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等職，協助臺灣體育運動事務的發展，深受
體育界人士的愛戴與景仰，並曾獲頒教育部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以下簡稱輔大體

六藝獎章、體育獎章、中國國民黨光華獎

育）自1969年成立至今已有47年的歷史，由

章、華夏三等獎章。特別是出任體協秘書長

於教育目標明確、師資陣容完善，加上專業

四年期間，輔佐當時的理事長鄭為元將軍，

課程設計紮實，不僅為臺灣培訓出不少優秀

以圓熟的溝通技巧、備受肯定的專業素養及

體育師資、運動專業人才，亦為國內體壇孕

以身作則、力行不懈的風範，弭平體協面臨

育許多傑出運動競技選手，更是與國立臺灣

內外紛爭不休之問題，終使得體協復歸團

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中國文化大學

結，功不可沒。（註2）除此之外，唐主任尚

（以下簡稱文化）、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

一肩扛起負責推展冬季運動的部分，由於唐

灣體育運動大學等大專校院，一同肩負起臺

出生中國大陸東北，嫻熟冬季運動，故堅持

灣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責大任。

理想、排除萬難、說服政府，引進滑雪運動
在臺生根，並培育地處亞熱帶臺灣選手參與

輔大體育能夠享有今日之盛名，與擁有
「永遠的系主任」稱號之創系推手──唐恩

冬季奧運，故被曾任中華奧會主席的黃大洲
先生譽為「冬運功臣」。（註3）

江的理念與想法有著絕大的關係。回顧在「

輔仁輔人  輔大體育創立者

唐恩江

輔仁」二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從草創場地、

再者，無時無刻心繫體壇發展的唐主

師資匱乏的窘境，到中美堂、積建樓、游泳

任，曾針對臺灣要如何突破運動成績水準和

池、田徑場等運動設施的興建，以及師資的

活躍國際體壇部分，於1985年5月在〈如何突

擴充，乃至整體規模的逐漸完善，這些都是

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一文中指出：「體育

唐主任勵精圖治的成果。此外，唐主任在輔

的盛衰，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的重要

大體育任職期間，更是為了學生犧牲奉獻，

尺度，過去一直標榜自由和平的奧林匹克運

作育英才無數，至今仍為受教學子所津津樂

動會，現已成為民主政體及社會主義國家展

道。舉例來說，曾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

現實力的場所。」（註4）同年9月又在〈中

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秘書長的劉衡江

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與展望〉中提及：

教授（輔大體育第一屆畢業校友）就非常感
老師幾乎相同的職場道路。（註1）
另一方面，在輔大體育教職與行政工作
百般繁忙之餘，唐主任在「輔人」部分則是

金湘斌、陳麗娥

註1

念唐主任的悉心教誨，因此才會選擇踏上與

擔任過臺灣省教育廳國民體育委員、教育部

註2
註3
註4

邱曉珍，〈體壇瑰寶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匹克
委員會顧問唐恩江教授〉，《大專體育月刊》，2
（臺北，1998.11）：20-21。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
（臺北，2001.12）：153-154。
黃大洲，〈冬運功臣――唐恩江謙沖為懷〉，《
東北文獻》，32.2（臺北，2001.12）：152。
唐恩江，〈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中
央月刊》，17.7（臺北，1985.05）：16-19。

國民體育委員、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以下
簡稱體協）秘書長、大專體總秘書長、中華
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
委員、國民大會代表（以下簡稱國大代表）
金湘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E-mail: t3845@nknu.edu.tw。
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E-mail: lio103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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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最佳保
證」，我們可以從歷屆的奧運舉辦情
形窺出，奧運的基本精神已蕩然無
存，而所衍生出來的共識，卻是一個
殘酷的事實，「體育就是國力的延
伸」，「體育就是國家尊嚴的具像」
，亦即體力就是國力。最近我們的運
動團隊出國比賽，由於中共的干預而
時生困擾，甚至於影響會籍，而探其
癥結，在於「比賽實力」。（註5）
由此可見，唐主任深知透過體育運動
揚名於國際的重要性，對外不僅能彰顯國家
實力與捍衛國家尊嚴外，對內亦能使得臺灣
在國際局勢風雨飄搖中，真正獲得「莊敬自

貳、生平事略

代之觀點下體育運動的發展歷程。
基於上述種種事蹟，可簡單窺探出唐主
任的一生除了在「輔仁」開創體育學系為臺
作育英才，亦適時挺身而出襄贊「輔人」，
著實為臺灣體育界做出不少貢獻。緣此，本
文將以唐恩江家人所提供之資料和當時報章
雜誌的報導，以及透過訪談的文稿，冀望能
藉此彙整出唐恩江教授的生平事蹟，並補述
他對臺灣體育運動界方面的貢獻與成就。

選長春市參議員，並獲選成為國大代表候選

隊，從此與體育結下不解之緣。（註8）

人，後因國共內戰戰事擴大，吉林撤守，唐
恩江轉赴瀋陽、北平、青島、上海等地活

（二）深入敵後、遠走他鄉

動，後應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之聘擔任講師轉
往衡陽、廣州發展。（註11）而這一別，沒

（一）山河巨變、結緣體育
1941年，唐恩江畢業於吉林師道高等學

想到要歷經滄桑才能重返故土，對此唐恩江

唐恩江，原籍山東蓬萊，世代以耕讀

校（今中國東北師範大學體育學院）男子校

在〈祭文〉當中非常感慨的表示：未能踏察

傳家，後因山東省接連發生蝗災與洪水，迫

區體育系第二屆，後受聘於長春市二中，且

局勢、不久又拋棄雙親、妻兒遠走他鄉，光陰

於生計無奈下，祖父母遂舉家出關，移往吉

秘密為國民黨從事敵後地下工作，並任「東

荏苒、歲月如梭，一別42年，河山依舊、人事

林省敦化縣墾殖。父成林公，自幼於私塾勤

北抗敵挺進團長春分團書記」一職。1943年

全非……。（註12）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奮勉學，立志從商，以糧棧鮮貨莊為業，加

12月14日，其組織被敵特務機關所破獲，唐

在這42年當中，唐恩江亦在人生的第二故鄉

上豪爽健談、頗具學識，故除事業經營有道

恩江與同志十餘人均遭逮捕入長春監獄，受

──臺灣，一展其在體育運動方面的長才，

外，亦受地方鄉親愛戴。（註6）

嚴刑逼供拷打。1944年5月，其父成林公前來

除實踐自己的理想抱負外，更在輔大孕育體

探視，唐恩江遂泣不成聲，對父親說：「小

育學系的生長，以及為臺灣這塊土地培育無

於此家庭環境成長下之唐恩江，8歲入

鬼子二年三年就將敗亡了，不要難過了，很

數的體育運動工作者。

敦化縣立第一小學就讀。就讀期間，便展現

快就出去了。」（註9）回監房後，才深知平

對體育的熱愛，對於游泳、籃球、足球、田

時管教極為嚴厲的父親，其長久以來的用心

徑、滑冰、國術、排球等運動項目幾乎是完

良苦，遂發願若能活著走出監獄，必定好好

註6

全不排斥。至高等小學時期，適逢九一八事

奉養雙親。與此同時，也更加堅定抗日戰爭

註7

變爆發、日軍入侵東北，社會動亂之故，乃

必能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念。在2年8個月坐牢

隨師長陳仲武先生參加抗日救國軍，並偽裝

的歲月裡，雖歷經死去活來，幾成殘疾，但終

成農村牧童，為游擊隊監視日本駐軍的動

能於1945年日本投降後，帶著傷疤、拄著柺杖

態，因而萌生強烈愛國民族意識。由於唐恩

走出監獄。（註10）

註5

註8

江當時年僅十來歲，其師不令隨行參與，故
先後入學於吉林二中和海成初中接續學業。

出獄後的唐恩江，在稍做休養過後，
先是婉拒出任東北省教育廳與長春市教育局

052

唐恩江

系就讀，並多次膺選為學校體操與排球代表

一、熱血青年結緣體育深入敵後

強、處變不驚」的安定力量，並真切的反映
出當年國府政權建立自由中國、反共堡壘時

輔大體育創立者 ---

在中學期間，除持續精進游泳、田徑和

特別設立之體育科相關官職，後來才經國民

各球類項目外，對於體操上操控自如與身輕

政府的輔導下，插班就讀長春大學歷史系，

如燕的技法更是令人讚嘆不已。（註7）基於

在完成長春大學歷史系的學業後，旋即赴長

對體育運動的熱愛，以及為一圓成為體育教

春籌辦三民主義青年團吉林支團，以及負責

師的夢想下，故毅然決然於中學畢業後投入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長春市分會成立相關事

