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日本體育學會第 70 屆大會心得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吳萬福
2019.9.16
前言:
五年前被指名為日本體育學會名譽會員的筆者，年齡雖已九十歲，但有鑑於充實專業知
識，過著幸福美滿的人生，趁還能自行生活之際儘量參加公共、公開的有意義性活動。所以
決定參加 2019 年 9 月 10-12 日在日本神奈川縣私立慶應義熟大學舉行之第 70 屆日本體育學
會大會。大會期間由孫子吳沛修作陪，擔任嚮導、保護之責，使得能順利完成參加大會的意
願。為此擬簡介參加心得以提供體育界同仁參考。
一、參加過程:大會日期是 2019 年 9 月 10 至 12 日三天:在這三天之中，共有 15 個分會，也
就是 1、體育哲學 2、體育史 3、體育社會學 4、體育心理學 5、運動生理學 6、人體機動
學 7、體育經營管理學 8、發育發達 9、測驗評析 10、體育方法 11、保健 12、體育科教
育學 13、SPORT 人類學 14、適應 SPORT 科學 15、介護福祉健康造福等在三天會期中各自
主辦總會，基調演講，午餐會談，專題研討，論文的口頭發表，壁報式發表，各學會的
理事會議，志工會議等。以筆者所屬的體育心理學分科會來說，其三天的會議內容是，
2019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30-11:50 在第 4 校舍 B 棟舉行口頭發表，12:00-13:30 理事
會議，第二天的 9 月 11 日 9:00-10:00 基調演講，10:10-12:10 專題研討，13:30-14:30
總會會議，第三天的 9 月 12 日 9:00-10:00，10:00-11:00 是壁報發表，11:10-12:20 特
別研習，13:40-15:00 是口頭發表。上記三天的內容包含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報告，但有
不少篇的內容值得參考。筆者雖無法參加所有論文發表，但可由大會所發的概要了解大
概的情形。
二、本屆大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與所發表的論文數
本屆大會所發表的橫斷領域，專門領域別所發表的題數
(一)
橫斷領域的研討主題

