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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足球運動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其發展有異於今日其他
體育項目。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及統計比較法，分析各項資料後發現，
在 1949～1970 年間所舉辦的幾場國際賽事中，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亞
運、亞洲盃、默迪卡盃足球賽等，台灣足球均取得亮眼的成績，主要
原因是長期徵召海外華人球員來為國家代表隊效力。
當時台灣派出的代表隊隊員組成，大略可以分為：本土球員及華
人球員，其中華人球員以香港、菲律賓等地為主要成員，尤以香港南
華足球會最為重要，其加入與否成為台灣能否在國際賽事中獲得名次
的主要關鍵因素。其影響就正面而言，香港南華球員純熟的球技，使
台灣在組訓中華代表隊出席國際賽事時，大都透過他們而揚名國際，
並刺激國內足球的成長；負面而言，太過依賴南華球員的結果，反而
使台灣無法全力培訓本土球員，從而喪失發展足球運動的先機。

關鍵詞：足球、南華足球會、李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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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analyzing literature and statistics comparison,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aiwan actually acquired great performance in many international games
from 1949 to 1970, including the Olympics, the Asian Games, AFC Asian
Cup(Asian National Cup), and Modica Cup. These great performances
were mainly contributed by oversea Chinese players.
At that time, the national team of Taiwan was consisted of two types
of players: local and Chinese. Chinese players mostly came from Hong
Kong and the Philippines; especially recruited players from South China
Football Club became the ultimate factor to winning a big game. South
China players had proficient skills, so when recruiting them in the national
team, they could contribute excellent performances, thus stimulating
domestic football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the result of relying too
much on South China players had caused the lack of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local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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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hance in developing football.
KEY WORDS: Football, South China Football Club, Li Hui-t'ang

238

香港南華足球會對台灣足球發展之影響 239
－以 1949~1970 年為中心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世界足球運動潮流的帶領下，台灣近年也掀起一股足球熱潮，但國
內針對台灣足球運動發展情形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不僅相關研究闕
如，近來在國際的重要足球賽事中，總是不見台灣代表隊的身影。
但時間再往前追溯，台灣在 1949 年國府遷台到 1970 年代其間，國家
足球代表隊一直名列亞洲前幾強，並曾在遠東區運動會、亞運會以及
馬來西亞默迪卡盃等各項國際競賽中多次奪冠，更曾榮獲「亞洲足球
王國」的美名。1由此不禁使國人納悶，為何近年來台灣足球運動已失
去傳統亞洲足球強國的傳統？又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台灣足球運動沒
落？從這兩個問題衍申，實因早期台灣足球於國際賽的優異成績，多
是仰賴徵召華人球員，尤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為主，台灣足運的發展也
受南華足球會影響甚深，因此引出了筆者進行這項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將鎖定探討近代（1945～1970 年）台灣足球運動受來自
於香港南華足球會影響下的發展概況，包括以南華足球會為主的中華
代表隊於國際賽的參與、成績和影響等，以及長期仰賴華人球員，導
致台灣足運自 1970 年代前後出現斷層的各項因由；除此之外，對近代
台灣足運著力甚深的李惠堂，也是香港南華足球會的一員，本文特獨
立討論其貢獻與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概略可從下述四點分析：
（一）從近代台灣的政治、外交和經濟現況等層面，探討台灣早期足
運發展和華人球員間的時代環境因素。
（二）分析在 1949～1970 年間，台灣視足球運動為外交手段，以香港
南華足球會為主的中華代表隊，積極參與各大國際賽事，所產
生的正負效應。
（三）剖析李惠堂於國際賽場的表現，以及其對國內和國際足壇的作
為。

1

馬樹秀，〈遠東運動會史〉
，《國民體育季刊》
，第 17 卷，第 4 期，1988 年 12 月，
頁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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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自 1970 年後，影響台灣足球逐漸沒落的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綜合、歸納與分析為主，將運用文獻分析法、統計方法進
行相關史料的分析，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當為文獻分析法。本研究
將採用詮釋性分析（interpretative analysis）
，將足球運動事件與該期間
內的其他事件的關聯性相結合，如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等，使得本研
究能夠在較寬闊的脈絡中進行分析。也就是為了瞭解台灣足球運動發
展的狀況，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文獻加以整理、分析、歸納，就足
球運動配合當時各時期之時代背景加以深入分析。
關於史料的來源與文獻的取得除了一般的政府檔案外，也大量運
用了新聞資料。由於近來聯合電子報資料庫和香港大公報的資料庫建
置完成，所以將利用國內、外幾個主要的新聞資料庫，進行 1945～1970
年間相關事件的蒐集。

四、研究價值
藉由各項史料的彙整，整理出 1945~1970 年間台灣參與的各項重
要國際足球賽事，並分析參加國家代表隊成員名單其國籍背景，藉此
深入瞭解海外華人在國家代表隊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與此同時，也
要探討這段期間內，國內外的政治情勢與經濟發展等背景條件，對台
灣組訓國家代表隊背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意義進行更深層次的瞭解。

貳、近代台灣足球運動發展的時代背景
台灣近代（1949～1970 年）足球運動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其發
展有異於今日其他體育項目的開展，所以在探討台灣早期足球運動的
發展概況，以及國家代表隊為何長期徵調香港、菲律賓或星馬地區的
華人足球選手參與國際比賽，首要前提得瞭解當時台灣面臨的政治、
外交情勢，以及社會經濟情況等。

一、政治與外交背景
國民政府自播遷來台後，在各種國際場域中，一直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存在著「兩個中國」的矛盾問題，所謂兩個中國，一為建於 1912
年的中華民國，另一為建於 1949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自
1949 年以來，都將國際體育賽場視為是外交的延伸戰場，屬於國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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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的重要一環。籠罩在這氛圍下，我國常藉由在各項國際比賽中
獲取優異的成績，來提昇我國在國際體壇的能見度，因此爭取菁英選
手為中華代表隊效力，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體育政策之一。
根據上述的立場，自 1952 年以後，中共開始進行在各項國際體育
組織中取代中華民國會籍的行動，首先便是意圖加入國際奧會。除此
之外，在中共開始進入國際比賽之中，便不斷與台灣國民政府產生衝
突，最明顯的例子便是 1962 年亞運代表隊的風波，由香港足球好手組
成的中華民國代表隊，被香港足球協會干預而無法成行，國際體育受
到政治力干擾的嚴重性已不容小覷。
以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台灣在國際間的
外交與政治情勢左右了徵調香港球員的能力，而在 1971 年以後，受到
國際地位的下滑和香港職業足球的興起，無法再徵調華籍選手為中華
隊效力，遂轉向培訓國內選手，避免過度依賴香港華籍球員，此一局
勢的轉變雖然使台灣開始正視國內足球人才的發掘，然而長期借用華
籍球員的情況下，一旦抽離這群球員，台灣本土的足球發展不可避免
地出現斷層，也是致使台灣足球走向沒落的主要因素。

