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奧運紀錄
1896 年首屆奧運

希臘燃火 13 國 331 選手參加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首奧運在希臘獨立 75 周年紀念日舉行，雖然政府在財政面仍不安穩，但一般民眾都非常投入，
中斷 1500 年的奧運終於要恢復。
旅居埃及的希臘富商阿維羅夫捐贈了七萬美金，重建了潘納西尼恩體育館，這個體育館建於公
元前 330 年，經歷過數次戰亂幾成廢墟，1870 年才被挖掘出土整建。新的跑道長 333.33 公尺，
彎道角度太直，以至於 200 公尺不得不取消，選手們以順時鐘方向跑步。
首屆奧運有 13 個國家 331 位選手參加，其中 230 位是希臘人，外國選手多是自己報名參加，
英國駐希臘兩外交人員及正在希臘行的遊客就近報名組成英國隊，其中布蘭德還贏了兩網球單
打。
最出鋒頭的是德國選手舒曼，贏了三面體操金牌，還撈過界贏了角力金牌，其他另有兩位選手
也都跨項贏了兩項冠軍。

1900 年巴黎奧運

克蘭茲林捧回四面個人金牌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儘管希臘想要保有舉辦奧運的獨家權力，第二屆奧運還是搬到法國舉行了。遺憾的是，古柏丁
男爵做了錯誤決定，奧運會和萬國博覽會一起舉行，以至於奧運會淪為附屬項目，加上籌備工作
不足，場地欠缺，賽程拖達五個月，本屆奧運雜亂無章，毫無氣氛可言。
鐵餅場地未圍好，衛冕的選手竟然三次將鐵餅丟入人群中，板球、高爾夫選手甚至到了領獎時
才知打的是奧運。田徑選手們都不習慣在草地上跑步。
女子選手首度獲准參加奧運，但只限於網球及高爾夫，曾獲溫布頓冠軍的英國選手庫柏，得到
了歷史性的第一面奧運女子金牌。
當時報紙甚少報導奧運，甚至還有張冠李戴之事，在美國讀書的加拿大青年奧騰得了一金一
銅，卻被誤為美國人，多年以後才被發現。馬拉松冠軍昔耶多其實不是法國人，而且在歷史記載
中，始終未更正他的國籍盧森堡。

1904 年聖路易奧運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本屆奧運地點一改再改，古柏丁男爵喜歡紐約，國際奧會看中芝加哥，但還是羅斯福總統的權
力大，他說聖路易，就是聖路易。羅斯福也是當時美國奧會主席，他希望奧運能使得聖路易的世
界博覽會更熱鬧成功，但也免不了地，奧運會又成了配角。
聖路易臨時接辦奧運，準備倉促，許多「創新」作風令人搖頭。四百公尺沒有舉行預賽，13
位跑者一起決賽、划船河道長度不夠、田徑跑道一圈五百公尺……，賽程拖了四個多月，一切都
和巴黎奧運有比。
馬拉松項目出現鬧劇，率先跑回終點的美國選手羅茲，毫無長途跋涉的疲態，引起懷疑，原來，
他在途中曾抽筋搭上救護車，後來車子拋錨，他又繼續跑回來，他說只是開玩笑，但還是被判了
終身「球監」
，但據悉，第二年他就開始比賽了。

來自古巴哈瓦納的郵差卡瓦哈，以乞討、募款各種方式到達聖路易，並以「送信」的配速參加
馬拉松，他得到第四名，若非在半途採蘋果耽擱太久，他應可得到第一名。

1908 年倫敦奧運

瑞典神射手 金牌父子檔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由於義大利財政問題，倫敦臨時接辦奧運。基本上，倫敦奧運卻最完善，許多制度典範都是從
倫敦始建立。這歸因於英國早在 19 世紀後葉，就已成立各項運動協會，經驗、制度皆已成熟。
所有報名選手都需透過各國奧會，然而，過於強調國家民族精神，就是出現一些「政治問題」。
瑞典和美國發現他們的國旗沒被掛出來，開幕式進場時，美國掌旗官，在經過國王愛德華面前，
不把旗子降低示意。
射擊首度列入奧運，瑞典父子檔史翁，分別獲得金牌，是奧運史上第一對金牌父子檔。
馬拉松每年都有無數話題，本來都只是跑 25 英里，後來起點改到溫莎古堡，距離 26 英里，瑪
麗公主又要求起跑點移到皇家育嬰室窗前，又多了 385 碼（即 42.195 公里）
，這個距離就變成以
後馬拉松比賽固定距離。
大約有 25 萬人夾道觀賞，義大利選手皮耶曲抵達田徑場時，已搖搖欲墜，熱心的裁判扶持他
到終點，但也導致他被判失格，第二名的美國選手海斯遞補為金牌。

1912 年斯德哥爾摩奧運

首度使用電子計時器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瑞典的奧運更為成功，電子計時器、廣播系統首次採用，有 28 國 2546 位選手參加，創了歷年
紀錄，而且所有項目都翻新，且沒有爭議發生，是很完善的一次比賽。
這次比賽項目，在古柏丁男爵的提議下，削減剩 14 項水準最高、爭議最少的項目。
這次比賽最閃亮的星是美國的索普，他贏了五項及十項雙料冠軍，跳高第五、跳遠第七。瑞典
國王古斯塔稱呼他「世界上最偉大的運動員」。
然而，索普卻成為種族歧視以及政治的犧牲品，他有一半的印地安血統，使得他並未被美國人
完全接納。他領過的錢只有一點點，但他的獎牌立即被取消，奧運紀錄上也將他除名。
1982 年，索普被票選為 20 世紀前半世紀最偉大運動員，他的冤情才獲平反，IOC 將所有獎牌
發還他的家人。

