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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厦门与台湾体育合作交流处于“来的多，去的少；体育产业合作多，竞技体育合作

少；机会多，把握少”的现状，明确厦门与台湾体育合作交流的前景是光明的，提出如何充分发

挥厦门区位优势，把厦门打造成为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基地，大力培育发展厦门民间体育社团组

织等开创厦台体育合作交流新局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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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orts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Xiamen and Taiwan is currently in such a state as 

“incoming communications are more than outgoing communications; there are too few opportunitie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cooperation; more opportunities are offered than seized”. The authors clarified that the future of sports coop-

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Xiamen and Taiwan is promising,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a 

new situation for sports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Xiamen and Taiwan, such as turning Xiamen into 

a sports communication base for teenagers in these two cities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folk sports community or-

ganizations in Xiamen by fully exerting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of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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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厦门与台湾（以下简称厦台）体育合作交流，

不仅是两岸体育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其作用可

能超越体育本身。为此，本文对厦台体育合作交流的

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促进海峡两岸体育合作交流

的措施。 

 

1  厦台体育合作交流现状 
1)交流范围扩大，接触层次提高，但“来的多去

的少”。 

从 1999 年至今，每年正月初五在厦门环岛路椰风

寨举行的“迎新春，盼统一”海峡两岸冬泳活动已成

为大陆厦门、台湾金门两地春节期间的一项传统体育

活动，金门县代表队年年都组队参赛，金门县长还为

此专门题词。 

2004 年 3 月 27 日，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

生率领的 130 多名台湾、金门马拉松选手，搭乘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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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轮直航厦门，参加 2004 年夏新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这也是岛内体育选手首次从厦金航线直航到大陆。吴

