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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奥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跆拳道在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道路上光彩夺
目袁同时关于跆拳道的学术研究也随之不断增加袁其中袁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更成
为了体育学界关注的焦点遥 为了进一步完善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袁 运用文献资料
法尧逻辑分析法以及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袁对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的范式尧研究方法
的特征进行分析袁并对日后跆拳道史学研究的方法提出建议遥 研究得出院迄今为止
韩国的跆拳道史学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片面性及合理性的问题遥 韩国跆拳道的史学
研究可分为跆拳道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过程两方面袁 对跆拳道形成过程方面的研究
可采用考据尧历史比较法尧口述史方法对跆拳道第一代传习者以及最初的技术体系
进行分析研究曰对跆拳道发展过程方面的研究可采用历史比较法尧统计法尧马克思
主义研究方法等袁对跆拳道发展过程中的竞技化尧海外传播等领域进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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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kwondo, as one of the official competitive sports in Olympic Games, has a dazzling
development with its academic research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Among them, the study of Korean Taekwondo histo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sport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Korean Taekwondo history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ology features of Taekwondo history in Korea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analysis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based on which suggestions for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aekwondo has
been put forwar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aekwondo history in Korea
has been one-sided and unreasonable.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aekwondo in Ko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aekwondo.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aekwondo can be done by analyz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aekwondo
practitioners and the initial technical system through using the textual research,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oral history method.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aekwondo can be done
by analyzing the competitive development path and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aekwondo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ison method, statistical method, Marxist research method, etc.
taekwondo; taekwondo history; oriental martial arts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ologies

学研究主要围绕着跆拳道史观展开袁 较具代表性的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武技形态是跆拳道袁 对其的
理论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韩国内开始逐渐
形成袁尤其是跆拳道的史学研究袁在过去的几十年内
不断地成为跆拳道理论研究中的焦点和辩论点遥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袁 迄今为止韩国跆拳道的史

史观可归纳为以下三种遥 第一种史观认为跆拳道是
源自韩国古代时期的传统武技项目袁 这一观点可以
称为跆拳道传统史观渊以下简称为传统观冤袁该史观

的主要拥护者有 Choi H. H.[1]尧Kim K. S.和 Kim K. J.[2]尧
Jeong C. M. [3] 等韩国学者遥 第二种史观认为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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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在朝鲜半岛的日治时期渊1910要1945 年冤袁由日
本的空手道转型而成的武技项目袁 此观点可以称为

跆拳道的外来武技传入史观 渊以下简称为传入观冤袁
该史观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袁 代表人物为韩

国跆拳道学者 Yang J. B.[4]以及 Kim Y. O.[5]遥第三种史
观认为袁在韩国的日治时期袁日本空手道尧韩国传统
武技要要
要托肩术渊Taekkyun冤和中国武术三者融合形

成了现在的跆拳道遥 此观点最早由 AhnY.K.提出袁被
称为跆拳道的融合史观渊以下简称为融合观冤 [6] 遥 在

图 1 高句丽舞踊墓壁画

一定程度下袁 以史观为核心的跆拳道史学研究范式

在众多韩国学者的努力下得到了大力发展遥 但除跆
拳道史观研究领域外袁 跆拳道史学研究仍存在较多
可发觉的新课题与研究的突破点遥 为了丰富今后跆
拳道史学研究的内容以及完善跆拳道史学研究的方
法袁 本文首先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持续比较法对现有
的韩国跆拳道历史先行研究进行比较与分析袁其次袁
于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笔者对 4 位韩国跆 拳

道史 学研 究的 权 威学 者进 行 访谈 渊表 1冤袁与 每 位 访

谈对象均进行了两次以上尧 每次不少于 1.5 小时的
访谈遥 笔者采用陈述性与评论性相结合的开放式提问
形式袁向访谈对象询问了对于韩国跆拳道历史研究的

图 2 韩国三国时期金刚力士石像

范式尧研究方法等问题的看法袁从而深入分析适用于
不同跆拳道史学研究的方法遥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今后
此种有着浓重民族主义色彩的跆拳道传统观得

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方法层面进行展望遥

到了众多诸如国技 院 渊Kukkiwon冤尧大韩 跆 拳道 协会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 岁 学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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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研究领域