1916 年柏林奧運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古代奧運的影響力及重要性比現代奧運重要，因為所有的戰爭遇到奧運時，都要延期。現代奧
運正好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定 1916 年在柏林舉行的奧運被迫取消。
1920 年安特衛普奧運

得牌選手傳奇故事多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芬蘭於 1917 年獨立，首次用自己的國旗參加奧運。1912 年的長跑巨星柯里邁南捲土重來，贏
了馬拉松冠軍，但他的光彩卻被另一位芬蘭選手努米掩蓋了。努米從本屆奧運開始，贏了 12 枚
奧運獎牌，其中九面是金牌，他還創了 29 次世界紀錄。

游泳池是美國選手天下，曾患小兒麻痺的布蕾崔包辦了女子項目僅有的三面金牌。可笑的是，
她一年前曾因「妨害風化」而被警方逮捕，她的大膽行為是「裸泳」
，她所做的只是將長襪脫掉
──以前的女人，游泳必須像穿潛水衣一樣，不穿襪子，形同裸露。
男網雙打冠軍是美國的凱利。一年之前，他曾因磚匠的身分，被英國「漢利杯」拒絕參加比賽，
以免對其他紳士「不公平」
。最諷刺的是，凱利後來成了百萬富翁，他的兒子在 1947 年贏了漢利
杯冠軍，他的女兒葛莉絲成了大明星，並且成為摩納哥王妃。

1924 年巴黎奧運

努米 獨得 5 金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本來阿姆斯特丹是東道主，但是古柏丁男爵為了洗刷 19 00 年巴黎奧運的烏龍形象，決定將場
地移至巴黎?BR>C

「更快、更高、更遠」的宗旨，在 1895 年由神父迪登提出，本屆奧運開始

採用，從此成了奧運箴言。
法國民眾太投入了，以至於出現許多沒風度的場面，頒獎演奏他國國歌時，他們發噓聲。美國
一向是奧運大贏家，不久前，又公開指責法國佔領鄰邦，惹得法國觀眾對所有美國參賽項目都喝
倒采。
田徑被芬蘭主宰，超級巨星努米贏得五面金牌，主辦單位將千五公尺及五千公尺排在同一天舉
行，前後只差 30 分鐘，引起芬蘭舉國嘩然，大會後來放寬時間，將之改為 55 分鐘。努米都贏了，
他另外還贏得三千公尺、一萬公尺及越野賽跑。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

有多項向創舉沿用至今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荷蘭申請十多年，終於如願，主辦 1928 年第九屆奧運，這次奧運有多項創舉，大型成績顯示
板，開閉幕典禮放和平鴿，田徑場跑道一圈四百公尺，都成為以後奧運遵行模式。
田徑賽首次設置女子項目，但只有五項，一百公尺、八百公尺、四百接力、跳遠、鐵餅，五項
都破了世界紀錄，其中八百公尺，德國瑞琦 2 分 16 秒 8 的世界紀錄高懸 16 年才被改寫，但也就
是八百公尺，引起極大的爭議，部分女選手半途或終點體力消耗殆盡，昏倒在跑道上，有些還送
醫急救。衛道人士期期以為不可，女子選手以後絕對不可以跑超過二百公尺以上的距離。倫敦每
日郵報還引述醫生的話，女子選手參加八百公尺或其他耐力項目，容易老化，國際奧運會甚至想
恢復古代奧運模式，只准男人參賽。
挪威王子歐雷得到帆船金牌，皇室第一次得金牌。他的兒子哈洛王子，也醉心於帆船，從 1964
到 1972 年都參加奧運，但從來未得獎。
1932 年洛杉磯奧運

劉長春 中國參賽第一人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洛杉磯承辦奧運有兩大難題，一是美國正值經濟大恐慌，二是洛杉磯地理位置偏僻，距主要參
賽國歐洲太遠，因此本屆參賽人數是自 1906 年以來最少的一次。
奧運會第一位風雲人物，是美國甜心狄莉克森，她在美國選拔賽時，六小時內參加十項比賽，
贏了六項，但奧運規定，每位選手只能參加三項，狄莉克森即選擇了 80 公尺低欄、標槍、跳高，

三項都破了世界紀錄，可惜跳高輸給跳過同一高度的隊友雪莉。佳女子高手，並且贏過英國公開
賽。
芬蘭的長距離巨星努米，以 35 高齡 4 度參加奧運，希望再得一面馬拉松金牌，作為他的金牌
告別作，奈何他被檢舉曾在德國參加職業賽，因此只能做觀眾。
我國首次派出隊伍參賽，過程艱辛曲折?
日本偽滿政府發表聲明，將派出滿州國代表，我國乃不計困難派員參賽，以正國際視聽。體協
兼奧會董事郝更生到處奔走募款，湊得華銀八千元，約一千五百美元，選派在華北及全國運動會
表現最佳的劉長春參加奧運。
可惜他在 25 天的海上航行之後立即比賽，並未發揮他的短跑水準。劉長春的奧運之行，是四
億五千萬中國人參加奧運的第一人，肩負了民族歷史重任，其受到的熱情矚目，不亞於今天的奧
運健兒。

1936 年柏林奧運

希特勒令下 開幕式極盡壯觀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當 1931 年德國取得 1936 年奧運主辦權時，希特勒尚非國際知名人士，但在 1936 年柏林奧運
時，希特勒已成為改變世界大勢的要角，無疑地，奧運是他展現政治實力的另一個戰場。
早先為 1916 年奧運蓋的體育場，希特勒並不打算翻修，而另外蓋了十萬人體育場，同時，還
興建了 150 座選手村。
聖火接力也從柏林奧運開始成為賽前重頭戲。聖火自奧林匹克宙斯廟引燃，三千位跑者在 10
天之內穿過七個國家，傳到柏林。
首屆奧運馬拉松冠軍路易士身著希臘傳統服飾應邀觀禮，他贈給希特勒一截橄欖樹幹，象徵和
平。所有隊伍入場時都行納粹禮，唯有英、美兩隊行注目禮，招致滿場噓聲。開幕典禮首次採用
電視轉播，在柏林 28 個場館錄影播放，大約 15 萬人都享受了這項服務。
希特勒拒絕向金牌黑人握手道賀。

