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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交部檔案》探究冷戰時期的體育外交：

外派教練的形成（1971-1987） 

謝明輝
1
、朱昌勇

2

摘要 

事件將隨著歷史的滾動會被逐件逐筆的記錄下來，而檔案紀錄的留存具有傳承歷史與

生活的重要性，其價值皆反應在真實性與應用性。本研究以中華民國國家歷史檔案館（國

史館）所庋藏的《外交部檔案》為基礎，初步探究體育運動史學界尚少關注的案例，例

如：二戰後我退出聯合國「體育運動以何種型態與國際連結」以及在與國際斷聯後我「外

派運動教練」是如何形成 ? 其結果：1967 年由外交部與教育部共同研擬派出橄欖球、籃

球、國術、足球、桌球等體育運動項目分別以互訪、參賽及外派的方式與國際進行連結。

另，我外派教練的形成應該是我國排球項目在中南美洲等國家邀請賽的過程中表現斐然，

故，成就了籃球、體操、柔道、桌球等運動項目相繼被聘請至中南美各國擔任教練乙職。 

關鍵詞：體育交流、南美洲、中美洲、體育運動、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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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2 年 7 月 15 日正是中華民國解嚴 35 週年的紀念日，「解嚴」35 週年是一個寶貴的

經驗，不僅可以讓我們對於臺灣這一塊土地在過去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更可以從這樣

的歷史中解讀出一些也許對於今天的臺灣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例如：「戒嚴」，我們應當

知道些什麼？當然，關於解嚴我們首先應當深入理解事實並總結歷史的過去與經驗，沒有

什麼比事實更重要的了。1949 年 5 月 19 日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主席

陳誠下達戒嚴令，臺灣從此進入一個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時期。而在這 13,926 天的漫

長日子，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體育外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是筆者最想知

道的歷史。根據謝仕淵、王美雯、陳怡宏、劉維瑛（2017）以《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有關戰後臺灣外交史的期刊論文並不多見，內容大致集中在

國際政治、國際冷戰、美國軍援、國際參與等議題。 

    由於過去臺灣的主體意識與價值僅關注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相關議題上，並且

在這一段歲月裡亦曾被廣泛地報導、出書編輯成冊與演講，甚至擬成研究計畫案且深度探討

過，即便是現在亦是如此。唯有「體育外交」甚少被重視與討論。雖然「體育外交」在整個

社會結構中並非是處在主流價值上，不過他的重要性卻是連結其他社會因子的重要橋梁。譬

如：2021 年我中華健兒參加東京奧運榮獲 2 金 4 銀 6 銅創下從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始後

獲得最多獎牌的一屆 (教育部體育署) 。又譬如：2017 年我國成功舉辦世大運，這是 400 年

來臺灣所舉辦的最高規格的國際型運動賽事，我國除了締造多項紀錄以外，也寫下 26 金，

獎牌榜第 3 名創造史上最佳成績，為臺灣社會帶來的振奮效果不容小覷 (註 1) 。對於臺灣

在整個國際上的聲望有明顯地提升與關注，所帶來的正向價值與邊際效應卻是無遠弗屆，事

實上這也正是體育運動的魔力與功能。 

    長久以來，體育與政治的關係是緊密並結合在一起的，從現代奧運之父古柏坦男爵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的思想就不難發現。在古代奧運會絕跡一千五百年之後，復興

了奧運會，並賦予它全新的涵義，主要目的是希望藉著培養青年們的優良品德與活力，以挽

救法國日漸頹廢的國運。同時，古柏坦認為，以運動競賽的精神，可以減輕世間人們彼此之

間的緊張與敵意。他假想，讓世界各國以競爭的方式，和平共存的在運動場上一較勝負，要

比充滿殺氣的在戰場上相見的好得多了。從古柏坦的思想裡，亦可發現現代奧運，從一開始

就隱含了「政治目的」，希望藉由運動比賽或交流做為外交手段，而達到世界和平的政治目

的 (陳東韋、李仁佐、謝旻凱，2014) 。 

    在當代學者對於運動與政治，尤其是在體育外交關係上的見解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例如：