博士 韩国 K 大学 体育学院院长 跆拳道史
跆拳道系教授尧博士生导师

B

58

博士 韩国 K 大学跆拳道系主 跆 拳 道 史 尧 体
任尧教授尧博士生导师

C
D

45
46

育社会学

博士 韩国 H 大学体育系教授尧 东 方 武 技 文 化
博士生导师

学尧比较武技论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哲学

渊KTA冤等 跆拳道组织的采纳袁同时在众多韩国 出版

的跆拳道教育丛书中对跆拳道历史的解释也多为此
观点遥 但此史观所提出的诸如壁画尧石像等关于跆拳
道技术的历史证据与如今的跆拳道形态出入 甚大袁
并且无法确切地证明跆拳道从古至今的发展路径 [7]遥
因此袁在韩国跆拳道学界袁对于传统观的质疑随着时
间的推移日渐增多遥

博士 韩国 Q 大学东方武术史 东 方 武 技 史 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袁部分韩国学者提出跆拳
道是由日本空手道演变而成的遥 这种跆拳道传入观主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袁 韩国跆拳道学术界就跆拳

要认为跆拳道并非韩国从古至今固有之武技袁而是在

道历史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遥 其中最早出现的

韩国日治时期袁一部分去日本留学的韩国学生在学习

是跆拳道传统观袁持有此史观的 Choi H. H.尧Kim K. S.

了空手道归国后传播的袁进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武

和 Kim K. J.等学者认为跆拳道是民族古来有之的固

技项目遥 传入观的历史证据是韩国第一代跆拳道馆的

有武技项目遥 许多跆拳道界人士将民族主义思想与

馆长们大部分都是空手道的传承者袁并且最初在各道

跆拳道传统观结合在一起袁 在韩国跆拳道界产生了
很大的共鸣遥 跆拳道传统观提出的主要历史证据为

馆中传习的武技技法大多都是空手道技法 [8]遥 除此之

外袁赞成传入观的学者们大部分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

高句丽舞踊墓中的壁画渊图 1冤和韩国三国时期的金

创编的跆拳道品势中包含了相当多的空手道元素袁这

刚力士石像渊图 2冤遥

也是学者们赞成传入观的主要证据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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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此史观的是 Yang J.B.教授袁他在 1986
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明确指出跆拳道是从日本
空手道演变而成的袁 还详细地叙述了其演变过程中
的传承宗谱 [9] 遥 他的这一史观在当时引起 了学术界

很激烈的讨论袁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跆拳

为了对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进

行具体分析袁 通过韩国权威学术研究情报搜索系
统要要
要RISS 对 至 今 为 止 发 表 的 有 关 跆 拳 道 历 史 的

道学术界所关注的 焦点 和 争 辩的 内容 遥 此后 袁1990

论文进行了统计渊表 2冤遥

再次提出了跆拳道是由空手道演变而来 [5] 遥

运用文献资料法进行的研究居多遥在研究范式方面袁

年 Kim Y.O.出版的叶跆拳道哲学构成原理曳一书中袁
传统观与传入观这两种站在对立面的跆拳道史

观逐渐形成了论战的姿态遥 在这场论战中袁支持跆拳

道传入观的学者们认为从韩国近代以前 渊1876 年以
前冤的史料来看袁关于跆拳道的内容相当贫乏袁不具有
史学研究意义袁要考察跆拳道的历史问题就必须从韩

由表 2 可知袁至今为止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中袁
跆拳道史观研究范式占最大比例袁 其次是史观论战
的研究范式遥 通过对以上韩国跆拳道历史先行研究
的方法分析袁结合跆拳道项目的技术尧传承等要素袁
总结出以下目前跆拳道史学研究中所运用研究方法
的特征遥

国 1945 年解放前后来入手遥 且 Yang J. B.尧Kim Y. O.
和 Bae Y. S. 等则普遍认为韩国解放前后随着在日本

韩国迄今为止跆拳道史学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

习练了空手道的留学生的回国袁 空手道开始传入韩

料法尧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袁通过对跆拳道历史进

国袁这才是跆拳道传承的起始点遥 另外袁从跆拳道的技
术动作层面来看袁支持传入观的学者们认为跆拳道的
技术动作与韩国传统武技有很大的区别袁而跆拳道的
技术体系中与日本空手道一致的技术动作极其多遥
基于以上袁传入观主要以韩国日治时代渊1910要