1940 年東京奧運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二次世界大戰，使得 1940 預定在日本、1944 預定在倫敦舉行的奧運都取消了。
1944 年倫敦奧運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二次世界大戰，使得 1940 預定在日本、1944 預定在倫敦舉行的奧運都取消了
1948 年倫敦奧運

戰後從簡 經費不及 60 萬英鎊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1948 年英國倫敦奧運如期舉行，但經過六年戰爭的毀損，奧運會不得不節約從簡。
男子選手住在軍營，女子選手住在大學宿舍，田徑賽在臨時鋪設跑道的溫布連足球場進行，所
有的費用不超過 60 萬英鎊，最後結算還有一萬英鎊。
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德、日都未受邀，但是共產國家首度參加奧運了，全部共有 59 國 4099 位選
手參加。

最出鋒頭的是荷蘭媽媽選手柯恩，贏了四面金牌，10 0、200、400 接力及跳遠，其中 200 公尺
領先第二名達 0.7 秒之多，是該項目奧運史上最大的差距。30 歲，兩個孩子的媽，柯恩被稱為「女
飛人」
，當時，她還擁有七項世界紀錄，包括跳高、跳遠。
奧運史上個人項目最年輕的金牌，是美國的馬席亞斯，年僅 17 歲又 263 天，生平第三次參加
十項運動，便以 7139 分打破世界紀錄，他後來在 1952 年赫爾辛基衛冕成功，是奧運史上唯一連
兩屆十項金牌的選手，退休後，他就改行從政當選國會議員。

1952 年赫爾辛奧運

43 國獲獎牌皆大歡喜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在奧運會有顯赫成績的芬蘭，終於爭取到 1952 年的奧運主辦權。長跑巨星努米，他已 55 歲，
芬蘭人對他的愛戴不減，進場後，他又將火炬送給已 62 歲的金牌前輩柯里邁南，由老柯點燃聖
火。

本屆有 69 個國家參加，由於中國大陸受邀，中華民國台灣方面就退出了。民主和共產集

團壁壘分明，各住在不同的選手村。
風雲人物是捷克的柴圖貝克，他贏得了五千、一萬公尺，及馬拉松三面金牌。
澳洲女傑賈克森也受矚目，100、200 公尺不但奪金，還雙破世界紀錄。可惜她在接賽掉棒，
失去了第三面金牌而落至第五。
蘇聯的羅曼絲柯娃贏得女子鐵餅，是蘇聯第一面奧運金牌。
共有 43 個國家得到獎牌，可以說是家家有喜。
1956 年墨爾本奧運

閉幕式首度安排運動員進場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奧運史上唯一在南半球舉行的盛會，便是 1956 年墨爾

奧運。

不過，當時國際上正值多事之秋，蘇聯侵略匈牙利、西班牙佛朗哥與英軍爭奪蘇伊士運河；荷
蘭、西班牙、瑞士、埃及、黎巴嫩都退賽了；匈牙利卻參賽了，而且還得到九面金牌。?BR>i

東

西德組隊參加奧運，並且一直到 1964 年才分手，世局變得很快，東西德已在 90 年統一，92 年
他們將以強隊之姿出席。
海峽兩岸的問題也爭執不休，52 年是台灣退出，56 年則是大陸抗議台灣出席而退出。
連參加三次奧運，老是活在柴圖貝克陰影下的法國選手米豪，終於在馬拉松項目打敗柴圖貝
克，米豪 36 歲，成為馬拉松最年長的冠軍。?BR>i

閉幕典禮，首度安排運動員進場，強調奧

運會所帶來的友誼；這個構想是一位澳洲出身的中國小男孩王約翰寫信提議。
第二年，美國的鍊球金牌選手康納利，和捷克的鐵餅皇后菲柯托娃共結連理，伴郎是捷克的長
跑英雄柴圖貝克，這個婚禮「金」光閃閃，充滿祝福。

1960 年羅馬奧運

楊傳廣獲得珍貴銀牌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羅馬奧運是個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奧運，因為「亞洲鐵人」楊傳廣要向十項金牌進軍，可惜他
以些微差距輸給他的洛杉磯加大（UCLA）隊友強生，僅得到銀牌，但這已是我國在奧運之中唯
一的銀牌，相當珍貴。

這次奧運，首次做了全球電視轉播。
賽前無人注意的跑者阿貝貝，赤足跑馬拉松並且贏得冠軍。他是衣索匹亞的王宮侍衛，是第一
位獲奧運金牌的非洲黑人。繼阿貝貝之後，非洲黑人陸續踏上了奧運舞台。
游泳每一項都破大會紀錄，金牌幾乎被美國和澳洲瓜分，只有一面被英國的郎博璐拿走。美國
的蘇莎個人就贏了三金一銀。
王室成員第二度在奧運稱王，希臘王子（後來為國王康士坦丁二世）
，在帆船龍級項目中奪金。
拳擊賽輕重量級的贏家克萊，即後來的拳王阿里，是當時收入最高的運動員。