二、社會經濟的背景
台灣光復初期受到政治、經濟情勢尚未穩定，一切物資均以支援
國防為前提，以致政府對國民體育的推展處於幾近停頓的狀態，體育
政策成為教育體制的附屬，此時期對於台灣國民體育的推動、實施均
以 1941 年 9 月 9 日公布的《國民體育法》為準則，其目的是為培養全
國國民具有自衛衛國的能力。2
自 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除了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外，
並恢復對台灣每年八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對台灣初期經濟上的物資
供應、緩和物價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從而奠定台灣輕工業發展
的基礎。31953 年起，政府又開始推動一系列的經濟建設計畫，在穩
定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前提下，推廣農業多角化經營、提倡種植高
價值作物，同時並鼓勵國民儲蓄累積國內資本，擴充公共基本設施。
此外，
《獎勵投資辦法》的實施，成功地引進了國外資金改善投資環境，
2

3

羅開明，
〈近三十年我國體育政策的演進〉
，
《教育資料集刊》
，第 10 輯，1985 年 6
月 1 日，頁 1-2。
彭懷恩，
《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
，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2 年，頁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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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產品外銷和進口生產設備原料，奠定了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此
時經濟成長伴隨國民所得持續增加，台灣居民生活日益改善。4此一社
會條件對於推展體育運動具有正面的意義，包括社會社區、學校體系
等，體育運動的開展才日趨走上正軌。

三、小結
在中央政府遷台後到宣布退出聯合國以前，政治上始終以「反攻
大陸」為首要目標，為了在國際空間爭取與中共對抗、在國際比賽中
爭取能見度，冀求藉由積極參與國際體育競賽，展現體育實力，突破
外交環境的限制；而社會層面受到政府投注全力發展經濟的影響，採
取軍事化導向的政策，當時的台灣社會以競技運動為導向，缺乏比較
全面性的體育發展政策。在上述背景之下，可以想見台灣足球運動早
期的發展概況，主要是以軍中足球以及社會足球兩個面向為發展重
點，而軍中足球又是其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足球成為省運會的主要
比賽項目後，亦為早期台灣足球發展的另一個代表性象徵。

参、中華代表隊的成員分析與成績
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參與國際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一直
是重要目標。自 1960 年代我國開始派隊角逐亞運會及亞洲盃，其中尤
以亞運會的戰績最為輝煌，在 1954 及 1958 年的第二、三屆亞運中，
中華足球代表隊連獲兩屆冠軍，當時甚至有「亞洲足球王國」之美稱，
可謂我國足球發展的黃金時代5。
參與國際比賽的首要任務就是遴選國腳組成中華代表隊，由於前
述外交干預和政治時空背景的因素，在全力求勝的政策態度下，球員
的遴選主要都來自旅居香港或星馬等地的華僑選手，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又以香港南華足球隊為主體所組成，對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深具
影響性。以下我們將討論與分析亞、奧運以及重要國際比賽中，中華
隊的組訓和歷次比賽的成果。

一、亞運會和奧運
亞洲運動會起源於 1948 年第 14 屆倫敦奧運會其間，亞洲各國代
表聚會商討，決定成立「亞洲業餘運動會」籌備會，舉辦亞洲運動會。
4

5

蔡展翼，〈我國經濟建設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民主義在台灣的實踐經濟建
設》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1 年 10 月，頁 2-3。
中華台北足球協會（1998）
，《中華足球年鑑》
，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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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郝更生為籌備委員之一，負責擬定業餘運動協會組織章程及籌備
相關事項。6
自 1951 年首屆亞洲運動會舉行以來，我國一共參加了第二、三、
五、六、十一、十二、十三屆的賽事。第一屆因中央政府遷台，政局
不穩而沒組隊參加；第四屆時主辦國印尼以政治干預體育，使我國代
表團無法與賽；第七、八、九、十等屆則因我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會
籍問題，而在亞洲運動會中缺席。
關於我國在遴選足球國家代表隊的規則上，根據奧會規定，除了
必須為業餘選手外，另外最重要的規定就是選手必須是在本國出生
者；但由於中國分裂問題，導致了我國或中共的代表隊皆可以徵召華
僑作為國家代表隊的組成份子。中華隊的遴選以香港華人球員為主，
再輔以其他地區的華僑，如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台灣本地的球員依徵
選原則僅占 20％，但根據狀況減少台灣球員以增加香港選手的名額，
因此代表隊可謂以香港的華人球員為主。1954 年我國參加第二屆亞運
足球比賽時，就是依照這樣的原則進行代表隊的組訓：
我國參加第二屆亞洲運動會籌委會足球選拔小組，……會中用
票選決定台灣區足球代表選手為嚴士鑫、徐祖國、儲晉清、陸
慶祥等四人，另以徐徽博為備選。候選之名單中另陳正修、姜
闍清、谷源岫等三人落選。我國足球代表隊全部名額共十六人，
餘十二人正選代表，備選代表三人，由香港選拔。7
但是根據其中所徵選的台灣區選手嚴士鑫、徐祖國、儲晉清、陸
慶祥等四人，也是經由香港而來台定居的選手，並非由台灣本地所培
訓的。由此可見，台灣在 1949 年以後的亞運會和奧運等足球比賽中，
最主要的球員皆來自香港地區的華僑球員，再輔以星馬地區的華籍球
員以及極少數的台灣本土球員，因此，代表隊成員如以下兩列表：

6
7

陳鴻，
〈各方權力提倡的足球運動〉
，
《三十三年體壇風雲錄》
，民國 72 年，頁 123。
〈我參加亞運台區足球選手產生〉
（1954 年 3 月 17 日），《聯合報》，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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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我國參加第二～五屆亞洲運動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
成
屆別

教練

選手

備註

績
港籍：何應芬、姚卓然、莫振華、劉儀、陳輝洪、

冠

惠

鄧森、侯榕生、謅文治、金祿生、鮑景賢、唐湘、

軍

堂

1954

李

二

侯澄滔、朱永強、司徒文、李大輝、吳祺祥
台籍：陸慶祥、徐祖國、儲晉清、徐徵博、嚴士鑫
港籍：何應芬、姚卓然、莫振華、劉儀、劉建中、

冠

惠

陳輝宏、鄧森、郭秋明、羅北、郭錦洪、羅國良、

軍

堂

1958

李

三

劉添、李國華、林尚義、黃志強、何志坤、郭有、
周少雄、楊偉韜、郭滿華、劉瑞華、羅國泰

四

港籍：姚卓然、郭錦洪、郭秋明、駱國榮、羅北、
李

1962

惠

無

印尼政治
李國華、劉添、陳輝宏、黃文偉、李鏡威、盧松江、
干擾，因此
墨振華、李德祺、張子慧、羅國泰、黃志強、劉煥

堂

本屆未參
清、李清景
加
台籍：曾勝德

鮑

五
無

景

尚義、曾鏡洪、黎展球、麥天富、楊偉業、莫振華、

賢

1966

港籍：劉建中、郭錦洪、郭秋明、羅北、郭有、林

周少雄、張子慧、張子岱、譚漢心、黃志強
資料來源：湯銘新，《我國參加奧運滄桑史》下篇，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民國
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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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我國參加第 17～19 屆奧運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
屆別