1945 年 冤末 期传 入 韩 国 的 空 手 道 为 史 观 依 据 袁通 过

行考察袁引导出一种跆拳道史观遥此类研究中单调的
研究方法导致了对跆拳道整体历史中细节的 忽略遥
例 如 袁上 述 Yang J.B.尧Kim Y.O. 等 主 张 跆 拳 道 传 入
观的学者是根据跆拳道第一代传承者大部分都在日

本留学时期习练过空手道袁 并且跆拳道的品势动作
中大部分都与空手道技术动作相似这两点导出了跆

对 1945 年前后 跆 拳道 的传 承宗 谱 以及 与空 手 道技

拳道是由空手道演变而成的历史观点遥 针对此类论

术体系的比较袁得出跆拳道是由空手道演变而来遥

点袁在本文访谈中袁研究对象 A 提出了以下看法遥
野目前跆拳道史学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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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与传入观进行着如火如荼的论战之
时袁20 世纪 90 年代末袁Ahn Y.K.教授通过对第一代
跆拳道馆中青涛馆的创始人 Lee W.K. 进行的口述

史 研 究 袁得 出 跆 拳 道 最 初 是 由 日 本 空 手 道 尧 韩 国 传
统武技和中国武术融合而成的结论 [10] 遥 此种跆拳道
史观以第一代跆拳道传承者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他

们的习武经历尧 习练与传承的武技内容 进行分析袁
从而总结出跆拳道是由多种武技项目所结合而成
的结论遥 因此袁此史观在当时被称为跆拳道融合观遥
此后袁又有 诸 如 Kang K.S. [11] 尧Heo I.U. [12] 尧Song H.S.
和 Lee K.H. [13] 等研究人员对其他第一代跆拳道传承

者进行了研究袁得出的结论也与 Ahn Y.K.教授的研
究结果相似遥
跆拳道融合观主要结合跆拳道第一代传习者的
经历尧传承路径以及技术体系等方面袁阐述了跆拳道
的形成与中国尧日本的武技具有密切的关联袁此观点
与传入观一样袁否定了跆拳道是韩国野古来有之的固
有武技冶的正统身份袁因此同样被跆拳道传统观学者
视为对立学派遥

献研究第一代跆拳道九大道馆要要
要讲德院尧武德馆尧
松 武馆 尧吾 道馆 尧正道 馆 尧智 道 馆 尧彰 武 馆 尧青 涛 馆 尧
韩武馆要要
要的创始人的习武经历袁 从而证明跆拳道
起源于空手道遥 这样做的原因是在韩国的古籍当中
找不到与跆拳道相关的史料袁 所以只能通过第一代
跆拳道馆的创始人尧 指导者的习武经历来证明跆拳
道的起源遥 冶
通过文献研究第一代跆拳道馆创始人的习武经
历的确对研究跆拳道的起源具有意义袁 但忽略了跆
拳道与空手道的技术体系虽然相似袁均以型尧对练尧
击破等形式进行袁而在技术层面袁传统空手道中高位
腿法以及旋转腿法技术是极少的袁 这两点是跆拳道
较为鲜明的技术特点遥基于此袁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
的片面性容易导致忽视整体的历史事实遥 历史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 当时的每一个
细节都会导致事物在未来发展中的变化与突破遥
另外袁 史观论战研究在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领
域长时间占据了重要地位遥 在跆拳道史观论战的研
究中袁一部分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历史观点正确袁往
往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批判其他史观上遥 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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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韩国跆拳道史学研究统计
论文类型渊篇数冤

研究范式渊篇数冤

学术期刊论文渊25冤

史观研究范式渊14冤

篇名

主要研究方法

跆拳道历史由来与精神价值研究

文献资料法

中国跆拳道指导者的史观形成特征研究

访谈法

跆拳道历史发展与国际化研究

文献资料法

武道史视域下的跆拳道发展考察

文献资料法

对于跆拳道发展局面的再考察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民族主义观点形成的主体与战略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与朝鲜时代民俗武艺的历史关联性研究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源流的历史考察