经国先生在和平码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岸的体

育合作交流 10 多年来日趋频繁，在厦门举办的马拉

松赛非常成功，引起岛内许多选手的关注，相信将有

更多的选手前来参加明年乃至后年的比赛。 

2006 年５月 28 日在厦门市集美龙舟池举行的首

届“海峡两岸龙舟赛”，共有来自海峡两岸 51 支龙舟

代表队 1 500 余人参加。其中有６支来自台湾，分别

是台北市信义区代表队，台湾嘉义大学代表队，金门

学院男子、女子代表队，金门农工高级职业学校代表

队以及厦门市台商协会代表队。 

厦门体育运动学校一行50人，应金门邀请于2005

年 7 月 31 日，从厦门直航金门，参加金门组织的“抢

滩料罗湾游泳”活动。 

2006 年 9 月２日在厦门筼筜湖举行的 2006“厦门

国贸杯”海峡两岸高校赛艇挑战赛暨北大-清华赛艇

邀请赛，共有来自海峡两岸 10 支高校赛艇队伍参赛。

其中有台湾海洋大学代表队。 

在厦台体育交流中，互动不成比例，其主要原因

是台湾当局对赴台的大陆体育社团设置诸多的限制，

如限制活动的时间、地点等，如 1991 年台湾举办世界

武术邀请赛，特邀请集美大学体育学院武术队参加，

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结果没能成行[1]； 

2)体育产业合作多，竞技体育合作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厦台体育产业合作项目不

断增加，形成以合资、独资为主，多种经济成分相结

合的发展格局。现在，台商在厦门投资体育用品产业

呈增长的趋势。如飞鹏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1992 年在厦

门集美投资额为210万美元，1995年总投资达到2 000

万美元，年产值达 1.5 亿元(人民币)。2004 年９月８

日，由中国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投资４亿元

兴建的全国最大的厦门国际网球中心正式奠基。 

但厦台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太少，一方面

是由于双方对竞技体育交流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另

一方面是因为厦门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不高，一些拳

头项目优势不再，一般项目水平提高较慢。台湾体育

人士认为这种交往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3)机会多，把握少。 

台湾先后出台了有关法规，如《两岸国民体育交

流计划》、《两岸体育交流备忘录》、《两岸体育交流事

务处理要点草案》等[2]。1996 年台湾还专门召开海峡

两岸体育交流研讨会，总结合作交流经验，制定今后

开展两岸体育交流的奋斗目标[3]。1998 年 6 月台湾“行

政院”体委会又拟定《两岸体育学术、竞技交流原则

规范草案》，该《草案》将竞技性交流扩大至学术领

域，同步提升两岸学术和竞技运动水准。《草案》提

出成立两岸体育交流咨询委员会，并定期召开两岸体

育交流会议或学术研讨会。这些方案、法规尽管均为

单方面所订，存在不少问题，但表达了台湾方面寻求

两岸体育交流制度化、模式化的意愿[4]。 

福建省政府和体育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1998 年

初在福建省人大、省政协会议上第一次将加强闽台体

育合作交流作为一个重要的议程予以强调，显示出省

委、省政府对台体育交流工作的重视。 

近几年厦台体育合作交流的机会多，但把握住的

少。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初，罗开明先生准备在厦

门创办私立体育学校，由于有关方面对厦台体育合作

交流认识不足，顾虑太多，最终都没能达成协议[5]。 

厦门体育管理存在着重项目，轻管理的现象，使台商

投资困难加大，影响投资项目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

两岸的体育交流。 

 

2  推进厦台体育合作交流的思路 
“十一五”时期是厦门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打造

对台体育合作交流基地的重要时期，将在对台工作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1)把厦门打造成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基地。 

一是策划召开厦台学生体质与健康研讨会。厦台

两地就学生的体质与健康，共同拟订相关的课题展开

合作研究；二是两地定期举办厦台青少年体育夏令营

活动；三是互相邀请学生参加两地的中小学学生运动

会。 

2)大力培育厦门民间体育社团组织，举办适合两

岸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适合厦门与台湾两地民众

的体育活动之外，建议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力争

在厦门举办“横渡厦金海峡”活动，组织两岸游泳爱

好者和国内外游泳明星甚至台湾游泳明星参加；二是

在每年的清明节，在“筼筜”湖和集美龙舟池举办“两

岸龙舟赛”；三是挖掘整理富有闽南特色的传统体育

项目，丰富和扩大体育交流的内容；四是根据台胞认

祖归宗、光宗耀祖的心理习惯，以及台胞在大陆的亲

属大多居住在乡镇的特点，组建乡镇一级的各种体育

社团的基层组织；五是选择好交流内容，尽可能与台

湾民间体育社团所开展的体育项目相对接；六是广拓

交流渠道，做好人、社团、宗族、同乡会的工作；七

是选择好交流时机，将两地相同的传统节日如春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作为重点的活动时间。 

3)打造厦台体育赛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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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首办的“厦门国际马拉松邀请赛”，邀请

了国际上一些顶尖好手参赛，台湾专门组织了人员前

来参观。我们应借助“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再造声势，

争取每年举办几个体育赛事，如“厦门国际高尔夫邀

请赛”、“厦台妇女拔河对抗赛”、“厦门龙舟挑战赛”、

“横渡厦金海峡”等。 

4)完善体育法律法规，提高对台的吸引力。 

一是要尽快制定出厦台体育合作、交流具体的操

作规程和适合厦台体育交流合作的优惠政策、措施，

使厦门成为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二是

要尽快成立厦台体育交流合作促进会[6]，以切实加强

对两地合作的目标、领域、步骤以及重大项目的统筹

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落实。三是狠抓“海峡体育走

廊”建设，使厦门地区成为一个富有闽台体育交流特

色，能够承办海峡两岸大型比赛的设备齐全、功能多

样的现代化体育交流平台。 

5)加强体育科研信息的协作，推行体育代理制。 

当前台湾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的提升急需体育

科研和信息的支持，以便进行科学化的训练，而大陆

有丰富的体育科技研究成果和科技力量，厦门可在这

方面扮演中介角色，一是引进台资，二是引进内地科

技人才，在厦门建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开发成果可

就地商品化，打进国内市场，也可转移到台湾，帮助

台湾竞技体育界进行科学化训练。同时，积极开展体

育信息、学术交流活动，尽快建立厦台(海峡)体育数

据库，建立健全体育信息渠道，定期开展体育学术交

流活动，编辑出版《海峡体育信息》、《海峡体育科技》

等刊物[1]。此外，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指导、

协调厦台竞技体育交流合作，是目前急迫需要解决的

问题。因此，两地也可考虑推行体育经纪(代理)制，

设立办事处，开展服务或直接委托异地代理人(经纪人)

在厦台两地乃至海峡两岸为双方招聘教练员、运动员

和组织比赛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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