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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旨在探討台灣羽球運動的引進與發展。方法：採用文獻內容分析法，
以台灣羽球運動的傳入、協會組織、學校與社會發展以及國際參賽成績等相關文
獻為研究內容。結論：一、羽球運動在民國 34 年由來台的大陸人士傳入，民國
39 年建立台灣第一座羽球場。二、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共歷經十屆十位理事長，已
樹立良好的根基。三、台灣光復初期，各級學校羽球風氣並不普遍，民國 57 年以
後才奠定發展的基礎，此期間各校教練犧牲奉獻的精神，功不可歿。四、民國 40
年〜60 年間，台灣製造的羽球及球拍，已能供應本地需求，並外銷至世界各地，
有許多球隊相繼成立，並創辦「清晨盃羽球賽」及「台北國際羽球名人邀請賽」
，更有多間公司投入贊助；民國 87 年「中華民國全民羽球發展協會」成立，大力
推展，至今在台北圓山公園內，每天仍有數千名羽球愛好者投入其中。五、回顧
我國參加羽球國際競賽，團體成績差強人意，女子組近年來頗有佳作，男子組則
成績仍未見理想；個人賽雖女選手表現較為亮麗，但男女均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最後，本研究所提建議，應對國內羽球運動推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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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代羽球運動源自 19 世紀前後，在印度孟買一種名叫 Ponna 的遊戲，由英國
波福特公爵於拜明頓（Badminton）村的家宴消遣中引起流行，迄今已有百餘年的
歷史（簡英智；涂國誠，2006；呂芳陽、陳麒文，2000）。眾所周知，羽球運動可
緩可急，所需場地不大，亦不受限室內或室外，可以說是一項老少咸宜的全民運
動，目前台灣約有近 200 萬人把羽球當作健身或休閒活動。羽球並不像籃球、排
球、網球等運動，體型總是佔絕大的優勢（廖焜福，2002），它不受體型限制，比
較適合東方人較為短小的體型，因此，對我國而言，羽球相對的比較能在競技場
上獲得公平競技的機會（簡英智，2006）。尤其自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列為正
式項目以來，各國對羽球運動的發展更為積極，亞洲地區的國家更是經常囊括大
部份的獎牌，也因此更激起該地區一般民眾的關心與愛好。羽球運動除了是一項
激烈的競技比賽項目之外，同時也是非常適合各年齡層的民眾從事的休閒活動，
由於屬於隔網對抗，在運動中減少與對手的身體衝撞，較少有運動傷害情形發生
，能維持較長的運動生命，因此是一項值得大量推展的休閒運動。另外，選手所
展現的快節奏的速度與力量、優美的動作技巧、充滿智慧的戰術運用以及堅忍不
拔的戰鬥意志，也都能充分顯示羽球運動的特性、意義與價值。近年來台灣羽球
在整體的發展上，無論是風氣的推廣或是技術水準的提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涂國誠，2006）。尤其，大專院校實施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多年，羽球運動
一直深受學生歡迎，是熱門的運動項目之一。
筆者自幼鍾愛羽球運動，並從事羽球教學數十餘年，平時樂於鑽研羽球運動
相關文獻，對台灣羽球運動的起源與發展，尤為關注。究竟羽球運動是如何傳入
台灣？協會的組織運作發展為何？學校羽球運動如何發展？羽球在社會上的發展
情形？我國對外競賽成績表現為何？上列相關議題，都是上課時學生經常提及的
問題，也是關心及愛好羽球運動者，想要去瞭解的重要議題。有鑑於此，遂引起
個人強烈動機，著手彙整相關資料，詳加歸納、分類、分析及討論，希望能更深
入瞭解台灣羽球運動傳入、協會組織、學校與社會發展以及選手競賽成績等狀況
，冀能藉由歷史回顧將過去所發生的人、事、物做一反省與檢討，以提供往後繼
續發展的借鏡，並能藉由進一步瞭解台灣羽球運動的引進與發展狀況，激起羽球
運動同好者有更大的興趣與情感，進而對羽球運動更加投入與支持，希望能對羽
球運動的蓬勃發展有所助益。