1964 年東京奧運

日本選手丹谷幸吉切腹自殺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奧運首次在亞洲舉行，日本抓住機會大秀一場。持聖火進場的年輕跑者，是 1945 年廣島原子
彈爆炸當天出生的廣島居民。
這一屆奧運，仍然是國人充滿期待的一年，楊傳廣捲土重來，可惜他的強項撐竿跳在剛施行兩
個月的新計分法中，得分降低，加上他本人在比賽期間身體不適，只得到第五名。
馬拉松，赤腳大仙阿貝貝穿上了鞋子，成為第一位衛冕成功的馬拉松選手。
柔道和排球是新增項目，這是地主國的強項，從此以後，各主辦國都要求增加對他們有利的項
目。但沒想到，柔道無限量級，荷蘭巨人基辛克卻擊敗了日本神永昭夫，當神永臉色蒼白、搖搖
晃晃時，現場及電視機前的觀眾都心碎了。
日本視金牌如生命，導致了另一樁悲劇，馬拉松項目，日本的丹谷幸吉最被看好，但他卻以四
分鐘之差落居第三。當阿貝貝率先抵達終點、又翻觔斗、又騎腳踏車，精力無限向觀眾致謝時，
丹谷的教練已經示意，
「你立刻就開始為下屆奧運準備。」
經年累月的訓練，也不能見到未婚妻，丹谷非常苦悶，他感覺自己體力已不如昔，問鼎奧運毫
無信心，就在 1968 年奧運前九個月，他切腹自殺了，只留下一句遺言
1968 年墨西哥奧運

「再也不能跑了。」

紀政 80 公尺跨欄銅牌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墨西哥奧運是在海拔 2240 公尺的高地上舉行，空氣稀薄，有些醫學專家還預言，比賽可能造
成選手休克死亡。幸好，這只是悲觀的論調，並未成真。
不過，在場外，卻是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捷克要掙脫蘇聯的控制；法國
政府幾乎被推翻；美國瀰漫著反戰情緒；墨西哥 30 萬老師；學生罷課示威，就在奧運開幕前 10
天，墨西哥政府軍開槍射殺了數百名學生。國際奧會未發表任何言論，僅說是他國內政，與奧運
無關。
最著名的是貝蒙的跳遠，他這一跳 8.90 公尺，超越了當時專家估計的人類體能極限 8.53 公尺，
被譽為 20 世紀最好的一跳，後來的人都跳不過「貝蒙障礙」
，直到 23 年後的 19 91 年東京世界
田徑錦標賽，鮑威爾以 8.95 公尺踢倒了貝蒙障礙。
男子 200 公尺頒獎典禮，美國黑人史密斯（金牌）以及卡洛斯（銅牌），戴著黑色手套，當會
場奏起美國國歌時，他們舉起黑色拳頭展現「黑色力量」，他們的行為，立刻遭到國際奧會驅逐
出選手村。許多人打抱不平，為什麼 1936 年柏林奧運許多獲勝者展現納粹手勢，卻無人被阻止

呢？
對我國來說，紀政是我們最關心的，她以 10 秒 4 贏得 80 公尺低欄銅牌，然後在 1969、1970
年，打破九次世界紀錄，平了四次世界紀錄，成為馳名世界的「黃色閃電」
、
「東方飛躍的羚羊」。

1972 年慕尼黑奧運

美國男籃首度吃敗戰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慕尼黑奧運至今仍令人難忘的，不是選手的傑出表現，而是阿拉伯恐怖份子的暴行，九月五日，
一群暴徒衝進選手村的以色列列隊總部，二人被殺、九人被擄做人質，當暴徒帶著人質到機場時，
警方的解救行動使人質全部遭到報復。
這一年是記者最多的一年，四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都意外的為悲劇做見證。第二天上午，
比賽全部暫停，全員與會者為罹難者舉行默禱儀式。
除了上述舉世震驚的悲痛，籃球賽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爭議，已在奧運連勝 62 場的美國隊在
最後三秒二罰俱中，而以 50：49 領先，蘇聯隊進攻，剩下一秒時，裁判發現記錄台紊亂，於是
叫了裁判暫停，發現蘇聯隊早已在美國罰球時即喊暫停，但被現場喧鬧聲淹沒了，此時，當時擔
任國際籃協秘書長的威廉瓊斯介入，下令記錄台將時間退回三秒，繼續比賽，蘇聯隊反敗為勝。
美國隊雖然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事實

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

地主作梗 我未參賽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蒙特婁奧運從籌備開始就不順利，本來預計三億美元即可完成所有設施，後來追加到十四億美
元３；慕尼黑慘案，使蒙特婁增加一萬名警力及軍隊，花了一億美元。
本來可破紀錄的參賽國數，因非洲抗議紐西蘭訪南非而有 20 國退出。
我國選手也因加拿大拒發簽證而未參賽 在事後的歷史記載之中，許多出版品都主持了正義，
說明加拿大為了討好中共及雙方穀物交易，拒絕台灣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義?BR>C

大出

鋒頭的是羅馬尼亞體操仙女柯曼妮絲，她才 14 歲，第一天出賽時就得了奧運史上的第一個滿分，
她共得了七次滿分，贏得個人全能、高低槓、平衡木等三面金牌，柯曼妮絲風靡了蒙特婁，觀眾
也達到了創紀錄的一萬八千人

游泳分別被美國、東德包下。

女子籃球首度成為奧運項目，蘇聯獲勝，該隊女子巨霸西米諾娃成為最高的奧運女子金牌選
手；i 美國男子隊雖然贏了男籃，但並未直接報仇雪恥，因為他們的勁敵蘇聯在準決賽就被南斯
拉夫打敗了。
美國的中欄怪傑摩斯，以 47 秒 64 贏得金牌，並展開他長達八年的四百中欄霸業，他那獨步全
球的 13 步跨欄絕技也風靡了全世界。
加拿大還創下另一紀錄──主辦國未得一面金牌

1980 年莫斯科奧運

蘇聯迪亞泰丁獨獲八獎牌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莫斯科奧運從賽前一年起，就籠罩在「杯葛」話題。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國為首的國
家，陸續宣佈杯葛莫斯科奧運，最後，共有 62 國決定不參加奧運。英國及澳洲政府也表示支持