文、劉添、劉儀、林尚義、司徒文、郭錦洪、陳

堂

羅馬奧運

姚卓然、劉建中、翁培佐、羅北、周少雄、吳偉

惠

1960

選手

李

第 17 屆

教練

輝洪、吳文偉、郭有、楊偉韜、黃志強、羅國泰、

備註

張子岱、莫振華

森、黃文偉、劉添、陳輝洪、曾鏡洪、莫振華、 三場預賽

堂

東京奧運

雷煥璇、郭德先、郭錦洪、李國華、羅北、譚炳

惠

1964

李

第 18 屆

與韓國第

陳挳權、姚卓然、楊偉業、張子慧、張子岱、羅

棄權

國泰、黃志強

先、郭錦洪、李炳德、陳鴻瓶、周少雄、譚漢心、

成

墨西哥奧運

張子慧、林尚義、羅北、劉瑞華、何華新、郭德

竟

1968

許

第 19 屆

增鏡洪、陳輝洪、黃德福、黃志強、黃文偉、羅
國泰、楊偉業

資料來源：中華台北足球協會，
《中華足球年鑑》
，頁 166-167。

總而言之，在亞、奧運的足球賽中，初期台灣尚能憑藉香港華籍
球員的效力而贏得兩屆亞運冠軍，但自第五屆亞運開始，由於老國腳
體力衰退、新國腳經驗不足，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如日、韓等國急起直
追等因素，加上在香港親共人士施壓下，阻止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
參與任何比賽，在後繼無人的情況下，我國足球運動遂由盛轉衰。

二、亞洲盃足球賽
1956 年由足球總會創辦的亞洲盃足球賽，每四年舉行一次，將亞
洲國家分成三個區域，東區有中華民國、日本、北婆羅洲、菲律賓、
韓國；中區有越南、馬來西亞、柬普寨、泰國；西區有印度、緬甸、
以色列。每屆賽事由各區舉行預賽，採淘汰制選拔冠軍隊伍參加決賽，
決賽在香港舉行。
1970 年以前，亞洲盃足球賽一共舉辦了四屆。在 1956 年的第一
屆亞洲盃足球賽中，我國以 1954 年第二屆亞運足球賽冠軍隊為主幹，
再遴選香港球員組成代表隊，與韓國爭取決賽，可惜遭到淘汰未能進
入決賽。1960 年的第二屆比賽，我國則得到第三名。而 1964 年在以
色列舉行的第三屆亞洲盃，我方因為國際情勢等問題而選擇放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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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8到了 1968 年的第四屆亞洲盃，因為本屆的東區預賽是由台灣主
辦，台灣當時掀起了一股足球旋風。
在上述參賽的三次亞洲盃足球賽中，中華代表隊的國腳代表依然
是以香港的華籍球員為主幹，其中更不乏曾參與過亞運及奧運的選
手，下表為台灣在 1970 年代以前參加亞洲盃足球賽的選手名單：
表三 我國參加第 1～4 屆亞洲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
備
時間

賽事

教練

隊員
註

黎 兆 榮

第1屆
1956

朱永強（隊長），劉建中、翁培佐、劉儀、姚卓然、莫
振華、鄒文治、鄧森、陳輝洪、司徒文、何應芬、李春
發、李大輝、吳偉文、劉添、羅國泰、楊偉韜、李國華、
司徒森、潘啟鴻、郭石

1960

朱 國 倫

第2屆

姚卓然（隊長），雷煥璇、翁培佐、羅北、李國華、陳
輝洪、郭有、黃志強、羅國泰、劉煥清、陸文渭、吳偉
文、楊偉韜、司徒文、何應芬

1967

（東區

許 竟 成

第4屆

張子岱（隊長），劉建中、郭德先、羅北、譚漢新、郭
錦洪、曾鏡洪、李炳德、郭有、林尚義、劉煥清、黃志
強、張子慧、莫振華、楊偉業、黃德福、麥天富、周少

預賽）
雄

亞洲盃

鮑 景 賢

第4屆
1968

黃志強（隊長），羅北、郭秋明、譚漢新、彭志光、陳
鴻平、林尚義、黃文偉、郭滿華、羅國泰、麥天富、曾
鏡洪、陳泰和（台）、林魯書（台）、許忠明（台）、魏
伯康（台）
、陳光雄（台）

資料來源：中華台北足球協會，
《中華足球年鑑》
，頁 180-181。
8

由於台灣當時與阿拉伯國家多有邦交關係，使得台灣到以色列參賽成為一項尷尬
的國際政治問題，而相類似的問題又出現在是否主辦第四屆亞洲盃決賽的事件上
根據 1967 年的一篇評論報導，認為當時台灣決定放棄參加第三屆亞洲盃的原因是
在於複雜的政治因素，他說：
「第三屆決賽於一九六四年由以色列主辦，使中華隊
在臨賽前棄權。自來雖說體育不涉政治，但是，國際體壇上的政治糾紛，卻經常
是眾所矚目的大問題，以色列在國際體壇上因受阿拉伯國家及其他回教國家，水
火不容，是個政治糾紛最多的國家。由於中華民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相當艱困，
在國際壇坫上的交往，不得不特別審慎，為了預防不必要的政治糾紛，終於放棄
參加第三屆亞洲杯的決賽權。說明白些，由於有以色列在，中華隊基於「處世謹
慎」的古訓，第三屆亞洲杯足球賽終未參加，這是真正的原因。」
〈我主辦亞足決
賽嗎〉（1967 年 8 月 11 日）
，《聯合報》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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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三我們可以看到在教練與選手的組成上，依然是以香港華
人球員為主。而其中在 1967 年 7 月 28 日在台北市立體育場舉行的第
四屆亞洲盃足球賽亞東區預賽中，中華隊代表隊中好手除了守門員郭
德先是印尼華僑外，其餘均是香港籍華僑。中華隊首場以 9 比 0 勝菲
律賓，3 比 2 險勝印尼，2 比 2 逼和日本隊，最後一戰擊敗韓國，戰績
與日本同為三勝一和，不過中華隊因得失球數之差占優勢，得到了東
區預賽的冠軍。當時的報章媒體曾對此有大篇幅生動地報導：
球藝精湛的中華足球大軍，終在第四屆亞洲盃足球賽東區預賽
中，保持不敗，贏獲冠軍，並打開了通往亞洲盃決賽的坦途。……
亦締創了一項光榮的歷史紀錄。9
中華代表隊自第四屆亞洲盃足球賽後，香港華人球員因政治、國
際環境因素，無法繼續再代表中華隊出賽，使得中華代表隊的實力大
幅下滑，加上國際政治情勢的轉變，台灣足協會籍一再地變動，我國
的足球運動自此沉寂，直到 1992 年，台灣才又重返亞洲盃足球賽場上。