美國社會學家 Espy（1981）認為運動可以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運動可以維持外交關係的

工具、運動可以軟化兩國關係的工具、運動可以對某國表示不滿的工具、兩國之間可因運動

而引發外交破裂或戰爭等。除了 Espy 的見解外，藤原（1984）認為，政治把運動當為達成

政治目的的手段，相對的，運動也藉由政治來助長。其兩者關係是為：運動可以鞏固外交關

係、運動可以使國際關係更強化、運動可以宣揚國家體制、運動交流是拓展外交關係的預備

工作，也是直接武器、運動可反應出各國的價值觀、運動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可以展現國力、

宣揚國威等。除此之外，從一些國家的運動政策發展亦能窺探出蛛絲馬跡，譬如：美蘇的冷

戰以及大眾媒體的普及使得美國運動員在慕尼黑奧運中表現不如蘇聯運動員的現象，受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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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尼克森的關注，因此促成了美國業餘運動法案的產生。另外，最著名也最成功的案例

乒乓外交（Danner, 2012; Griffin, 2014; Itoh, 2011; Shearer, 2014）中國利用此一事件，促成中

美關係正常化，使得我國開始重視運動在外交上的重要性。 

    從上述來看，不管是理論或實務皆呈現出體育外交在國際聯繫的重要性，自從我國與科

威特斷交 (1971 年 3 月 29 日) 的那一年起，至今這 51 年來我國在維繫邦交的工作極具困

難，盟邦們動不動就以「斷交」做為脅迫。尤其是，在退出聯合國之際我在國際地位上每況

愈下，在外交手段上更需亦步亦趨逐步經營。基於本人為資深體育人，對於保存或發掘過去

有關體育相關史料有一份使命感與情感，更有意對於在那一段 (戒嚴時期) 不為人知的外交

動機更具富饒之趣，其為探究冷戰時期的體育外交過往資料。因此，作者親自前往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檔案館、國史館以及新店國史分館進行會員備載、登記、調閱檔案、拍攝等，並藉

由具有第一手資料的《外交部檔案》（任天豪，2018；郭金芳，2020）以文件分析法了解 1971

年在我退出聯合國之後，「體育運動是以何種型態與國際連結」以及在與國際斷聯後，我「外

派運動教練」是如何形成 ?  

貳、體育外交 

   「體育外交」一詞為近 30-40 年來我國新興的詞彙，根據王澄宇（1985）曾以「積極

推展國家全面外交與整體外交以提高我國際地位」一文提出體育外交詞彙。鍾正言

（1985）亦曾發表「總體作戰，多元出擊，臺灣外交的五項戰技」在內文提及體育外交一

詞。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林碧炤在教育部主辦的文化講座裡，以「體育活動與

外交」為題，曾在國父紀念館公開專題演講。林國棟（1987）以「當前我國的體育外交政

策」假臺灣師範大學體育週專題報告提出：我國各級行政機關或民間團體在為體育外交推

動之時，其主要目標是加強國際體育交流促進彼此瞭解進而達成共識。另外，教育部國民

體育季刊以「國際體育」為中心諭題，特邀徐亨、吳經國、林碧炤、趙國財等人士，以

「體育外交工作的課題與展望」撰文。除此之外，我國第一任體育司司長蔡敏忠（1980），

曾經語重心長地提出我國必須積極推行國際體育交流活動。另，前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

事長黎玉璽（1980）亦將國際體育交流分成政策性交流、技術性交流以及友誼性交流等三

大項。綜觀上述，諸位當代學者，以文章發表與公開場合方式提及「體育外交」，體育外交

一詞逐漸從概念化、具體化到執行化。 

外交（diplomacy）是一種國際行為，是國家對外的一切事務，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

藝術。今日的外交工作已不再侷限於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參與工作者也不再侷限於外

