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9期／2017.09.30 86   

台日聯手 2020東京奧運台灣

正名 
 

●何朝棟／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台灣事務所代表 

 
 
 

壹、所謂「奧會模式」中華（國）台北 

  「台灣就是台灣」、「台灣不是中華台北」要求台灣正名的呼聲，近年來日益高

漲，尤其去年巴西里約奧運結束，將由日本主辦2020年東京奧運之際，日本友人發起

2020年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連署活動，即要求主辦國日本在2020年東京奧運時，還台灣之

名予台灣選手團，丟棄「中華（國）台北」恥辱之稱謂，讓台灣選手堂堂以台灣之名與

世界各國好手在東京一同競技。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奧會模式」的由來，這當然是政治決定體育的結果。1949年，

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流亡台灣，中華民國領土僅剩台澎金馬，還堅持代表中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競爭中國代表權。1959年5月27日，在慕尼黑舉辦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IOC或「國際奧會」）年會，認為中華民國奧會

無法代表中國，奧會九人執行委員會擬將「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改稱「台灣奧

會」。5月28日，國際奧會通過蘇聯的提案，決議將「中華民國奧會」（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同意中華民國再使用「中國」有關名義作為會籍

名稱，但允許以「Formosa」或「Taiwan」代表為名義重新加入奧會。 

  1960年奧運在義大利羅馬舉行，國際奧會雖然同意承認「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

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會籍名稱，但是不能代表中國，所以只

能使用「Formosa」名稱，會籍縮寫則是「TWN」。台灣代表隊則在開幕典禮中，手持

「抗議中」（UNDER PROTEST）布條走在「FORMOSA」名牌後面，藉以抗議國際奧

會。 

  1964年東京奧運， 1968年墨西哥奧運，國際奧會將台灣官方代表名稱改為

「Taiwan」（TWN）。不過，中國國民黨政府堅持代表中國，拒絕「Formosa」或

「Taiwan」，因此連續三屆向國際奧會提出抗議。 

  因為1968年的國際奧會同意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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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Republic of China、縮寫ROC參加比賽。不過，1976年奧運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因為

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加拿大拒絕給予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簽證，要求代表團

必須改稱「台灣」才能入境。國際奧會同年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改以「台灣」

奧運代表團參賽，但中國國民黨政府拒絕，因此未出賽。 

  1979年10月，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台

灣）的會籍名稱進行討論，最終決議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會」改為「中華台北奧會」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參加奧運會。中國國民黨政府不滿決議，多方抗

議，甚至由奧會委員徐亨向瑞士法院提出控告。 

  1981年3月23日，中華民國奧會正式同意更名為「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中華台北奧會也與國際奧會在瑞士洛桑簽訂協議書，解決多年來

國際奧會中的「中國問題」。雙方得到的共識是「中華台北」運動代表團不得使用中華

民國國旗與國歌，僅能使用「中華台北奧運會旗」以及「中華民國國旗歌」。1984年洛

杉磯奧運，台灣首度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TPE）參加奧運，入場序是T

（TPE；Taipei），而中國則是C（CHN；China）。1 

  從上述「奧會模式」確立的過程看來，國際奧會自始即希望台灣以Taiwan或者

Formosa名義重新加入國際奧會，並以Taiwan或者Formosa名義出賽，唯獨中國國民黨政

府拒絕，最後竟然接受「中華台北」（自甘為中國的一部分）名稱，實在是危害台灣的

禍首！影響所及，導致「中華台北」的奧會模式幾乎成為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官方

名稱，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大會（WHA）以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貳、日本發起2020年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連署活動 

  2016年2月6日日本友台人士在網路上成立了一個「台灣2020東京」、「台灣不是中

國，日本人支持台灣」的網站，希望爭取支持台灣的網友連署，讓世界重新認識台灣，

進而獲得國際奧會和主辦國日本政府的支持，「中華台北」得於2020年在東京舉辦的奧

運會上正名為「台灣」參賽。「相信只要有越多的世界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爭取國際社

會的認同」，讓台灣能以「台灣」參加2020東京奧運。此連署活動相當熱烈，短期內連

署的人數已達數萬人。《台灣2020東京網站》發表專文表示，台灣之所以被叫做「中華

台北」，主要是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打壓，特別是在國際體育賽事上，台灣長期以來都

被迫登記為「中華台北」。然而，「台灣不是中國，台灣就是台灣」，台灣因為政治因

素，長期在國際間都是用「中華台北」為名稱，不過他們認為「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