奧林匹克、柏拉林匹克

壁報式

口頭式

合計

18

18

17

17

大學生

19

19

合計

54

54

訓練

1

(二)
專門領域的名稱

壁報式

口頭式

合計

體育哲學

11

11

體育史

22

22

體育社會學

5

36

41

體育心理學

74

8

82

運動生理學

21

22

43

人體機動學

41

19

60

體育經營管理學

5

20

25

體育發達

41

15

56

測驗評價

45

20

65

發育方法

76

45

121

保健

5

18

23

體育科教育學

27

64

91

SPORTS 人類學

1

10

11

適應 SPORTS 科學

19

19

38

介護福祉健康造福

4

5

9

小計

364

334

698

總計

418

334

752

(三)各單位所主辦的專題演講或專題研討會
1、學會本部企畫的
(1)
企畫 1:保健體育教師培養課程的品質與指向保證制度的日本體育學會的腳色。
企畫 2:適合新時代的 SPORTS 指導者的培養與認定:體育學會應盡的職責。
企畫 3:科技的進化與體育、健康、SPORTS 科學:以 SPORTS 作為題材。
2、大會組織委員會所企畫
(1)基調演講:福澤諭吉與 SPORTS
(2)特別演講:對應社會 5.0 的教育法
(3)大會組織委員會，體育史專業領域共辦之專題研討(一般公開)將價值放在自立、
自律的個人的社會上的體育 SPORTS。
(4)「思考大學體育教員的使命」指向培養負責一般教養的擔任者。
(5)午餐研習 1.ESPORTS 可成為研究對象嗎?
(6)午餐研習 2.能教育良好姿勢與步行的體幹訓練機器「托浪克蘇留雄」
(7)籃球運動與奧林匹克的迄今與從今以後
(8)活用於大學體育教學的有氧舞蹈。
(9)以系統組織 X 設計思考，使街市或眾人更健康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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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體育 SPORTS 心理學所研究領域的爾後該怎麼辦?
(11)依據科學性方法的訓練指導。
(12)做為體育教材的「FLYING Desk」的價值。
(13)日本與德國的體育心理學交流。
(14)能體驗的室內小運動練習。
3、專業領域的企劃
(1)體育哲學
「由多樣的身體」展望「SPORTS」
如何面向得意性體罰?(紀念演講)
(2)體育史
在日本的體育 SPORTS 的武道性性格。
(3)體育社會學
請問在學校教育中的奧林匹克，身障奧運動會的遺產是什麼?在何處?
(4)體育心理學
基調演講:中途障害所伴隨的自我喪失與構築的故事….由身障競技選手的故事說
起。
專題演討:心智訓練指導現場。
(5)運動生理學
學習與腦:由最適合的運動至高強度訓練。
(6)人體機動學
基調演講:肌肉的肥大是肌力增強的機轉嗎?
專題演講:The rice of meat genration
(7)體育經營管理
會變化的青少年的 SPORTS 環境與經營課題:為探討以改革社團活動為契機的斯基
模與方法。
(8)發達體育
培育兒童的”元氣”(精神)的身體活動的可能性。
(9)測定評價
<統計、測定評價的研習會>
測定在世界上優異表現的跳部選手的跳躍能力與評價。
<專題演討>
解決煩惱:如何設計該研究，並且測驗什麼?
(10)體育方法
有關球類運動技術的教練一般理論的構築(結構)
(11)保健
基調演講:兒童們在癌症教育學些什麼?
專題研討:指向優異的保健教學的實踐…(3)
(12)體育科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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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共生」(共同生存)的觀點的自現在開始的體育教學設計
(13)sports 人類學
Sports 人類學與映像
四、筆者所參加的總會、專題演討會、論文發表會、名譽會員懇談會的心得。本屆(第)
大會共三日，但所包含的活動甚多，包括大會及各分科會的年度總會、專題演講、專題
研討、午餐研習會，論文發表(口頭、壁報)會等。因筆者年齡已高，只能選擇若干活動
聆聽或發表淺見。兹依順序列述如下
(一)大會所舉辦的總會:
於慶應大學獨立館地下 2 樓所舉行的大會本部，組織員會的基調演講，專題研討
會等均值得參加聆聽，其中使筆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日本體育學會的研究倫理綱領，
茲為我國體育學會的同仁參考意譯如下:
(策定的趨旨與目的)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體育學會(本學會)確定有關體育學的「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體育
學會研究倫理綱領」並予公佈。
本研究倫理綱領是本學會所有會員應遵守的倫理規範，所以會員應將基於本研究
倫理綱領所得知性財產，適切的還元社會，以進一步發展體育學研究。體育學的研
究，對基於「個人情報保護法」或「有關以人為對象的醫學系的倫理指針」及「有關
以障害為理由，推進解消差別的法律」等，研究對象的人權尊重，社會性影響等予以
考慮。
會員應自覺作為研究者的社會性責任，考慮尊重研究對象者的人權，維護研究對
象的個人人權，避免對研究對象者的不利行為。凡是會員，應了解體育學研究的進展
僅能獲得研究對象的信賴及社會性理解才能成立的事實。
本學會對會員強烈促使體育學研究時對倫理性課題的自覺與認識，因此確定研究
倫理綱領。