交部一個單位，外交工作更不單只是純屬外交部的工作範疇了。而體育單位與體育從事人

員，在「實質外交」（註 2）裡，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體育外交」是為

國家對外的體育事務。其目的是在透過國際之間的體育交流，藉由比賽性與交流性的接觸

以及外派任教的方式，促進彼此認識、溝通進而增進彼此共識。下一節擬針對冷戰時期的

後段 1971-1987 年間，我國在體育外交外派先鋒上的運動項目是為何？而其他被外派的項

目是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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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運動團體的外派先鋒 

    1949 年至 1987 年在這一段時程翻開中華民國邦交國大事記（謝明輝，2018）來看，我

國邦交國數目在 1969 年達到最高峰共計 70 個邦交國。1971 年中華民國受到國際冷戰局勢

改變而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而代之。當美國

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非官方外交關係之後，致使更

多國家與中華民國斷交。換言之，1987 年我國在國際上的邦交數目驟降到僅剩 23 個國家。

因此，為顧及與爭取中華民國在國際之間的參與權力與生存空間，一切的外交動機皆在退出

聯合國（1971）的那一刻之前所開始部署。 

    根據外交部資料顯示：1967 年 1969 年第一批的國、內外體育活動則是由教育部與外交

部所研議出來，以印尼桌球代表隊來華訪問賽、巨人隊橄欖球訪港乙事、純德女子籃球隊訪

越南、新加坡國術總會邀我參加東南亞表演以及足球等運動項目，分別以邀請或外派出訪等

模式進行國內外體育交流（圖 1 與表 1）登錄號：020000016836A 國內外體育活動 (八) （註

3）。 

圖 1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發函教育部，印尼桌球隊訪華，中華民國 58 年 2 月 15

日。 

表一 國內外體育活動暨外派體育交流檔案 

登 錄 號 020000016836A 

全宗名稱 外交部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67/12/13 

1969/11/18 

資料類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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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名 國內外體育活動（八） 

題名摘要 

教育部及外交部等研商我巨人橄欖球隊赴香港參加賽事、越南籃球協會邀

我純德女子籃球隊赴越南事宜、我與菲律賓體育交流連繫賽事、新加坡國

術總會邀請我參加東南亞國術表演賽事、外交部呈報全國足球委員會會議

報告。 

檔案系列 外交部/新聞文化司/展覽會/競賽活動 

登 錄 號 020000025726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綜合/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2/02/08 

1973/11/14 

資料類型 文件 

卷    名 我國與中南美洲各國體育交流 

題名摘要 

外交部函駐委內瑞拉大使館關於委內瑞拉桌球協會請我派陳銀烈赴委擔任

桌球教練乙事及呈報委國桌球隊應邀前往大陸參加「第一屆亞、非、拉乒乓

球友好邀請賽」事等函件，中國時報、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刊載陳銀烈自

巴赴委延期、巴拉圭青年桌球隊贏得南美兩項冠軍及李國定和陳銀烈赴南

美擔任桌球教練等事相關剪報，行政院令外交部核撥巴拉圭及委內瑞拉聘

我桌球教練所需經費案，駐委內瑞拉大使館電外交部檢呈委桌球協會拒絕

中共邀請及擬聘我隊擔任教練，呈報我桌球訪委經過相關函件，外交部電

駐聖保羅總領館檢報桌球教練李國定赴聖保羅任教往來函電。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本研究者整理。 