體育運動的懷抱，選擇進入吉林師範體育學

宜。接著於1947年參加甲等公務員選舉，當

註9
註10

註11

註12

唐恩江，〈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與展望〉，
《國民體育季刊》，14.3（臺北，1985.09）：66。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
（臺北，2001.12）：153-154。
邱曉珍，〈體壇瑰寶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匹克
委員會顧問唐恩江教授〉，《大專體育月刊》，2
（臺北，1998.11）：20-21；〈體壇軼聞 年過七
十不服老 唐恩江露身手 常有驚人之作〉，《
聯合晚報》，1992.09.21，15版。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
（臺北，2001.12）：153-154；邱曉珍，〈體壇瑰寶
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顧問唐恩江教
授〉，《大專體育月刊》，2（臺北，1998.11）：2021。
唐恩江，〈祭文〉，未出版手稿。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
（臺北，2001.12）：153-154；唐恩江，〈祭文〉，未
出版手稿。
邱曉珍，〈體壇瑰寶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
匹克委員會顧問唐恩江教授〉，《大專體育月
刊》，2（臺北，1998.11）：20-21。編輯部，
〈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臺
北，2001.12）：153-154。
唐恩江，〈祭文〉，未出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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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政府遷臺投身體育教育工作

輔大體育創立者 ---

唐恩江

神父的盛情邀請下，兩人遂一同轉至恆毅中
學任教。同年8月，唐恩江參與我國「第八屆

（一）建中任教
1949年6月，國立長白師範學院奉命遷

冬季奧運籌備會」，並擔任選拔小組委員一
職，負責競速溜冰的評判。

（註16）1961

年，則是首次出版體操著作

《器械運動理

往海南瓊山復課，唐恩江遂隨中華民國政府

論與實技》（註17）一書。從上述的經歷當

播遷來臺，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以下

中，可窺探出唐恩江不論是在體育實務教

簡稱建中）擔任體育教師，並當選吉林省敦

學，或是學科與術科的磨練上，都已經為實

化縣國大代表，對維護憲法，擴大民主憲政

踐自我體育的理想扎下良好的根基。

功能，頗多建言。（註13）可惜的是，對
於唐恩江在建中擔任體育教師的過往知之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甚少，僅能從建中畢業生何可在〈青澀年
代—紅樓六年瑣憶〉中得知：「初三導師唐

一、輔大任教貢獻運動長才

圖1

1977年輔仁大學全校舞蹈創作比賽，唐恩江
（第三排左7）與體育學系64級冠軍、季軍合
影（照片來源：陳麗娥提供）

圖2

1976年輔仁大學全校越野公路賽，體育學系64級
唐恩江（第二排左4）合影（照片來源：陳麗娥
提供）

恩江，是一位國大代表，也是體育老師，最
擅長的是墊上運動和單雙槓，跳木馬我最害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輔大）於北京創

怕，硬著頭皮跳也跳不過去，被他罵：笨得

校初期即設有體育學系，且校方也以培育全

要死！是他的口頭禪，我們說：『笨吊死』

人為宗旨，並深信為達德性與智性的統一發

」（註14）由此略知，時任建中的唐恩江在

展，應還需要加入系統性的體育訓練，以及

操著濃厚東北口音中，對學生嚴格要求進行

勤奮的鍛練體魄，方能造就社會之棟樑。因

地板、單槓、雙槓、跳馬等體操運動之上課

此，輔大在北京公教大學時期便積極鼓舞學

情景。

生參與體育活動，引領大學生參與運動競賽
之風潮。1956年輔大在臺校友會成立後，旋

（二）政工、恆毅任教

即展開復校運動。1959年在臺灣政府與教
會相關人士的協助支持下，教宗若望廿三

1951年7月，政工幹部學校（今國防大

世（Pope

John

XXIII）准予輔大復校，任

學政治作戰學院）成立後，唐恩江立即受該

命于斌總主教為校長負責籌備復校事宜。

校聘任為副教授，並於此任教8年。在這8年

（註18）

期間，唐恩江除了與當時在中學教授英文科
之張艾媛女士步入禮堂共結連理外，亦開始

1963年，輔大獲准參與大專聯合招生，

在臺灣體壇上嶄露頭角，並引進、推廣冬季

招收第一屆大學部學生，正式肩負起在臺教

奧運相關之運動項目。（註15）1959年因與

育事業之重任，而為延續北京輔大全人教育

妻子兩人均是虔誠天主教徒，加上受張振東

之理念，在籌備復校後之行政組織，即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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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在訓導處下設立體育組。此時，篤信天主

道德、發揚民族精神、訓練個人與社會生活

教與具有體育學術科專才之唐恩江，經張振

上應用技能，養成以運動為休閒活動的習慣

東神父引薦，受當時輔大校長于斌樞機主教

為目的，亦有宣揚校譽等作用。（註19）

之邀，擔任訓導處體育組組長，負責全校體

註13

育行政工作。不過輔大建校之初，雖說在32
甲的校地中，有預留7500坪運動場預定地，
但由於購地計劃橫遭阻攔，使得體育活動的

註14
註15

推動受到影響，幸賴唐恩江奔走遊說輔大
文、理、法學院自建籃球場兩座，以及文學
院另再增建軟式網球場一座，才得以暫時抒
解運動場地的問題。此外，唐恩江亦秉持著
「學生體育活動計畫之擬訂」、「學生各項
體育活動之籌辦指導與考核」、「校內運動

註16

註17
註18

場及器材之管理支配」、「其他有關體育活
動之事宜」四項職務規定，推動學校體育相
關活動與致力提升校園運動風氣，鼓勵學生
參與體育活動以鍛練身體、體格、培養公民

註19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
，32.2：153-154。
何可，〈青澀年代—紅樓六年瑣憶〉，《建中校
友會刊》，38（臺北，1999.12）：34。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
（臺北，2001.12）：153-154；黃大洲，〈冬運功臣
――唐恩江謙沖為懷〉，《東北文獻》，32.2（臺
北，2001.12）：152。
〈冬季世運選拔小組成立〉，《聯合報》，1959.8.
15，3版；〈參加世運溜冰選手 十二人入初選〉，
《聯合報》，1959.11.23，3版。
唐恩江，《器械運動理論與實技》，臺北：長
白，1961。
吳瑞珠，〈輔仁藉體育揚名—體育發展的
使命〉，<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
writing/17.html>，2014.12.28檢索。
吳瑞珠，〈輔仁藉體育揚名—體育發展的使
命〉，<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7.
html>，2014.12.28檢索；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本系介紹／系所沿革〉，<http://www.phed.fju.
edu.tw/intro/index.html>，2015.01.26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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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恩江除在學校負責體育組相關業務