貳、台灣羽球運動的傳入

台灣羽球運動的起源眾說紛紜，比較可靠的說法是在民國 34 年（1945 年）
由來台的大陸人士傳入，民國 38 年（1949 年）基隆海關稅務司的一位英國人，
工作之餘沒什麼消遣，於是在基隆運動場邊有一處用竹子為頂棚，稍可遮風擋雨
的地方活動，就這樣羽球運動在台灣生根（程嘉彥，1998），此後 1954 年到 1956
年間可說是台灣羽球發展的初期階段（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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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一說認為羽球是由教會學校（如長榮中學、淡江中學）傳來，亦有
較明確時間的說法是民國 40 年（1951 年）左右隨空軍傳入，當時於岡山基地漸
漸盛行，隨後傳到台北昆明街的青年會館，再由圓山地區迅速蓬勃發展（曾俊華
，2000）。台灣光復初期，羽球運動主要以基隆、台北等地較盛行，而且以軍中及
各公家機關如海關、港務局、電信局、肥料廠、要塞司令部等為主要活動人口，
當時打球的名人有台灣警備副司令李立柏、曾為教育部長的黃季陸先生，球技較
好的球員有蔣澤凡、黃織仁、林夢麟、謝重仁、董盛合、郝侃曾、顧景倫、楊越
、郭祺義、鄭習賢、林文榮、呂安邦等（程嘉彥，1998）。推展初期以台灣省警備
副司令李立柏為主要人物，民國 39 年（1950 年）他倡議將台北市青年會排球場
改建為羽球場，成為台灣地區第一座羽球場（黃嘉源，2004）。

參、台灣羽球運動的發展

一、中華民國羽球協會組織發展概況

羽球協會歷任理事長及總幹事如下表 1 所示：
表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歷任理事長及總幹事一覽表

屆次
名稱
成立日期 理事長 總幹事
備註
前身 台灣省體育會羽球協會
李立柏 謝重仁
前身 中華全國羽球委員會
彭孟緝 郝侃曾
一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彭孟緝 郝侃曾
二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徐 鼐 張申福
三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吳文達 黃德建
四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吳文達 黃德建
五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羅光男 何文明 改稱秘書長
六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李昌槿 夏惠汶
七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郭碧東 郭易常
八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鄭榮煇 林瓊治
九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郭正亮 蔡鴻鵬
十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程俊琅 蔡鴻鵬
註：筆者參考程嘉彥（ ）、楊繼美（ ）、奇摩網站（ ）自行整理。
1