    除了國內外分別以邀請或出訪的名義進行體育交流之外，在（表 1）登錄號

020000025726A（註 4）的檔案中也顯示：外交部已開始籌畫與中南美洲各國的體育交流，

例如：委內瑞拉桌球協會已請我國派遣陳銀烈先生前往擔任教練乙事，以及聖保羅總事領館

也來函邀請我桌球教練李國定先生前往任教。除此之外，在外派先鋒上駐巴拉圭大使館也在

1969 年 2 月 7 日曾以代電發函至外交部，抄送副本給中華全國體育協會、中國大陸災胞救

濟總會，其事由內容如下： 

為巴拉圭桌球協會邀我派代表參加比賽並任教練事呈請核辦電復由（註 5）。 

    外交部： 

一、准中巴交好協會會長羅培士博士轉來巴拉圭 桌球協會函略以：巴拉圭定本年五月

十日至二十日舉行第十屆國際桌球公開錦標賽，邀請國際桌球協會所屬會員派代表參

加，巴方負責膳宿旅費自理。擬請我方資助前投奔自由現居臺灣之施本善來巴參加比賽，

並擔任巴拉圭參加本年八月在惠也基（厄瓜多）舉行南美錦標賽之青少年桌球選手教練

為期三個月，如能自籌旅費，巴拉圭桌球協會並可代為安排其赴拉丁美洲各國表演，助

我宣傳等由。 

    二、另洽准該協會主席面稱，如施本善君因故不克前來，其他桌球名手亦所歡迎。 

三、謹查巴拉圭現為中南美最反共國家，與我關係友善，如能派施本善君或其他桌球選

手來巴參加比賽，並擔任教練，對兩國民間友誼及我對外宣傳當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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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茲該項賽期迫近，可否參加之處，特檢附來函抄件暨英譯件，呈請鑒察轉有關機關

儘速核辦，電復為禱。三副本連附件抄送中華全國體育協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附件，駐巴拉圭大使館（圖 2、3、4 分別為中、英文版）。 

圖 2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駐巴拉圭大使館代電外交部，中華民國 58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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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駐巴拉圭大使館代電外交部，中華民國 58 年 2 月 7 日。 

圖 4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駐巴拉圭大使館代電外交部英文版，中華民國 58 年 2 月 7 日。 

    從上述文件來看，我國在 1967 年之前早已嗅出國際政治趨勢的變化，且規劃橄欖球、

籃球、國術、足球等四種體育運動項目分別以派出參賽與互訪方式進行國與國之間的體育交

流，或許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有其主要目的：其一、以該方式視為一項外交戰略，作為促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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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建立彼此之間友誼及信任的管道。其二、以此方式鞏固我在國際之間的各項活動空間與

能見度，雖然過程屢遭打壓，不過為求在國際之間的參與權，仍然研擬不同的策略、不同方

法以及不同的外交手段。其三、促進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及共同政治利益的體育外交策略。

總地來說，國際局勢原本就屬於詭譎多變的環境，每個國家皆是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優

先考量。因此，此舉我國也不例外。 

肆、外派教練 

  首先從下列文件（表 2）登錄號：020000021978A 卷宗開始 1973/05/23 至卷宗結束

1974/02/19，卷名：中華排球隊訪問中南美洲（註 6），從檔案中亦可窺見，駐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及海地來函邀請我國男子排球隊前往中南美洲訪問，路經瓜地馬拉、薩爾瓦多、

巴拿馬、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多明尼加、海地等多國進行體育交流。由於我中華健兒表

現優異，諸多中南美洲國家要求派任駐地任教。例如：多明尼加與玻利維亞皆來函要求我

國外派排球教練前往任教。而在登錄號：020000025643A 卷宗開始 1974/12/17 至卷宗結束

1977/03/18，卷名：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與體育交流 (三) （註 7），從檔案所示，哥斯大

黎加亦要求我國選派籃球教練遠赴協助訓練等相關事宜。 

    其次在（表 3）登錄號：020000025737A 卷宗開始 1974/07/17 至卷宗結束

1980/04/01，卷名：我國與烏拉圭體育交流 (一) （註 8），本檔案是記載外交部電駐哥倫比

亞大使館，是關於我國外派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排球教練林竹茂先生遠赴哥倫比亞任教事