國」，並提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及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皆向國際顯示台灣國内台灣

人強烈的台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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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2020東京網站》特別呼籲國際社會承認「台灣是台灣、不是中華台北」，也

希望能透過連署的方式，讓包括國際奧會在內的相關單位，重新認識台灣，並在2020年

的東京奧運中讓台灣以台灣為名參賽。 

  《台灣2020東京網站》標題就以「我們呼籲將中華台北正名為台灣！」為開頭，並

強調近來在台灣舉行許多國際運動賽事，會場内都出現「台灣就是台灣」的布條，凸顯

台灣人民拒絶使用Chinese Taipei的公民運動。 

  不僅如此，日本友台人士還成立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於今年1

月10日首先在日本請願網站《Change.org》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活動，提議以

「Taiwan」取代「Chinese Taipei」出賽，連署人數已破六萬人。 

  根據「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的中文說明，指出國際奧會（IOC）規

定，台灣代表團只能以「Chinese Taipei」名義參加奧運會，但此地名不僅不存在，而且

這種台灣是中國領土的説法，根本就是中國為併呑台灣行為正當化之政治宣傳，而這個

名稱就等於將政治摻入體育，同時誤導大眾以為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

國民的印象，嚴重侵犯台灣人民的尊嚴與人權， 也違反奧運憲章中所禁止的「以政治為

由的差別待遇」。 

  「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亦指出，為了讓東京奧運、帕運真正成為世

界驕傲的「和平嘉年華」，絕對有必要向IOC及主辦單位東京奧運會組織委員會等相關

單位提出要求將Chinese Taipei改為Taiwan。對此，協議會也強調「東京奧運台灣正名」

連署若能順利成功，將把提案交給東京都議會，希望能協助台灣代表團參加2020年東京

奧運與帕運時，名稱由「Chinese Taipei」改為「Taiwan」。目前連署書分為日文及中文

兩種，有意參加連署的民眾可上《2020東京五輪「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網站下載，

自己上網連署只須簽名即可，若代別人連署須加蓋連署者印章，而同一家人可只用一個

印章。2020東京五輪「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

會）由幹事長永山英樹領軍，自成立以來每週六或日在東京街頭擺攤設位，不論晴天雨

天，持續不斷推動台灣正名連署，熱情毅力，令台灣人既汗顏又感動。 

參、台日聯手 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 

  根據台灣智庫於2016年公布12月份所進行之民調，其中在關於我國未來參與國際活

動之名稱部分，據民調數據顯示，有51％的受訪民眾，支持以「台灣」名稱參與國際活

動，有34.6％民眾支持用「中華民國」名稱，支持參與國際活動使用「中華台北」名稱

者，僅有9.0％。顯見以「中華台北」名稱對外參與國際活動（含體育賽事），是台灣人

最無法接受的。 

  台灣人目前最屬意以「Taiwan」當作國際組織上的正式名稱，1960年代國際社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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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接受台灣以「Taiwan」、「Formosa」為名參加國際活動，可惜中國國民黨政府自認是

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而予以拒絕。1971年，竊占聯合國中國席位的蔣介石政權代表

被逐出聯合國後，連帶拖累台灣的國際處境更為艱困。1981年，中國國民黨政府以「中

華台北」的奧運模式雖然重返國際社會，但是在國際政治現實壓力下，「中華台北」就

成為台灣的緊箍符。 

  2016年1月16日總統立委選舉，中國國民黨大敗，民主進步黨首次取得行政、立法權

優勢，國會席次也過半，五二○蔡英文總統就職新內閣啟動。 

  縱然如此，正名台灣並不在優先規劃的政策中，衛福部長林奏延率團參加世界衛生

大會（WHA），返台後總統蔡英文接見代表團成員。針對林奏延演說時自稱「中華台

北」一事，蔡英文強調，「稱謂上沒有被矮化，更沒有受到政治框架的限制，不負所望完

成任務。」前行政院長林全也表示，對於整個參訪過程，「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如

果可以，還是希望用中華民國的國家全名。林前院長表示「我認為Chinese Taipei其實就

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Chinese Taipei背後的意思就是中華民國」，並沒有矮化。總

統及行政院長對台灣被以「中華台北」稱謂「沒有被矮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

反應與台灣民意大相逕庭。 

  政府的「維持『中華台北』稱謂現狀」，也影響媒體報導，甚而影響閱聽大眾，一

旦有國際賽事轉播，中華隊喊聲不絕於耳，號稱以台灣優先的《自由時報》也在體育版

上以「中華台北隊」稱呼台灣隊，足見中華隊的稱謂早已習以為常，「中華台北隊」也

偷渡進人民的腦袋 ，久之潛移默化，台灣人真的成為「中華台北人」？ 

  2017年 8月 19日至 8月 30日由台北所主辦的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Summer 

