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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場上的儒將田徑場上的儒將田徑場上的儒將

蔡特龍

章鴻昱、林國棟

註1 蘇嘉祥主編，《傳炬――學校體育園丁傳習錄》

，臺北：教育部，2009，314-331。

壹、前言

2008（民國97）年9月6日晚上，國父紀

念館舉辦由中華民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辦

的第十屆「運動精英獎」。「精英圓夢、無

限感動」是這次活動的主題，當時的體委會

主委戴遐齡希望藉由這項活動的舉辦，引起

國人重視臺灣的競技運動，並給予教練、選

手更多正面的鼓勵與支持。在眾人的引頸期

盼下，71歲的蔡特龍校長從總統馬英九手上

接過象徵體育人的最高榮譽──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運動菁英獎的「終身成就獎」!   

（註1）運動精英獎是政府為表揚對體育運動

有具體貢獻之我國運動選手或教練，於1999

年所設置，其中最高榮譽的獎項就是「終身

成就獎」，當年該獎項頒贈給蔡特龍校長，

亦即表示對蔡特龍校長數十年來在體育方面

無怨無悔的貢獻給予肯定。

圖2　蔡特龍校長與夫人林瑮珊

參加網球賽時合影（照片

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1　2008年由馬總統親自頒發

精英獎終生成就獎（照片

來源：蔡特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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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特龍校長從學校教練當到奧運代表隊

教練，培育三位亞洲田徑錦標賽金牌得主:

分別為1973年菲律賓馬尼拉亞洲田徑錦標賽

男子跳遠項目的陳進龍，1975年漢城亞洲田

徑錦標賽110公尺跨欄及400公尺跨欄的戴世

然，1983年在科威特亞洲田徑錦標賽3000公

尺障礙賽的黃文成。教師生涯從助教到教

授，兼任過訓導主任、教務主任，一直當到

校長。體育團體方面擔任過全國大專體育總

會秘書長、副會長一直當到會長；也擔任過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秘書長。退休後還不