抵制活動，但是運動員可以選擇參加與否，結果運動員都選擇參加莫斯科奧運。
最受矚目的卻是中長跑，兩位英國選手歐維特及柯伊的懸妙之爭。
柯伊的拿手項目是八百公尺，1979 年時曾在 41 天之內打破三次世界紀錄。歐維特是千五公尺
世界紀錄保持人。
在正式比賽中，首先進行八百公尺，金牌卻被歐維特贏走。柯伊感傷地告訴世界：「我選擇在
這一天跑了我一生最糟的八百。」
蘇聯的沙涅耶夫自 1968 年以後連得三面三級跳遠金牌，這回在自己國家又添一面銀牌，堪稱
傳奇人物了。

1984 年洛杉磯奧運

中華台北回到國際舞台 蔡溫義銅牌振奮人心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1984 年奧運由美國做東時，蘇聯共黨集團國家也發動杯葛行動，以報復美國於 80 年的杯葛活
動，體操、舉重、角力、女子田徑受到影響。

洛杉磯奧運仍然轟轟烈烈開幕了，有 140 個國

家 7078 位選手參加，我國恢復奧運會籍，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舉重選手蔡溫義以 272.5 公斤，
獲得羽量級銅牌，這是我國第三面奧運獎牌，非常令國人振奮。

美國承辦奧運，做了多項變

革，奧運籌備會主席尤伯洛斯以企業化經營的手法廣闢財源，創造二億五千萬美元盈餘，使奧運
成為一個可以賺錢的盛會。
第一面金牌，是射擊項目，由大陸的許海峰獲得，這也是大陸的第一面奧運金牌。大陸最風光
的則是李寧，他得了三金二銀一銅。
洛杉磯奧運最爆炸性的話題，是首次列入賽程的女子三千公尺，美國的戴蔻兒中途跌倒，並認
為罪魁禍首是南非改效英國的赤足天使芭德。
賽前，戴、芭是冠軍大熱門，前者自 1973 年（14 歲）美蘇運動會以小搏大擊敗了蘇聯奧運銀
牌之後，即成了美國人的小甜心、女英雄。芭德自 1983 年起成為長跑聞人，和戴萱蔻兒先後創
下世界紀錄，但因南非因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而自 1960 年起被拒參加奧運，芭德遂改變國籍代表
英國。

1988 年漢城奧運四之一

花蝴蝶 鋒頭出盡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漢城奧運對我國來說，因為時空較為接近，派出了龐大代表團。
有人說，傑出女性運動員都不漂亮，因為漂亮的早就被追跑了，漂亮的吃不了苦。「花蝴蝶」
葛瑞菲絲卻打破了這一說法：她跑得最快，也挺漂亮。
1984 年洛杉磯奧運，她得到女子 200 公尺銀牌，不過，使她受到矚目的原因卻是她那六吋長、
塗成五顏六色的指甲。 1986 年她的田徑生涯沒有突破，再加上結婚，嫁給 84 年奧運三級跳遠
金牌喬納，她已萌退休之意；但受到先生鼓勵，她又重新投入，1987 年世界錦標賽，她得到第
二。 1988 年 6 月美國代表隊選拔，花蝴蝶跑出 10.49 秒的成績，打破亞絲福所保持的百米世界
紀錄。
奧運時，花蝴蝶舉手投足都是焦點；她贏了 100、200 及 400 接力三面金牌。
1988 年，強生的狀況不太好，二月扭傷腿肌，八月在蘇黎士及科隆舉行的兩場國際賽，他

都輸給劉易士。
漢城奧運 100 公尺決賽，現場及電視機前數十億觀眾都屏息以待。槍聲一響，強生就如攫取獵
物一般，快速衝出，強生贏了，以 9.79 秒再破世界紀錄。才一天而已，他的光榮事蹟就結束了。
國際奧會召開記者會，宣佈強生使用禁藥，金牌由劉易士遞補。
雖然強生是奧運史上第 39 位使用禁藥而被取消資格的運動員，但他是超級大魚，才使得全世
界為之震撼。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

記者 王麗珠 特稿

雖然愛沙維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獨立國家參加比賽，但來自前蘇聯大部分運動員仍是統一
隊的成員。
南非自 1960 年以來首次參加奧運會。
來自全美籃球聯盟(NBA)的選手首次獲准參加男子籃球比賽。喬伊娜連續第二次奪得奧運會七
項全能冠軍。
統一體操隊選手謝爾博獲得全能和其他五個項目的金牌。棒球、羽毛球和女子柔道成為正式比
賽項目。169 各國家選手參加了比賽。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是在 1990 年 9 月 18 日，國際奧會第 96 屆年會在東京召開時，與希臘
的雅典、南斯拉夫貝爾格勒、英國曼徹斯特、澳大利亞墨爾本及加拿大多倫多競爭承辦權。
在前四輪投票，都沒有城市過半數，每次淘汰票數最低的城市，貝爾格勒、曼徹斯特、墨爾
本、多倫多依次被淘汰之後，第五輪投票由亞特蘭大和雅典對決。由於是現代奧運會 100 週年，
因此雅典表現出非贏不可的態勢，但是因亞特蘭大在美國強力運作之下，以強而有力的行銷能力
及現代化場館，最後亞特蘭大以 51 比 35 擊敗雅典，贏得百年奧運會的承辦權。
會期定在 1996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4 日，舉辦 26 種運動 271 項比賽，項目之多再次寫下奧
運會紀錄。26 種運動分別為田徑、水域運動、足球、現代五項、帆船、體操、手球、擊劍、壘
球、射箭、棒球、划船、籃球、射擊、柔道、角力、羽球、桌球、網球、排球、自由車、舉重、
曲棍球、拳擊、輕艇及馬術。
新增加的是女子壘球，另外，排球增加沙灘排球，自由車增加登山車比賽。女子足球也是第
一次出現在奧運會競賽場中，划船比賽也增列輕量級項目，使得比賽項目達到前所未有的 271
項。
過去對足球職業運動員的限制，在這次奧運會中，開放成為允許 3 名職業運動員參加，不論
其年齡或是否參加過世界杯足球賽。自由車首次允許職業車手參賽，使得在環法大賽中的幾位名
將，有機會現身在奧運會比賽中。這些都是國際奧會因應運動比賽逐漸職業化的情形，為了留住
觀眾及增加奧運會的可看性，不得不做出的取捨。
所有國際奧會 197 個會員國，全部都參加亞特蘭大奧運會，使得奧運會的規模和參賽人數，
都是百年來最大的一次。選手多達 10320 人，首次突破一萬人，其中女性運動員多達 3523 人，
與男性選手的比例成為 34％比 66％，女性運動員比例大幅提升。