Universiade）是僅次於奧運的國際大型體育賽事，正當日本友人為2020東京奧運「台灣

正名」如火如荼進行連署時，當事國台灣當然不能閒著，冷漠看待日本熱烈行動。因

此，台灣社會一群民間人士自發在網路上成立「台灣正名行動小組」籌辦台灣正名活

動，與日本友人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連署，相互呼應。  

  此外，世界大學運動會英文版媒體手冊出現以「中華台北」代稱台灣，主辦單位被

外界批評自我矮化，「台灣正名行動小組」乃於8月12日當天早上十點於台北市北平東路

與紹興北街口，發起「2017世大運812正名行動——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活動，邀請數百

位民眾一起前來拉起三十公尺長「Taiwan is not Chinese Taipei」與「Let Taiwan Be 

Taiwan」的巨幅布條，封街空拍，透過具體的行動與畫面，凸顯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與危機，同時提醒台灣人民、向國際發聲，為2020東京奧運正名暖身，表達台灣人要

「將台灣正名為台灣」的心聲。 

  8月29日「台灣正名行動小組」邀請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進協議會幹事長永

山英樹，以及數十個本土社團共同舉辦「台灣正名行動台日交流座談會」。與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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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過去台灣人對正名連署相當冷漠，但是在台北世大運後，台灣人對於只能以「中

華台北」，而非「台灣」出賽的感受比過去更強烈。同時，會中也發布「致國際奧委會

主席公開信」，盼爭取以「台灣」的名義參加2020東京奧運。 

  來自日本的永山英樹特別強調，今（2017）年8月15日在靖國神社前舉辦台灣正名連

署，四個小時內就募集到一千多人簽名。永山在致詞哽咽表示，在簽署過程中，很多日

本人仍不忘台灣過去在日本三一一地震後的人道援助，對台灣留下感謝話語。正名是新

台獨運動，有機會可以藉由奧運而獲國際支持，且東京奧運由日本舉辦，對台灣更有

利。 

  永山英樹還說：「有人問我說，日本人為什麼要支持台灣？因為台灣跟日本就是

『兄弟國』的關係。希望台灣的朋友知道，雖然台灣在國際上一直是孤立的狀況，我們

的活動希望能讓台灣更了解，你們不是獨自在奮鬥的。」 

  另外，「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也表示，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日前組成參

訪團赴日訪問，日本人很喜歡台灣正名的旗子，他也問永山英樹，身為日本人，為什麼

這麼支持台灣正名、以台灣之名參加東京奧運？對此，永山英樹的回答指出，不論是日

本或美國都是以日本或美國的名稱參加奧運會，為什麼台灣卻用中華台北？這是一件不

公平、不正義的事，這是轉型正義的問題，他們要幫台灣人出一口氣。 

  永山英樹還說支持台灣正名就是支持台灣獨立，台灣若被中國拿去了，對日本的安

全也不好。中國搞「一個中國」宣傳戰，為了對抗中國，我們應進行「一台一中」宣

傳，武器就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事實，事實有相當大的力量，大家要加油。

「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是新的台獨運動」，這個運動和奧運有關，容易得到世界

的關注和支持，其次，2020奧運的主辦國是親台灣的日本，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參

與，對台灣而言是很好的機會。2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補充說明，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日前到日本拜

訪，在池袋車站看到二、三十位日本人以日文演講，宣傳台灣正名運動，比台灣人還熱

心，令人非常感動，日本民進黨眾議員長島昭久、「日華議員懇談會」幹事長古屋圭司

眾議員、自民黨赤池誠章參議員、自民黨特派山谷惠里子與眾議員長尾敬等人均表達支

持。 

  「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長張燦鍙亦指出，台灣人為了一個單純但很重要的目標

「台灣正名」，已努力了幾十年。他認為第一階段的運動目標是正名連署，日本推動的

連署已近十萬份，我們要簽二十萬份，才不會辜負日本人的努力；此外，應推動降低公

投法提案連署門檻，要求透過網路連署，向國際奧委會發聲，正名為台灣奧委會，決定

明年底選舉時，正式提出台灣奧運正名公投，爭取以台灣之名抬頭挺胸參加2020東京奧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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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強調，台灣正名運動推動已久，永山英樹兩年前