宜等相關函電。以及駐烏拉圭大使館發函駐玻利維亞大使館檢請寄送排球教練林竹茂先生

的簡歷、照片與電文。另外，臺灣師範大學發函外交部有關該部函囑延長該校副教授林竹

茂在烏拉圭任教期限案。此外，林竹茂將駐哥倫比亞、烏拉圭、玻利維亞擔任教練的經驗

撰寫成工作報告，呈外交部存查。另見登錄號：020000025690A 卷宗開始 1974/07/05 至卷

宗結束 1984/05/23，卷名：我國與委內瑞拉體育交流（註 9），其內文詳實記載謝天性先

生、林金田先生以及黃復源先生分別受到委內瑞拉 Cojede 州州長、駐巴拉圭大使館邀請前

往擔任排球教練乙職。除此之外，委內瑞拉 Zulia 州體育局局長擬聘請我國體操教練前往

任教乙事。 

    另見（表 4）登錄號：020000025743A 卷宗開始 1975/04/04 至卷宗結束 1978/02/23，

卷名：我國與厄瓜多體育交流（註 10）與 020000025622A 卷宗開始 1975/04/09 至卷宗結

束 1982/11/16，卷名：我國與厄瓜多新聞、文化、體育交流 (一) （註 11）的兩個檔案當

中，分別記載外交部及駐厄瓜多商務處等研討厄瓜多排球協會聘請我國排球教練前往任

教。 

    表 5 所示登錄號：020000025739A 卷宗開始 1975/12/26 至卷宗結束 1982/05/06，卷

名：我國與智利體育外交（註 12）與 020000025720A 卷宗開始 1976/11/15 至卷宗結束

1978/12/23，卷名：我國薩爾瓦多體育交流（註 13）的兩個檔案當中，分別是由智利、薩

爾瓦多與玻利維亞排球協會致函我國選派排球教練前往任教。 

    緊接著登錄號：020000025687A 卷宗開始 1975/06/21 至卷宗結束 1987/06/25，卷名：

我國與巴拉圭體育交流（註 14）。本案由外交部函請教育部攸關巴拉圭排球協會懇切洽請

我排球教練林金田延期在巴拉圭任教時間。除了延期任教之外，由於林金田在巴拉圭表現

優異，教育部函請中華民國體育協會給予獎勵。另外，我籃球協會也函請外交部檢傳巴拉

圭籃球協會來函，選派教練前往任教。駐巴拉圭大使館函外交部呈報巴拉圭排球協會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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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派排球教練赴巴任教。除此之外，外交部中南美司呈送哥斯大黎加政府邀請我派遣排球

隊教練蘇金德赴哥斯大黎加服務兩年案。 

    再從登錄號：020000025731A 卷宗開始 1977/08/11 至卷宗結束 1981/06/30，卷名：我

國與哥倫比亞文化新聞體育交流（註 15）與 020000025652A 卷宗開始 1978/07/06 至卷宗結

束 1980/10/13，卷名：我國與哥斯大黎加體育交流 (五) （註 16）在兩個檔案中，分別選

聘台北市成功中學教師周龍雄與市立商專講師張迺吉遠赴哥倫比亞擔任排球教練。另外，

哥斯大黎加政府請我政府同意延長排球教練蘇金德再延期六個月任教時間。 

    另，登錄號：020000025628A 卷宗開始 1978/04/12 至卷宗結束 1985/09/05，卷名：國

與巴拿馬文教體育交流 (一) （註 17）與 020000025655A 卷宗開始 1980/12/01 至卷宗結束

1981/08/12，卷名：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體育交流 (八) （註 18）在這兩個檔案可以得

知：駐巴拿馬大使館柔道協會擬請我派遣柔道教練赴巴拿馬任教；另巴拿馬舉行全國中學

生運動會，巴國體育局請我政府外派專家赴巴指導排字活動。除此之外，駐哥斯大黎加外

交部擬請我國政府派遣排球教練蘇金德遠赴哥斯大黎加服務二年。 

    登錄號：020000025723A 卷宗開始 1981/12/23 至卷宗結束 1989/09/29，卷名：我國與

瓜地馬拉體育交流（註 19）。本案重點在於擬借調臺灣電力公司鳳山區營業處職員許峯和

先生於七十七年四月遠赴瓜國擔任排球教練之相關資料。以及登錄號 020000025734A 卷宗

開始 1982/12/06 至卷宗結束 1984/03/12，卷名：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體育交流 (十二) 