三、馬來西亞默迪卡盃國際足球賽
中華代表隊除了亞洲盃外，另一個國際舞台便是由馬來西亞主辦
的默迪卡盃（獨立盃）國際足球賽。默迪卡盃足球賽和亞洲盃足賽並
稱亞洲兩大盃賽，但由於默迪卡盃每年總是邀請十多個國家與賽，加
上賽程安排採取一次進行完全部賽事，因此往往造成盛況空前。
默迪卡盃原名應稱為「獨立」盃足球賽，此名得自於紀念 1957
年馬來西亞擺脫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一個獨立國，而這項比賽
正是創始於這一年，故名之為「獨立」盃；此外，加上這項足球賽是
在吉隆坡著名的獨立體育場（Merdeka stadium）舉行的，
「獨立」盃之
名更是名正言順。
中華代表隊到了 1963 年第六屆默迪卡盃才第一次參與，並榮獲了
盃賽冠軍。在那一屆的最後一場中韓冠軍爭奪戰中，中華隊和韓國激
戰九十分鐘後，雙方難分軒輊，直到最後一分鐘，中華隊由黃文偉射
進一球，奪得冠軍。中華隊贏得第六屆冠軍後，因未能積極準備，翌
年第七屆大意失荊州，戰績一敗塗地，在預賽中就慘遭淘汰了。
中華隊在第七屆比賽嚐到戰敗的苦果，1965 年的第八屆賽事便不
9

施克敏（1967 年 8 月 8 日）
。〈中華隊終保不敗〉
。《聯合報》，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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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掉以輕心這一次中華隊球員的遴選頗費心思，臨賽前，身經百戰但
球齡稍高的名將姚卓然和莫振華，都退出中華隊，於是，中華隊的軍
容經調整後為門將雷煥璇、後衛羅北、吳添來、郭錦洪、中衛林尚義、
陳鴻平、李國華、陳輝洪、曾鏡洪、前鋒陸文渭、楊偉業、郭有、周
少雄、張子慧、張子岱和黃志強。參加第八屆比賽的球隊共有九隊，
比賽結果是中華隊和韓國隊皆保持不敗，直到最後決戰，雙方又以一
比一戰平，加賽十分鐘，雙方仍未能壓倒對方，依大會的規定，中、
韓兩隊並列冠軍10。這是中華隊第三次參加默迪卡盃、第二次奪冠軍，
這次中華隊由羅健雲領隊，教練為李惠堂。
1966 年的第九屆比賽，中華隊再度與賽，這一屆中華隊在臨賽前
陣容一再調換，因為張子岱和張子慧、昆仲鋒臨時隨星島隊遠征紐西
蘭，而老將郭錦洪、曾鏡洪和姚卓然又臨時退出。結果，中華隊出師
不利，第一仗就以一比四慘敗給新加坡隊，接著又以○比三為越南隊
所敗，第三仗再以○比一輸給印度隊，第四仗二比五再敗給日本隊。
中華隊一路敗北，教練何應芬表示，中華隊的精神訓練太差，沒有作
戰精神，只靠球藝是贏不了球11。
表四 我國參加第 6～9 屆默迪卡盃足球代表隊隊員名單
備
時間

賽事

教練

隊員
註

第6屆

李 惠 堂

1963

姚卓然（隊長），郭秋明、雷煥璇、郭錦洪、羅北、李
冠
國華、劉添、曾鏡洪、黃文偉、陳輝洪、莫振華、羅
軍
國泰、張子岱、張子慧、黃志強、盧松江、李德煒

第7屆

李 惠 堂

1964

雷煥璇、郭德先、林尚義、郭錦洪、羅北、黃文偉、
劉添、曾鏡洪、盧松江、陳輝洪、司徒森、陸文渭、
姚卓然、張子慧、羅國泰、張子岱、黃志強

第8屆

李 惠 堂

1965

雷煥璇、吳添來、李國華、黃志強、周少雄、張子慧、
冠
張子岱、陸文渭、郭德先、羅北、林尚義、郭有、楊
軍
偉業、郭錦洪、陳輝洪、曾鏡洪、陳鴻平

10

〈默迪卡決戰 中韓 1:1 言和〉
（1965 年 8 月 29 日）
。《聯合報》
，第 2 版。

11

施克敏（1967 年 8 月 16 日）。
〈默杯足賽今昔(四)〉
，《聯合報》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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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

何 應 芬

1966

陸文渭、吳添來、郭有、莫振華、郭德先、林尚義、
姚卓然、郭錦洪、李國華、張子慧、雷煥璇、曾鏡洪、
張子岱、羅北、陳輝洪、周少雄、黃志強

資料來源：
《聯合報》
，1963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聯合報》
，1964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聯合報》
，1965 年 7 月 25 日，第 2 版。
《聯合報》
，1966 年 7 月 20 日，
第 2 版。

根據表四可見，我國參加歷次默迪卡盃的中華代表隊教練和球員
仍多數由香港的華人球員所組成，且名單中的國腳與奧運、亞運及亞
洲盃等比賽又多所重疊，可見在 1950～1970 年代間，台灣參與國際足
球賽事十分依賴香港的華籍球員，這也成為國內足球運動一直無法生
根的主要因素。

四、小結
整體而言，我國參加亞運會及奧運會等世界性大型比賽的足球代
表隊，大部分是以具有華人身份的華僑球員所組成，而香港南華足球
隊是為主要班底。在這種捨棄本土球員的作法下，雖然解決了在台灣
不盛行足球運動情況下選拔球員的難題，但也犧牲了台灣足球運動正
常發展的道路，一昧地依賴港籍球員的結果，造成了錯過培養本土球
員的契機。
即便自 1972 年起台灣真正開始由台灣本土球員組成代表隊，正式
取代香港球員，然而缺乏遠見的領導方式，根本無法為兩年一度的世
界性賽事作長期性的計畫，加上集訓時間不長，除了針對基本技術、
體能加強外，中華隊另一大隱憂──缺乏國際賽臨場經驗──根本無
法解決問題。
所以當香港足壇受到政治影響，逐漸禁止香港球員代表我國出賽
後，又正逢我國因為會籍問題離開亞洲足協，致我國與亞洲各國足球
界的往來日益減少，再加上政府將關注的重心轉向正在發展且屢獲國
際比賽冠軍的棒球運動上（如 1969 年金龍少棒獲世界盃冠軍），我國
的足球運動猶如曇花一現般，在 1970 年以後日漸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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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李惠堂與台灣足球運動之發展
身為香港南華足球會最著名的球員，李惠堂始自 1923 年入選第六
屆遠東運動會代表球員，1948 年轉而投入中華代表隊擔任教練，並僑
居香港協助中華代表隊的組訓，李惠堂緊密聯繫起香港南華足球隊與
台灣足運發展的關係。本章首先將從不同國際賽事，了解李惠堂在擔
任球員時的表現，以及轉任教練後和華籍球員的互動；其次，探討李
惠堂在台灣致力於足球運動的推廣，以及他在各大國際足球組織上的
努力；最後，論述李惠堂對於針對台灣足球的發展和培訓所提出的專
業見解。