遺餘力的引進迷你高爾夫球運動，擔任創會

理事長。蔡校長不論是在擔任運動教練時訓

練選手上，或是於擔任校長時，對於培育運

動人才、提升學術水準、提升運動競技實力

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在擔任大專體總、中

華體總要職時，對二會的業務推動，盡心盡

力，貢獻良多。（註2）政府頒贈其運動菁英

獎的「終身成就獎」，對蔡校長來說可謂實

至名歸。而蔡校長的愛才惜才、不忘提攜後

進的作法深受學生感動，他的努力過程、處

事態度與做法，都有其過人之處，值得加以

記述，供後人效仿。（註3）本文筆者特別

親訪蔡校長，親身聆聽其口述自己的精彩人

生，再由筆者整理撰寫，同時收集蔡校長的

相關文獻，加以歸類整理做為佐證，另外也

訪談數位蔡校長的得意門生、摯友，補充部

分資料，冀期本文的撰述更符真實情境，也

更能感動後學與讀者。

貳、生平

蔡特龍校長出生於1937（民國26）年

11月20日臺南縣歸仁鄉七甲村的一個農村家

庭。父親蔡滿堂與母親蔡來有很早就結婚  

（父親20歲，母親18歲），皆是臺南鄉下農

村人家。蔡家有一些農地，雖然有些分散，

但家人勤於耕作，屬於小康家庭，收成好時

可向農會貸款。平常種植水稻、地瓜，或是

收成過程非常費工夫的黃麻。冬天則種高麗

菜，有些較乾的農地也種甘蔗。蔡特龍校長

是家中長子，有7個兄弟姐妹。大弟到臺中讀

臺中二中及逢甲大學；小弟在蔡特龍教書時

還是小學，國中畢業跟著蔡特龍到臺北讀大

安高工；妹妹都嫁農村人家。蔡校長回憶：

「我爸媽都是很樸實的農夫，他們沒有限制

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只要踏踏實實的，即

使只有小學畢業也沒有關係，盡力就好，不

繼續升學就回來種田。」小時候的蔡特龍校

長總是一大早起床去幫忙農事，下課回家也

繼續幫忙家務，是典型的農村小孩，每天都

在田裡跑跑跳跳，他記得有一次在玩耍的過

程中不小心弄壞作物，被媽媽生氣的抓起來

往田埂間的小水溝扔過去，蔡特龍校長就自

己在空中翻了一圈，最後像體操選手似的安

全落地，毫髮無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運動

天分從小就嶄露無遺。就在身材條件和環境

條件的影響下，蔡特龍校長對運動逐漸產生

興趣。（註4）

1950（民國39）年，蔡校長從歸仁鄉

媽廟國小（今保西國小）畢業，考上臺灣省

立臺南農業職業學校（今國立臺南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初中部與歸仁初中。蔡校長

的父親希望他念臺南農校，以便未來有機

會到糖廠工作。臺灣光復初期，糖廠向農

家收購甘蔗的價錢都還不錯，所以他的父

親認為去糖業株式會社服務是一個很好的

選擇。最後，蔡特龍校長選擇就讀離家較

遠的臺南農校。（註5）從臺南農校初中部

畢業之後，蔡特龍校長因為成績不錯，可直

升高中部。不過蔡特龍從小就喜歡運動，尤

其是跳高項目，都拿全校運動會第一名，初

中時更接觸棒球、排球和籃球。因此被學長

說服去考臺南師範體育科，就這樣進入臺灣

省立臺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南大學）體育

科，跟體育結下終生的緣分。蔡特龍的父母

都很高興，因為可以住家裡，又有公糧可以

拿。1956年蔡特龍校長從臺南師範學校畢

業，以優越的成績填寫服務志願「臺南市」

，不過卻被分發到臺南市安南區的顯宮國小

任教。顯宮國小就在鹿耳門海邊的天后宮，

算是臺南市邊陲地帶，因此資源匱乏，無

水、無電、無公車或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但

也是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夫人林瑮珊。林家

讓蔡特龍能到他們家取用由儲水池挑回來

的水，使他與林瑮珊逐漸熟悉，進而交往。   

「就因為他們任教的學校環境這麼差，仍能

教學認真，又都是努力向上的好青年，父、

兄常常請他們到家裡吃飯，尤其拜拜時，讓

他們打打牙祭，所以和家人都很熟，因此我

在北上就讀師大前，父、兄才會請他照顧

我。」林瑮珊說。（註6）

蔡特龍校長在顯宮國小服務滿兩年後，

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大學（今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以下簡稱師大）體育學系。原本應該要

服務滿三年才能考，但是他的考績甲等，學

校成績80分以上、服務一年即可以考師範大

學。原本想念教育系，但是聯考分數不夠。

當時，他每週三個晚上，騎一個半小時的腳

踏車到臺南市區去補習英文和數學。蔡特龍

表示，吃完晚餐進到教室上課，坐下不久就

哈欠連連，睡意濃厚，下課前不久才清醒，

又得騎一個半小時的腳踏車回媽祖宮，遇到

颳風下雨更是辛苦至極。「特龍讀師大時，

常常陪我到圖書館讀書，查資料，我則協助

他翻譯、投稿；當兵時放假就來找我，沒放

假也會想辦法請假，有一次長官批：理由太

多，不予准假，成為好朋友間茶餘飯後的笑

談。」林瑮珊說。（註7） 

註2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註3 教育部體育署，〈終身成就獎 蔡特龍〉，<http://

www.sa.gov.tw/wSite/ct?xItem=11810&ctNode=1049&

mp=11>，2016.07.21檢索。

註4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8月1日。訪問人：章鴻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註5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8月1日。

註6 林瑮珊，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9月21日。訪問人：章鴻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註7 林瑮珊，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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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的老師都是當時體育界最優秀的

大師，像是臺灣現代籃球之父江良規、系主

任吳文忠、班導師周鶴鳴、籃球教練朱裕厚

（周老師到臺體後，由朱老師續任導師）以

及王屏周、楊基榮等人。江良規是臺灣現代

體育教育主要奠基人，曾赴德國深造，1939

（民國28）年以年僅25歲獲得萊比錫大學哲

學博士學位。「他是我們體育人的驕傲，文

筆和口才都是一流，可惜很早就過世了。」

蔡特龍說。談到系主任吳文忠，蔡特龍滿是

崇敬：「吳老師為人謙虛、平易近人，但做

學問十分嚴謹，寫了很多體育史的著作。」

周鶴鳴老師非常關心學生，1961年奉派到臺

中，創立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今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以下簡稱省立體專、臺

體），也是他推薦蔡特龍到臺灣省立臺中師

範專科學校（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

稱臺中師專）任教的。朱裕厚老師本身是運

動員，在師大培育許多優秀的籃球員，更曾

以教練身分帶領中華籃球隊參加東京奧運。

在學期間他累積了學科與術科上的能力。術

科方面，蔡特龍校長原本對欄架很有興趣，

但是體力不夠好，又缺乏訓練，前200公尺可

以領先其他選手，但是到了後面200公尺就不

行了。後來改練撐竿跳，還曾代表學校參加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可惜因比賽時被釘鞋刮傷

小腿而棄賽，但在前一天和同班同學余武雄，

獲爬竿金牌。（註8）

畢業之後受聘至臺中師專，當時師專

學校的學生畢業後都到國小任教，因此每一

科都要教。這段期間蔡特龍校長與交往7年

圖3　蔡特龍（後排右3）南師42學年度模範生（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的夫人林瑮珊結為連理。林瑮珊女士是工人

