單位人數：計有八三桂一四八三人事加（選手一二二一人）。

因錦標種額：田徑、體操。

（六）比賽分組：間開I屆，分六組。

（七）競賽內容：

伸）田僅：大男甲乙組、大企甲乙組、五專男祖均與上屆間。

五尊女組此屆增設一五00企尺，項目與大女甲乙組同為十

四項。

(8) 



的體操：項目與上屆間。

例競賽屁績：

l 田徑有一項四人破全國紀錄，十九項四二人破大會紀錄，二

項二人平大會紀錄，一項創大會紀鐘。

2.體操：北女師專柳麗玲在五專女生組囊括跳馬、地板、平衝

木、高低槓及個人總分、成隊競賽六項金牌。

仇）大會特色：

1. 由延平郡王祠點燃聖火。

2設有選手村拱選手住宿。

3. 陸軍官控學生八百名於開幕時表讀刺槍術。

五、第五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由師範大學承辦，

在台北市立體育場舉行。

（司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蔣彥士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高魁元部長主持 。

臼籌備主任：張宗頁。

，（四）參加單位人數：計有九四校一七八四人妻加（選手一四五五人 〉 。
因錦標種頭：田徑、體操。

們）比賽分組：同上屆，分六祖 o

(t）競賽內容：與上屆間。

（川競賽成績：田徑有二項二人打破全國紀錄，廿六項三十二人破

大會紀錄。

仇）大會特色：

1.比賽分別在體育場（田徑 〉 及師大體育館 （ 體操 〉 舉行 。

2.大會聖火於開幕當夫上午七時由教育部次長郭為藩在台北市

孔廟點：瞧後送至會場。

3.大會設有閉路電視機，當場轉播實沮及播放世運~亞運車已接

片供觀東欣賞。

六、第六屆大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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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八白至十日在岡山空軍官校舉行。

（斗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朱匯森次長代蔣部長主持，閉

幕典禮由國肪部副部長馮敢聰上將主持。

臼籌備主任：張麟德。

（四）參加單位人數﹔計有九一梭一四八八入學加（選手一二八九人）。

因錦標種類：田徑、體操。

（六）比賽分組：同上屆，分六組。

（七）競質內容：各組項目與上屆同。

（川競賽踐續：田徑有廿一項三十三人故大會紀錄，二項五人平大

會紀錯。

仇）大會特色：

l 本屆大會原定四月十日舉行，因先總統 蔣公不幸於四月五

目崩姐，為敬悼故總統蔣去，故將白期延至五月八日舉行。

2. 恭請行政院長蔣經國措任大會名譽會長。

3.大會聖火於延平郡王祠點獻。

4選手全部住選手村。

5. 開幕典禮時有飛機作空中表潰，放五影煙幕。

6.郵政間特製郵敵紀念此次運動會。

7.大會在全國軍民悼念總統蔣公聞聲之後舉行。

七、第七屆大專運動會

←）時間地點民國六＋五年五月六臼至八日在台北市台北體專畢

于丁。
（二）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次長朱瞳森主持，閉幕由國防

部副部長馮敢聰上將主持。

日籌備主任：林鴻坦。

（四）窘加單位人數﹔計有一0六枝二四二七人參加。

因錦標種輯：田徑、體操、游詠（本屆新設）。

（持此賽分組：各項錦標皆分六組。

（七）競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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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徑：大男甲乙組：同上眉，各為廿一項。