43.10
45.12

62.03
65.03
70.05
74.05
78.06
82.08
86.08
90.08
94.11
98.11

1998

2006

2009

（一）民國 43 年（1954 年）10 月 3 日「台灣省體育會羽球協會」於「台北市萬
華青年會體育館」成立，由李立柏擔任首屆主任委員，謝重仁先生、楊越
先生先後任總幹事（程嘉彥，1998；楊繼美，2006）。民國 45 年（1956 年
）「中華全國羽球委員會」也在台灣省警備總部彭孟緝將軍、李立柏將軍的
領導下成立，由彭孟緝擔任會長，李立柏將軍擔任副會長，同時也舉辦一
年一次的團體錦標賽（程嘉彥，1998；黃嘉源，2004；陳秋梅等，2005）
。民國 46 年（1957 年）6 月以「National Badminton Associatoion of theRepublic
of China」加入於倫敦的「國際羽球總會」，正式成為三十四個會員國之一
（楊繼美，2006），民國 62 年（1973 年）3 月 16 日改名為「Taiwan Badminton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一度為國際羽球協會強迫暫時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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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Badminton Association」，直到民國 70 年（1981 年）元月更名為「
Chinese-Taipei Badminton Association」（教育部體育大辭典編輯委員會，
1984 年）。
（二）民國 62 年（1973 年）改稱為「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制訂會章、成立理監
事會，推選彭孟緝先生擔任理事長。民國 65 年（1976 年）3 月 27 日舉行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徐鼐先生當選理事長，張申福先生為
總幹事。民國 70 年（1981 年）5 月 24 日舉行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結
果吳文達先生當選理事長，黃德建先生為總幹事。民國 74 年（1985 年）5
月 26 日改選，結果吳文達先生當選連任，台灣羽球步入高峰期，技術水平
蒸蒸日上，每年舉辦裁判講習，培養國際級、國家級以及地方基層之裁判
人才，並於民國 77 年（1988 年）起，就開始訂定教練分級制度，辦理講
習會以培育各級教練。並開始有甲組比賽，每年辦理全國排名賽、台灣區
團體賽、少年羽球賽及公開賽等比賽，選拔優秀選手並加強培訓（程嘉彥
，1998；楊繼美，2006 ；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
（三）民國 78 年（1989 年）6 月 18 日舉行第五屆理監事改選，結果羅光男先生
當選理事長，夏惠文先生為秘書長（原稱為總幹事）。民國 82 年 8 月（1993
年）舉行第六屆理監事改選，結果李昌槿先生當選理事長，何文明先生為
秘書長。民國 86 年 8 月（1997 年）舉行第七屆理監事改選，結果郭碧東
先生當選理事長，郭易常先生為秘書長。第八屆理監事改選於民國 90 年 8
月（2001 年）舉行，結果鄭榮煇先生當選理事長，林瓊治先生為秘書長。
鄭理事長任內舉辦 2002、2003、2004 年台北羽球公開賽，2005 年 Wilson
台北羽球公開賽，頗受各界好評（程嘉彥， 1998 ；楊繼美， 2006 ；
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
（四）第九屆理監事改選於民國 94 年 11 月（2005 年）舉行，結果郭正亮先生眾
望所歸高票當選理事長，蔡鴻鵬先生為秘書長（劉恩宏，2005）。郭理事長
任內舉辦 YONEX 2006 年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網羅中國大陸 20 多位一
線選手參賽，盛況空前。第十屆理事長程俊琅先生於民國 98 年（2009 年
）11 月 2 日上任，仍聘任蔡鴻鵬先生為秘書長，延續郭理事長為羽球運動
奠定的根基，積極爭取國際賽事在台灣舉辦，讓國內羽球運動與國際羽壇
賽會接軌，提升台灣羽球運動水準，讓羽球成為台灣國球運動（中華民國
羽球協會網站，2009）。
（五）綜觀上述，羽球協會組織共歷經省體育會羽球協會、全國羽球委員會及十
屆的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在歷屆十位理事長的努力經營下，已為台灣羽壇
奠定良好的根基，近年來國際成績更是好消息連連，各屆幹事部莫不卯盡
全力，推展羽球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羽球比賽，並積極參與國際
賽事，藉以提高羽球技術水準，增進國民健康，均為台灣羽球運動立下汗
馬功績，值得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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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學校羽球運動的推展

光復初期羽球運動在各級學校的推廣，因受羽球器材昂貴及場地設備不足影
響，導致風氣無法普遍。民國 年（ 年），以基隆市立中學及雲林西螺中最
為活耀。其中，基隆市立中學造就出台灣本土第一位全國甲組單打冠軍何文明選
手，往後西螺中學則因張禎老師長期持續努力的推展，因而奠定台灣羽球運動的
發展基礎（涂國誠， ）。隨後學校羽球運動的推展，國民小學方面北市社子國
小在民國 〜 年間在國內所向無敵，培養洪欣正、陳儷今、黃嘉祺、程文欣及
鄭韶婕等好手，其他也有如北市雙連國小、北市民權、永吉國小、桃園瑞普、桃
園大溪、竹東國小、台南大成、台南縣崑山、高市民權…等，多位教練無怨無悔
的為羽球運動啟蒙紮根，精神可佩。國民中學部分成淵國中、中山國中、大同高
中（國中部）、竹東國中、豐原國中、西螺國中、西苑高中（國中部）、後甲國中
、英明國中、國昌國中…等中繼訓練更是辛苦萬分，很多教練把所有青春歲月奉
獻羽球運動延續推展，也奠定不可磨滅的功績。高中部分推展羽球的學校包括大
同高中、喬治工商、松山高中、基隆高中、育成高中、治平中學、能仁家商、新
豐高中、西苑高中、高學中學…等，面臨帶領選手走過人生選擇期，各校教練也
背負很大的壓力（楊繼美， ）。七十學年度為配合奧運選訓計畫，教育部更在
「重點發展學校單項運動」中增加羽球項目，選定雲林縣西螺農工、西螺國中及
台北市中山國中三校進行。另外也設立羽球基層培訓的重點發展學校，包括台北
市成淵高中、喬治中學、大同中學、松山高中、金甌女中及中山國中；台北縣海
山高工、治平中學、能仁高中；基隆市基隆中學，台中市西苑高中；台中縣豐原
國中；彰化縣崇實高工；雲林縣西螺農工；嘉義市北新中學、嘉義高商；台南市
後甲國中、建興國中；台南縣新豐高中及新化國中，高雄市高雄中學、國昌國中
、英明國中；高雄縣仁武中學、三民國中、苓雅國中、龍華國中；屏東縣枋寮中
學…等，（涂國誠， ）。大專院校推展則以體育系為主，包括台灣師大、體育
大學、台北體院、台灣體院、輔仁大學、文化大學、台東大學、醒吾技術學院、
新竹教大、彰化師大…等，對優秀選手的培訓莫不盡心盡力（楊繼美， ），其
他非體育科系學校如台大、政大、清華、成大、中興 等，對羽球運動推展也都不
遺餘力。總而言之，各級學校對羽球運動的推展，所有教練對羽球的熱愛、執著
以及犧牲奉獻的精神，十足令人感佩，對台灣羽球運動的發展，功不可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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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羽球在社會上的發展