因此，不論是在體育相關學科與術科專業課

外，在此期間亦在自行車、體操、滑雪三項

程的教導與修習，或是日常生活應對進退的

運動協會中擔任常務委員、選拔委員、訓練

態度與精神，他對全系師生的要求一視同

委員，以及全國紀錄審查委員會等要職，為

仁，且以身作則，是師生們既敬且畏的大家

我國的競技體育運動貢獻心力。（註20）另

長，再加上他擔任系主任長達25年之久，所

外，在1968年11月亦籌辦滑冰比賽，大力推

以被大家尊稱為「永遠的系主任」。（註24）

吳錦雲教授又滿懷著感恩的心情述及：

註20

創系初期，由於體育學系為體育行政

由上述可窺知，輔大體育創系初期所面

體制外專責之教學單位，唐主任深知必須從

臨專任師資不足之窘境，以及所用師資需擁

明確的教育目標、堅強的師資陣容、完善的

有十八般武藝之堅強才能。不過，幸賴唐主

運動環境三方面著手，方能達到作育英才與

任耐心栽培，且用一步一腳印之心態苦心經

為國內體壇造就傑出運動選手之長遠目標。

營，才得以逐年充實豐潤羽翼，造就了今日

輔大自1963年在臺復校6年後，秉著配合

舉例來說，在完善運動環境的部分，田徑場

之輔大體育。

國家教育政策、培養體育專業人才、提高運

之設置是以學生體育費結餘支應興建，並於

動科學學術水準的理念，再加上唐恩江對學

1972年完成；而積建樓與游泳池的興建在經

在輔大體育成立9年後，《民生報》曾

校體育的熱衷與前瞻的想法，於1969年在文

費籌募工作上，更是費盡艱辛，共耗費新臺

針對大專校院體育學系以〈課程不敷實際需

學院下創設體育學系，敦請唐恩江擔任創系

幣1,600萬元，於1975年秋季落成完工啟用。

要

系主任，並同時邀請張振東神父出任體育學

（註25）這些場館的興建不僅暫時滿足學生

別從專業性與結構性進行深入分析，認為體

系副主任，共同肩負起在輔大孕育英才的職

的需求，亦奠定了輔大體育現有規模的基礎

育科系畢業生無法擠進國中窄門成為體育教

責，也為國家社會培養優秀體育運動專業人

雛形。在師資延攬部分，據輔大體育退休教

師，且在社會的各行各業也幾乎找不到適合

才。（註22）

授吳錦雲回憶表示：

的相關工作，如此埋沒體育專業人才似乎是

二、創建與耕耘輔大體育

（一）創系之初篳路藍縷

註21

人才未受社會重視〉為題進行報導，分
註22

註23

註24

教育上的浪費，接著呼籲「提倡全民體育已
做為創系系主任的唐恩江，或許是因
為曾先後在師範體系與一般校院攻讀體育與
歷史學位的關係，加上嚴守輔大全人教育理
念，在輔大體育師生的眼中，唐恩江對於兼
顧體育專業與人文素養極盡要求，甚至近乎
古板頑固。就唐恩江的觀點而言：「體育是
一門深奧學問，單靠四肢是無法有好成績
的，必須手腦並用，並且懂得人體力學，才
能在各個競爭對手中崢嶸頭角，並非一般人
所想的只是動動身子那麼簡單。」（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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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體育學系只有一學年一個班級，
專任老師很少，大多是外聘兼課教
授，一個班級包含所有運動專業課
程，一人要兼任多項運動課程，每一
位老師都必須是十項全能。後來，隨
著班級逐年增加與系友陸續學成返校
服務後，才慢慢擴充專任教師之員
額。至此，我才有心思致力於田徑課
程與兼任田徑校隊教練。（註26）

是當務之急」，而現行國內大專院校體育科

註25

系的課程卻與師大體育系的課程相差無幾。
所以，應當調整「大專體育科系課程」，以

註26

配合長遠的體育發展工作。（註28）對此階
段性的社會現象，時任輔大體育系主任唐恩

註27

江表示：
註28

體育系可以分為體育學術、運動指
導、健康休閒活動等組。體育學術組
著重於體育學術與理論方面的教學，

唐恩江

可以培養體育學術研究人才。運動指
導組以研習運動訓練、指導法為主，
可以培養各項運動的專業指導人才。
健康休閒活動組以研習各種健康休閒
活動的生理、心理諸方面教育為主，
可以培養各社區、工廠、企業單位的
體育指導人才。（註29）

承蒙系主任唐恩江先生抬愛，於1972
年延聘進入輔大擔任講師，我自忖學
歷不高但能到大學任教，除了深感榮
幸外，對教學工作更抱持著誠惶誠恐
的態度。（註27）

展溜冰運動。（註21）

輔大體育創立者 ---

註29

〈自由車委會成立選出常委〉，《聯合報
》，1963.09.01，2版；〈選拔參加世運選手 日
期標準初步擬定〉，《聯合報》，1963.09.21，2
版；〈廿一項全國新紀錄 昨日審定公布〉，
《聯合報》，1967.11.25，6版；〈我決選訓滑
雪運動員 參加札幌冬季世運會〉，《聯合報
》，1967.12.22，6版；〈儲訓滑雪選手 將選廿
名加強訓練〉，《聯合報》，1968.03.24，5版；
〈參加世運選拔辦法、標準 選委明日集會審
查〉，《聯合報》，1968.04.14，5版；〈田徑初
複選標準今天可以決定 中上校運成績視作初
選〉，《聯合報》，1968.04.16，6版；〈參加世
運七項訓練小組 委員教練人選決定〉，《聯合
報》，1968.07.09，6版。
〈儲訓滑雪選手 將選廿名加強訓練〉，《聯合
報》，1968.03.24，5版。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本系介紹／系所沿
革〉，<http://www.phed.fju.edu.tw/intro/
index.html>, 2015.1.26檢索。
邱曉珍，〈體壇瑰寶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
匹克委員會顧問唐恩江教授〉，《大專體育月
刊》，2（臺北，1998.11）：20-21。
張健，面訪，臺北市和平東路四段全家便利商
店，2014年8月7日。訪問人陳麗娥，中國科技大
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吳瑞珠，〈輔仁藉體育揚名—體育發展的使
命〉，<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
writing/17.html>，2014.12.28檢索。
吳錦雲，面訪，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2015年10
月21日。訪問人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
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吳錦雲，面訪，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2015年10
月21日。
〈課程不敷實際需要 人才未受社會重視〉，《
民生報》，1978.05.14，3版。
〈課程不敷實際需要 人才未受社會重視〉，《
民生報》，1978.05.1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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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體育創立者 ---

唐恩江

成為國內不可忽視的勁旅，因此也獲得當時

的唐主任也感動的落淚，並認為「這真是一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理事長王惕吾先生（聯合

份好禮物！」（註35）

報創辦人）的大力支持，於1972年在貴子路

圖3

1979年輔仁大學體育學系64級全校舞蹈創作比賽冠軍
（後排左1為陳麗娥、後排右1為王健次、後排右3為張
愛媛、後排左3為唐恩江）（照片來源：陳麗娥提供）

《民生報》同版面，接著又以〈觀念不

圖4

1979年大專盃輔仁大學代表隊授旗典禮（右9為羅
光、右7為唐恩江）（照片來源：陳麗娥提供）

實際層面上，就目前可見的史料而言不得而

提倡全民體育成效不彰〉

知。慶幸的是，輔大體育終在2003年正式實

為題，進一步提及，由於國人對體育觀念認

施學籍分組（體育學組、運動競技組、運動健

識不清，亦是造成體育運動不發達的主因，

康管理組）制度，而這樣的作法似乎也與唐主

想當然必定會影響到體育科系學生畢業後的

任當時的想法有些許相契合之處。（註31）

清又與生活脫節

職涯發展。簡言之，全民體育的推展工作並
無落實與受到重視，連帶影響專業人才就業

（二）培育優秀選手、光耀輔大

機會，這不僅是體育科系學生個人的悲哀，
更是國家社會莫大的損失。（註30）

另一方面，在培育優秀運動競技選手的
部分，唐恩江也是費盡苦心經營，才使得輔

從上述報導，不難窺探出臺灣全民體育
發展的困境與體育運動專業人才面對就業上

大體育的名聲得以揚名全臺。以下，列舉田
徑與棒球二例進行說明。

的窘境。對此現象，唐主任早就了然於心，
並察覺到屬於非師資培育校的輔大體育需要

田徑部分，由於延攬「三鐵皇后」——

因應社會趨勢適時調整，以謀求更寬廣的出

吳錦雲（當時兼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訓練組

路。然而，此分組的想法究竟是否有落實在

組長）加入輔大團隊的關係，輔大田徑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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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新村成立「全國田徑訓練中心」，此訓

而棒球部分，自1969年金龍少棒、1970

練機構除專案培訓特殊績優或極具潛力之選

年七虎少棒、1971年巨人少棒陸續奪得世界

手外，在實質上亦可稱為「輔大的田徑訓練

冠軍後，在臺灣各地可謂是掀起一股對棒

中心」。（註32）當然，全國田徑訓練中心

球的狂熱與支持風潮，並且隨著這些少棒成

也曾於1974年承辦「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暑期

員的成長與升學下，亦在青少棒層級賽事中

優秀選手儲備訓練營」，並由唐恩江擔任營

屢獲佳績。1974年，當中華青棒隊率先囊獲

主任。（註33）另外，對於優秀選手的照護

第一座世界冠軍盃，再加上青少棒與少棒的

方面，唐主任也都能夠給予實質的幫助與即

相繼奪冠，終為臺灣棒球史寫下史無前例的

時的獎勵。舉例來說，唐主任就曾鼓勵當時

「三冠王」記錄。（註36）1975年，《聯合

輔大體育四年級生的長跑名將張金全（1975

報》以〈九位國手升入輔仁

年，以14分44秒2刷新5000公尺全國紀錄者）

勁旅〉為題，報導包括中華青棒代表郭源

續留美國接受訓練，以求成績更上一層樓；

治、劉秋農、黃宏茂在內的9位棒球選手，

對當時能夠於8天內打破三鐵兩項紀錄的輔大

已獲得教育部保送輔大體育的消息，唐恩江

體育一年級新生──林宗正（1981年，分別

明白表示，除會加強棒球隊的訓練外，亦在

以47公尺58、15公尺59打破鐵餅與鉛球全國

註30

紀錄），唐主任則是在運動會場邊立即宣布
給予記大功與頒發獎學金；1983年於科威特

註31

亞洲田徑賽奪得「亞洲新鐵人」封號的李福
恩，唐恩江則是時常疾言厲色的要其戒煙，

註32

學習謙虛受教的道理，並續留輔大過著平淡

註33

的運動員生活，接受「吳媽媽」充滿愛心與

註34

耐心的琢磨。（註34）
1979年，吳錦雲所領軍的輔大田徑隊，
首次贏得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