大女甲乙組、五專女組：本屆新增三000公尺及四00公

尺低欄兩項，各增為十六項。

五專男組：本屆新增鏈球及一0000企尺兩項，咱為廿一

項 。

2.游泳：大男甲乙組及五專男組：－00公尺、二00公尺、

八00公尺、一五00公尺自由式，－00公尺、二00公

尺蛙式，－00公尺、二00公尺仰式，－00公尺、 二00

公尺蝶式，凹00公尺個人四式，八00公尺自由式接力，

四00企尺凹式接力，共十四項 。

大女甲乙組及五專女組：一00公尺、三00公尺、四00

公尺、八00企尺自由式，－00公尺、二00公尺蛙式、

-00公尺、二00公尺仰式 、 －00公尺 、 二00公尺蝶

式、四00公尺個人四式、四00公尺自由式接力，四00

公尺四式接力，共十三項 。

3 .體操：項目與上屆同。

（川競賽成績：田徑有七六人次破大會紀錯，十七人次平大會紀錄

，八項創大會紀錄。體操台東師專囊括五專男女或喙冠軍 。

仇）大會特色：

1.大會聖火於五日上午十時由崇匯森次長在蔥、湖點燃。（自本

屆起各屆大會聖火皆在慈湖點﹔時 ） :; 

2. 首次增設游詠比賽 。

3.大會期間舉辦大專體育觀摩研究會 c

4.設置運勤傷害醫療服務中心。

5 . 實施夜間比賽 （ 田徑項目 ） c 

6. 敢用新電子器材。

八、第八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北投政戰學校

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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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李元簇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馮敢聰副部長主持 c

t=:J籌備主任﹔許墮農。

（副麥加單位人數：計有－0五控二二七九入學加（選手一九六三

人）。
因錦標種頡：田徑、體操、游說＜ 0 

（六）比賽分組：各項均分為六組。

（七）競賽內容：項目與上屆各組相同。

（八）競賽成績：田徑有七項十一人次破大會紀錄，游泳有三十八項

六八人次破大會紀錄。

仇）大會特色：

1.設立選手及裁判村，免費提供寢具自解決食宿問題。

2.建立交通站，接送選手往返台北。

3.設置精神總錦標。

4. 開放畫廊、新聞館、敵情館供來賓參觀。

5.當天晚上安排有康樂晚會。

九、第九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四至七目在屏東師專舉行。

（：.）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李元聶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高魁元部長主持。

巴）籌備主任：陳漢強。

個）參加單位人數﹔計有一0四校二五一九人麥加（選手一九四四

人）。
因錦標種類：田徑、體操、游泳。

（均比賽分組：同為六組。

（七）競賽內容：三頃錦標項目與上屆同。僅女子田徑五項運動中之

二00位尺自本屆起改為八00公尺。

的競賽成績：田徑有十六項三十人次破大會紀鐘， 二項二人平大

會紀錯，三項三人創大會紀銬。游泳有四三項八九人破大會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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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二項二人平大會紀錄。

（九）大會特色：

1 首次由文學欖又是專科學校承辦。（過去八屆均由軍事學校

及體育院校承辦）。

2.聖火傳遞由男虫學生四0人以三五小時自慈湖傳至會場，全

程凹00公里。

3.利用運動會期間辦田徑、游泳、體揖訓練指導研習會 。

4.設選手村並代辦伙食 。

十、第十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台灣大學舉行。

口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長朱匯聶部長主持，閉幕典禮

由國防部郵為元副部長主持。

回轉備主任：閻摳興 。

（四）參加單位人數﹔計有一C六枝二七六人參加 （ 選手二三一九人 〉。
因錦標種類﹔田徑、體操、游﹒泳 。

（六）比賽分組：六組 。

（七）競賽內容：

1. 田徑：比賽噴目與上屆各組相同。

2游泳：男生組（大男甲乙及五專男組）各組增設四00公尺

自由式接力，取消八亡C公尺自由式及八cc公尺自由式接

力兩項，各僅有十三項 c

女生組與上屆同，共十三項 。

（川競賽成績：田徑有四三項－0七人次破大會紀錄 。 游泳有四三

項二二人次破大會紀錄 。

仇）大會特色﹔

1. 蔣總統經國先生．親臨開幕典禮致詞 2

2.設置費告電動計時器及絡點攝影。

3.秩序冊依比賽頡別分頭編配。

4邀北區大專脫校共同舉辦藝文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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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辦體育講座。