這次奧運會的吉祥物，為一隻由電腦動畫所製造出來的擬人化圖像，說不出來是什麼，因此
籌備會把它命名為「Izzy」，是由英文「Whatizit」簡寫而成，意思是「這是啥？」這是奧運會百
年來，也是從 1972 年正式有奧運會吉祥物以來，首次以非實體動物為吉祥物，也算是美國人所
標榜的科技領先一切的產物。
向來以效率自詡的美國，卻無法在奧運會的各項運作上獲得足夠的效率。從各國選手抵達亞
特蘭大機場之後，就是漫長的等待，等待入關，等待接待，等待巴士。經常是一等就是幾個小時。
由於義工巴士司機有很多都是來自全美國，對於亞特蘭大的路線並不熟悉，因此出現巴士
司機不認識路在中途迷路的情況。本來從亞特蘭大機場到選手村只要半個小時，司機卻在路上繞
來繞去，找到選手村已經過了 4 個小時。
7 月 19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主持開幕典禮，宣布百年奧運會正式開幕。1960 年拳擊奧運金
牌，後來成為重量級拳王的阿里 (Muhammad Ali)，雖然患有帕金森氏症，仍被請來當點燃聖火
者，當他以顫抖的手，緩慢將火把引燃聖火時，全世界都被這一刻感動了。
籃球選手 Teresa Edwards 代表選手宣誓，跳水裁判 Hobie Billingsly 代表裁判宣誓。
一切似乎都相當順利，但是潛藏的危機等待著引爆。在主運動場旁的百年奧運公園，是一個
開放的場地，每天有大批人潮在此進出。7 月 27 日清晨，一顆炸彈在公園中爆炸，炸死一個人，
並且有 110 人受傷，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恐怖的陰影再度籠罩奧運會。
經過美國軍警全力搜索，並且加強安全措施之後，百年奧運公園在三天後再度開放，比賽仍
持續進行，未受到爆炸的影響。
在成績的表現上，本屆奧運會有多位選手留下各項紀錄。美國的 Michael Johnson 為了挑戰前
所未有的 200 米和 400 米金牌，使得國際奧會願意配合他而更改賽程。而他也不令人失望，以
19.32 秒驚人的成績，打破 200 米世界紀錄，回報給世人。他也順利贏得這兩面金牌，成為奧運
會史上第一人。
法國女將 Marie-Jose Perec 也不遑多讓，她也同樣在女子 200 米和 400 米奪冠，成為第一位在
400 米衛冕成功的奧運女將。
美國的 Carl Lewis 順利再奪跳遠金牌，成為史上第 4 位同一項目四連霸的選手，並且也成為
第 4 位奪得 9 面奧運會金牌的運動員。
土耳其的舉重選手 Naim Suleymanoglu 成為第一位舉重 3 連霸的運動員。回到土耳其之後，
成為全國英雄，上餐廳用餐都不必付帳，開車超速違規也不會有警察開他罰單，警察甚至還請他
簽名。
奧地利選手 Huvert Raudaschl 本屆奧運會繼續參加帆船比賽，使他成為第一位 9 度參加奧運
會的運動員。他在 1964 年第一次參加奧運會，1960 年時曾經是候補選手。
一對來自俄羅斯車臣的兄弟，因為不滿俄羅斯鎮壓車臣獨立運動，因此各自出走，分別代表
哈薩克 (Elmadi Jabrailov) 和摩達維亞 (Tucuman Jabrailov)，卻在自由式角力場上遭遇，兄弟兩人
打起來特別平和，弟弟禮讓哥哥以 10 比 8 點數獲勝。
匈牙利選手 Krisztina Egerszegi 成為繼 1964 年澳大利亞 Dawn Fraser 游泳 100 米自由泳三連霸
之後，第一位獲得三連霸成功的女子游泳選手，她在 200 米仰泳三連霸，當時 Dawn Fraser 在醫
院中養病，也在看電視轉播。

俄羅斯的 Alexander Karelin 成為第一位在角力同一量級 3 度奪金的選手；德國的 Birgit Schmidt
則是第一位女子選手在 16 年後再度奪得奧運會金牌的運動員，她贏得輕艇個人第 5 面金牌。
參加的國家多，贏得獎牌的國家也多，這次奧運會有 79 個國家獲得獎牌，其中有 53 個國家
奪得金牌，獎牌分布在過去奧運會史上也是得牌國家最多的一次。
美國以地主優勢，奪得 44 面金牌，穩居排名第一。解體後的俄羅斯，只得到 26 面金牌，雖
然排名第 2，但是金牌數大幅減少。統一後的德國以 20 金名列第 3。中國得到 16 面金牌，繼續
排名在第 4。
香港因為李麗珊贏得帆船風浪板金牌，在排名超過台灣。台灣則是因為 1988 年漢城奧運桌
球金牌女將陳靜代表台灣出賽，在單打冠軍戰與大陸名將鄧亞萍有一番精彩對決，雖然獲得銀
牌，但是兩人的比賽成為本屆比賽的精典之戰。