（註 20）檔案顯示：有關哥斯大黎加舉辦自由車邀請我國選手參賽以及哥斯大黎加政府請

我派遣排球教練蘇金德先生赴哥斯大黎加任教兩年。 

    登錄號：020000025725A 卷宗開始 1984/01/09 至卷宗結束 1985/12/23，卷名：我國與

烏拉圭體育交流 (二) （註 21）檔案中呈現：外交部函請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派員參加

烏拉圭「阿迪加斯將軍杯」及「金盃」高爾夫球邀請賽事。另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函外交

部呈送該會與烏拉圭體育委員會簽署體育交流協議書及烏拉圭籃球協會請我國捐贈兩具活

動籃球架案等。另，020000025645A 卷宗開始 1984/02/07 至卷宗結束 1986/04/12，卷名：

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體育交流 (十三) （註 22）檔案內容：駐哥斯大黎加大使館函外交

部檢送我國桌球教練王友信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一九八六年五月工作報告、調整王氏待遇問

題、延長王氏服務時間以及哥斯大黎加大使館秘書曾長生書畫展之新聞剪報等。 

    最後，登錄號 020000025735A 卷宗開始 1984/02/23 至卷宗結束 1989/10/13，卷名：我

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體育交流 (十四) （註 23）其檔案內容顯示：駐哥斯大黎加大使館、

外交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關於哥斯大黎加 Heredia 省聖芭芭拉鎮體育協會會長致

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函譯文、哥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 Gonzalo Raventos Foraro 訪華並與中

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簽署體育交流協議書以及哥國排協來函歡迎我國排球隊赴哥訪問、

哥國文化青年暨體育部部長請我國續派桌球教練王友信赴哥任教等相關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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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外派體育交流檔案 

登 錄 號 020000021978A 

全宗名稱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競賽活動/排球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3/05/23 

1974/02/19 

卷    名 中華排球隊訪問中南美洲 

題名摘要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外交部有關中南美友好國家函邀我

國排球隊前往訪問比賽擬請補助經費事、我駐多明尼加及海地使館請我男

子排球隊訪問中南美國家順道訪問駐地事、中華排球隊訪問中南美國家

（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巴拿馬、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多明尼加、海

地）比賽情形及剪報、為促進巴拿馬與我國文化體育交流擬邀巴拿馬排球

隊來華訪問並請補助在臺期間膳宿費用，多明尼加及玻利維亞兩國要求我

派遣排球教練前往任教等文件。 

登 錄 號 020000025643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哥斯大黎加/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4/12/17 

1977/03/18 

卷    名 我國與哥斯大黎加文教體育交流（三） 

題名摘要 

駐哥斯大黎加大使館、外交部、教育部關於副總統嚴家淦致贈哥斯大黎加

國家青年及兒童交響樂團樂器請洽提轉致並發佈新聞、教育部贈送哥斯大

黎加學生獎學金名額與科系、澎湖縣西嶼國民中學教師呂俊輝因故決定婉

拒哥斯大黎加桌球協會桌球教練之聘請、國泰女子籃球隊訪問哥斯大黎加

經過報告、選派籃球教練赴哥斯大黎加協助訓練等相關文電暨新聞剪報。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本研究者整理。 

表三 外派體育交流檔案 

登 錄 號 020000025737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烏拉圭/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4/07/17 