十一、第十一屆大專運動曹

（一）時間地點﹔民間六十九年五月五日至八日在桃園中正理工學臨

舉行。

（二）大會主持人﹔聞幕具體由教育部朱匯聶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審謀總長宋長志上將主持。

臼籌備主任：伍作海。

個）事加單位人數﹔計有－o四梭二八三二人事加（選手二一三。

人）。
因錦標種頭：田徑、體蝶、游諒。

（吋比賽分組：六組。

（七）競賽內容：三項錦標比賽項目與上屆各組相同。

（八）競賽成績：

田僅有十四項三十人攻破大會紀鐘，三項平大會紀鐘。游誰有

五六項七六人在破大會紀鐘，一人一項平大會紀鐘。

仇）大會特色﹔

1. 蔣總統經國先生於閉幕前夕蒞臨巡視大會運動場地。

2.在選手村招待住宿，代辦伙宜。

3.敢用電于計時鐘及格點攝影計時器。

4. 團體錦標由四名增高六名。

5.安排全體積障及運動員代表前往惡湖謂睦。

十二、第十三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台南成功大學舉行。

口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朱匯聶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肪部副部長鄭為元將軍主持。

回籌備主任：夏謹民

個）害加單位人數：計－0七欖二六五六人事加（選手二二0九人）。

因錦標種頡：田徑、體操、游掉。

（均比賽分組﹔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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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競賽內容：

1. 田怪：項目與十一屆同。

2，游泳：男生各組又恆徨J-1.00公尺自由式一項司共十四項。

女生各組項目與十一屆同，為十三事。

3.體操：與上屆同。

帆）競賽成績：

田僅有一項一人破全國紀鐘，四七事一一二人li!R大會記錯。游

擁有三四項九二人破大會紀錯。

仇）大會特色：

1 鋪設雷賽克塑膠跑道。

2，邀請退休體育教撞觀禮。

3.游泳池首-:(x_毆用電動計時器。

4.表擅節目除大會韓外另有國術表讀。

5.教授組成火坦陣在校園傳遞聖火。

6.六十九年種校之中山大學第一在組障事加。

十三、第十三屆大專運動曹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九日至十二日在台中省立體專畢

f丁。
（二）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朱匯聶部長，閉幕興禮由國肪

部張國英副部長主持。

由轟備主任﹔胡繩武。

（四）賽加單位人數：計－0七桂二七一五人賽加（畫芋二二二一人〉。

因錦標種額﹔田徑、體揖、游誰。

（均比賽分組：六組。

仕）競賽內容﹔

1. 田僅： 男于各組項目與上眉同。女子祖則五萬運動改為七萬

運動 。

2. 游泳： 本屆男生各組又將四oc公尺自由式接力改為八00
企尺自由式接力，車自仍為十四項。宜生各組與上屆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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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項。

3.體操﹔與上屆同。

的競賽成績：田徑有一項一人打破全國紀錄，五四項一五一人打

破大會紀錄，五項八人平大會紀鈕，三項三人創大會紀鐘。游

泳：有四三項九二人破大會紀錄。

仇）大會特色：

1.大專男女甲組每項註冊名額放寬為五人。

2. 開幕典禮儀式簡單隆重，臥車是昔替代樂隊。

3.每晚舉辦運動影片欣賞及體育學術演講會。

4. 開幕典禮無表演節目，表演節目提前一日於晚間以體育晚會

方式讀出。

5. 田徑場內所有白線以自帆布條代替。

十四、第十四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廿一日至廿五日在新莊輔仁大學

舉行。
（斗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朱匯森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宋長志部長主持。

臼籌備主任：羅光。

（回事加單位人數：計－0八校二八八九人參加（選手二三一一一人）。

伍）錦標種額：田徑、體操、游詠。

（六）比賽分組：六組。

佑）競賽內容：田徑、體操、游泳各組項目與十三屆同。

的競賽成輯：回僅有二項二人破全國紀錄，四七項八七人破大會

紀錄，六項十一人平大會紀錄。游泳：有六一項一四六人破大
會紀錯。

仇）大會特色：

1.舖設PU塑膠跑道。

2.游詠比賽於室內進行。

3.安排啦啦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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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備其間因連續天雨影響跑道工程改撞，致使賽期由五月六