之女，哥哥是「安順碱廠」的員工，因此她

才能讀碱廠的子弟小學。她從小就乖巧、懂

事，除了要幫家裡看牛、撿採豬食、餵豬、

挑水、挑酒、煮飯，還要帶妹妹，功課卻一

直都保持在第一名，很不簡單。除此之外，

還參加校內外多項演講及作文比賽。最後，

林瑮珊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考上臺南女中

初中部，雖然家裡的父執輩都認為她不應該

繼續讀書，但經不起恩師鄭啟惠老師一再勸

進，最後還是讓她繼續升學，她由衷感謝大

哥的支持與愛護，從此更加倍珍惜讀書的機

會，成績幾乎都維持在班上第一名，並且連

任五個學期的班長，獲得保送高中部或臺南

師範學校；但因當年政府停辦初中保送畢業

生升學至師範學校，所以她就直升臺南女中

高中部。高中時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年年擔

任班長，並且是班級游泳隊、乒乓球隊代

表，可以說是允文允武，獲選優秀女青年，

在臺南市社教館接受頒獎，高中畢業便考上

第一志願師大英語系實驗組，成了村裡第一

個大學生，也是鄰近百里內第一位本土女大

學生，而得到「讀書姑」、「媽祖宮之花」

的美名。她的大哥希望她填臺大法律系當第

一志願，以便將來可以為鄉里做法律方面的

服務(鄉里這方面的人才奇缺)，但因志趣關

係，她以英語教學為首選，放榜時聯考分數

超過臺大法律系，她深感對不起大哥的栽

培。在師大的第一年她又當選班長，並且獲

得三民主義獎學金，在中山堂接受表揚。雖

然她的親友對這樁婚姻有不同的意見，他們

認為師大英語系畢業的高材生應該嫁給各項

條件較好的，但是她獨具慧眼，自稱是「天

公疼傻人」，嫁給蔡特龍校長。（註9）談

到太太的個性，蔡特龍說她是鄉下女孩，很

純樸、節儉，對長輩很好、對孩子們愛而不

溺。他認為教育小孩很重要，平常都是太太

在盯功課；雖然兩人教師工作很忙，但是週

末都會帶孩子打球或出去玩。而林瑮珊在講

到丈夫的優點時，則提到蔡特龍校長是一位

勤勞耐操、不菸不酒、忠厚老實、任勞任怨

的好人。兩人個性一快一慢，但總能合作無

間，相輔相成。（註10）

註8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9 林瑮珊，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註10 林瑮珊，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圖4　蔡特龍獲爬竿金牌（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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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民國57）年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臺北體專、北體）成立（註11），

蔡特龍經由從前師長劉紹本老師的推薦來到

臺北體專任教，從講師、副教授、教授到校

長再回任教授直到退休。在北體，蔡特龍校

長擔任田徑教練，他特別重視體能，因為他

認為體能好，成績就會好。而技術、體能、

心理就是訓練內容的「金三角哲學」。北體

田徑在蔡特龍的帶領下，造就許多優秀的選

手，包括陳進龍、戴世然、黃文成三位亞洲

盃金牌得主。蔡特龍認真負責的態度獲得北

體師生讚譽、佩服，這段時期他也累積了教

練、行政、研究、帶隊比賽的資歷，對生涯

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包括之後出任奧運代

表隊教練、北體校長、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秘書長、中華民國迷你高爾夫球協會理事

長、中華奧會委員、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

協會理事長等。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

的創會理事長為周中勛先生，蔡校長為副理

事長，周理事長去美國後，蔡校長臨危受

命，以副理事長兼代理事長職務。

1976年蔡特龍校長取得教育部的專案公

費，與臺灣師大林正常和王宗吉、輔仁大學

黃彬彬，以及臺體沈輝雄和杜登明等六名老

師前往日本東京教育大學（今筑波大學）進

修半年，研究社區體育與全民運動，並利用

機會蒐集日本運動人才培養的資料。當時一

起前往日本的幾個人一起租房子，培養了革

命感情。讓他感受最深刻的是日本埼玉川一

帶的河川新生地，開闢很多運動空間，像是

網球場、棒球場等運動場地，讓許多父母能

夠在假日帶孩子來運動。日本的民間企業也

提供很多運動設施；日治時期的臺灣在糖廠

或工廠都有宿舍並有運動設施可以使用，是

值得國內學習的地方。   （註12）

蔡校長夫婦在養育兒女也很有一套，

長子蔡弘智畢業於臺南師範學院（今國立臺

南大學），目前任教於土城樂利國小；大媳

婦和大兒子是臺南師院的班對，同樣從事教

職；孫子就讀於北醫，畢業後讀國立臺北健

康護理大學研究所，孫女讀臺大日文系。次

子蔡弘凱從臺大電機系畢業後直升研究所，

後赴美就讀南加大，目前在矽谷擔任蘋果電

腦高級工程師；二媳婦師大國文系畢業後赴

美國讀數學，現在是中學的數學老師；孫子

畢業於柏克萊大學，現在在google上班；孫

女就讀加州聖地牙哥大學。女兒蔡玫亭學交

通工程，交大畢業後直升研究所，通過特考

後任職於交通部，之後與夫婿到加州爾灣大

學進修博士；女兒和女婿現在都是中興大學

的教授；兩個孫子在臺中讀高中。蔡特龍表

示，夫婦兩人不曾給孩子壓力，只是給他們

接觸各種領域的機會，課業上也是盡力就

好，不強求。他們相當重視子女的全方位教

育，但是不會干涉性向發展，因此各個都有

很不錯的發展空間。蔡特龍校長驕傲的表

示，蔡家現在有七個老師，可以說是教育世

家。夫婦二人都非常感念能有兒孫承歡膝下

的福氣，兩人偶爾會去孩子家陪伴孫子，疼

愛他們，但不會溺愛。有時也會去美國看兒

子、媳婦與孫子、孫女，林瑮珊說蔡特龍較

愛玩，時常邀她出國旅遊，「雖然他經常帶

隊出國比賽，但是他都說那不一樣，出去比

賽壓力很大，沒辦法玩。」林瑮珊說。不少

人以為蔡特龍校長很嚴肅、難以親近，但

林瑮珊說，其實是因為他不擅言詞表達，

所以看起來很嚴肅，在家裡或與熟悉的友

人相聚，他有說不完的話。她提到，有一次

蔡校長受邀到兒子蔡弘智服務的土城樂利國

小演講，剛好有一位老師是北體的校友，他

驚訝的問蔡弘智：「蔡校長是你爸爸？他在

家會不會笑？」另外，蔡特龍校長也常常被

誤會為外省人，有一次他陪太太去買菜，攤

販老闆看見他就模仿外省腔說話，林瑮珊笑

著用閩南語說：「他是臺灣人，你說臺灣話

就好。」還有一次，一位鄰居青年學生告訴

蔡特龍的大妹：「昨天來你家作客的先生高

高壯壯，長的很像我們學校的老師。」大妹

說：「他是我大哥，在臺北體專教書。」鄰

居青年說：「我讀臺北體專，但是我們那位

老師是外省人，不會是你哥哥。」（註13）

但事實上，就是。

圖6　蔡特龍年輕時與夫人在七甲老家合影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5　1966年蔡特龍結婚時的全家福（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註11 該校創立於民國57年，校慶日為10月21日，校名