民國 年（ 年） 月劉鴻志先生以英國「 」牌的羽球為樣本，製造
「幸運牌」羽球，隨後逐漸改進品質，當時已能供應台灣的羽球運動需求。民國
年（ 年）屏東「大豐公司」大量生產木製羽球拍，除供應台灣地區外，還
可以外銷一、二十萬支球拍到世界各地。民國 年（ 年）陳登立先生成立
「勝利體育公司」，投入羽球器材的生產工作，民國 年（ 年）林玉山先生
創立「銀翼公司」，生產飛翔牌羽球，除了供應台灣需求外，還可以外銷至世界各
地。民國 年代後，台灣整體經濟環境改善，加上台灣的羽球製造廠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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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北部的「飛翔」及「勝利」公司，中部的「肯尼士」公司，南部的「威力」
、「羽洲」、「富力特」等公司的企業負責人，為推廣羽球運動，對於比賽所需的經
費或比賽用球，時常提供贊助（黃嘉源，2004）。回顧國內贊助甲組球隊的企業包
括：民國 60 年（1971 年）台灣電力公司成立女子隊、民國 65 年（1976 年台灣土
地銀行成立男子隊、民國 91 年（2002 年）陞技電腦公司贊助女子隊及民國 61 年
（1972 年）勝利體育事業公司贊助男女國手..等，皆無私熱心奉獻付出（涂國誠
，2007）。
民國 58 年（1969 年）吳文達先生認識任職於土地銀行的林玉山，從此開始
接觸羽球，並在台北市成淵國中發起早覺會從事羽球運動，促使「成淵國中羽球
隊」成立，隨後又和林玉山、鄭習賢及多位工商界人士，集資成立「仁愛羽球隊
」，培育少年球員。更在民國 61 年（1972 年）創辦標榜全民運動性質「清晨盃羽
球賽」。民國 62 年（年）由吳文達、林玉山、蘇廷明、關厚德等工商界人士提供
器材及經費，成立「國軍陸光羽球隊」。民國 66 年（1977 年）吳文達當選「台北
市體育會第四屆羽球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 70 年（1881 年）成立「勝光羽球館
」，館內設有 6 面 PU 地板的標準羽球場地。民國 72 年又成立「台北基層訓練站
」。民國 74 年（1985 年）接任「中華羽球協會理事長」，任內為提昇我國羽球運
動的競技水準，特別聘請前印尼羽球好手楊緯鎮及梁海量來台灣擔任客座教練或
短期指導。民國 87 年（1998 年）12 月更向內政部申請，正式成立「中華民國全
民羽球發展協會」（黃嘉源，2004）。
羽球界頗具盛名的「南京羽球隊」是民國 49 年（1960 年）成立的，其隊名
是由於早期都在南京東路的羽球館活動而來，發起人是施若愈及陳寶勳，然後再
邀集張明湧、謝兆裕、林之壽、徐步青等人組隊，嚴始新、李偉、陳棠、徐鶴年
、徐永年等人都是後來才加入，其中老國手何文明也曾是隊員之一。經過四十多
年的發展，「南京羽球隊」的成員一直維持在四十人左右，老中青三代都有，成員
除了以健身為目的外，對羽球運動的發展也不遺餘力（民生報，2001）。
值得一提的，民國 69 年（1980 年）起所舉辦的「台北國際羽球名人邀請賽
」，受到世界羽壇的重視與肯定（程嘉彥，1990），自民國 72 年（1983 年）起「
國際羽總」已經將「臺北國際羽球名人賽」正式納入每年系列賽的一站。另外，
在民國 74 年（ 1985 年）間台灣地區的 A 級裁判已達 15 人之多（
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特別值得稱述的是在台北市立圓山
公園內，由一大群愛好羽球人士自資陸續開發 60 甲的土地，現已經有球場大約
285 面，每天都有數千名羽球運動者出入其中，形成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也為
羽球活動在台灣發展的歷史留下一個鮮活的見證（曾俊華，2000）。
綜觀台灣地區羽球運動人口的成長相當迅速，民國 78 年估計約有 30 萬人以
上，民國 82 年全國羽協初估約 60 萬人以上，至今早已達 100 萬人以上（黃嘉源
，2004）。羽球的推展在台灣已有半世紀，由當初的少數人至大眾化、平民化、生
活化層面廣及至今。羽球不僅是各級學校體育課的熱門選項，且無論在公園社區
、鄰里活動中心、大街小巷，也都常見其蹤跡。另外，在台灣人的努力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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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羽球與球拍最大的生產國度，可惜目前大部分的製造工廠大都已移至中國
大陸或越南。