第一條:(倫理的妥當性)
會員必須遵守有關體育學研究的研究倫理綱要。
第二條:(人權的尊重)
會員在體育學研究時，最大限度尊重人權的同時，對研究對象者的非形式的專心。對
社會性弱者應遵守非形式的想法。
第三條:(隱私權的保護)
會員在體育學研究時對保護隱私權應盡最大限度的留意。
第四條:(確保公正與信賴)
會員從事體育學研究時，須維持公正，並確保社會的信賴。
第五條:(禁止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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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從事體育學研究時，不可存有有無年齡、障害、人種、肌色、性別，性的指向、
言語、宗教，政治性或是其他意見，國家社會性出身、財產，出自或其他身分等所有
形態的差異。
第六條:(禁止欺凌)
會員從事體育學研究時不可有性凌，學術欺凌等欺凌行為。
第七條:(研究資金的適當處理)
身為會員者應適當運用研究資金費用。
第八條:(禁止侵害著作權等不當行為)
身為會員者不可從事侵害著作權、瞟竊、盜用，雙重投稿等不當行為。
第九條:(利益相反管理)
會員應致力適當開示利益相反的管理。
第十條:(公開發表研究成果)
會員應透過定款所規定的事業，致力公佈研究成果。
第十一條:(確保相互批判相互檢証的場域)
會員應努力確保相互批判相互檢証的場域
第十二條:(研究倫理綱領的周知…使大家都了解)
本學會應徹底努力使人了解研究倫理綱領。
附則
1.本學會為國家體育學研究的倫理性課題，設立「研究倫理委員會」。
2.本研究倫理綱領自 2018 年 6 月 16 日開始實行。
3.本研究倫理綱領可經過本學會總會設予以變更。
(二)日本體育學會的改名過程與結果(參考臨時社員總會議題 P20~25)
屬於一般社團法人的日本體育學會是屬於有關日本的體育、運動、健康的最大而
且總合性的學術團體。所以本學會的名稱及目的必須因應社會的需求，會員的研究理
念或志向，研究主題的變化不斷的檢討。
<問題的背景>
本學會自創會迄今的數十年的研究內容多以教育的觀點解明合理的身體活動或運
動，SPORTS 的教育性，想不斷開發適切的教育運營的「體育的研究」。但現在，部分
研究對象、目的方法，顯著多樣化的時候，對本學會的社會性要求亦呈現極大的變
化。
不少人皆知有關本學會改革自 1989(平成元年)年的第 40 屆大會以來似成懸案。
例如在第 40 屆大會時由學會本部企劃的「為探索學會改革方向的擴大化，脫皮或變
態」的專題研討會，以議論因應學會的巨大化與學問的細分化的動向組織，機構等改
革方向，是初次討論學會的名稱問題。本企畫的專題討論時討論因應學問領域的細分
化的動向性的組織、機構改革方向的同時亦討論學會的名稱問題。據說當時存在著以
「體育學」表示會員在現實上所關心及研究課題是否適當的問題意識(疑問)。之後在
2000 年時由總會承認學會名稱及出版刊物「體育學研究」的英語名稱改為”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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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health and sport science”。雖然如此,學會的名稱迄今仍不斷地予以檢
討，但近十年來其風氣陷入低潮而名稱問題似衝上暗礁而少有人關心此問題。
另外以環繞本學會外部環境來說，尤其進入 21 世紀以後日本的體育，SPORTS 界
發現體育至 SPORTS 的極大潮流。首先可由行政機關的動向來說，2001 年文部省體育
局將名稱改稱謂「文部科學省 SPORTS、青少年局」，同年又公佈「SPORTS 振興基本計
畫」。由 2010 年開始執行「SPORTS 立國戰略」，2011 年制定「SPORTS 基本法等開始執
行以 SPORTS 為理念的 SPORTS 政策。再以 2015 年為推進有關 SPORTS 的各種政策，設
置「SPORTS 廳」。受國家的 SPORTS 行政機構的變化性再編制，地方公共團體中的體
育、SPORTS 行政部門亦有由來的教育委員內的位置，移行為首長，布局制。
而且站在領導我國體育、SPORTS 的民間部門立場的日本體育協會，於 2018 年將
名稱改為「日本 SPORTS 協會」。依據「名稱變更趣意書」，1911 年創立當時「體育」
是指「身體的教育」的意思，以廣義上包含 SPORTS，但自 1964 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
會以後，SPORTS 被廣義的納入整個社會並發展，如今「SPORTS」以被多數人認定包含
體育或身體活動概念的名詞。而且日本 SPORTS 協會與文部科學省，主辦都道府縣所合
辦的國民體育大會亦自 2023 年的第 78 屆大會(佐賀縣，改稱謂「國民 SPORTS 大
會」)。而且成為會員的各大學同仁亦發生相同變化。自 2000 年以後新設立的體育，