日延至五月廿一日舉行。

十五、第十五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六日至八日在新竹交通大學舉行。

（二）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朱匯森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防部張國要副部長主持。

臼籌備主任﹔郭南君。

（副書加單位人數：計一二0桂三O七五人事加（選手二三一七人）。

因錦標種頓：田徑、體揮、游泳。

（六）比賽分組：六組。

（七）競賽內容：與第十四屆各組相同。

帆）競賽成續：田僅有一項一人破全國紀錄，二二項二八人眼大會

紀錯，一項一人平大會記錯。游誰有四七項九八人破大會紀錯。

仇）大會特色：

1.校長親自帶教授跑步傅聖先並學加開幕入場式。

2.設選手村及郵電服務 c

3.揖用電腦編印映序冊及~輯統計。

4，訂定選手書加最低標草。

5國術表攝取代大會揖。

6訂定「運動員冒名團替騙取消資格並公佈桂名」辦法，使賽

程順利進行。

十六、第十六屆大專運動會

←）時間地點：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五日至八日在台南崑山工專舉行 0

日大會主持人：開幕具體由教育部李蟑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國

肪部東長志部長主持。

（司籌備主任：辛正告。

（回事加單位人數：計一－0桂六九己九人事加（選手五四五八人）。

因錦標種頡：田佳、體揮、游泳、籃球、排球、桌球、 壘球、硬

式網球 、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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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分組：六組。

（七）競賽內容﹔田徑、體操、游詠各組項目與十五屆同。

（川競賽屁續﹔田徑有三十項四十二人幢大會紀錄，游泳有三八項

六人破大會耙銬，二項二人平大會紀錯。

仇）大會特色：

1. 開幕典禮由電視台實況轉播。

2 .請神龍小組表演跳傘特技 。

3.採用電腦編排族序冊。

4.私立五專首次承辦大專運動會。

5.除傳統田徑、游泳、體攝外，另增加六項球類。

6.競賽項目典人數打破以往紀錄。

十七、第十t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四日至七目在台北師範大學舉行 0

日大會主持人：開幕典禮由教育部李煥部長主持，閉幕典禮由國
防部宋長志部長主持。

目籌備主任：提尚勇。

（回事加單位人數：計一0九梭三三八0人參加（選手二二先J＼人）。

因錦標種頓：田徑、體操、游泳。

（六）比賽分組：同為六組。

估）競賽內容：田徑、體操比賽項目與上屆同。

（川競賽成續﹔田徑有二項二人破全國紀鐘，三九項六0人次破大

會紀錄。游詠有二二項四五人次破大會紀錄，六項六人創大會

紀錯。

仇）大會特色：

1. 開幕典禮由電視台錄影轉播。

2.游泳比賽於溫水泳池舉行。

3. 限定游泳比賽使用姿式﹔自由式限用揖泳，何式限用單仰。

4.舉辦體育學術講座。

十八、第＋八屆大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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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九日至十二日在台東市當立台東