註35

大運）大女甲組田徑團體冠軍，此日恰逢母
親節，選手們在緊繃的競賽壓力下還貼心的
合送康乃馨給「敬愛的吳媽媽」，為此吳錦

註36

大學棒隊出現

〈觀念不清又與生活脫節 提倡全民體育成效不
彰〉，《民生報》，1978.05.14，3版。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本系介紹／系所沿
革〉，<http://www.phed.fju.edu.tw/intro/
index.html>，2015.01.26檢索。
吳錦雲，面訪，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2015年10
月21日。
〈田徑選手儲備訓練 四日起在輔大舉行〉，《
聯合報》，1974.08.01，8版。
〈張金全刷新五千公尺全國紀錄〉，《聯合
報》，1975.03.23，8版；〈風雲人物 林宗
正在八天之內打破三鐵兩項紀錄〉，《民生
報》，1981.05.12，2版；〈李福恩古金水、
遠景不可限量 吳錦雲唐恩江、決續加強訓
練〉，《中國時報》，1983.11.11，3版。
〈三鐵皇后「吳媽媽」培植選手如育兒 輔大贏
得田徑女冠軍 恰逢佳節獻上康乃馨〉，《聯合
報》，1979.05.14，3版。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
果實，2003，109-110。

雲在全大運閉幕典禮上喜極而泣，而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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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體育創立者 ---

唐恩江

不影響課業的情況下，支持選手依個人意願

唐恩江除了一直在背後給予行政支援

校承辦全大運，首次使用合乎國際標準的田

參與國內社會組重要賽事，藉此為棒球運動

外，並認為倪兆良是一位肯學習請教的年輕

徑PU跑道。儘管在連日雨天的狀況下，也能

發展做出些許貢獻。（註37）由此可見，親

人，故全力支持鼓勵倪教練執掌球隊兵符，

讓選手在大會期間屢創佳績，締造兩項全國

眼目睹1970年初期三級棒球優異表現的唐恩

還經常提供有關訓練與管教上的訣竅。（註

紀錄與47項大會紀錄。而這樣的創舉，則是

江，已然注意到棒球運動未來不論是在臺

40）

引領全大運承辦學校鋪設PU跑道的風潮。除

灣，或者是在世界上均有其發展的空間與重

了在田徑場上的創舉外，本次大會有三分之

要性，故才會深入思考和籌劃未來要如何培

1981年，有8名隸屬榮工青年棒球隊的

二的比賽器材是由外國進口，同時還特別從

訓棒球隊等相關問題，以及期盼輔大體育能

球員升學進入輔大，受限於隊籍無法轉換的

香港聘請專業的運動傷害護理員為選手服

夠承接起培育少棒、青少棒、青棒後之成棒

關係，唐恩江在深思熟慮後，先是對葡萄王

務。在游泳競賽部分，則是首次在室內舉

國家菁英的重擔。

公司4年來的支持與對發展棒球運動的精神，

行，並耗費20萬元購買消波水道線，期望降

深表敬佩。並在取得葡萄王的體諒下，改與

低水波對選手的影響，促使能在公平的原則

1977年7月6日，做為輔大棒球隊領隊的

榮工處簽約，訂立建教合作關係，繼續推展

下進行競賽。（註44）

唐恩江，為整體提升和磨練球隊的各方面實

棒球運動。（註41）接著又於1986年，透過

註37

力，與葡萄王關係企業公司正式簽立為期兩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長嚴孝章（榮工少棒

年的建教合作契約，約定事項有：代表葡萄

隊、青少棒、青棒、成棒的成立者，亦有成

王隊參加中華盃、主席盃、全國成棒賽三項

棒之父的稱號）的引荐，由唐恩江擔任養樂

賽事，而葡萄王則提供球員每年兩萬零四百

多棒球隊的顧問，並與養樂多棒球隊簽立為

元的獎學金和營養補助費，每年補助球隊集

期4年的建教合作合約，期待能打通進入日本

訓費用六萬元。（註38）在確定與葡萄王合

養樂多職業棒球隊的管道，促使表現傑出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輔大在承辦第十

作後，唐恩江時常抽空關心學生平時訓練和

秀選手能至日職發展，喚起工商業界對棒運

四屆全大運方面，兼任籌備會總幹事的唐恩

參與賽事的實際情況。雖然唐主任自稱是棒

的共同參與。（註42）

江則是煞費苦心、排除萬難，在關鍵時刻「

球的門外漢，由於經常細心觀看比賽，亦磨

註38
註39
圖5

1979年，筆者陳麗娥於畢業典禮與唐恩江合影
（照片來源：陳麗娥提供）

及時繳卷」。輔大為籌備本次的全大運，特

練出分析戰況的能力，並時常給予自己的愛

輔大棒球隊在唐主任與相關人士的辛

別籌募新臺幣二千多萬元，準備新建一座合

徒──倪兆良教練提供寶貴意見。（註39）

勤耕耘下，不僅成為國內培訓成棒選手的園

乎國際標準的PU田徑場，雖說已經於1984年

值得關注的是，這支由輔大化身的葡萄王成

地，其與文化所化身──味全棒球隊的捉對

年初開始動工，但是卻因連月霪雨的影響，

棒隊，在成軍不到一年，由當時年僅28歲默

廝殺，在當年可是臺灣業餘成棒時期為人所

導致工程進展緩慢，迫使原訂於5月7日的賽

默無聞倪教練的指導下，連續奪取兩次國內

津津樂道的話題。特別是自1979年開始舉辦

事延後兩週舉行。在萬般無奈之下，唐恩江

成棒選拔賽冠軍，已然成為棒壇不可忽視的

的梅花旗爭奪賽，兩隊旗鼓相當的實力與兩

只好下令體育學系學生停課，到田徑場協助

新勁旅。相信這與唐主任在背後默默的支持

隊球員自中學起的相互競爭，強烈的榮譽感

趕工。只要雨勢稍停，學生即持抹布將水吸

有絕大的相關。

而展現出的精彩球技相互抗衡情景，不僅是

乾，以便舖設PU塑膠跑道，終在全系師生的

「宿命的對決」，亦獲得臺版「早慶戰」的

協助與廠商的日夜趕工下，於開幕前兩天完

美名。（註43）

成。而此場地的設置，亦是創下私立大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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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

註42

註43
註44

〈九位國手升入輔仁 大學棒隊出現勁旅〉，《
聯合報》，1975.08.10，4版。
〈葡萄王關係企業 成立成棒隊 以輔大隊為班
底〉，《聯合報》，1977.07.07，8版。
〈體育圈 系主任關心「葡萄王」〉，《民生
報》，1978.05.11，3版。
〈新的球隊 新的教練 新的作風 葡萄王打開
了成棒新局面〉，《民生報》，1978.05.13，3版；
〈倪兆良用心訓練球隊〉，《民生報》，1979.09.
16，2版。
〈葡萄王棒隊與輔大合約 七月才到期〉，《聯
合報》，1981.05.26，5版；〈繼續推展棒運 輔
大榮工 建教合作〉，《民生報》，1981.08.13，2
版。
〈繼續推展棒運 輔大榮工 建教合作〉，
《民生報》，1981.08.13，2版；維基百科，
〈嚴孝章〉，<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A%B4%E5%AD%9D%E7%AB%A
0>，2015.06.29檢索。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
果實，2003，122-123。
〈全國大專運會延後兩週舉行〉，《聯合報
》，1983.04.19，5版；〈輔大舖好PU跑道 唐恩
江「謝天謝地」〉，《聯合報》，1983.05.19，5
版；〈大專運動會明起舉行 跑道新穎．室內
游泳池前所未有〉，《聯合報》，1983.05.20，5
版；〈大專選手創佳績 好場地幫了大忙〉，
《聯合報》，1983.05.27，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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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兼數職、獻身社會體育