一、與中華代表隊的關係
（一）遠東運動會
遠東運動會自 1913 年至 1934 年間共舉行了十屆，這項賽事主要
是由菲律賓、中國、日本等三國為主體舉辦的國際比賽，每兩年在這
三國的大城市間輪流舉行。中華隊除了第一屆未能奪冠外，以香港南
華隊為班底的代表隊一共獲得連續九年的冠軍，其中李惠堂便參與了
四次。
李惠堂第一次參賽，是 1923 年於日本大阪舉辦的第六屆賽事，當
時他年僅 18，但比賽中身手不凡，引人注目。足球賽採用單循環制，
中國足球隊先後以三比零、五比一擊敗菲律賓、日本。1925 年第七屆
遠東運動會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中華隊再度以五比一、二比零分別
挫敗菲律賓和日本，這次李惠堂的表現更加突出，並於此時榮獲「亞
洲球王」的美譽。第八屆遠東運動會李惠堂因代表「三華隊」訪澳未
能出賽，但 1930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九屆遠運會，李惠堂特地自印
尼返港參加，這時他已晉身為隊長，以五比零大勝菲律賓，但在與球
技大幅提升的日本隊較勁時，僅以三比三握手言和。1934 年第十屆遠
運會再度在馬尼拉舉行，中華隊仍由李惠堂率軍迎戰，以二比零分別
擊敗菲律賓和印尼，最後再以四比三小勝日本。
在多次對外的國際賽事中，李惠堂總是扮演重要角色，接下代表
我國參加國際賽事的重責大任，這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國
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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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奧運
我國曾多次參與奧運會足球賽，首次是 1936 年於柏林舉辦的第
11 屆奧運會，中華隊首戰英國隊，以 0 比 2 敗北遭淘汰。1948 年，我
國又參加倫敦第 14 屆奧運會足球賽，中華隊首戰土耳其隊，同樣以 0
比 4 落敗。1960 年的第 17 屆羅馬奧運，中華隊首次從會外賽中獲三
勝戰績脫穎而出，當時由李惠堂掌兵符，但是會內賽首戰英國，以 2：
3 小負12。下表為李惠堂以球員或教練身分參與奧運會時，中華代表隊
名單。
表五 奧運足球代表隊名單
屆別

代表隊名單

1936 年

隊長：李惠堂。

第 11 屆柏林奧 隊員：包家平、黃紀良、李天生、麥紹漢、蔡文禮、譚江柏、梁樹
運

棠、梁榮照、徐亞輝、黃美順、陳鎮和、李國威、曹桂成、賈幼良、
馮景祥、楊水益、張顯源、孫錦順、卓石金、鄭季良、葉北華。

1948 年

領隊：容啟兆，教練：李惠堂，顧問：胡好，隊長：馮景祥。

第 14 屆倫敦奧 隊員：張邦倫、朱志成、侯榕生、謝錦洪、嚴士鑫、高保正、劉松
運

生、宋靈聖、鄒文治、郭英琪、何應芬、謝文良、張金海、朱永強、
黎兆榮、葉清榮、李大輝。

1960 年

領隊：沈瑞慶，教練：李惠堂，管理：曾境康，隊長：姚卓然。

第 17 屆羅馬奧 隊員：劉建中、翁培佐、羅北、吳偉文、劉添、劉儀、林尚義、郭
運

僅洪、陳輝洪、黃文偉、郭有、黃志強、羅國泰、張子岱、莫振華、
楊偉韜、司徒文、周少雄。

1964 年

領隊：錢大鈞，教練：李惠堂，隊長：姚卓然。

第 18 屆東京奧 隊員：雷煥璇、郭錦洪、羅北、黃文偉、劉添、增鏡洪、莫振華、
運

張子慧、楊偉業、黃志強、林鴻汶（台）。

資料來源：中華台北足球協會，
《中華足球年鑑》
，頁 181-182。

在上述四次奧運會中，李惠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
是，1936 年在柏林舉行第 11 屆奧運會中，李惠堂當時仍是以球員的
身分參加，當時足球場陣中的 11 個位置都是固定的，我國代表隊在每
個位置皆選擇兩人，惟獨中鋒例外，僅由李惠堂一人擔任，左翼則選
12

同註 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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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人，那時李惠堂已 32 歲並身兼隊長，雖然成績不盡理想，然而此
次李惠堂以 32 歲之姿參賽，並以矯健的身手深獲歐洲各國球隊激賞，
甚至紛紛邀請前去觀摩，英國亦邀請球隊到倫敦進行兩場友誼賽。
再則，在往後三屆奧運會中，李惠堂於中華隊中的身分已從球員
轉為教練，並為中華隊組訓香港選手出力甚多。而在這幾次的奧運代
表隊中，除了第十八屆東京奧運的林鴻汶為台灣本土球員外，其餘皆
是香港華籍球員，因此包含教練李惠堂在內的中華代表隊，清一色皆
是由香港華人球員所組成。

（三）亞運及亞洲盃
1950 年代台灣開始派隊角逐亞運會及亞洲盃比賽，在亞運會的戰
績尤其輝煌，於 1954 年及 1958 年的第二、三屆亞運會，連獲冠軍，
可以說是我國男足的黃金時代。其中在 1954 年馬尼拉舉辦的第二屆亞
運會，足球隊在開幕典禮當天迎戰強敵越南隊，教練李惠堂要求足球
隊避免參加開幕典禮，專心備戰闖過這一關，這決定曾引起中華代表
隊內部爭執，但最後仍獲得代表團本部應允，並以 3：2 力克越南，之
後輕取菲律賓，準決賽勝印尼，冠軍戰對南韓。南韓當年是亞洲取得
參加世界杯足球賽的代表隊，意氣風發，卻也顯得有些輕敵，經李惠
堂精密部署，中華隊最終以 5：2 大勝南韓隊，登上金牌寶座。
在這兩次亞運冠軍隊伍中，其組成的球員同樣大部分來自於香港
的華籍球員，下表為代表隊名單。
表六 第二、三屆亞洲運動會足球代表隊名單
屆別

代表隊名單

1954 年 教練：李惠堂，助教：黎兆榮，隊長：嚴士鑫。
第二屆

隊員：鮑景賢、劉儀、侯榕生、唐湘、吳祺祥、鄒文治、陳輝洪、鄧森、侯
成滔、姚卓然、金祿生、朱永強、李春發、司徒文、何應芬、李大輝、莫振
華、陸慶祥、徐祖國、儲晉清、徐徽博

1958 年 教練：李惠堂。
第三屆

隊員：劉建中、郭秋明、羅北、郭錦洪、羅國良、劉儀、陳輝洪、劉添、李
國華、鄧森、林尚義、黃志強、何志坤、郭有、周少雄、姚卓然、何應芬、
楊偉韜、郭滿華、劉瑞華、羅國泰、莫振華。
資料來源：中華台北足球協會，
《中華足球年鑑》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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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4 年第二屆亞運的成員中，除了隊長嚴士鑫和陸慶祥、徐
祖國、儲晉清、徐徽博為在台的大陸好手外，其餘皆是由香港各球會
選拔出的優秀選手。而 1958 年第三屆亞運則清一色全是香港華籍球
員，在這屆亞運會名單中，最特別的莫過於李惠堂父子二人同時登錄，
李惠堂擔任中華代表隊的教練，而李惠堂之子則以香港足球代表隊的
前鋒出現。
在 1954 年亞運會期間，由菲律賓等國倡議成立「亞洲足球聯合
會」。在 1954 年 5 月 7 日的首次會議上，與會代表一致推選香港足總
主席羅文錦擔任亞洲足聯第一任主席，李惠堂被任命為亞足聯首任祕
書長，祕書處設在香港。13
第一屆亞洲盃足球賽於 1956 年創辦，中華隊的組成可以說是前兩
屆亞運會冠軍隊伍的的混合體，大部分的國腳主體組成仍然由香港華
籍球員所組成。14此時，由於李惠堂身兼亞洲足協祕書長，因此並未
能擔任亞洲盃隊伍的教練，因此，除了 1960 年第二屆亞洲盃得到第三
名外，總體成績並不理想。