為「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簡稱臺北體專、

北體。民國85年改制學院成為臺北市立體育學

院，簡稱臺北體院、北體。於民國102年與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整併為臺北市立大學，原北體校地就

地改名為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註12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13 林瑮珊，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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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特龍校長無論是在教育界為學生犧牲

奉獻，還是在體育界勞心勞力，都無怨無悔

並且怡然自得。他曾擔任的職位還包括：中

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強化委員會委員、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規則審查委員會召集人、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選訓委員、中華奧會委

員、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中華民國

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創會理事長……等

等。能獲得運動精英獎，蔡校長是獲得評審

的一致通過，「謝謝大家沒有把我忘掉，我

認為這不是我的成功，是學生的成就讓我有

這個機會上臺領獎，也感謝家人的支持，讓

我一路走來都順利圓滿。」

參、成就與貢獻

一、畢業後的教學

蔡特龍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成績

優異，被分發至臺南市顯宮國小任教。蔡特

龍在顯宮國小服務滿2年後，於1958年考上

師大，就讀體育系，求學過程中，他從師大

的老師身上學習到非常多，加上他自己的努

力，學科與術科成績都不錯，曾拿到陳掌鍔

體育獎學金。從體育系畢業之後，便到臺中

師專任教。蔡特龍很珍惜在臺中師專服務的

日子，也教出許多優秀的學生，這些學生到

現在都非常感念蔡老師的教導。臺中師專有

部分學生是從臺北師範體育科畢業之後，再

圖7　蔡特龍校長的三個兒女，哥哥自動自發帶弟弟妹妹做功課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8　夫人林瑮珊與孩子1977年攝於娘家顯

宮國小旁（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來進修的，蔡校長將他們組成田徑隊，代表

臺中師專參加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

獲得不錯的成績。在臺中師專六年，蔡特龍

校長過得非常充實，還協助在省立體專服

務的同學阮如鈞在臺灣省運動會競賽組的

工作，累積日後舉辦大型運動會的經驗。     

（註14）

二、擔任田徑教練

蔡特龍自任職臺北體專，一直是擔任學

校的田徑教練，並且一路晉升至亞洲田徑錦標

賽教練和奧運中華田徑代表隊教練。蔡校長

雖然不是選手出生，但是他認真研究訓練法

和田徑規則，所以對訓練工作非常在行。蔡特

龍在北體擔任田徑教練，與江洽（足球）、林

敏政（棒球）形成所謂的「北體鐵三角」。

北體田徑在蔡特龍的帶領下，培養出許多優

秀的選手。「以身作則」是蔡特龍奉行的圭

臬，他認為教練本身只要按部就班完成訓練

內容，就能達到訓練效果。因此，在蔡特龍

訓練之下的選手，總是在亞洲錦標賽拿到很

好的成績，在田徑訓練上獲得大家的肯定，

因此獲選擔任洛杉磯奧運的田徑教練。但是

洛杉磯奧運田徑項目我國表現不佳，在科威

特拿110公尺高欄金牌的吳清景進入複賽後被

淘汰，打破全國跳高紀錄的劉金鎗和女子跳

高選手劉燕秋在合格賽就結束了。雖然成績

不理想，但也因為這次的奧運教練經驗，蔡

特龍在田徑上的成就更上層樓。他非常重視

學生在技能上的指導，認為學生畢業後，如

果從事教職工作，不可以不會教學與訓練。

由於如此堅持，蔡特龍的學生大多都有很好

的成就，1975年漢城亞錦賽，中華隊在男子

1600公尺接力賽以3分15秒2打破全國紀錄，

名列第四。四位選手戴世然、林民安、謝金

璋、譚廣嘉都是蔡特龍在北體的學生。

其他學生當中，有些本身的運動成績

並不突出，但訓練選手卻有一套。像是蔡榮

斌，他調教的短跑女將王惠珍於1991年的

英國雪菲爾世界大學運動會贏得200公尺金

牌、1994年在廣島亞運稱后。另外一位學生

徐佩菁在1995年武漢亞洲田徑錦標賽奪下400

公尺跨欄金牌、1998年曼谷亞運拿下銀牌，

世界排行第二十七名。其他學生畢業後分別

在各地扮演基層運動推手的角色，譬如手

球、網球、田徑訓練都很有成就的劉富福，

長期在新北市立光榮國中任教，作育英才無

數，執教生涯創造六百面全國各級比賽金

牌，榮獲「100年度教育部活動奉獻獎」。

跳高好手彭貴賢、長跑好手陳瑞昌、跳遠好

手楊明順、廖杉林，分別擔任新竹市、臺中

縣、屏東縣、雲林縣田委會總幹事。長跑出

身的雷遠郎在再興中學、標槍擅長的張淑惠

在三重商工屢獲田協頒發年度優秀教練獎。

蔡特龍校長的學生還有後來從商很成功的簡

祈昌和鄭樹恩，簡祈昌還認為經商沒有訓練

辛苦。蔡特龍校長說：「田徑運動是個人項

目，要超越別人，首先要超越自己，因此要

有好成績，選手本身要能吃苦，教練要能以

身作則，確實指導。」而最著名的三位金牌

註14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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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參加日本廣島田徑公開賽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9　中華田徑隊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出