來說，能訓練出滑雪選手已屬不易。接著又
提出兩點意見：一、合歡山天然滑雪場地與

（一）肩負社會體育重任

日本札幌冬運場地相較並不遜色，且合歡山
在坡度、彎度、雪度上都極適宜發展滑雪運

輔大體育成立後，唐恩江背負的責任

動，故希望中華民國滑雪委員會能盡早完成

更重了。因為，他不僅要肩負起系上的事

伸延纜車與整修曲道場地之計劃。二、日本

務，還要承擔起許多緊接而至的社會體育工

滑雪聯盟表示願意無條件幫助我國選手，建

作。如：全國紀錄審查委員、業餘資格審查

議我國的三位選手可以更換教練，並與日本

委員、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理事、中華體協監

冬運代表隊一同從事訓練。（註48）雖不清

事及常務理事、中華奧會委員及執行委員、

楚這兩點建議是否被接納，但這樣的構想無

大專體總秘書長、中華奧會執行委員、中華

疑是為臺灣日後參與冬季奧運鋪路。

民國籃球協會理事、第一屆及第二屆與第三
屆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全國體協奧

同年12月2日，唐恩江被委任為第十一屆

運選訓主任委員及競技運動強化委員、中華

冬季奧運中華代表隊教練，此次也是我國第

民國自由車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體育運

一次參加奧運會滑雪比賽。（註49）20年後

動總會常務理事、第十一屆北京亞洲運動會

唐恩江回憶提及：這是我國在國際奧會正名

（以下簡稱亞運）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等

成功後，以「中華民國（CHINA R. O.）」的

職務。（註45）另外，唐恩江亦與郝更生、

合法名稱首次在奧運出場。當時國際體壇資

吳文忠等人共同籌組中華民國體育學會，並

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集團仍壁壘分明，共

先後擔任理事、常務理事一職，期待藉此推

產主義代表團出賽時常板著臉，亦不與外隊

廣、活化體育運動學術活動。（註46）

接觸。因為冬季奧運的政治困擾無夏季奧運
那般嚴重，我國才得以未受阻擾以中華民國

（二）持續推廣冬季運動

名稱參賽。（註50）

誠如前言所述，由於唐恩江嫻熟冬季

除積極推廣滑雪外，1971年5月1日中

運動，自來臺後便致力於冬季運動項目的推

華民國滑冰委員會成立，唐恩江則是接下副

廣。他先在1971年2月2日至23日以札幌冬季

主任委員兼總幹事職務，負起在臺推展滑冰

世運會會前賽代表隊顧問身份，赴日本札幌

之工作。（註51）隔年8月4日，在旋風滑冰

考察冬季奧運會的滑雪場地、設備，以及積

俱樂部的協助下，第一次在臺舉行「冰刀展

極與各國交流。（註47）返國後，唐恩江表

覽」，冀望藉由展覽三十餘種不同花式冰

示：臺灣選手的表現與他國相較仍有一段差

刀，吸引國內的目光，藉以提倡滑冰運動。

距，但是對於僅有參賽3年多滑雪歷史的我國

（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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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全國新紀錄的運動員 紀政個人獨佔八
項〉，《聯合報》，1969.07.01，8版；〈業餘審
查委會 聘委員廿一人〉，《聯合報》，1969.11.
26，8版；〈參加亞運選拔標準 體協今可審
定〉，《聯合報》，1970.03.26，6版；〈體協後天
集會 公布改組方式 足球協會昨日成立〉，《
聯合報》，1973.05.25，8版；〈我國奧林匹克委
會 明天舉行委員會議〉，《聯合報》，1973.07.
16，8版；〈世界大學柔道賽 我國代表選
定〉，《聯合報》，1974.09.15，8版；〈大專體
育總會 于斌接任會長〉，《聯合報》，1975.07.
02，4版；〈三個運動協會昨天分別改選〉，《
聯合報》，1977.05.01，8版；〈田徑協會完成改
選 王惕吾蟬聯理事長〉，《聯合報》，1977.05.
16，8版；〈中華田徑協會昨改選 王惕吾連任理
事長〉，《民生報》，1981.08.24，2版；〈中華
奧會 增聘執委〉，《民生報》，1983.04.05，2
版；〈籃協理事長 張建邦膺任 田協今改選
王惕吾將蟬聯〉，《民生報》，1985.09.01，2版；
〈眾望所歸 王惕吾蟬聯田協理事長〉，《民生
報》，1985.09.02，2版；〈中華體協完成改組
鄭為元蟬聯理事長〉，《民生報》，1985.12.24，3
版；〈中華奧會昨進行改選 鄭為元張彼德獲蟬
聯〉，《聯合報》，1986.01.15，7版；〈國民體育
會17位委員名單公布〉，《民生報》，1987.01.14
，2版；〈全國教育會議 召集人名單擬定〉，《
聯合報》，1988.01.28，11版；〈考察奧運 任務
派定〉，《聯合報》，1988.05.11，4版；〈強化
運動全力奪金 十五委員名單公布〉，《民生報
》，1988.11.30，4版；〈國民體育委員會 新委
員人選確定〉，《民生報》，1989.03.10，2版；
〈自由車協完成改選 劉金標蟬連理事長〉，《
聯合報》，1989.05.21，30版；〈11位候選人聯名
在選票上向大家恭禧 是否違規？〉，《聯合晚
報》，1989.12.29，4版；〈中華奧會今天改選〉，
《聯合報》，1990.01.16，16版；〈中華亞運團總
領隊 敲定唐恩江〉，《民生報》，1990.5.22，2
版；〈第三任國民體委會名單確定〉，《民生報
》，1991.02.20，4版；〈多位體壇大老未列入引起
反彈 紀政後來才上榜〉，《聯合報》，1993.12.
25，7版；〈張豐緒連任奧會主席〉，《聯合晚
報》，1994.01.15，14版。

註46

註47

註48
註49

註50
註51
註52

輔大體育創立者 ---

唐恩江

〈中華體育學會 下月中旬成立〉，《聯合
報》，1972.05.26，6版；〈中華體育學會 昨
天正式成立〉，《聯合報》，1972.06.19，6
版。
〈我派兩名滑雪選手 赴奧接受長期訓練〉，《
聯合報》，1971.02.02，6版；〈札幌來鴻 他們以
微笑歡迎我們〉，《聯合報》，1971.02.13，5版；
〈日滑雪聯盟願意 無條件助我訓練〉，《聯合
報》，1971.02.24，6版。
〈日滑雪聯盟願意 無條件助我訓練〉，《聯合
報》，1971.02.24，6版。
〈參加冬季奧運 代表團昨產生〉，《聯合
報》，1971.12.03，8版；〈十一屆冬季奧運
我將參加三項〉，《聯合報》，1972.01.08，8
版。
〈唐恩江╱回想第十一屆冬運 政治風暴捲入國
際體壇〉，《民生報》，1992.02.20，2版。
〈參加冬運籌備會 組織規程昨通過〉，《聯合
報》，1971.05.02，5版。
〈旋風俱樂部 花式冰刀展〉，《經濟日
報》，1972.08.05，8版。