文献资料法

托肩术与跆拳道的历史关联性探索

文献资料法

作为跆拳道前史的野手搏冶史料分析

文献资料法

1959要1961 年跆拳道教本中收录的托肩术的历史含义研究

文献资料法

武道史视域下的跆拳道发展考察与展望

文献资料法

韩国跆拳道史观试论

文献资料法

韩国三国时期跆拳道的历史发展考察

文献资料法

史观论战研究范式渊7冤 传统主义渊传统观冤跆拳道史叙述的问题

其他研究范式渊4冤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现代史研究要要
要以金龙玉野跆拳道哲学的构成原理冶中的错误为中心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论战的核心问题与课题

文献资料法

作为韩国传统武艺的跆拳道史再考察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历史论战院新传统主义渊融合观冤对于修正主义渊传入观冤批判的反批判

文献资料法

关于跆拳道史观定义方向的考察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起源的正统性探索

文献资料法

大韩跆拳道协会竞技规则的变迁研究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竞技化的历史背景与传播史的意义

文献资料法

国技跆拳道武德馆研究
学位论文渊10冤

史观研究范式渊5冤

口述史

跆拳道史学研究新方向探索

文献资料法

日治时期解放以后韩国跆拳道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文献资料法

朝鲜时代跆拳道的发展过程研究

文献资料法

现代跆拳道的正统性研究要要
要以韩国传统武艺尧文化为中心

文献资料法

韩国跆拳道近代化过程研究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与托肩术的相关性

文献资料法

史观论战研究范式渊2冤 关于光复以后跆拳道时代变迁史的文献研究

文献资料法

关于光复以后跆拳道馆的生成与教育的研究

文献资料法

韩国跆拳道考试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文献资料法

跆拳道竞技化过程的历史与哲学分析研究

文献资料法

其他研究范式渊3冤

跆拳道进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考察

文献资料法

资料来源院根据韩国学术研究情报搜索系统要要
要RISS 中野跆拳道史冶的论文搜索结果整理编制

[14]

遥

中袁应在批判其他史观论点的同时袁通过多样的历史

方法的合理性遥 本文访谈中袁研究对象 C 针对跆拳道

研究方法挖掘影响跆拳道历史发展的细节袁 使跆拳

传统观学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作出了以下叙述遥

道历史研究在不断批判与被批判的学术过程中得到
积极的推动遥

野大部分持有传统观的学者根据高句丽舞踊墓
中的壁画及韩国三国时期的金刚力士石像等史料认
定跆拳道从公元前就已形成袁 只不过当时的名称不
是耶跆拳道爷而已遥 冶

历史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遥 英国

需要注意的是袁古代距今时间久远袁在仅有少数

著名历史学者 E.H.Carr 在他的著作叶历史是什么钥 曳

壁画和石像等比较匮乏的史料的情况下袁 断定古代

不间断的对话是通过历史学者们长久的努力所形成

是较无说服力的遥 历史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为对人和

的遥 因此袁历史学者必须注意自身研究中所运用研究

物的考证袁然而在目前的跆拳道史学研究中袁存在着

中提出野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不间断的对话冶 [15] 袁这种

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跆拳道的技术袁 这在史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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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方法不甚合理的问题袁即过度依赖于物证袁