國前合影（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11　蔡特龍校長帶領中華隊選手參加第五屆科

威特亞錦賽（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選手，陳進龍、戴世然、黃文成就是典範。

這三個學生擁有許多相似的人生際遇，都在

臺北體專接受蔡特龍訓練；都在亞洲田徑錦

標賽得過金牌；先後前往日本中京大學深

造，學成後皆回到母校任教。

（一）陳進龍

1969（民國58）年陳進龍考進臺北體

專，接受蔡特龍老師的指導，並於1973年的

菲律賓馬尼拉亞錦賽以7公尺82獲跳遠冠軍，

打破楊傳廣保持的7公尺75全國紀錄、超越日

本選手小倉新司保持的7公尺62亞運紀錄，

同一屆比賽還獲得十項全能銅牌，同時也入

選1972年慕尼黑奧運和1976年蒙特婁奧運國

手。陳進龍從臺北體專畢業後，服完兵役就

到日本中京大學念學士學位。臺灣與中京大

學關係良好是因為臺灣第一位參加奧運的選

手張星賢在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時，曾與中

京大學學園的梅村總裁夫人一起代表日本參

加1932年洛杉磯奧運，建立良好的友誼。在

那之後，中京大學體育學院就一直與臺灣密

切交流，並維持深厚的關係，長期提供優秀

運動員獎學金。陳進龍在日本的大學運動會

表現很不錯，奪下十項全能冠軍，兼顧訓練

與學業，學成歸國之後，透過蔡特龍的推

薦，順利回到母校服務。擔任助教兩年後，

辭職再度前往中京大學進修體育碩士學位，

於1985年經蔡特龍校長的推薦再度回到臺北

體專服務，歷經臺北體專升格為體育學院，

這期間在學校曾擔任出版組長、體育組長、

休閒體育運動學系主任、陸上運動學系主

任、教官室主任及學務長等行政工作，並在

社會體育曾擔任中華民國教練協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迷你高爾夫球運動協會秘書長、中

華民國田徑協會副秘書長及臺北市立大學校

圖12　1983年第五屆亞洲田徑錦標賽接受科威特電臺訪問（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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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秘書長等職務。陳進龍非常感念蔡校長