SPORTS 大學、學院、學系名稱，極少使用「體育」名稱。多採用「SPORTS」「健康」
名詞，其教育目的亦不限於培養以體育的專業職業人(保健體育教師)，而是培養能推
展 SPORTS，健康的專業人才。
如此這般的在日本正進行由「體育」轉換為「SPORTS」的名稱，本學會亦須接受
這種社會變化，以再定義或構築體育學會本身的社會性使命與事業的構想，以求體育
SPORTS 界的整個健全的發展任務。雖然如此，但不能隨便追隨時代的潮流。尤其經營
學會時應充分分析，解釋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的動向，並且與其相對性的自立，
由中立性的立場以論理性民主性手續處理，以將組織意像做意義決定做為優先才是。
以這種意思來說，屬於環繞體育、SPORTS 時代與社會的變換期的現在,才是重新思考
包含學會名稱的學會本身的意義的機會。
<修正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已無法已「體育」「體育學」的名辭，涵蓋整個會員的整體像，也就
是說脫離了教育範疇。而且已被推理「名稱」與「研究內容」的差距，亦可由下述的
兩個理由，今後可能會更加擴大。
1.與母科學的連攜更強化，而更會要求方法性的嚴密度。
2.人對推展 SPORTS，身體活動的名稱要求，不僅自教育界，而由多方面(例如福祉、
經濟、外交等要求)。
這種根本的問題，已在第 40 屆大會專題討論時舉辦過而登台發表高見的講演者亦
主張變更學會名稱。而當時主張變更學會名稱的理由除上記外尚有(1)「體育」概念的
混亂 (2)用語「SPORTS」的學術性迴避的「體育」時代的結束 (3)作為無價值性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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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PORTS」的有用性 (4)SPORTS 概念的一般化(包含廣泛的身體變化、身體活動)
等。而這個論點如今仍被認為妥當。尤其是將上述原出自身體教育用語的只有教育概
念的體育，將其解釋為包含 SPORTS 或整個身體活動的多義性用語時不僅容易引起概念
理解的曖昧不清，以國際性通用的觀點來說亦不容許。
研究關心，研究課題的多樣化與擴大是以提升對身體活動 SPORTS 的社會性期望，
要求作為背景的。所以站在本學會的立場而言是該歡迎的事情。今後為促使本領域更
向多方面而發展，宜改正包含更多樣的研究目的，內容方法等學會名稱。
以本學會的創立 60 周年紀念而刊行的「最新 SPORTS 科學事典」(2006 年)的序文
中，編集委員長記述體育與 SPORTS 科學的關係性如下:
「本事典是以體育學 SPORTS 科學事典作為主題而進行編輯作業，但是對於決定正
式書名時，有不少討論，但經編輯委員會慎重檢討得結果，鑑於國際性的研究動向或
各種趨勢，將包括體育學的上位概念，將「SPORTS 科學」給予定位，以定名為「最新
SPORTS 科學事典」。第二個理由是本學會的社會性存在的目的是以增進會員的研究並
且予以統合，所以本學會的存在目的是透過 SPORTS(含體育)或身體活動對「理想社
會」的貢獻。
1999 年第 50 屆大會舉行了與體育學/健康，SPORTS 科學有關的專題討論會，而擔
任演講者或討論者的主張均具有重要的共同點。也就是體育學/健康，SPORTS 科學的
目的、使命的明確化與依會員的共有化。(例如「使其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的科學(小
林)」「應確立同一性，設定明確的目標，使其成為課題解決型的學問研究」(小林)。
「應設定在學內外可能同意的一個或複數的明確實踐論課題或社會性目標」(吉田),
「確立摸索並確立能貫徹各(戴士普林)(友添) 」「探求學術領域的社會性使命」(友
添)。
「有關利用科學與科學的世界宣言」(世界科學家會議 1999)以後,呈現國際性擴
張的學術應用範例的轉換，以由「為學術的學術」轉變為「為社會的學術」。尤其屬於
學際性的應用科學的體育學/健康，SPORTS 科學,今後因更加強與社會的聯繫。同時被
認為屬於新學術體系中具有的設計科學性格的吾人等學問領域，如果不明示為設計目
的的社會使命時不可能存在。(所謂設計是指與具有某種目的東西的創造，製造、改
變、利用相關連的探求某事項的學術)。因此如不明示成為目的的社會使命時，無法成
立為學問。
吾人的學文領域，如不明示成為設計目的的社會性使命時不可能存在。(所謂設計
科學是指具有某種目的的人工物(東西或組織)的有關創造、製造、改變、利用的探求
的學術)。因此，在學會的目的中須納入「為社會的學術」的立場，將價值(正確、理
想、良善)問題納入條款中，以公示「為社會的學術的立場」的必要。
加上近年來，在國際上可能持續的開發目標(SDGS)有關連的 SPORTS 推進或開
發性支援等不斷加進有這種趨勢相互動，世界衛生組織的新憲章(2015)中，除體育
7