（四）其他國際賽事
除了前述奧運、亞運及亞洲盃等大型國際比賽外，中華代表隊也
曾經在其他國際比賽中獲取多次的榮譽事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可媲
美亞洲盃的馬來西亞默迪卡盃（獨立盃）足球賽。中華代表隊曾在 1963
年及 1965 年兩屆默迪卡盃中獲得冠軍。而這兩次的冠軍隊伍的組成，
其主體同樣也是由香港華籍球員所組成，並且都是由李惠堂擔任教
練。15

13

張彩珍編，《中國足球運動史》
，武漢出版社，1993 年，頁 361。
1956 年第一屆亞洲盃代表名單：領隊錢大鈞，教練黎兆榮，隊長朱永強，隊員：
劉建中、翁培佐、劉儀、姚卓然、莫振華、鄒文治、鄧森、陳輝洪、司徒文、何
應芬、李春發、李大輝、吳偉文、劉添、羅國泰、楊偉韜、李國華、司徒森、潘
啟鴻、郭石。
1960 年第二屆亞洲盃代表名單：領隊吳壽頤，教練朱國倫，隊長姚卓然，隊員：
雷煥璇、翁培佐、羅北、李國華、陳輝洪、郭有、黃志強、羅國泰、劉煥清、陸
文渭、吳偉文、楊偉韜、司徒文、何應芬。中華台北足球協會（1998），
《中華足
球年鑑》
，頁 184。
15
1963 年第六屆默迪卡杯：總領隊沈瑞慶、領隊羅健雲、教練李惠堂、管理曾境康、
顧問胡祖謙、歐陽良、余子倫、廖沛霖，隊長姚卓然，隊員郭秋明、雷煥璇、郭
錦洪、羅北、李國華、劉添、曾鏡洪、黃文偉、陳輝洪、莫振華、羅國泰、張子
岱、張子慧、黃志強、盧松江、李德煒。
〈榮獲馬來獨立杯賽冠軍〉
（1963 年 9 月
4 日）
。《聯合報》，第 2 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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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948～1970 年中華隊歷次國際比賽
時間

賽事

領隊

教練

名次

1948

倫敦第十四屆奧運會

容啟兆

李惠堂

1954

第二屆亞運

錢大鈞

李惠堂

1956

第一屆亞洲盃

錢大鈞

黎兆榮

1958

第三屆亞運

張錦添

李惠堂

1960

第二屆亞洲盃

吳壽頤

朱國倫

1960

第十七屆羅馬奧運會

沈瑞慶

李惠堂

1962

第四屆亞運

沈瑞慶

李惠堂

未參賽

1963

第六屆馬來西亞獨立杯

沈瑞慶

李惠堂

冠軍

1964

第十八屆東京奧運

錢大鈞

李惠堂

1964

第七屆馬來西亞獨立杯

1965

第八屆馬來西亞獨立杯

羅健雲

李惠堂

1966

第五屆亞運

胡應湘

鮑景賢

1966

第九屆馬來西亞獨立杯

1967

第四屆亞洲盃東區預賽

汪竹一

許竟成

1968

第四屆亞洲盃

常松茂

鮑景賢

1968

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

沈瑞慶

許竟成

冠軍

冠軍

李惠堂
冠軍

何應芬

資料來源：
《中華足球年鑑》
，中華台北足球協會編印，1998 年。

從上敘以及表五中可明確了解，李惠堂在中華隊的歷次國際比賽
中，都扮演了教練領軍的關鍵角色，這除了歸功於來自香港華籍球員
的精湛球技外，李惠堂本身 30 年的足球經驗也提供了戰術與戰略上絕
佳的指導。由上面的各項國際比賽所獲得的成績，可見到在李惠堂擔
任中華代表隊的教練期間，可以說是中華足球代表隊的黃金時期。

二、對國際交流與足協會籍問題的貢獻
李惠堂除了擔任中華隊的教練外，另外一項重要貢獻便是協助台
灣足球界與國際足球界進行廣泛的交流。尤其自 1950 年代起，由於國
1965 年第八屆默迪卡杯代表名單：領隊羅健雲，副領隊余子倫、顧問江德仁、陳
榮光、秘書鄧泰全、管理胡祖堅，教練李惠堂，球員：雷煥璇、吳添來、李國華、
黃志強、周少雄、張子慧、張子岱、陸文渭、郭德先、羅北、林尚義、郭有、楊
偉業、郭錦洪、陳輝洪、曾鏡洪、陳鴻平。
〈參加默杯賽 我代表選出〉
（1965 年 7
月 25 日）。
《聯合報》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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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體壇瀰漫政治干預體育的風氣，中共極力在國際體育組織上排除我
國參與國際活動的資格，然而李惠堂多次嚴詞峻拒中共的利誘，經香
港赴台定居，並長期擔任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顧問。
1954 年「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成立，獲得國際足球總會的承認，
隔年成為亞洲足球協會的創始會員，李惠堂擔任亞洲足協祕書長。同
時，即便中共曾於 1956、1958 和 1974 年，幾度在國際足球總會的會
員大會上提出排除中華足協之會籍的提案。
關於我國足球會籍問題的產生，乃源起於 1949 年中共統治中國大
陸，由於兩岸都自稱代表「中國」，除了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之外，國際體壇也連帶成為兩岸政治鬥爭的延伸。李惠堂以其能言善
辯的才能以及他在國際足壇的聲望，協助台灣的會籍得以維護，粉碎
中共欲排除台灣會籍的陰謀，並使台灣並協助台灣參與各項國際比賽。

三、對國內足運發展的建言與指導
李惠堂協助我國足球運動的推廣總是不遺餘力，並多次提出建議
與警告。在 1965 年中華隊獲得默迪卡盃冠軍返國後，李惠堂便大力呼
籲體育活動的重要性：
比賽得到冠軍並不實要，因為單靠一兩面錦標來撐面子是沒有
用的，他希望能藉此喚起青年對運動的興趣，培養體格健全的
國民。16
在 1965 年 9 月 14 日的一場座談會中，李惠堂暢談並提出我國體
育落後的現象的五點原因：(1)政府的鼓勵和提倡不夠，(2)師資缺乏，
(3)民眾對體育方面缺乏認識，(4)運動場所的設備不合理想，(5)民間的
體育組織太少17。針對上述缺失，李惠堂也提出我國足球發展不得不
面對的首要難題，受到國際政治情勢的轉變，將來香港或者其他地區
的華籍球員為中華隊效力的情形會愈來愈少。面對此一現實面，李惠
堂期望政府能夠拿出決心和力量來提倡體育，唯有喚起政府及民眾的
重視，進而積極發展和提倡體育，向下紮根與全面推廣才能振興體育
運動。此外，李惠堂更是積極用各式行動和影響力，並從下述三個層
面積極推廣台灣足運。
16