對他的愛護與提拔，除了田徑堅苦的訓練

外，平時更給予做人處事態度的教導，受益

良多。有蔡校長的惜才之心，才造就後起之

輩繼續在體育界發光發熱。（註15）

（二）戴世然

戴世然小的時候幾乎每種運動都接觸，

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接觸田徑，初中三年級

時就在全省中等學校運動會得到200公尺跨

欄冠軍和跳高冠軍。中學畢業時原本想去考

藝專，但學校師長們都建議他走體育這條路

比較有前途，所以1968年戴世然考進臺北體

專，開始接受正規、有系統的體育訓練。戴

世然形容蔡特龍是一位很溫和、很親切的老

師，對學生從不疾言厲色，但也很執著、很

專注在訓練上面。經過蔡特龍的訓練，戴世

然很快就在全國大專運動會以15秒8的成績奪

得110公尺跨欄五專組冠軍，成績竟和大專男

子甲組相同。不過戴世然對於音樂仍然非常

著迷，經常荒廢田徑訓練而跑去練團，讓蔡

特龍非常擔憂。但是蔡特龍並沒有輕易放棄戴

世然，反而柔性勸導他，希望他能好好專心訓

練。「那個時候如果我想偷懶跑出去練團，就

會想到蔡老師會在操場等我，一直等到我回去

為止，所以我就不敢再亂跑了。」戴世然回憶

放棄音樂轉而專注在田徑場上的那段過程。

之後，戴世然便將重心放在田徑訓練上，成

績一直保持全國跨欄冠軍的水準，最後入選

第二屆漢城亞洲田徑賽的國家代表隊，蔡特

龍校長和吳阿民教練力保他留下，因此戴世

然非常感念蔡教練的恩情，力拚亞錦賽。並

創下110公尺跨欄以14秒24、400公尺跨欄51

秒15的成績贏得跨欄雙料冠軍，而400公尺跨

欄更打破大會記錄和亞運記錄；1976年獲選

為蒙特婁奧運國手。（註16） 

圖13　梅村理事長拜會中京大學（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三）黃文成

黃文成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參加田徑

隊，時常在臺北縣（今新北市）運動會拿下

100和200公尺的冠軍。升上初中之後由於身

高不高但體能不錯，所以慢慢往長距離項目

發展，初中畢業後繼續就讀桃園縣（今桃園

市）的成功工商，連續3年拿到中等學校運

動會的冠軍。1975年，黃文成考進臺北體

專，接受蔡特龍教練的指導。在蔡特龍眼

中，黃文成是一位很聽話的選手，給他訂出

的訓練課表和比賽項目，黃文成從來不會偷

懶拒絕，因此他在田徑表現上不斷進步，持

續刷新全國3000公尺障礙記錄、連續8次打

破全國紀錄，成為我國首位成績挺進8分多

鐘的選手。服完兵役之後，黃文成靠著全國

3,000公尺障礙的紀錄，順利取得中京大學的

入學資格，到日本進修兼訓練。留日期間，

黃文成的運動成績不斷進步，代表學校參加

各項比賽，時常拿冠軍。回國之後，便到北

體任教，同時跟著蔡特龍繼續訓練。1983年

科威特的亞洲田徑錦標賽使黃文成的田徑生

涯來到巔峰。臺灣在參加第一、二屆亞錦賽

之後，因會籍問題停了第三、四屆，第五屆

的科威特亞錦賽是我國第一次使用「中華臺

北」的名稱來參賽，蔡特龍那一年擔任總教

練，帶領黃文成打敗日本的對手，拿下金

牌。（註17）黃文成現為臺北市立大學行政

副校長。

圖14　1988年漢城奧運會北體校友秦玉芳獲跆拳道表演賽金牌，在大使館前合影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註15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註16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註17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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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任北體校長

蔡特龍在北體當過課外活動組組長、訓

導主任、教務主任，最後當到校長。而獲得

校長一職的過程也不容易，蔡特龍校長認為

能當上校長是機緣。1985年臺北市政府遴選

北體校長繼任人選時，當時的第二屆北體校

長劉紹本心中的第一人選就是蔡特龍。劉紹

本曾先後任教於嘉義中學、臺南師範、淡江

文理學院，也是蔡特龍在臺南師範就讀時的

導師，一路提拔蔡特龍。除了看中他的行政

資歷相當完整之外；也因為1983年在科威特

的亞錦賽，他擔任田徑教練兼總教練，得到

三金的成績；加上在田徑協會的幹部歷練和

洛杉磯奧運的中華田徑代表隊教練的資歷。

那時候聯合報有體育版，因為王惕吾是理事

長，所以新聞報導很多。當時的推薦人是田

徑協會理事長王惕吾和國史館館長朱匯森，

以及立法委員紀政，可以說是同時獲得中央

（王惕吾）、教育界（朱匯森）以及政界  

圖15　蔡特龍(右)與劉紹本(左)和

紀政(中)合影（照片來源：

蔡特龍提供）

圖16　接任北體校長，遞交者毛連塭局長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紀政）的支持。再加上教育局毛連塭局長

和許水德市長的肯定，蔡特龍才能順利的出

任臺北體專第三任校長，也是非常年輕的校

長（48歲）。能有這個結果可以說是蔡校長

透過豐富的歷練所累積的人脈而獲得。在三

年一任（可連兩任）的制度下，蔡校長當了9

年，後來去體總當秘書長。（註18） 

臺北體專於1968年成立，創校於臺北

市松山區（今臺北小巨蛋旁）。建校宗旨在

貫徹政府發展全民體育政策，以培養菁英運

動員、各級學校體育教師、運動教練、運動

科學研究人員、運動領導人才及優秀社會體

育工作人員為目標，並配合國家體育運動科

學、訓練發展政策，迄今40年發揮授業宏

道、為國爭光之使命。第一任校長是林鴻

坦，第二任校長是劉紹本，蔡特龍繼承了創

校校長林鴻坦的建校宗旨：提升競技。他要

求每一個專長項目都要有一流的教練，並且

要負責與國高中做銜接，積極尋找優秀的畢

業選手進北體就讀。經蔡校長整頓之後的北

體變成各賽事中的常勝軍。蔡校長秉持北體

精神——忠誠毅勇：「忠」是端端正正的品

行、「誠」是誠誠懇懇的態度、「毅」是實

實在在的做事、「勇」是兢兢業業的努力。

「我們一直在最差的環境，輔大和文大都是

大學，不愁人才、不愁經費，但是北體是專

科，又隸屬市政府，沒有很好的條件可以發

展，一切都是在很刻苦的情況下，一步一腳

印慢慢走出來的。」北體棒球之父林敏政說

到。是蔡校長將北體的文化延續並發揚北體

的精神，把不可能變為可能。（註19） 

1976（民國65）年臺北體專棒球隊與

亞洲信託銀行建教合作，會合作是因為林鴻

坦校長與亞洲信託銀行老闆是福州同鄉兼小

學同學。這是臺灣企業界首次與大專棒球隊

合作的案例，是已故棒協理事長謝國城先生

在全面推展我國棒運的考量下，有鑒於大專

院校體育經費不足，遂抱持相輔相成，互惠

互利的觀點，鼓勵企業界先行以經費支援大

專甲組棒球隊，待優秀選手畢業後再行吸收

至企業球隊來參與成棒。可惜此次建教合作

案因雙方理念產生差異，於半年後無疾而

終。1991年，在蔡校長的堅持下，臺北體專

與中國信託公司合作，合約內容包括成棒建

教合作及贊助青棒隊。有了企業的贊助，棒

球隊身價大漲，當年度棒球隊招生共有480

人報考，超越籃球項目。臺北體專獲得企業

贊助後，1996年勇奪第一屆金龍旗青棒賽冠

軍，並且開始擺脫在1994年後在大專盃墊底

的命運，87、88學年度完成大專棒球聯賽二

連霸，這都證明企業贊助對球隊是有所助益

的。蔡特龍校長掌握資源分配，雖然曾是田

徑的教練，但是他秉持公平的原則，發揮領

導者廣闊的心胸及視野，投注資源讓北體成

功發展。（註20）

註18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8月1日。

註19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註20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壇精英口述歷史叢書

――永遠的蔡校長 蔡特龍》，臺北：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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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行政體系上，與總務主任林敏