1980/04/01 

卷    名 我國與烏拉圭體育交流（一） 

題名摘要 

外交部電駐哥倫比亞大使館關於我派排球教練林竹茂赴哥倫比亞任教事相

關函電，駐烏拉圭大使館函駐玻利維亞大使館檢請寄送排球教練林竹茂簡

歷及照片電文，臺灣師範大學函外交部有關該部函囑延長該校副教授林竹

茂在烏拉圭任教期限案，林竹茂呈外交部檢送其撰寫南美洲玻利維亞暨烏

拉圭排球工作報告，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函外交部檢附該協會民國六十八年

第二次選拔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教練資歷卡，駐烏拉圭大使館電外交部檢奉

選派合作金庫蘇一富赴烏任桌球教練事及呈送該館大使陳雄飛與蘇一富談

話記錄，外交部中南美司呈送該部擬照我桌球協會建議派臺灣省合作金庫

科長蘇一富赴烏拉圭任桌球教練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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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錄 號 020000025690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委內瑞拉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4/07/05 

1984/05/23 

卷    名 我國與委內瑞拉體育交流 

題名摘要 

駐委內瑞拉商業辦事處、外交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有關赴委內瑞拉排球

教練謝天性延長原就職單位公假事及委內瑞拉排協要求我再派遣排球教練

事、我男子排球隊訪委檢討報告、委內瑞拉 Cojede 州州長擬聘請我排球教

練林金田前往任教及原派巴拉圭排球教練林金田轉赴委任教事宜、委內瑞

拉 Zulia 州排球協會請我派排球教練一名及排球教練黃復源赴委應聘與黃復

源因委國續聘申請留職停薪事宜、委內瑞拉 Zulia 州體育局局長擬聘請我體

操教練等文件。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本研究者整理。 

表四 外派體育交流檔案 

登 錄 號 020000025743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厄瓜多/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5/04/04 

1978/02/23 

卷    名 我國與厄瓜多體育交流 

題名摘要 

駐惠夜基領務代理處電外交部呈報我桌球隊赴厄瓜多訪問事、中共派桌球

及厄瓜多事，外交部及駐惠夜基領代理處等研討厄瓜多體育協會擬聘我桌

球教練乙事。 

登 錄 號 020000025622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厄瓜多/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5/04/09 

1982/11/16 

卷    名 我國與厄瓜多新聞、文化、體育交流（一） 

題名摘要 

駐惠夜基領代理處電外交部呈報我洽請厄瓜多籃球協會主席 Victor Andrade

等支持我在各項國際體育協會會籍事、我國劇團赴厄瓜多舉行公演事、我

與厄瓜多奧會簽訂合作協定事，外交部及駐惠夜基領務代理處等研討厄瓜

多陸軍軍醫 Ricardo Freire Rivera（雷瑞）來華研習針灸事，駐厄瓜多商務

處等電外交部呈報洽請厄瓜多維護我在世界銀行及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會籍

事，外交部及駐厄瓜多商務處等研討厄瓜多排球協會聘請我國排球教練

事。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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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外派體育交流檔案 

登 錄 號 020000025739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智利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5/12/26 

1982/05/06 

卷    名 我國與智利體育交流 

題名摘要 

外交部中南美司呈報擬應智利排球協會邀請派遣排球教練前往該國任教、

赴排球教練曾浩祥攜帶禮品及排球行李超重等文件，教育部函外交部有關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業公開甄選並推薦曾浩祥等排球教練應聘前往中南美洲

各國任教事、駐玻利維亞大使館電外交部檢奉排球教練曾浩祥暫在玻國待

命電文，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函教育部檢呈該會推薦赴智利執政排球教練曾

浩祥書面報告，駐智利商務辦事處函遠東貿易文化事業總公司檢報智利外

交部拒發簽證予我游泳隊案，行政院新聞局函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檢

傳智利國際奧會主席 Armando Gellona（傑雍納）邀請中共排球及籃球隊前

往智國訪問相關函電。 

登 錄 號 020000025720A 

全宗名稱 外交部/中南美司/薩爾瓦多/文教 

卷件開始 

卷件結束 

1976/11/15 

1978/12/23 

卷    名 我國與薩爾瓦多體育交流 

題名摘要 

外交部、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臺灣省政府有關薩爾瓦多桌球協會請我派遣

桌球教練赴薩任教及派赴薩國桌球教練人選與桌球教練蘇一富赴薩工作事

宜、薩桌球協會請我桌球教練隨該國球隊前往哥斯大黎加參加中南美洲桌

球邀請賽擔任指導請我支援經費事、薩爾瓦多總統請我派遣排球教練一名

赴薩任教及排球教練人選與派排球教練張吉弘赴薩任教事宜等文件。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本研究者整理。 