肆、我國選手參加國際羽球競賽的成績表現

民國 47 年（1958 年）於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三屆亞運會」，將羽球運動首次
列入亞運競賽項目，這是我國首次正式參家國際羽球錦標賽。台北市於民國 69
年 1 月舉辦「1980 年台北國際羽球名人邀請賽」，國際羽球總會更將此比賽列為
世界十大重要羽球賽事之一（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回顧
我國參加羽球運動國際競賽成績，團體賽曾在民國 82 年（1993 年）「亞洲盃羽球
團體錦標賽」獲得季軍；以及民國 86 年（1997 年）亞洲盃羽球團體錦標賽獲得
季軍，民國 95 年（2006 年）我國女子隊也曾榮獲「優霸盃」季軍，是我國空前
在「優霸盃」歷史中得名的成績；並在民國 98 年（2009 年）東亞運擊敗韓國獲
得亞軍。個人賽方面，則以出身印尼代表我國出賽的華裔選手陳鋒成績表現最佳
，除獲得民國 88 年（1999 年）台北公開賽男子單打冠軍外，民國 85 年（1996
年）也曾代表台灣摘下香港、大陸公開賽、年終大獎賽三座男子單打金盃，當年
度世界排名第二（黃嘉源，2004）。2000 年雪梨奧運中，黃嘉琪獲得女子單打第
五名；簡佑修於 2002 年獲得 2002 年美國羽球公開賽男單冠軍；鄭韶婕獲得 2004
年雅典奧運女子單打第五名、2004 年美國世界羽球錦標賽第三名、2004 年世界青
少年羽球錦標賽女單冠軍、混雙及團體第三名，曾經排名世界第四；謝裕興也在
2008 年北京奧運中打進 16 強。2004 年，簡毓瑾與程文欣的黃金搭檔，曾排名世
界第四，獲得台北羽球公開賽女雙冠軍，2005 年程文欣在 Wilson 台北羽球公開
賽中獲得女雙及混雙金牌，2008 年北京奧運女子雙打和簡毓瑾搭檔獲得第五名。
在 2009 年 05 月於「韓國羽球公開賽」兩人再度奪冠，寫下台灣羽壇新頁（
http://home.kimo.com.tw/et743116/story.htm）。