政、教務主任邱家騏也形成一個「北體鐵三

角」。林敏政原本因為在競技的理念上和校

方有所不同，所以除了教學之外，都在外面

協助棒球協會推動臺灣的棒球運動，是蔡特

龍當上校長之後積極找回來的。有「棒球點

子王」之稱的前中信鯨領隊林敏政曾培育出

王建民、郭源治等好手，他為臺灣棒球所做

的改變和努力，也讓他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運

動精英獎的「終生成就獎」殊榮。臺北體專

曾舉辦區運會、大專運動會等賽事，主動協調

從不合作的愛迪達、美津濃、亞瑟士三家廠

商來共同贊助臺北體專主辦賽會。「沒有相

當的處事能力是沒有辦法達成任務的。」林

敏政強調。蔡特龍校長的行事風格是親自參

與但不專制干涉，他對部屬是完全的信任。

在蔡校長任內，曾經為臺北體專解除一次「

斷炊危機」。這段廢校風波起源於教育部希

望落實大專學校國立化，所有公立的大專學

校都由教育部提撥經費來補助，如此一來，

經費來源和資源都會增加，但是臺北體專在

臺北體育場設址，臺北市政府要收回土地，

北體只能另尋校地，教育部不願意負擔遷校

的經費，北體因此進退兩難。而且就算找到

校地，至少要5年才能完工。而在這過程中，

當年度所有經費未獲議會通過，學校有兩個

月的時間沒有辦法付薪水給老師，最後是靠

教育部撥款才解決危機。現在，北體遷到天

母，加上周邊的場館，形成一個完整的體育

園區。

蔡特龍在校長任內也擔任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的副會長、會長，與日本中

京大學頻繁交流，推動體育外交。當時在中

京大學任教的陳全壽曾向蔡校長建議讓兩校

舉辦比賽來增加經驗。國內許多體育人都曾

經去中京大學進修過，像是高英傑、李福

恩、蘇文和、陳進龍、黃文成、王貴梅、高

青照等人，陳全壽的家便成為臺灣選手的補

給站，為他們申請獎學金，週末假日邀請這

些臺灣學生到家裡作客，非常照顧他們。     

（註21）

1989年非洲國家賴比瑞亞與中國斷交，

與我國恢復邦交；由於蔡特龍是校長兼場

長，又順利舉辦臺灣區運動會，因此被外交

部選派為體育特使，到賴比瑞亞進行考察，

評估體育場接收後如何管理。勘查的結果是

音響控制與燈光維護部分需要一組專業人員

來長期負責。「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

蔡特龍校長認為賴比瑞亞政府應徵召他們自

己的工職電工人員加以訓練，比較實際且幫

助當地青年的工作機會。（註22）

四、校長兼體育場場長

擔任校長期間，蔡校長同時兼任臺北體

育場的場長。這是因為臺北體專在臺北體育

場的看臺下成立，臺北市教育局希望臺北體

專校長能兼任場長，場校一家，推動臺北市

體育發展。他接任校長後，認為臺北市須蓋

一個體育館，但沒有土地，於是在任內把羽

球館收回，改建成三層樓的多用途綜合體育

館，一、二樓主要為球類運動及技擊運動使

用，三樓規劃羽球場。改建後用途變多，可

做為國際賽的場地，網球、籃球、排球、體

操等等都可以在此舉行比賽，另外可以容納

小禮堂、辦公室、桌球教室以及健身中心。

臺灣羽球之父吳文達先生當時擔任羽球協會

理事長，經他同意後立即把原羽球館特地請

總務組把牆壁打掉，以便改建，教育局和市

長也都很支持。一直到2006年拆除重建，做

為2009年聽障奧運的主場地，現為臺北市體

育館。蔡特龍兼任場長的任內徵收天母公園

預定地，郭石吉議員幫忙協調市政府編列特

別預算，徵收過程繁複，最後順利完成徵

收，原本的棒球場再拆掉建成小巨蛋。學校

接著在天母規劃校舍，並管理運動公園，興

建體育館，增設室內游泳池、圖書館，成為

全國大專院校設備最完整的體育學校。另

外，中央也預備編列預算補助臺北市，規劃

關渡運動公園為亞運的主要運動場，最初規

劃興建可容納7萬人的田徑場及室內棒球場，

但是後來的陳水扁市長沒有意願，一直到現

在也尚未開發。（註23） 

圖17　1989年前往賴比瑞亞考察體育場的

經營（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18　與賴比瑞亞外交部長與體育部長合影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註21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22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23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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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幹事。中山足球場的整建也是在蔡校長

任內完成，中山足球場是一座位於臺北市中

山區的足球場，其前身為圓山運動場，2007

年時，為了配合在2010年開展的臺北國際花

卉博覽會而封場進行改建，現為花博公園。

當時曾舉辦國際足球邀請賽，藉以推廣足球

運動。另外協助專任運動教練計畫，蔡校長

特別感謝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的邱為榮教練積

極推動將教練納入學校體育系統，並獲得當

時的立法委員洪秀柱委員的支持，如今體育

人多了一個出路的機會。（註24）

體育季也是蔡特龍校長在訓導主任任

內所舉辦的活動，三個月的假日都有體育活

動，當時的校長劉紹本非常支持。活動對象

是臺北市的民眾及學校，活動內容有外丹

功、太極拳、分齡游泳、幼兒足球、溜冰、

滑輪越野賽、路跑等各種項目，賽前召開記

者會，算是辦得很成功。蔡校長還提到當時

亦修建基隆河的河岸綠地，建立足球場、橄

欖球場、河岸看臺，並舉辦射箭比賽。另外

蔡校長也曾協助臺北市舉辦運動會，由教育

局主辦，臺北體專師生執行，經費編在體育

場下面，因為兼場長的關係，所以校長便擔

圖20　蔡校長帶中華田徑隊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奧林匹克

訓練中心移地訓練（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19　蔡校長與北體參加大專運動會田徑隊合影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21　體育季活動（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22　香港中文大學研討會（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五、擔任中華體總秘書長 