    綜觀上述，在 20 個檔案所陳列出的證據顯示，中華民國自 1967 年在遷臺之後亦有不

同的國際交流方式，例如：派出橄欖球、籃球、排球、桌球等運動項目分別以參賽、邀請

賽、互訪方式，進行不同的國與國之間的體育交流模式，而此時的選手與教練們的身分無

疑是扮演著前線的外交人員的重要角色。不過，在退出聯合國之後，1973 年起陸續就有桌

球、排球、柔道、體操、籃球等體育運動項目前往中南美洲任教亦或者以互邀方式進行國

際體育連結。雖然，整體來看大部分皆是體育運動項目被外派任教，不過從檔案資料判讀

也發現，亦有一些部分政策是以贈送樂器、研習針灸往返互惠、現代文學教學、綜藝團表

演、贈送獎學金名額以及運動會排字技術教學等技藝方式，其過程有助於中南美洲對於臺

灣的民族、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並且能夠進一步促進雙方彼此之間的友誼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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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在國史館《外交部檔案》的蒐集與驗證下，本文發現：我國在 1967 年之時，外交部與

教育部著手規畫與佈署以橄欖球、籃球、國術、足球、桌球等項目作為派出參賽與舉

辦邀請賽方式進行與國際之間的體育交流策略。另，從檔案分析中發現我外派教練的

形成應該是我國排球項目在被中南美洲等國家邀請賽的過程中表現斐然，故，成就了

籃球、體操、柔道、桌球等運動相繼被聘請至該國擔任教練乙職。且，以目前所顯示

的證據如此的推論甚為合理，也許在未來具體實證不斷發掘出新，再相互驗證後亦可

以更深入的理解背後的意義。 

    然，目前國內學者已有針對高爾夫球、籃球、桌球 (Yen, 2013; Kuo, 2019; Kuo & 

Kuo, 2020 ) 等單項運動項目進行檔案分析且亦達到相當程度之具體效益，而有關桌球

外派教練的起源、遴選過程、薪資制定以及對於當地或者是我方有何實質的正負面向

的貢獻與影響有其論述，但仍屬不足。例如：桌球外派教練的起源乃是由美國反共分

子麥堅泰博士一手所策劃，但前因後果並未具體呈現，至於薪資制定乃由排球教練蘇

金德先生所引起，另在外派教練在他國之貢獻，Kuo 等 (2020) 在文中尚也未詳盡事

或許是具體實證以及篇幅因素則無法呈現。上述未驗證之史料，期望在未來的檔案分

析中能夠重見天日。然而，在其他各單項運動對我國國際關係或外交角色仍需相關學

術界的關注與持續探究，如此才有可能將過去史料發掘並逐一浮現與驗證。上述這些

議題，皆有助於深入理解對於在當時我國處於冷戰時期透過體育外交上的實質意義，

或許能夠提供一絲絲的線索供於目前的外交窘境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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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ts will be recorded one by one as the history roll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rchival records 

has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ing history and life, and its value is reflected in its authenticity and 

applicability.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eld by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Historical Archives),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explores cases that have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by sports historians. "Form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how did my "Expatriate Sports Coach" form after I was cut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 The result: In 1967,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intly developed and dispatched sports such as rugby, basketball, martial arts, football, 

and table tennis. Sports event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orm of 

mutual visits, competitions and assignments.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f my expatriate coaches 

should be due to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my country's volleyball events in the invitational 

competition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basketball, gymnastics, 

judo, billiards and other sports projects have been hired to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as coach. 

Keywords: sports exchange, south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Sports, Nati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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