就在推動，很有遠見，這次因為針對世大運和奧運，有這麼多社運團體站出來支持，但

大家不要太樂觀，台灣正名是長久的事，不要世大運結束後就忘記了。「台灣國家聯

盟」總召吳樹民則說，台灣人很優秀但卻沒自信，盼執政者不要怕東怕西，正名很簡

單，行政命令就可做到，對外用中華台北是對台灣人的侮辱，盼東京奧運能正名。「台

灣之友會」總會長黃崑虎也表示，正名是台灣幾十年來的願望，台灣在世大運表現優

異，非常成功，田徑百米、標槍項目都勇奪金牌，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優秀，台灣是一

個國家，重點是台灣內部要覺醒。3 

  本次「台灣正名行動台日交流座談會」，搭起台日聯手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

的橋梁，正式為此運動暖身，啟動台灣正名列車，激發台灣人熱情，目前連署活動正由

海內外各社團協力展開。 

肆、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的戰略意義 

  三十六年來的所謂「奧會模式」，不限國際體育賽事，台灣參加國際組織都以「中

華台北」取代台灣，成為台灣對外名稱。2017年8月19日世界大學運動會英文媒體手冊中

的地理稱謂，竟都以「中華台北」取代台灣，可見其不合理之處。因為手冊中「中華台

北島長又窄」的介紹，除了引起台灣人的憤怒與抗議外，連國際媒體也大幅報導。《紐

約時報》亞洲太平洋區記者更撰文報導，以「What’s in a Name? For Taiwan, Preparing for 

the Spotlight, a Lot」為題，凸顯的標題來形容，在準備世大運所帶來的焦點之際，台灣

這個名字出現許多解讀。《紐約時報》導言就提到，如果美國要舉辦一場重要的國際賽

事，其中一個條件是稱自己為「英國華盛頓」（British Washington）該做何感想？4 

  《紐約時報》因為世大運英文導覽手冊以「中華台北」是個島嶼所引爆的爭議，切

入這次台北世大運，再度掀起「中華台北」與「台灣」正名之爭。國號為中華民國的台

灣於1981年與國際奧會簽定協議，讓台灣的運動員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運動賽事，

解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宣稱是中國合法代表的問題。當初國際奧運在受到中

國共產黨壓力下，要中華民國更改參加奧運的名號，原本是建議改成「台灣」，但不為

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所接受，因為當時中國國民黨仍想反攻大陸，更名為「台灣」則被

認為有被矮化之嫌。如今中國已經不接受台灣任何改變「中華台北」之外名稱的意圖，

這是台北世大運即將開幕之際，台灣社會熱論的「台灣」與「中華台北」議題，勢必成

為國際的焦點。對此，《紐約時報》記者也在推特（Twitter）上貼文，要報導台灣真的

不容易，因為台灣觀眾戴著中華民國國旗假髮，幫中華台北隊加油，超混亂的名稱讓外

國人常常搞不清楚狀況。對此，《日本產經新聞》（The Sankei Shimbun）也採用《日本

共同社》（Kyodo News）報導，「中華台北」與「台灣」正名之爭，以及8月12日早上10

點於台北市北平東路與紹興北街口，發起「2017世大運812正名行動——台灣不是中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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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活動，邀請數百位民眾一起前來拉起三十公尺長Taiwan is not Chinese Taipei、Let 

Taiwan Be Taiwan的巨幅布條。還有《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也引述《柏林報》

（Berliner Zeitung）報導指出，世大運開幕反年金改革團體的抗議，嚴重影響選手入場，

在不得已之下，來自一百四十一個國家的選手們最後一起入場，而最後進場的是舉著少

見的「梅花旗」的「中華台北隊」，之所以會取這個「造作」的名字是中國的意思，但

國際奧委會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台灣的主張到底是甚麼？台灣的名稱是台灣，中華民國、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

就像前述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所言，外國人常常搞不清楚狀況。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

動讓台灣浮上國際舞台，使台灣問題成為國際矚目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由本次台北世大運展開，台日聯手 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台灣正名是過程，而台

灣獨立才是目標。猶如永山英樹所言「東奧正名運動是新的台獨運動」，爭取台灣自我

命名，還台灣真實名稱，讓台灣以台灣之名昂首闊步於國際舞台，台灣是台灣，不是

「中華台北」！這是台灣人的共識，奪回台灣的自我命名權，才能獨立於中國（中華民

國）之外，是台灣人未來努力的目標，也是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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