2000 年雪梨奧運
雪梨在 1993 年國際奧會第 101 屆年會中，以 2 票之差擊敗北京，獲得 2000 年第 27 屆奧運會主
辦權，打出綠色奧運的口號。事實上，雪梨的確實現了當初的承諾，辦了一次成功的奧運會。
澳大利亞政府全力將雪梨打造成一座奧運城市，尤其是在 Homebush Bay 這個過去曾經是工
業污染嚴重的地區，一度成為垃圾掩埋場的廢土區，改造成為綠意盎然的奧林匹克公園，興建最
具現代化的奧運比賽場館及奧運村，成為化腐朽為神奇的最典型代表。
雪梨奧運籌備會把 15 種運動比賽全部集中在奧林匹克公園內，所有比賽場館距離選手村不
超過 35 分鐘車程。由於雪梨具有最佳的天然港灣地形，因此連水上比賽的帆船及划船比賽，都
是在雪梨市區內，所有參加的選手及職員，全部集中住宿在同一選手村內，這是過去歷屆奧運會
所沒有的。
雪梨奧運會在 2000 年 9 月 15 日到 10 月 1 日舉行，共有 28 種運動 300 項比賽。報名選手 11,116
人，連同職員 7,978 人，總共 19,094 人，打破過去歷屆奧運會參賽的人數紀錄。這是因為當初澳
大利亞在爭取主辦 2000 年奧運會時，曾經開出免費招待各國代表團食宿和機票的優惠條件，因
此共有國際奧會 200 個會員國中的 199 個會員國報名 (除被中止會籍的阿富汗之外)，及國際奧會
主動邀請剛獲得獨立的東帝汶參加，200 個國家地區參賽，也是歷屆奧運會參賽單位最多的一次。
在開幕典禮中，由國際奧會主席薩瑪蘭奇主導的南北韓共同組成一個聯合隊伍，手攜手繞
場，成為開幕典禮最受矚目的一幕。不過，薩瑪蘭奇當初想要兩韓合組一隊參賽如同東西德一般
的構想，仍未能實現，兩韓比賽時仍分開各自奮鬥。
雪梨奧運會國際奧會祭出最嚴格的禁藥檢測，不僅在比賽中檢測，連非比賽期間的檢測也增
加許多，並且首次實施驗血的最新禁藥檢測方法。此舉不僅在比賽中有 7 位選手被檢測出禁藥陽
性反應，遭取消獎牌，並且有 9 位選手在賽前的檢測中就未能通過而遭禁賽。中國大陸並且在賽
前報名最後期限之前，臨時撤回 27 位選手的報名資料，也使得中國大陸的游泳選手在過去兩屆
奧運會中風光一時，卻在雪梨奧運會連一面獎牌都未能獲得。
台灣也在這波禁藥檢測中，遭受波及。先是兩位舉重女子選手在中華奧會自行的賽前檢測
中，檢測出陽性反應，鬧出不小的風波。到雪梨之後，又有一位舉重男選手在飛行檢測中未能過
關，臨時被送回台灣，成為國際媒體頭條新聞。

中華代表團原先獲得參賽資格的有 58 位選手，但因舉重 3 位選手禁藥原因撤除報名，最後
取得參賽資格的有 55 位，參加田徑、游泳 (含跳水)、桌球、自由車、體操、跆拳道、射箭、舉
重、射擊、帆船、羽球、柔道、網球 13 種運動。全團共 102 人。
這次中華代表團共獲得 1 面銀牌和 4 面銅牌，正好是歷屆奧運會獎牌數的總和，也是歷來最
好的成績，但是因為舉重禁藥風波和跆拳道評估過於樂觀，未能奪得金牌，難免有些遺憾。獲得
獎牌的選手分別是，舉重女子 53 公斤級黎鋒英銀牌；女子舉重 75 公斤級郭羿含銅牌；女子桌球
單打陳靜銅牌；女子跆拳道第一量級紀淑如銅牌；男子跆拳道第一量級黃志雄銅牌。在所有參賽
國家中排名第 58。
雪梨奧運會共有 80 個國家獲得獎牌，其中 51 個國家獲得金牌。美國仍是第一大強權，獲得
39 金、25 銀及 33 銅共 97 面獎牌；俄羅斯以 32 金、28 銀及 28 銅繼續排名第 2。第 3 名有了變化，
中國大陸異軍突起，以 28 金、16 銀及 15 銅共 59 面獎牌的成績，擠上第 3 名。地主澳大利亞佔
地利優勢，以 16 金、25 銀、17 銅排名第 4。過去都在第一集團第 3 名的德國，這次落到第 5 名，
只得到 14 金、17 銀、26 銅，打破從 1972 年開始的美國、俄羅斯 (或前蘇聯)、德國 (前東德) 的
排名傳統。
在各項比賽成績方面，中國大陸在桌球的優勢仍舊，包辦桌球全部 4 面金牌。女子舉重 4
位選手參賽，4 人全部抱回金牌。跳水 8 面金牌，中國大陸奪走 5 面。喀麥隆男子足球隊，異軍
突起一路過關斬將，最後在冠軍戰以 12 碼罰球擊敗西班牙隊，奪走奧運足球金牌，成為雪梨奧
運會最大的黑馬，也抱回喀麥隆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價值連城。
本屆奧運會，共舉辦田徑、游泳 (含跳水、水球、水上芭蕾)、射箭、羽球、棒球、籃球、
拳擊、輕艇、自由車 (含場地賽、公路賽、登山車)、馬術、擊劍、足球、體操 (含韻律體操、彈
簧床)、手球、曲棍球、柔道、現代五項、划船、帆船、射擊、壘球、桌球、跆拳道、網球、鐵
人三項、排球 (含沙灘排球)、舉重及角力。新增加的運動比賽有鐵人三項、跆拳道、女子舉重、
女子現代五項、彈簧床、雙人花式跳水，及部分女子田徑項目 (女子三級跳遠、女子撐竿跳高)，
總項目從上屆的 271 項增加到 300 項。主辦單位未舉辦示範賽，28 種運動全部都是正式比賽。
2004 年雅典奧運
奧林匹克運動會起源於古希臘，當一百多年前古柏坦倡議恢復舉辦奧運會時，第一屆現代奧運會
就是選在這個奧運會發源地舉行。不過之後歷經一百年，奧運會一直都在其他國家舉辦，沒有再
回到它的發源地。
雅典曾經競爭 1996 年百年奧運，但是在 1990 年 9 月 18 日，歷經五輪投票之後敗給美國的
亞特蘭大。雖然遭到挫敗，但是雅典仍繼續申請主辦 2004 年奧運會，又是經過五輪的激烈競爭，
終於這次擊敗其他的競爭對手，取得第二十八屆奧運會的承辦權，距離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已經
108 年才又回到奧運會的故鄉。
申請主辦 2004 年第二十八屆奧運會的共有 11 個城市，分別是希臘的雅典、阿根廷的布宜諾
斯艾利斯、南非的開普敦、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巴西的裏約熱內盧、義大利的羅馬、法國的裏耳、
美國的聖胡安、西班牙的塞維爾、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以及俄羅斯的聖彼德堡。
這是有史以來爭辦奧運會城市最多的一次，經過國際奧會評估委員會根據各城市所具備的條
件，篩選出五個決選城市，分別是雅典、布宜諾斯艾利斯、開普敦、羅馬和斯德哥爾摩。