想袁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对当时第一代的跆拳

而忽略了对人的研究遥这对史学研究是十分不利袁对

道传习者们进行了解遥我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袁但是其

跆拳道史学研究的进展不但没有任何益处袁 反而会

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遥比如说袁部分学者只是根据第

影响正确理解跆拳道历史袁是有弊无利的遥

一代跆拳道传习者中的极个别人进行访谈袁 从而得

根据上述跆拳道史学研究的范式以及研究方法

出了跆拳道传入观的结论袁这的确有些片面遥我认为

的特征可知袁通过韩国跆拳道史学界几十年间不断的

目前跆拳道史学研究比较大的问题应该可以说是研

努力袁跆拳道史学研究大体形成了传统观尧传入观和

究资料搜集不充分遥 冶

融合观三种历史观点袁这在跆拳道史学研究进程中是

研 究 对 象 C院 野 访 谈 或 口 述 史 在 跆 拳 道 史 学 研

非常重要的突破袁但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片面性与

究袁 尤其是对跆拳道形成的研究中是比较妥当的方

合理性的问题袁跆拳道史学研究距离较为完整尧系统

法遥但目前跆拳道的第一代传习者大多已经过世袁要

地阐明跆拳道历史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遥 跆拳道的发

得到本人的第一手阐述基本已不可能遥 第一代指导

展是迅速的遥 1955 年出现野跆拳道冶这一武技名称以

者多数都留下了著作袁 从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跆

来袁在 60 余年的岁月里袁跆拳道的技术形态与传承方

拳道形成的信息遥对目前跆拳道史学界来说袁非常需

式不断地发生改变袁这在跆拳道史学研究中尤为值得

要集合众多学者共同的努力袁 对第一代跆拳道指导

注意遥 笔者认为应在关注跆拳道发展脉络的同时袁采

者们的生涯历程和留下的著作进行大规模的收集与

用最为合理尧有效的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袁以期最大

分析遥 具体方法可以将文献研究和口述史两者结合

程度地剖析跆拳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真相遥

运用袁不过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遥 冶
通过 以 上研 究对 象 A 和 C 的 访 谈 内 容 可 以 了
解到袁 两位学者都认同以跆拳道第一代传习者为焦

目前袁 韩国跆拳道史学先行研究主要围绕史观
研究尧史观论战研究尧少量的跆拳道竞赛史尧人物生
涯史等展开遥 本文利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访谈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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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利用文献研究法和口述史方法袁进行野物考冶结合
野人考冶的全面研究遥 另外袁研究对象 C 所提出了跆

拳道史学界众多学者可尽可能地多进行合作袁 一起

目前韩国跆拳道史学界尧 东方武技史学界中具有相

考察的观点袁 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对今后跆拳道史学

当公信力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访谈袁 访谈主要围绕跆

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与发展作用袁 能够帮助跆拳道

拳道史学研究的范式以及未来跆拳道史学研究方法

史学者们避免研究的局限性袁扩大研究的可续性袁最

等问题进行遥

大程度上控制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历史片面性问题遥

跆拳道作为一项韩国代表性的武技袁 在过去几

研究对象 B院野以跆拳道第一代传习者为焦点进

十年间不断得到发展袁并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成

行史学研究无可厚非袁 但是目前已存先行研究中有

为正式竞赛项目遥如今袁跆拳道不仅是韩国的武技项

较大部分将第一代传习者在日本期间习练了空手道

目袁也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武技运动项目遥但在其得

这一点扩大化袁 从而证明跆拳道是由空手道演变而

到巨大外在发展的同时袁 内在的历史起源问题至今

来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袁当时第一代传习者中另有很

不甚明了遥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袁跆拳道史学者们

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学习了中国武术中的一些拳法后

对其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袁但史料匮乏尧主观倾向等

归韩授徒的袁 所以在阐述第一代跆拳道传习者的习

原因袁 造成无一史观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遥 因

武经历时日本空手道和中国武术这两方面都要重

此袁 本文通过对跆拳道史学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展

视袁不能出现研究资料搜集的片面化遥 冶

开的分析袁 结合 4 名跆拳道以及东方武技史学方面

研究对象 D院野在跆拳道的史学研究中袁 特别是

的专家学者的访谈内容袁 试图在跆拳道史学的研究

关于跆拳道起源的研究中袁 一定要将第一代跆拳道

的方法层面获得新的突破遥

传习者们的经历和最初跆拳道技术体系结合起来进

研究对象 A院野史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文献
研究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呈现出当时的事实遥我认为

行分析遥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呈现出跆
拳道形成的事实真相遥 冶

可将跆拳道历史分为起源与发展两部分进行研究遥

根据目前跆拳道史学研究的文献研究以及 4 名

跆拳道的情况比较特殊袁 不仅在古代的文献中查不

跆拳道以及东方武技史学界具有相当公信力的专家

到关于跆拳道的信息袁 就连近代的文献资料里也没

学者对跆拳道史学研究方法的看法可知袁 跆拳道史

有遥 这个现象不得不使我觉得跆拳道是在韩国近现

学研究应分为形成过程与发展过程两部分袁 这一跆

代形成的产物袁但这只是一种猜想袁要想证实这个猜

拳道的史学研究范围在目前韩国乃至其他国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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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尚未出现遥 在未来的研究中若能清晰地划分该
研究范围袁 对系统梳理跆拳道形成及发展有着极大
的推动作用遥其次袁在跆拳道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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