師專舉行。

（二）大會主持人：敦請教育部長蒞臨主持閉幕，國肪部長薩臨主持

閉幕。

巴）籌備主任：王清誼。

（四）事加單位人數：計－0七控四三O八人事加（選手三三一七人）。
因錦標種頡：田值、體揖、游泳、手球、桌球、軟式網球。

（六）比賽分組﹔田徑除原有六祖外，男增設大軍男女丙組，其八粗

。游泳、體操及球頡仍為六姐。

（七）競賽內容：田種、體揖項目與第十七屆各組相同。

游泳女生甲粗增加一五co企尺自由式，比賽項目與男生組同

為十五項。

（八）競賽成續：田極有二0項，三九人破大會紀錯。游泳有四二項

，八五人敬大會紀錯。為六姐。

仇）大會特色：

1.東部首在舉辦立全國性運動大會。

2. 酷原有田徑、體揖、游詠外，男增加手球、卓球、軟式網球

等三項球額比賽，實捏捏前於五月六日至八日舉行。

3. 田徑新增設教育部指定之重點聲展學椏組（列為大專丙組）。

4游泳、體揖教育部指定之重點發展學桂自本屆起一律害加甲

組。

5.成立評估研究小組，對運動會的哇強進行評估研究工作。

6.舉辦台東地區俾統山地揖眉之夜及山胞文物展覽。

7.與台東縣政府聯告舉辦一系列具有台東特色之藝丈活動。

8.持單位牌學生一律著傳統山地服裝。

9.舉辦體育圖書資料屋及體育學搞專題講座。

10. 開幕典禮前有序幕表疆，且體挂有傳統山地聲甜垂直及神

龍小祖跳傘表燼。

11 閉幕典禮有刺槍術及運動聲童讀。

( 19 ) 



12.聖火俾噩路輯遍及各承辦過運動會學概及沿蟬各大專院禮。

13.協調台東市所有扭館降價值待選手，並請錯路局加開車在協

助疏運選手。

14.本屆運動會為師專改制學曉前最後一次承辦的運動會，也是

師專最後一次事加的大專運動會。（明年事加~p臥師臨名義

報名〉

十九、第十九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三曰至七日在中壢市中央大學畢

f寸。

（司大會主持人：聞幕興禮由教育部施金池次長主持，閉幕典禮由

國肪部鄭為元部長主持。

回轉備主任：余傳輯。

（回醫加單位人數：計一一一椏三四七七人妻加。

因錦標種輯：田種、體揖、游泳、網球、韓球。

（六）比賽分組：同為六組。

（七）競賽內容：與第十八屆同。

（八）競賽成輯：田僅有二五項五二人碩大會紀鐘，游泳有三二萬八

七人幢大會紀鐘。

仇）大會特色：

1.興建一座室內溫水游詠池及四面人工草皮網球場， B完善的

設備提棋選手創造佳續。

2.鋪設梅和礦奧運會所指定使用的西德「雷克坦」系列跑道，

話田徑場f采用水藍色的跑道，屬東南亞第一座，也是目前世

界上各國~數揖座揖用此種觀色跑道之田徑場之一。

3.大會以選手為主，取消童讀節目。
4.腫屆大專運動會均無較具體破紀錯聖金之設置， 此在嘗試屁

功的結合民間企業界自提怯龔金贊助大專運動會， 可稱創舉。

5. 田徑協會棋定，本屆大車運動會肢續將作為奧運 、亞育、世

青田僅錦標賽選拉依擾。

( 20) 



6.本次大會主題為 「 飛龍在天雍容肅種 」 。

二十、第二十屆大專運動會

（一）時間地點：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三白至六日在台中市國立中興大

學舉行。

（司大會主持人：陳校長清義主持閱、閉幕典禮。

因籌備主任：陳清義 。

個）參加單位人數：計一一二校四六四四人參加（選手三三八三人 ） 。

因錦標種類：田徑、體課、游詠、羽球、網球五項。

（均比賽分組：六組。
（七）競賽內容﹔田徑、游泳、體接各項目與十九屆同，羽球、網球

增加個人賽。

（八）大會特色﹔

1 .李總統壺輝先生於開幕前蒞臨視察大會競賽場地並嘉勉籌備

會工作人員。

2. 中部大學首次承辦大專運動會 。

3.首次由承辦學校校長擔任大會會長統當大會一切事宜，並引

憾聖火及主持開、閉幕典禮 。

4.本屆比賽事加單位為歷屆最多（達一一三稜〉。

5.提位歷屆規模最大之比賽場地新穎寬廣，包括標準四百企尺

田徑場地、室內兩座溫水游泳池、十二面羽球場地，五十去

尺長、三十四公尺寬之體接場地，令比賽成為一種享受。

6.本校增購田徑、體操比賽全套器材（ 1984 - -1988奧運廠牌）

符合國際標準超越區運水準，嘉惠本校學子實非淺鮮 。

7.與民間企業密切結合，握棋歷屆比賽最高之破紀錄獎金，鼓

勵選手。

8首度向全國各大專體育主任進行間矗調查研究，儘量配合各

校意見設計實施形態。

9球類比賽增加個人贅，以滿足未能賽加團體賽之選手。

10.首次設計吉祥物，抒解激烈競賽之緊張，締造輕鬆活潑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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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