1997 年國際奧會第 106 屆年會在瑞士洛桑舉行，對五個城市進行最後投票，經過四輪競爭，
雅典都是最高票，但票數卻未過半。第五輪投票是雅典與羅馬兩個城市的對決，雅典才以 66 票
對 41 票贏得 2004 年第二十八屆奧運會的承辦權。
會期定在 2004 年 8 月 13 日至 29 日(足球比賽提前於 11 日開打)，舉辦 28 種運動 301 項比賽，
比起雪梨奧運會的 300 項多出一項比賽。全球 202 個國際奧會會員單位 10,500 運動員、3,000 職
員參加，包括伊拉克在內，這是奧運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所有會員國都出席的盛會。
28 種運動將在 38 個場館進行比賽，馬拉松比賽將以 3,000 多年前古希臘馬拉松戰役路線，
從馬拉松跑回雅典市區內，終點則是設在 Panathinaiko Stadium，這是 1896 年第一屆奧運會時的主
運動場，以純大理石興建而成，特別具有歷史意義。
馬拉松路線原本沒有舖設柏油，但是為了因應奧運會的規定需求，希臘政府特別將這一條歷
史的痕跡，舖設了柏油路面，讓參賽的選手在現代的柏油路面上，踏著歷史的軌跡前進，並且命
名為「馬拉松之路」。不過因為工程進度嚴重落後，這條道路一直到奧運會開幕前才完成。
8 月 18 日田徑運動的鉛球比賽，不在雅典的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而是到距離雅典 300 多
公里的古奧林匹亞運動場遺蹟舉行。這也是田徑比賽唯一不收門票的項目，開放觀眾自由參觀。
這個古奧林匹亞運動場，沒有現代化科技痕跡，沒有現代化的燈光、測量儀器和看臺等等，一切
都會回到原始的人工作業。參賽的選手熱身，則在附近國際奧林匹克學院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運動場。媒體作業也是在奧林匹克學院。
古代奧運會獲勝者獲頒橄欖樹桂冠，2004 年雅典奧運會的標誌就是以橄欖樹桂冠為主體，
以藍底白色桂冠圖樣，搭配國際奧會五環，形成雅典奧運會的標誌。除了參考古代奧運會獲勝者
獲頒橄欖樹桂冠的意義之外，橄欖樹枝也是古代希臘祭神時所用的樹木。藍底白色圖樣，則是象
徵著希臘鄉村和希臘藍天與海洋的代表色。
希臘是一個多神話的國度，也充滿著神話故事，因此在徵求雅典奧運會的吉祥物時，大多應
徵的作品都是以希臘神話故事來構思。最後雀屏中選的是以一對男女兄妹的古代陶土娃娃造型，
名字命名為「飛沃斯」 (Phevos) 和「雅典娜」 (Athena) 。設計者是一家公司，名為 Prargraph Design
LTD.。
命名來自古代奧林匹亞兩位神明，「飛沃斯」是光明與音樂之神，以阿波羅太陽神為代表；
「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的智慧與守護神。以這兩個神明命名，代表著將現代奧運會與古代希臘
歷史及神話相結合，充分顯露出希臘的特色。
雅典奧運會聖火棒的造型，是有如一片橄欖樹的樹葉，長 68 公分、重 700 公克，由雅典一
位工業設計師 Andreas Varotsos 脫穎而出獲得青睞中選。除了造型像一片橄欖樹葉之外，聖火棒
也像是火焰向上竄升的樣子，曲線的外形，有如火焰的延伸，也有象徵手持聖火棒者的手延伸的
意義。
如同上一屆奧運會在澳大利亞雪梨舉行時一樣，雅典奧運會舉辦相同的 28 種運動，分別為
射箭、田徑、棒球、羽球、籃球、拳擊、輕艇 (獨木舟含靜水競速及激流曲道競速) 、自由車 (含
場地賽、公路賽及登山車賽《山地車》) 、馬術、足球、擊劍、體操 (含競技體操、韻律體操及
彈簧床《蹦床》) 、手球、曲棍球、柔道、現代五項、划船《賽艇》、帆船、射擊、壘球、水域
運動 (含游泳、跳水、水上芭蕾《花樣游泳》及水球) 、桌球、跆拳道、網球、鐵人三項、排球
(含室內排球及沙灘排球) 、舉重、角力《摔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