〈教練李惠堂特提出呼籲擴大全民體育培育新人〉
（1965 年 9 月 10 日）
。
《聯合報》
，
第 2 版。
17
〈李惠堂昨籲政府全面提倡體育〉
（1965 年 9 月 15 日）。《聯合報》，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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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泛呼籲台灣工商業投入資源協助足運發展
2. 編印足球基本動作圖解，拍攝足球教學示範影片，提供專業知識。
3. 廣泛舉辦座談會和講習會，親身講述、傳授經驗
李惠堂認為，國內足球確實成現緩慢進步，但不夠顯著。對於該
如何發展國內足運的問題時，李惠堂則指出，如果國內能在場地、足
球的普及和多舉辦比賽等三方面著手，同時擬定長程的訓練，推廣計
劃，才能恢復「亞洲足球王國」的聲望。

四、小結
李惠堂踢了二十多年足球，在球場上表現了運動員的風範，從球
場退休以後，李惠堂藉由擔任中華足球代表隊教練，擔負著訓練與傳
承的工作。1954 年他發起組織亞洲足球協會，並擔任祕書長 12 年，
協助我國足球運動與其他各國進行交流。1966 年，他又出任國際足球
總會副會長，成為當時我國第一位獲得國際體壇最高榮譽之人。1967
年至 1974 年間，李惠堂又任亞洲足球協會副會長；1968 至 1972 年再
兼任國際足球總會技術委員會委員；1972 年至 1974 年改任技術顧問
18

。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折衝於國際體壇，他代表我國參加國際足球

會議，保持了我國在國際足球協會中正統的「中華民國」之名。

伍、南華足球會對台灣足運的影響
一、南華足球會退出代表隊之因
依據歷史的脈絡與背景，台灣在 1949～1970 年間的主要國際賽
事，中華代表隊的球員組成成分，可以大略區分為本土球員及華人球
員；有趣的是，華人球員的參加與否也成為我國能否在國際比賽中獲
得名次的關鍵因素，甚至牽動和影響著台灣境內的足球運動發展，而
這批華人球員又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的球員為主要的組成份子。然而香
港卻在 1971 年後正式停止了選拔香港選手到台灣參加中華民國代表
隊，這不但影響了我國的國際賽成績，對於台灣的足球運動發展亦帶
來不小的衝擊，對於此一局勢的產生，可從下列兩個層面探討：

18

同註 5，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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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隊的重疊和輿論的壓力
其實早期並沒有香港代表隊，直到 1956 年為了參加在菲律賓所舉
行的第一屆亞洲盃足球賽，才正式有香港代表隊的出現，它的出現主
要是為了與當時也是由香港華人球員所組成的中華民國代表隊作一區
別。到了 1960 年代，香港的輿論界出現了批評台灣當局徵召香港華籍
球員到代表中華隊參加奧、亞運等國際大賽的作法，1959 年的香港《大
公報》即出現了主張不承認中華民國體育機構的言論：
警察會代表麥尼路表示：利用香港球員去台灣出賽，這個作法
是十分不對的。雖然過去也有類似的例子，但一錯不能再錯，
非慎重考慮不可。陸軍代表威士頓也說，根據奧委會及國際足
協的條例，凡在本地出生的球員而在香港足總註冊三年的，他
們有權代表他們出生的地方出賽；對於華協的要求，同樣認為
值得考慮。19
從上述的評論報導中可見，想見當時香港輿論界對中華隊吸收香
港球員的作法非常不以為然。因此凡成為中華代表隊的球員，都不能
代表香港，然而當時大部分的港華足球好手都先被中華代表隊吸收，
如香港之寶姚卓然、莫振華、黃志強、李育德、劉儀等頂尖高手，所
以以香港球員為主要班底的中華足球隊，連續在第二、三兩屆亞運足
球賽中稱霸，又曾兩度在默迪卡足球錦標賽中稱王。
然自 1966 年的第五屆亞運會，中華代表隊的組成就面臨重重波
折。雖然本屆中華隊成員依然意圖以香港華籍球員為主，但當時的香
港足總執委畢特利曾在執委會上提出指責，他認為香港註冊球員代表
其他國家出賽實屬違例，應加以禁止。由此，當參加亞運的其他項目
的選手已經各依預期選出運動員後，足球代表隊仍然懸宕未決，因為
亞運籌備當局一直靜觀香港方面的動靜，因為到香港挑選足球員必須
先等香港隊選了，才得以再選中華隊。
綜上所述，當時香港當局和輿論界對於台灣的作法非常不以為
然，除了曾對中華隊遴選香港球員加以阻撓外，甚至認為凡是代表過
中華民國的球員，都不能代表香港本身的代表隊，輿論的壓力也逐漸

19

〈華協拉攏球員赴台灣昨受到足總執委反對麥尼路力主不承認台灣「體育機構」〉
（1959 年 12 月 30 日）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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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香港華籍球員到台灣參加中華隊的權利。

（二）香港職業足球的興起
香港由於歷經英國百年的殖民文化洗禮，體育運動最直接的影響
首推足球的蓬勃發展，香港也成了亞洲最早走向足球職業化的地區。
然而，隨著香港足球運動全面進入職業制度後，受制於香港職業足球
聯賽賽事的進行，首當其衝的，就是香港的華籍球員無法繼續代表中
華隊出賽。
在 1970 年代以前，香港各球會中的菁英足球選手，經常是中華民
國對外參加國際足球比賽的班底成員，從前面幾章論述中亦可得知，
香港華人球員曾為中華民國代表隊贏得過兩屆亞運金牌，以及轟動台
灣的亞東區足球冠軍。但隨著香港足球職業化的趨勢，香港內部逐漸
出現反對的意見：
香港足球協會今天拒絕讓十六名被選出的香港足球選手代表中
華民國參加亞洲運動會。中華民國多年來在國際足球賽中均由
香港球員代表參加。這次拒絕的理由是，這些球員的離開香港
將妨礙香港足球總會的預定比賽。20
許多職業選手受限於香港職業聯賽，聯賽期間無法離開香港參與
中華代表隊，受此效應波及，確實對中華代表隊的組成產生很大的影
響。

二、台灣足運自南華足球會退出後的影響
（一）亞洲諸國足球運動興起的衝擊
除了會籍的問題影響了我國參與國際比賽的因素外，同一時間，
我國也面臨如印尼、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國家足球運動興起的衝
擊，在在威脅到中華隊的獨霸之路。在 1966 年第五屆亞運賽後，國內
報章媒體就曾對失利的戰績做出批判，文中也清楚指出了亞洲其他國
家足球運動的崛起
我們曾在第二、三屆亞運會中蟬聯了足球冠軍，也因而贏得了
「亞洲足球王國」的美譽，但過去那十二年所博得的榮耀，全
在這屆亞運會中輸光了，……看這屆亞運，我們雖不能說自己