063

輔仁輔人

由於唐恩江在推展冬季運動上頗有經

棒，而教育部體育司在監督考核方面，也宜

可以交由體協籌劃進行。（註62）經過唐恩

驗的關係，先後又擔任中華民國滑雪協會副

與體協密切配合，如期推動各項工作。」（

江的溝通協調後，1月14日教育部明確表示，

理事長、中華民國雪橇雪車協會副理事長、

註56）由此可知，唐恩江應該嫻熟體協與體

奧運選訓工作今後交由體協全權負責籌劃執

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理事長、中華全國滑草委

育司之間所存在的問題，體育界也紛紛傳言

行。對此，唐恩江表示：將於一個月之內讓

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民國滑雪滑草協會理事

唐恩江已被列為下屆體協秘書長人選，但都

奧運選訓工作步上軌道，且以1984年、1988

長等相關職務，（註53）全力在臺推廣冬季

被唐恩江以「籌辦大專院校運動會，以及尚

年奧運會作為目標。此外也提及三點任內目

運動。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除少數高山

未完成輔仁大學體育學系中長程發展計畫」

標：第一，努力健全體協的人事制度與落實

外，冬季幾乎不下雪，為讓國人理解滑雪的

（註57）予以婉謝。

分層負責制度；第二，著手與教育部一同建

樂趣與提倡新興戶外運動，唐恩江同時也推

立裁判和教練的三級制度；第三，向政府爭

展滑草運動做為滑雪輔助訓練；一年四季均

1981年12月底，體協完成改組，鄭為

取分三年逐年興建、完成全國體育聯合辦公

可行，且場地易尋的滑草運動，在1985年當

元理事長二顧唐宅懇談，加上輔大校長羅光

大樓。（註63）同月19日，教育部朱匯森部

時掀起一股青少年「滑草熱」，唐恩江還曾

在關鍵時刻答應「放人」，使得唐恩江難以

長邀請中華奧會主席沈家銘、秘書長李炎、

經爭取在林口國家運動公園中興建大型滑草

推辭而出任體協秘書長，但仍持續兼任系主

體協理事長鄭為元、秘書長唐恩江等人，在

場。（註54）

任職務。（註58）各方對此均表認同，且認

教育部就體育司、體協和奧會如何分工合作

為唐氏耿直而明朗的作風，必能對理事長有

進行意見交換，期望各捐棄成見，具體討論

所襄助。唐恩江自己也懇切的表示：「盡其

三單位攜手分工等相關事宜。（註64）相信

在我，功成不居，做個平淡的無名英雄，是

這不僅是當年國內體壇的新春佳音美談，更

綜觀唐恩江在其生涯當中，肩負責任最

我最大的心願！」（註59）此外，因為自己

為臺灣體育運動長遠發展之重要歷程。

重大的社會體育工作為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協

已有足夠的收入，將不向體協支領薪水。

進會（以下簡稱體協）第三屆秘書長。

（註60）至於有人批評他「陽剛之氣太重」

（三）出任體協秘書長

註53

註54

註55

註56
註57
註58

這點，他則是認為做事一定要堅守原則，不
1981年7月，由於體協與教育部體育司

能做濫好人，但今後盡量會警惕自己，以「

在指揮調度選手訓練發生權責上的衝突，導

剛柔並濟」、「態度和順」的方式來處理會

致雙方關係開始不睦，引起體協理事長黎玉

務。（註61）

璽的不快，除了使得當時奧運培訓工作無法

註59
註60

順利運行，還在國內體壇造成極大的風波。

唐恩江上任後，第一件事情即是解決選

（註55）這件事情突顯體協、教育部體育司

手訓練與調度權責上的問題。自1982年1月

與中華奧會三個單位相互溝通不良的問題。

8日接任起，對內，他要求體協各組幹事部

體協於1981年年底依規定進行改選理事長。

要「跑著接棒」，不能因為新舊任交接，而

在此當下，唐恩江在《聯合報》上表示：「

怠慢有關選手培訓的相關工作，必須確實劃

註63

全國體協在推動全民體育方面扮演很重要的

分各組責任，並有效率的完成各項工作；對

註64

角色，未來改選時宜儘量由體育專業人員接

外，則是積極與教育部協商，期望選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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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滑雪劍道協會改選 謝國城等人獲蟬
聯〉，《聯合報》，1977.03.20，8版；〈雪橇
協會更名〉，《民生報》，1979.12.29，4版；
〈滑雪協會理事長 沈家銘當選蟬聯〉，《
民生報》，1981.07.18，3版。〈全國滑雪協
會 今補選理事長〉，《聯合報》，1982.11.
05，5版；〈滑雪協會完成改選 唐恩江當選
理事長〉，《民生報》，1982.11.06，2版；〈
問鼎亞青杯籃協加緊準備 下月中旬選拔代
表隊〉，《聯合報》，1984.01.21，7版；〈
滑 雪 協會 通過成立滑草委員會〉，《民生報
》，1986.12.19，4版；〈滑雪 滑草 合一家
唐恩江出任理事長〉，《民生報》，1989.09.
11，3版。
〈全國滑草賽 翁家姊弟稱霸〉，《民生
報》，1986.07.28，4版；〈滑草要玩得更安
全 場地要求平整 護膝肘少不得〉，《民
生報》，1986.07.28，4版；〈雪上滑 草
上飛 兩者結合 練膽識 先適應 選手通
用〉，《民生報》，1986.11.20，10版。
〈奧運選訓工作．為什麼進行得不順利？主管單
位應徹底檢討得失〉，《民生報》，1981.12.23，2
版。
〈體育行政人員 應選內行擔任〉，《聯合
報》，1981.12.16，5版。
〈體育行政人員 應選內行擔任〉，《聯合
報》，1981.12.16，5版。
〈全國體協改組修訂章程 定名中華民國體育
總會〉，《民生報》，1981.12.25，1版；〈體
協五日開理監會 選出新人並行交接〉，《聯
合報》，1982.01.01，5版；〈鄭為元當選體協
理事長 希望體壇合力推展業務〉，《聯合
報》，1982.01.06，5版；〈鄭為元二顧唐宅
羅校長勉強放人 唐恩江走馬上任〉，《聯合
報》，1982.01.07，5版。
〈鄭為元二顧唐宅 羅校長勉強放人 唐恩江走
馬上任〉，《聯合報》，1982.01.07，5版。
〈體協全權負責執行 奧運選手訓練工作〉，《
中央日報》，1982.01.14。
〈奧運選訓工作 改由體協執行〉，《民生
報》，1982.01.15，2版。
〈跑步接棒！體協新班底開始運作〉，《聯合
報》，1982.01.07，5版；〈單項協會改組 體協從
旁輔導〉，《中央日報》，1985.12.23。
〈奧運選訓工作 改由體協執行〉，《民生
報》，1982.01.15，2版。
〈體壇．新春．佳音三頭馬車情況可望消除 三
單位會商決分工合作〉，《聯合報》，1982.01.
3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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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恩江

在唐恩江擔任體協秘書長的四年期間，

論述與期望。他為提高國內競技水準，對於

信只要我們鍥而不捨，邁向標竿，必能爭取

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中通過由中華奧會執行

他不僅解決體協內外紛爭不休的問題，並在

教練與裁判分級制度上費心甚鉅，他當時輔

更高的榮譽，使青天白日閃耀出更大的光

委員唐恩江擔任亞運代表團的總領隊，總幹

多方協調下，使體協復歸團結。（註65）除

導各單項運動協會建立的教練與裁判三級制

輝」（註69）之理念，做為體協努力的最高

事則由中華奧會副秘書長詹德基出任。對此

成功促成體協的改組外，亦首次召開「全國

度，沿用至今。在體協會務運作上，他還希

指導原則。

人事案，中華奧會主席張豐緒表示是最佳人

各單項協會總幹事聯席會」，促使體育界一

望訂定許多相關的培訓制度和配套措施。在

同協助「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賽」在臺舉辦

支援賽事部分，他更積極協助各單項協會確

1985年12月23日，體協完成第四屆改

相關事宜，且在會中還達成五項重要決議，

立縣市、省市、中央三級的比賽制度。為協

選，現任理事長鄭為元順利蟬聯理事長，但

當年《民生報》刊載決議事項如下：

助選手能有傑出的表現，在運動醫學、運

是由於唐恩江秘書長深感這四年來每週奔波

動科學、獎勵制度上也有許多高瞻遠矚的

新莊與臺北之間，導致身心俱疲，特別是對

措施。他當時訂頒「各會員單位紀念先總

服務23年的輔大感到愧疚，再加上輔大當時

統

蔣公誕辰舉辦中正盃錦標賽實施要點」

正積極籌備成立體育研究所，因此在權衡輕

註68

，期望能在每年10月31日前後，掀起國內賽

重後，選擇重返校園專心執教，放棄體協之

註69

事高潮；他相信以「中正盃」為名所舉辦的

職務。對於這三年來的犧牲奉獻，唐恩江已

競賽，不僅是加強運動競技與政治上的連結

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成功弭平體協與體育司

外，亦是突顯當時體育運動做為國家政權強

之間的隔閡，以及在他的溝通協調下，使得

化愛國意識與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環。唐

體協完成改組與復歸團結，相信這在當時一

恩江曾明確表示：

定是有目共睹、無庸置疑。（註70）

一、今後召開總幹事聯席會議時，如
遇提案數多，將先分行政、訓
練、競賽三組先行討論再召開綜
合會議以收更大效果。
二、建立教練進修制度，以提高教練
素質，教練進修研習後，由全國
單項運動協會核定，國家級由全
國單項協會發證，省市級則仍由
省、市體育會發證。
三、建立裁判制度，分縣、省、全國
三級，各級裁判應參加各級裁判
研習會。
四、建議教育部增加對各協會推展會
務之補助費。
五、建議教育部增列國家代表隊訓練
經費、優秀教練及裁判出國進修
研習經費與聘請外籍教練來華協
助訓練之經費。（註66）
唐恩江在其〈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
現況與展望〉（註67）一文中，對體協的業
務推展，乃至國家體育的發展，有很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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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與社會價值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具體的說，體育活動本身即含有
政治的特性，因為運動競賽，旨在勝
負，世界民主集團、共產集團、第三
世界、有誰願意在國際競賽場合中「
落敗」？因此幾十年來，倡導體育活
動的人，一直標榜政治不干預體育？
但事實上，體育就是無法擺脫政治的
影響。（註68）

選。（註71）

肆、結語－－帶領臺灣重返大陸參加
第十一屆亞運
唐恩江卸下體協秘書長職務後，重返

註65
註66

註67

註70

註71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
2（臺北，2001.12）：154。
〈教育部同意今年內召開全國體育會議 單
項聯席會決議．全力支援女壘賽〉，《民生
報》，1982.04.20，3版。
唐恩江，〈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與展
望〉，《國民體育季刊》，14.3：59-66。
唐恩江，〈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中
央月刊》，17.7（臺北，1985.05）：16。
唐恩江，〈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
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14.3（臺
北，1985.09）：66。
〈體協今開理監事會〉，《民生報》，1985.12.23，2
版；〈中華體協完成改組 鄭為元蟬聯理事長〉，
《民生報》，1985.12.24，3版；〈體協改選理監事
鄭為元蟬聯理事長〉，《聯合報》，1985.12.24，3
版。
〈中華亞運團總領隊 敲定唐恩江〉，《民生
報》，1990.05.22，2版；〈亞運代表隊唐恩江
詹德基領軍〉，《青年日報》，1990.05.26；
〈亞運代表團 唐恩江任總領隊〉，《中央日
報》，1990.05.26；〈亞運中華代表團通過人事
案〉，《民生報》，1990.05.25；〈唐恩江出任
亞運代表團領隊〉，《自由時報》，1990.05.
23。