11 全校師生總動員為各梭選手服務，安排一系列活動內容盟富

，包括學藝作品、體育圖書展覽、民俗技藝表演等包羅萬象

，晚間更舉辦選手之夜、電影欣賞、惜別舞會、熱門樂團攝

奏等，以抒解比賽緊張之情緒，說蝶運動會間的塵慮。

12.本屆大會資訊作業自桌上排版雷射印刷製作秩序冊到比賽現

場分組編配及成績處理皆為電腦化的自動功能，不但減低了

人為作業的差錯和疏失更便利比賽結果的迅速傳達。

伍、總結與展望：

一、總結

綜合上列有關資料之回顧，經實際研判後獲得下列結論：

1. 全國大專院校歷屆運動會（第一屆到第十五屆 〉 ，皆以傳統

的田徑、游泳、體操三項為比賽項目，自第十六屆起，除原

有傳統三項外，各校舉辦項目均有變動，於是體育界對大專

運動會比賽項目及實施形態的看法，意見紛陳，莫衷一是，

本校承辦之競賽項目，應慎重考慮。

2.歷屆大專運動會，因各承辦學校背景、環境諸多差異，執行

上自難求劃一，實施結果必也利弊參半，本校宜多眼取他梭

經驗，藉以減少錯誤。

3.歷屆大專運動會，均有其籌備原則和精神指標，並確立明確

之大會主題，各校均極力努力，發揮最大續效。本校亦當確

立可充分發揮本校傳統之主題及特色 。

4. 開、閉幕典禮佔用太多時間，為現行圍內各型運動會之詬病

，應設法力求簡化，可棋本梭實推時之參考。

5.大會表讀項目，雄，可增加大會氣氛與光彩，然、亦存許多隱痛

困擾，諸如指導老師的感傷、同學們的怨言、正常體育課教

學之荒廢、龐大製裝費之負荷，均有待本校深思熟慮 。

6.根據奧運或亞運均無總錦標之設置－頒龔由各單項協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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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別在各項比賽場地頌聾，閉幕典禮抵是本屆主辦單位將

會聽交由下屆主辦單位為主體，值得本控引為借畫畫。

7. 目前圍內各大型謹動會逐漸寶貴、流於形式、奢侈置費，應

由體育界學者專家控立專案小組研貫改進舉辦方式，本概承

辦第二十屆大專運動會冀桂朝此目標賽力。

二、展望

1.運動競賽目標、由國家化進入國際化

因各校輪流承辦大專運動會，學校運動設施得叫充實提昇

。各校運動眉目特色，亦加盛行費展。而運動功能，體目標也

隨之宏揖。故~破高峰，揖身固體乃自然的趨勢。

2運動設施由國家標車達國際標準

運動設施應包括：標車舒適的塌地精密準確的器材，顯明

適度的用且，和安全適用的附屬設施，高標單是也需的，純學

校的考慮重點在敢學對使用車少，保薑貴高的器材。大多不願

章投資，藉主辦比賽機會由國家投資也是必然的。

3運動競賽制度 7 由普通化而專業化

展望未束，我國運動AA;種想達到國際水車，並種奧會所承

認，除運動設施合乎國際水草，其承辦單位應也要由各單項運

動協會的專業人員負責，可覓富貴人力，財力和物力。有如大

專聯招，沒有專設的機構負責，年年都把寶貴的智慧和經瞌軍

費。因此屆立專有機構負責聶華制度之推崖， B為往直是努力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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