SPORT 外加上「身體活動」，使人們瞭界多樣的體育 SPORTS，身體活動可給予各種各樣
的個人、社會恩惠，使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貢獻。本學會敏感的對應這種國際性動
向。以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宣言學會的社會性使命的同時，有必要變更目的、使命與
整合和性名稱的必要。
這些內外的名稱變化與本學會的新課題「國際性」的推展來說是變更職責成為本
身象徵的學會名稱的最大機會。而且針對定款條文來說，是參考政策檢討、諮詢委員
會的提案。
第三個理由是在我國學術體系中的體育、SPORTS 相關領域的位置的變化。尤其企
圖審查區分的大幅度修正的「科研費審查系統 2018」曾屬於體育學差一點被消滅的狀
態。依據 2016 年 4 月 20 日科學技術、學術審議會學術分科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審查
部會的意見所付的審查區分表，本學會做專門的學問領域，被中區分 59 健康科目納
入，僅有一小部分被列為「SPORTS 科學」。依意見募集後的修正，中區分 59 被變更為
「SPORTS 科學、體育、健康科學」但包含學問領域(SPORTS 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
等)的學問名稱即使用「SPORTS 科學」。
而且我國的科學家對內外所代表的日本學術會議時，體育 SPORTS 系領域並非包含
在第一部(人文、社會科學)而是位於為二部(生命科學)中，稱謂健康、生活科學或是
健康科學中。
由上記三個觀點，敘述變更學會名稱的必要性，但是現在並非處於非變更學會名
稱的緊急狀態也是事實。也就是說迄今已不斷反覆名稱變更的問題，但始終呈現一過
性議論而無法決定變更學會的名稱。而且亦與理解現今的學會會員對「體育」用詞的
熱愛感情也是抗力之一吧！對於這一點當在「最新 SPORTS 科學事典」中，執筆「體
育學」與「SPORTS 學」用語解決的樋口氏做如下敘述:「(1950 年設立日本體育學會
後)，隨體育學研究的進展，其研究對象由意味學校體育的狹義體育逐漸移形於廣泛的
SPORTS，使得並未表示實態的體育學，而被 SPORTS 科學所取代，發生名稱變更的問
題。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體育」的概念是包含運動或 SPORTS 而使用的名詞。而且
「體育」一詞是受相關人員的喜愛，所以在倫理上雖然理解由體育學名稱變更為
sports 科學，但在感情上無法獲得相關者的一致性意見，而迄今仍呈現曖昧的狀
態」。
又依會員的問卷調查的結果，不少認為沒有必要變更學會名稱的理由是「不感到
變更的必要性」「並無適切的替代案」「現名稱的認知度」「學會的歷史與傳統的繼承」
等，但是對「為什麼是體育？」的問題來說難找出肯定性理論根據。
當然作為學會改革的一個方向性來說，將本學會的對象限定於「體育」，將「體
育」做為正身的純化學會而予以重編也是選擇之一(可行方法之一)。(此時以 SPORTS
或健康為對象所組成的學會似應另設)。但是這期的理事會認為學問的專業分化與各自
分散化，關係薄化不斷形成的現狀，為維持並發展，這個領域的社會性發言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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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維持，發展與體育，sports，身體活動，健康相關的綜合性學會的本學會，在今
後扔有存在的必要。
因此，應以(1)會員的研究內容作最大限度的網羅(2)具有能對應指向未來研究範