校園專心作育英才，1989年自輔大退休，在
此期間仍在臺灣體壇擔任多項要職。1990年
我國決定參加第十一屆亞運，此次的參加是
自1970年第六屆曼谷後，闊別20年重返亞洲

因此，在唐恩江擔任體協秘書長時，
就期望有重量級選手能在國際競技場合脫穎
而出，為臺灣奠定國際地位與取得國際能見
度，並秉持先總統蔣經國先生「讓中華民國
的健兒，多與世界體育菁英，並顯身手。相

競技場，再加上舉辦地點在中國北京，所以
意義非凡。而有關於奧會模式，以及代表團
在亞運期間的應對均需小心謹慎，除競技
外，中華代表團還肩負觀摩大陸舉辦亞運之
要務，以為爭取1998年亞運在臺北舉辦做準
備。為此，中華奧委會於第十一屆亞運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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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18日，中華亞運代表團進入選

營造出兩岸和諧「團結」的氣氛，並釋出希

但是又遭逢大陸山河巨變國共內戰，因而輾

手村舉行升旗儀式，上午8時33分中華奧會旗

望兩岸藉由體育運動的交流，促進、加強彼

轉奔赴四處遠走他鄉，在臺落腳從事40年的

在北京晴空下，配合著「國旗歌」演奏聲中

此間的認識與情誼的善意，與此同時，當然

體育教學工作，不僅在「輔仁」創建體育學

冉冉升起，代表團成員與部分媒體記者不自

仍不忘高喊「加速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論

系，為臺灣培養大批的體育運動專業人才，

覺都和著音樂大聲唱出「山川壯麗，物產豐

調。（註73）唐恩江總領隊又於接受新華社

更在教學之餘，積極投入社會體育「輔人」

饒，炎黃世冑，東亞稱雄……」，此舉吸引

專訪時表示：此次北京之行深感有回到家的

之事務，輔助體協完成階段性任務，更帶領

大陸、臺灣、香港等媒體記者採訪。此意義

感覺，服務之親切令他感動，對於擴展兩岸

臺灣藉由體育運動的紐帶，促進兩岸關係融

不僅正式象徵中華代表團正式重返亞洲競技

友好交流充滿信心。在談話中，更進一步述

冰，加強彼此間的情誼與互訪。從唐恩江擔

場，更是臺灣體育運動史上重要的一刻。唐

及：「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應該加強體育

綱體育事務的過往，可窺見「體育運動做為

恩江致詞表示中華代表團參加第十一屆亞運

運動的交流。增進友誼，加強往來，這是兩

國家政權強化愛國意識與鞏固認同國家領

具三點重要意義：

岸同胞的共同心聲。」（註74） 唐恩江對北

袖」之目的、「臺灣在國際局勢面臨風雨飄

京亞運的體育破冰之行，似乎極為滿意，且

搖透過體育運動達到莊敬自強」之力量，以

認為收穫甚大，有持續加強與中國體育運動

及「體育運動成為促進兩岸關係冰釋」之動

交流之意願。隔年一月，唐恩江立即付出實

力等的政策變化，相信均是如實反映出臺灣

際行動，展開亞運會後的第一個交流，以中

政府從「自由中國、反共堡壘」轉變至「兩

華全國滑雪協會理事長的身份帶領一行十一

岸融冰、促進交流」觀點下體育運動的時代

人至長春冰上訓練基地、吉林市松花湖滑雪

樣貌。

第一點：亞運會首次在中國土地上舉
行，來自海峽兩岸之中國人
參加中國人舉辦的亞運會，
共同分享這份光榮與驕傲。
第二點：本屆亞運會為歷屆人數最多
的一次，是「友誼」的表
現。

場等地進行考察，並評估臺灣運動員至大陸
進行訓練，以及投資興建冰雪運動場地等事
項。（註75）此後，唐恩江積極參與兩岸體

第三點：中華代表團暌違亞運會20年
後，今年恢復參加，象徵「
團結」精神。（註72）

育運動交流事務工作，至母校東北師範大學
任客座教授，捐助資金與書籍幫助母校發展

註72

註73

註74
註75
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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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晴空下 中華奧會旗升起〉，《聯合晚
報》，1990.09.18，1版。補充一點：地主中國大
陸亞運代表團是由團長袁偉民主持中國的升旗典
禮，按兩岸交流對等的情形下，本應該由兼任團
長的中華奧委會主席張豐緒主持，但出乎意料最
後決定由唐恩江主持。此次的升旗典禮，亦有時
任中共人代會常委黃順興（前立法委員）向亞運
大會當局申請參加中華代表團的升旗典禮，使得
此次的升旗典禮充滿兩岸政治較勁的意味。另
外，民進黨針對張豐緒提出，希望公布爭取申辦
1998年亞運會之錄音帶，以及欲究明中華奧委會
是否已與中國奧委會私下達成政治交易。以上，
請參閱〈我代表團會旗升旗典禮 緊急會議決
定：唐恩江主持〉，《中國時報》，1990.09.18，6
版；〈針對民進黨要求公布錄音帶 中華奧會主
席感慨表示有人根本不想瞭解事實 只想以實罵
另謀政治目的〉，《聯合晚報》，1990.10.05，2
版。
〈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唐恩江說 我們分享主
辦亞運會的光榮〉，《團結報》，1990.09.22；
〈中華臺北體育代表團 舉行升旗儀式〉，《長
春日報》，1990.09.19；〈「收穫太大了」——
訪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唐恩江〉，《亞運快
報》，1990.10.08。
〈「收穫太大了」——訪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
唐恩江〉，《亞運快報》，1990.10.08。
〈臺北冰雪運動考察團 來我省考察訪問〉，
《吉林日報》，1991.01.05。
〈唐恩江獎勵基金 落戶東北師大〉，《新文
化報》，2002.11.03；〈唐恩江獎勵基金 資助
師大體育事業〉，《城市晚報》，2002.11.03；
〈東北師大設立 唐恩江獎勵基金〉，《長春化
報》，2002.11.03。

體育相關事務，日後亦受到中國國家體委的
或許是隨著兩岸關係朝鬆動和解凍的良

讚揚。2001年在唐恩江逝世後，其夫人張艾

性方向發展，再加上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等

媛女士更將唐恩江生前所獲之獎牌、獎章等

時空背景的轉變，兩岸已從原本幾乎不交流

物品捐獻給母校留做紀念，並捐款50萬人民

的冰封狀態開始融冰，而象徵「團結」精神

幣成立「恩江獎學金」，藉此緬懷與紀念唐

的口號就成為促成兩岸體育運動交流共識的

恩江對社會的貢獻。（註76）

第一步。在唐恩江總領隊發表參與第十一屆
北京亞運的談話過後，中國的《團結報》、

回顧唐恩江充滿傳奇的一生，於青年

《亞運快報》、《長春日報》，以及新華社

時代不顧生死深入敵後，慘遭逮捕入獄歷經

等的新聞媒體，皆是以此為報導方向，試圖

九死一生，雖然能幸運拄著柺杖走出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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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輔人

附錄

年代（年）

年齡

一、唐恩江大事記
年代（年）
6

1925

14

8

不詳

重要事蹟

1973

62

56

就讀敦化縣立第一小學。

擔任中華奧會委員。

30

24

畢業於吉林師道高等學校（現今中國東北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前身）男子校區體育系第二屆，後受聘於長春
市二中任教。

1943

32

26

參加中國國民黨地下工作，擔任東北抗敵挺進團長春分團書記，從事反滿抗日活動，因而被逮捕入獄。

1974

63

57

經國民政府輔導，插班就讀於長春大學歷史系、完成長春大學歷史系學業後，即赴長春籌辦三民主義青年
團吉林支團，以及負責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長春市分會成立事宜。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暑期優秀選手儲備訓練營」營長。
擔任第四屆世界大學柔道錦標賽領隊。
積建樓與游泳池完工落成啟用。

1975

64

58

7月2日，輔大校長于斌任大專體總會長，唐恩江任秘書長。
九位國手入輔大，自此後大學棒球隊不僅出現勁旅外，更為臺灣棒壇培養眾多優秀精英，亦是職棒選手與
基層教練的搖籃。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始釋放出獄。
28

擔任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理事。
擔任體協監事。

就讀吉林二中，後轉至海城初中，畢業後入吉林師範學院就讀。

34

重要事蹟

11月1日，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海城。

1941

1945

1976

65

59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

1947

36

30

當選長春市參議員。

擔任中華隊領隊、領軍參加洲際盃世界業餘棒球錦標賽（尼加拉瓜）。

37

31

因國共內戰戰事擴大，轉赴瀋陽、北平、青島、上海活動，後應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之聘擔任講師轉往衡
陽、廣州發展。