20

〈香港足球協會阻止球員代表我國參加亞運〉（1966 年 12 月 8 日）
。《聯合報》
，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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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了，但我們沒有進步，……如今，進步較快的國家，如韓
國和馬來西亞，都趕到我們前面去了。21
由此也反映出了我國長期體育政策與訓練機制的匱乏，而長期以
來依賴香港華人球員的後遺症也逐漸浮現台面。
亞洲各國的足球運動此時正呈現正向發展的狀態，從歷次的亞、
奧運等國際比賽的名次排名亦可見端倪，從年年舉辦的默迪卡盃足球
賽戰史觀察更為清晰。從歷屆默迪卡盃賽中觀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得以連續稱霸四年以上的，以中華民國為例，即便擁有「亞洲足球王
國」之譽，亦僅能奪取兩次冠軍，下表整理出默迪卡盃歷屆成績。
表八 默迪卡盃歷屆成績
時間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其他與賽國家

1957

香港

印尼

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緬甸、泰國、柬埔寨

1958

馬來亞

香港

印尼

新加坡

越南

1959

馬來亞

印度

越南

香港

日本、韓國、新加坡

1960

馬來亞

印尼

巴基斯坦 香港

越南、日本、新加坡、泰國

韓國
1961

印尼

馬來西亞 越南

新加坡

日本、印度、香港、韓國、泰國

1962

印尼

巴基斯坦 馬來亞

韓國

日本、緬甸

1963

中華民國 日本

1964

緬甸

越南

中華民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

印度

韓國

柬埔寨
1965

1966

中華民國

印度

越南、日本、香港、泰國、馬來西

韓國

緬甸

亞

越南

緬甸

韓國

印度

日本、新加坡、泰國、香港、馬來
西亞、中華民國

備註：1963 年，
「馬來亞」正式改名為「馬來西亞」
；同年，中華民國第一次應邀參賽。
資料來源：
〈默杯足賽今昔(三)(四)〉
，《聯合報》
，1967 年 8 月 15、16 日，第 5 版。

過去亞洲足壇在一段漫長的時間中，曾是屬於中華民國和韓國兩
強對峙的時代；然而，由上表更清晰可見，從默迪卡盃的成績分析，

21

施克敏（1966 年 12 月 24 日）
。〈我在五屆亞運的得失〉。《聯合報》，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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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兩強固已無法在亞洲足壇上予取予求了，即便是足球的新興國
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和緬甸等，更無力在亞洲足壇重締獨霸之大業，
這說明了亞洲足壇呈現群雄並起的新景況。

（二）國內足球運動發展產生斷層
對於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在 1950～1970 年代主要是依靠外援，
使得台灣擁有「亞洲足球王國」的美譽，但也因為過度仰賴外籍的華
人球員，而延誤了台灣足球運動向下紮根的契機。
對於這個隱憂，李惠堂認為，中華隊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就是
不能再依賴香港或其他地區的華人球員，要重視培養屬於自己的球
員。上述的問題不只有李惠堂關心，甚至包括短期來台訪問的克藍瑪
（Dettmar Clamer）也提出了他的隱憂和建言。1968 年初，克藍瑪受
中華全國足球協會的邀請，來台參與於台北市立體育場舉辦、為期 17
天的教練講座，當時受訓的人員包括國家代表隊、青年隊及各地的基
層教練。
在克藍瑪來台指導期間，也指出台灣在發展足球運動的過程中，
不可太過依賴港籍的華人球員，對此，克藍瑪提出三點建議：第一，
台灣足運的領導階層必須釐訂長遠的訓練計劃，排除萬難從實際上著
手，切忌急功近利；第二，受訓球員與教練繼續貫徹他指導的訓練，
務使全部課程播種於每一個角落；第三，台灣足球界應有自力更生的
決心與魄力，嚴格訓練年輕球員，不要一直仰賴香港球員22。
從李惠堂和克藍瑪對我國足球的發展，都提出相同的質問和建
議。由此可見，藉由香港華人球員來為中華代表隊效力的結果，就是
造成我國足球發展失去獨立性，外籍球員不但阻斷了國內球員向上攀
峰以參加國際比賽的機會，亦使得國內失去足球運動向下全面發展與
推廣的契機。更令人扼腕的是，台灣足球運動自此逐漸走向沒落之途。

三、小結
在 1970 年以前的國際比賽中，中華民國參與國際賽事幾乎由香港
的華人球員代表出賽，並且因為當時我國旅居香港的球王李惠堂居中
協助，中華代表隊幾乎是由香港南華足球隊為班底。但由於受到政治

22

孫鍵政（1968 年 1 月 21 日）
。〈克藍瑪懇摯的期許〉
。《聯合報》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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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及香港足球職業化的影響，使得香港的華僑球員不再能夠代表
中華民國參加國際比賽。對於此一局勢，李惠堂提出應該正視培訓台
灣本地選手的重要性，於此同時，克藍瑪來台的短期訪問亦對國內足
球作出重要性的省思和建言。由此，真正開啟了我國自立培訓足球選
手參與國際比賽的先端，對於國內足球運動的技術提昇確實有其貢
獻。然而這樣的努力終究受到太多因素的干擾，使得台灣在足球運動
發展上，遲遲無法有效的趕上亞洲其他國家。

陸、結論
從前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以香港南華足球會為班底的華人
球員對台灣的足球發展有巨大的貢獻和正、負皆有的影響。正面地來
說，香港由於受英國殖民統治，足球運動很早就傳入，因此香港的足
球運動技術在亞洲地區有其先進的一面，也因此，台灣在組訓中華代
表隊時，都透過李惠堂或香港的有力人士，到香港各球會徵選菁英選
手。徵召香港華籍球員參賽，除了可以為台灣增加在國際體壇上的能
見度外，也可以將國外最新的足球技術引進國內，透過與國內其他球
隊的友誼比賽與交流，刺激國內球隊向他們學習各種技巧。
然而也正因為太過依賴香港華人球員的支援，連帶地喪失了台灣
培養本土球員、建立本土足球運動的先機，才會有李惠堂及克拉瑪等
人呼籲台灣應該加速培養自身的本土球員，然而這樣的努力終究受到
太多因素干擾，使得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遲遲無法趕上亞洲其他國家。
其次，雖說體育不涉政治，但國際體壇上的政治糾紛，卻經常使
得台灣的足球運動無法正常發展。雖然在 1950～1970 年代間，徵召外
籍華人球員的政策，也是因為這樣的國際政治指導體育的背景下而產
生的，但從前述的探討中，也可見到這對台灣足球的發展存有非常大
的侷限性。
最後，台灣的足球是靠民間少數的學校和企業勉強維繫命脈，但
是因長期得不到關愛的眼神，使得足球運動愈來愈沒落，球隊和球員
愈來愈少，成績愈來愈退步，國際排名愈來愈後面。我國足球曾獲得
1954 年第 2 屆和 1958 年第 3 屆亞運會冠軍，但那時都是靠香港的華
僑選手奪得金牌，真正台灣的球員沒有幾個。台灣的青少年足球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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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國際成績算是不錯，但那是以全台灣的精英，和歐美國家的社區
隊伍相爭，獲得的好成績並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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