一、結論

伍、結論與建議

（一）羽球運動在民國 34 年（1945 年）由來台的大陸人士傳入台灣，已有六十
餘年的歷史。民國 39 年（1950 年）建立台灣第一座羽球場。
（二）羽球協會組織共歷經省體育會羽球協會、全國羽球委員會及十屆的中華民
國羽球協會，在 10 位理事長的苦心經營下，已為台灣羽壇奠定良好的根基
。
（三）台灣光復初期，羽球運動在各級學校的風氣並不普遍，民國 57 年（1968
年）以後才奠定發展的基礎。歷經多位國小教練無怨無悔的為羽球運動啟
蒙紮根、國中中繼教練的辛苦訓練、高中教練克服莫大壓力，並配合教育
部的「重點發展學校單項運動」；以及大專院校體育及非體育科系學校的大
力推展，方有今日光景。所有教練對羽球的熱愛、執著以及犧牲奉獻的精
神，十足令人感佩，對台灣羽球運動的推展，功不可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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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羽球在台灣社會發展來看，民國 40 年〜60 年代，台灣所製造的羽球及球
拍，已能供應本地需求，並外銷至世界各地。民國 60 年代起，多間公司贊
助成立球隊，並提供比賽所需經費。民國 49〜62 年間許多的羽球隊相繼成
立。民國 61 年創辦「清晨盃羽球賽」；民國 69 年舉辦「台北國際羽球名人
邀請賽」，民國 87 年成立「中華民國全民羽球發展協會」。另外，在台北圓
山公園內，每天都有數千名羽球運動者出入其中。
（五）回顧歷年來我國參加羽球運動國際競賽成績並不理想，團體賽有女子組在
「亞洲盃羽球團體錦標賽」獲得季軍、2006 年榮獲「優霸盃」季軍，以及
2009 年東亞運亞軍。個人賽部分，男子組僅陳鋒曾排名世界第二，簡佑修
也曾獲得美國羽球公開賽男單冠軍。女子方面，共 2 次獲得奧運女子單打
第五名；世界羽球錦標賽第三名；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單打冠軍、混雙
第三名，並獲得多次羽球公開賽女雙冠軍。鄭韶婕與簡毓瑾、程文欣的黃
金搭檔，都曾排名世界第四，寫下台灣羽壇新頁，簡毓瑾、程文欣的黃金
搭檔還曾在 2009 年 2 月排名躍居世界第一，可惜僅為時 2 週之久。整體而
言，我國參加羽球國際競賽成績並不理想，似乎女子選手表現較為亮麗，
但男女均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二、建議

（一）羽球由當初的少數人至大眾化、平民化、生活化層面廣及至今，誠屬不易
。如何繼續推廣全民運動，增加羽球運動人口；積極實施科學化訓練，以
提升羽球競技水準；有效率經營各級學校羽球課程…等，有賴各相關單位
繼續努力。
（二）台灣曾經是羽球與球拍最大的生產國度，可惜目前大部分的製造工廠大都
已移至中國大陸或越南，如何發展運動產業，以恢復昔日的風光，是大家
要努力的目標。
（三）台灣羽球運動最精確的引進年代，似仍有若干爭議，應繼續研究考證予以
釐清。此外，各屆羽球協會所締造的豐功偉業事蹟，各個羽球隊所發展的
全民運動歷史…等都可以列為後續研究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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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dminton in Taiwan.
：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 analysi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how badminton in Taiwan was introduced and developed, and
how Taiwanese badminton players performed in international contests.
：（
1）It was discovered that badminton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45 by Mainland Chinese
an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badminton court was built in 1940.（2）The Chinese Taipei
Badminton Association has been managed within ten presidents and created a concrete
foundation.（3）At the beginning of development, badminton was not popular among
Purpose

Method

Conclusion

interscholastic sport or physical education after Taiwan Restoration. Since 1968, the
bas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due to the dedication to promoting
badminton by interscholastic coaches. （4）From 1950’s to 1970’s, shuttles and
badminton rackets made in Taiwan were produced enough to meet not just national
demand and were also 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eanwhile, many
badminton teams or clubs were established and several badminton competitions or
championships were created, such as Morning Cup and Taipei International Badminton
Invitation. Many industries have been sponsoring badminton teams/clubs and
competitions from 1970’s. Furthermore, the Taiwan Senior Badminton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and their members play badminton at Taipei Yuan-Shan Park
every day. （5）The performances of national teams in international levels were not as
good as we expected, except the fact that national female teams performed well once in
a while. Although women’s individual results appeared to be better than males’, the
players of both sexes should have a great improvem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promoting badmint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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