圍的領域的擴大(3)將我國及本學會的歷史特徵的「體育」，在名稱中給予明確的位
置，並繼續重視身體的活動，SPORTS 的教育性側面的立場(4)國際性的通用性及英語
名稱的整合性(5)在會員包含問卷調查所獲得的多數會員所提的包含使用「使用於學會
名稱」的觀點，決定將「體育」「SPORTS」「健康」三個用詞使用於學會名稱。
其次上述三個用語的使用順序是据於多數理事所支持的名稱，並且是近年來的慣
例性用法獲得順耳，也不會誤解等理由而提出上記名稱。
最後依據會員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現時點贊成學會變更名稱的贊成者大約 4
成，反對者 3 成，不贊成或贊成者 3 成。但如果包含未來有必要變更者大約有 6 成。
而且隨著年齡或會員歷的增大贊成者增多。末了須知本問卷的調查對象 32.4%，(1722
名)獲得回答。其百分比的比例比隔年舉行的代議員選舉的投標率 18%大得多，表示會
員們關心學會名稱問題的程度如何的大。
末了須知，依為掌握會員意向的問卷調查結果有 63.9%的會員回答「贊成」。
備註「有關學會名稱變更的意向調查」的回答結果
1.調查時間:2019 年 4 月 26 日(星五)～5 月 17 日(星五)
2.調查對象與回答數
會員 5406 人 回答數 1873 人(34.4%) 拒絕回答 143 人 未完成 126 件
3.回答結果:贊成 1197 人(63.9%) 反對 665 人(35.5%) 無效(0.6%)
以上是筆者依 2019 年度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體育學會臨時社員總會議題及本身參加總會所
聽到的心得所撰的。
(三)出席分科會主辦的論文發表會或專題討論的若干心得
1.筆者在開會首日出席總會的會員大會，之後再參加體育科教育學的論文發表會(口
頭)。所聽到的研究論文名稱是「將瑜珈納入體育教學時給予國中生肯定性感情的影
響」，與「企圖強化兒童的心理社會面的運動遊戲的實踐」。上述兩篇口頭發表的論
文均具實務性研究論文，由發表者的口述中了解平時教學的用心與想求效果的心態
(有關上述論文的概要另述)。
2. 第 2 日上午參加體育心理學分科會的專題討論，由三位引言人就其本身所研究的過
程及結果報告後，再由聽請講者提出問題以供討論。(詳細內容另述)。討論場面相
熱烈，可供參加者參考。
3.出席名譽會員午餐及懇談會。大會第二天中午在獨立棟 202 參加名譽會員午餐懇談
會，出席者大約 40 人，其中年齡最大者是筆者本人，會中一面用餐一面發表對學會
尤其變更名稱之意見，其中有不少值得參考的意見。會中見到過去的老朋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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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川口等教授，所以拍了一張合照以做紀念。

結語
自加入日本體育學會正式會員迄今已歷三十五年，期間只有 1-2 屆因故未出席大會
發表論文，其他年次幾乎每次參加並且發表有關體育心理學領域的論文以就教日本心理
學領域的專家或學者。因此在這數十年之間對我國及日本的體育學術界所發表的有不少
心得，但願我國體育運動學術界能進一步重視學術研究及應用於實務上而提升效果。對
這一點，我想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必能做到。身為日本體育學會名譽會員的筆者也祝福我
國體育界同仁能更加提升體育運動教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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