連任中華民國滑雪協會副理事長。

1948

1949

38

32

1977

66

60

6月，國立長白師範學院奉命遷往海南瓊山復課，遂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並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擔任
體育教師。

1951

40

34

應政工幹校聘任為副教授。

1954

43

37

與在中學教授英文科之張艾媛女士（遼寧省國民大會代表）結婚。
受張振東神父之邀，與妻子兩人一同轉至恆毅中學任教。

48

42

7月6日，唐恩江與葡萄王關係企業公司正式簽約，以輔大棒球隊為班底成立成棒葡萄王隊。
1979

68

62

1961

50

1981

70

64

擔任第八屆冬季世運選拔小組委員。

52

46

1982

71

65

1967

56

50

擔任為臺灣省體育會滑雪協會選拔委員。

1983

72

66

1984

73

67

擔任籌辦滑冰比賽與推展溜冰運動委員一職。
1968

57

51

1969

58

52

1970

59

53

60

54

1985

74

68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成立，擔任系主任一職。

1972

61

55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監事。
擔任體協第四屆常務理事。

擔任中華奧會執行委員。
7月11日，唐恩江與養樂多棒球隊簽約，訂立四年建教合作關係，繼續推展棒球運動。

擔任中華全國滑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幹事。

參與策劃成立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中華民國雪橇雪車協會副理事長。

出版《單項運動技術之力學分析講義(一)》

擔任第六屆亞運選拔委員會委員。

在貴子路大學新村成立「全國田徑訓練中心」。

擔任中華奧會執行委員。

因輔大體育學系課務繁忙，故請辭體協秘書長一職。

擔任體協業餘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第十一屆冬季奧運代表團教練。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常務理事。

擔任中華民國籃球協會理事。

擔任世運選拔委員會自由車選拔小組選委。

擔任中華全國滑雪委員會選訓委員，並於2月赴日本北海道札幌考察滑雪場地、設備及各國滑雪技術。
1971

11月5日，擔任中華全國滑雪協會理事長。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常務理事。

擔任世運選拔委員會體操選拔小組選委。

擔任世運自由車訓練小組委員。

9月21日，因中華全國滑雪協會理事長沈家銘病逝，故由唐恩江副理事長暫代。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

擔任全國自由車委員會常務委員。
擔任世運選拔委員會自由車選拔小組選委。

8月12日，唐恩江與榮工處簽約，訂立建教合作關係，繼續推展棒球運動。

擔任體協第三屆秘書長，並續兼輔大體育學系主任職務。

輔仁大學在臺復校，經張振東神父引薦，受當時輔大校長于斌樞機主教之邀，出任輔大訓導處體育組長。
1963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常務理事。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常務理事。

出版體操著作《器械運動理論與實技》一書。
女兒唐碧霞出生。

擔任中華民國雪橇雪車協會（原為中華民國雪橇協會，1979年12月更名。）副理事長。

擔任中華民國滑雪協會副理事長。

擔任第八屆冬季世運選手第二期選拔「速度溜冰」評判員。
44

擔任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理事。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理事。

當選吉林省敦化縣國民大會代表，對維護憲法，擴大民主憲政功能，頗多建言。

1959

唐恩江

完成克難之田徑活動場地。

年齡

1917

輔大體育創立者 ---

1986

75

69

推展滑草新興之戶外休閒活動。
9月9日，獲頒教育部體育獎章。
12月17日，中華全國滑雪協會內成立滑草委員會，並由理事長唐恩江擔任主任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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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輔人

年代（年）
76

70

1988

77

71

二、網路資料

擔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會議體育教育分組召集人。

一、書籍期刊

擔任體協奧運選訓主任委員。

吳瑞珠，〈輔仁藉體育揚名－－體育發展的使
命〉，<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
writing/17.html>，2014.12.28檢索。

何可，〈青澀年代—紅樓六年瑣憶〉，《建中校友會
刊》，38（臺北，1999.12）：34。

重要事蹟
擔任第一屆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

擔任體協競技運動強化委員會委員。
擔任第二屆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副理事長。
1989

78

72

9月10日，擔任中華民國滑雪與滑草協會（原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理事長。

邱曉珍，〈體壇瑰寶級人物－－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
會顧問唐恩江教授〉，《大專體育月刊》，2（臺
北，1998.11）：20-21。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常務理事。

唐恩江，〈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與展望〉，《國
民體育季刊》，14.3（臺北，1985.09）：59-66。

自輔仁大學退休。
1990

79

1991

80

1992

81

73

74
75

擔任中華奧會執行委員。

82

76

1994

83

77

2001

90

84

唐恩江，〈民間運動組織領導人產生的法令探討〉，
《國民體育季刊》，15.1（臺北，1986.03）：5-9。

擔任第三屆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
東北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教育部體育團體訪視第一組領隊。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顧問。

唐恩江，〈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中央月
刊》，17.7（臺北，1985.05）：16-19。
唐恩江，〈訓練優秀運動員之構想與方向〉，《國民體
育季刊》，11.1（臺北，1982.03）：37-40。

擔任中華奧會顧問。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顧問。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文末「參考文獻」。

唐恩江，〈第十五屆亞洲盃、第二屆亞青盃自由
車錦標賽觀感〉，《體育與運動》，76（臺
北，1991.12）：21-22。

二、唐恩江歷年出版之體育運動著作一覽
出版年月

作者

1961

唐恩江

《器械運動理論與實技》

1980.03

唐恩江

〈體育教學、運動指導與力學的應用〉

《國民體育季刊》第9卷第一期

1982.03

唐恩江

〈訓練優秀運動員之構想與方向〉

《國民體育季刊》第11卷第一期

1985

唐恩江

《單項運動技術之力學分析講義(一)》

1985.05

唐恩江

〈如何突破目前運動成績水準〉

1985.09

唐恩江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的現況與展望〉

《國民體育季刊》第14卷第三期

1986.03

唐恩江

〈民間運動組織領導人產生的法令探討〉

《國民體育季刊》第15卷第一期

1991.12

唐恩江

〈第十五屆亞洲盃、第二屆亞青盃自由車錦標賽觀感〉

不詳

唐恩江

《運動技能測驗手冊》

出版社／出版期刊
長白

中華體協
《中央月刊》第17卷第七期

《體育與運動》第七十六期
教育部體育司

唐恩江，〈體育教學、運動指導與力學的應用〉，《國
民體育季刊》，9.1（臺北，1980.03）：12-14。
唐恩江，《單項運動技術之力學分析講義（一）》，臺
北：中華體協，1985。
唐恩江，《運動技能測驗手冊》，臺北：教育部體育
司，年代不詳。
唐恩江，《器械運動理論與實技》，臺北：長白，1961。
黃大洲，〈冬運功臣－－唐恩江謙沖為懷〉，《東北文
獻》，32.2（臺北，2001.12）：152。
編輯部，〈唐恩江先生事略〉，《東北文獻》，32.2（臺
北，2001.12）：153-154。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
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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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本系介紹／系所沿革〉，<http://
www.phed.fju.edu.tw/intro/index.html >，2015.01.26檢
索。

吳錦雲，面訪，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2015年10月21日。
訪問人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
理系副教授。
張健，面訪，臺北市和平東路四段全家便利商店，2014
年8月7日。訪問人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
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四、報章雜誌

唐恩江，〈祭文〉，未出版手稿。

10月9日，於臺北辭世，享年84歲。

書名／篇名

維基百科，〈嚴孝章〉，<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A%B4%E5%AD%9D%E7%AB%A
0>，2015.06.29檢索。

三、訪談資料

擔任第十一屆北京亞運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

6月，參加中國國家體育委召開之「海內外體育元老聚會」，同年被聘為《吉林體育百年全見》顧問。
1993

唐恩江

參考文獻

年齡

1987

輔大體育創立者 ---

〈「收穫太大了」——訪中華臺北代表團總領隊唐恩
江〉，《亞運快報》，1990.10.08。
〈11位候選人聯名在選票上向大家恭禧 是否違規？〉，
《聯合晚報》，1989.12.29，4版。
〈九位國手升入輔仁 大學棒隊出現勁旅〉，《聯合
報》，1975.08.10，4版。
〈十一屆冬季奧運
我將參加三項〉，《聯合
報》，1972.01.08，8版。
〈三個運動協會昨天分別改選〉，《聯合報》，1977.05.
01，8版
〈三鐵皇后「吳媽媽」培植選手如育兒 輔大贏得
田徑女冠軍 恰逢佳節獻上康乃馨〉，《聯合
報》，1979.05.14，3版。
〈大專運動會明起舉行 跑道新穎．室內游泳池前所未
有〉，《聯合報》，1983.05.20，5版。
〈大專選手創佳績 好場地幫了大忙〉，《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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