1994年，中華民國體育總會新任理事

長郭宗清延攬蔡特龍校長擔任秘書長，蔡校

長就辭去快任滿的校長職務，接下體總秘書

長，開始改革訓練事務。1990年是我國第一

次以「中華臺北」之名參加北京亞運，蔡特

龍校長以技術指導的身分參加。不過這次亞

運的成績不佳，就連最有希望奪下十項全能

金牌的李福恩在撐竿跳高這個項目中也鎩羽

而歸，加上棒球與軟式網球為表演賽，2金1

銅的成績不列入計算，所以最後就以0金作

結。蔡特龍校長接任秘書長一職後，大刀闊

斧將訓練組分成技擊、球類、個人競技等三

組。體總原本有訓練組、輔導組、總務組，

訓練組負責所有項目的訓練工作，輔導組負

責裁判及教練講習，總務組負責事務性的工

作。「我把亞運會20幾個項目分成3組，分別

為個人競技、球類、技擊。個人競技組包含

田徑、游泳、體操、射箭等等；球類組有籃

球、排球、高爾夫等等；技擊組則是拳擊、

柔道、跆拳道、空手道等等。由一個組專門

負責可能會力不從心。這樣才不會有的人負

擔過重，有的人卻無事可做。」如此作法使

代表隊一舉在廣島亞運奪得7金，洗刷北京亞

運0金的恥辱，深受大家佩服。「郭會長是

將軍外交官退休，很信任我的做法，都放手

讓我去試。」談及這段往事，蔡特龍校長露

出自信的神情：「當然也需要很多人的鼎力

幫忙，才能開花結果，像是文筆不錯的陳良

全，他很會寫計畫，都是靠他幫忙擬定亞運

計畫。」另外還有體總幹部們的努力，讓此

次亞運成績不斐。1997年郭理事長表明不再

連任，體總再次改選後，蔡特龍校長回到臺

北體專繼續教書直到65歲退休。

六、擔任田徑協會要職

蔡特龍校長最擅長的就是田徑，初任臺

北體專時，透過學弟蘇文得先生的介紹到中

華民國田徑協會（以下簡稱田協）幫忙。田

協最早於1955年成立，原名為「中華民國田

徑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是關頌聲，之

後為錢大鈞將軍接任主委。於1973年重新改

組為「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為王惕吾，迄今已第十屆，現任理事長為蔡

辰威，為國際田徑總會會員國，也是中華民

國田徑運動官方代表。當時在王愓吾理事長

的號召下，紀政回國擔任祕書長，蔡特龍校

長掌裁判組、吳錦雲掌訓練組、雷寅雄掌競

賽組、吳阿民為副秘書長，4人同時兼任教練

工作，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努力下，創出臺灣

田徑輝煌的歲月。蔡特龍校長還負責協調場

地和訓練選拔及裁判組工作。當時國內的田

徑成績在王惕吾理事長領導之下達到巔峰，

代表隊參加亞洲田徑錦標賽都會抱金而歸，

例如：陳進龍、林純玉、戴世然、李秋霞、

李福恩、吳清錦、古金水、黃文成，都是那

個時期培養出來的優秀選手。王惕吾理事長

在長達8年（1973至1980年）的任期間出錢出

力，每逢比賽就驅車前往觀賽，有時拉一把

裁判用的小板凳，獨自坐在終點附近為選手

註24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

，201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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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風雨無阻，即使在大太陽底下，仍然

戴著一頂斗笠遮陽，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

每當蔡特龍見到這個情景，都會為田徑界有

這樣一位大家長而深感慶幸。紀政擔任田協

秘書長後，決心將國際田徑規則重新翻譯成

中文。之前的版本是由前人將日語版本翻成

中文，難免在二手翻譯上有缺漏（名詞、用

語有落差），所以蔡特龍校長和夫人林瑮珊

幫忙將英文直接翻譯成中文。（註25）一個

是田徑專業，一個是英文專業，在夫妻兩人

的合作無間下，足足花了2個月的時間才完成

這項艱難的任務。田協成立宗旨為發展田徑

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田徑比賽，以

提高技術水準。蔡特龍校長印象最深刻的，

是田協為了準備參加亞洲田徑錦標賽，選派

一隊選手到美國奧運訓練中心，透過三個禮

拜的訓練洗禮，效果很不錯，是我國第一次

接觸高科技、系統性的訓練方式。國內方

面，田協為培訓選手，舉辦各級田徑比賽，

透過紀政的聲望和關係，廣邀世界級名將來

臺參賽，創下買票看比賽的紀錄。（註26

）同時，田協也建立良好的教練制度、裁判

制度、田徑場地認證與賽事成績認證制度，

以期能使國內的田徑界向上發展。王惕吾理

事長把職位交棒給紀政之後，由紀政帶領臺

灣田徑全力前進，不僅從國外帶回許多新觀

念，更致力於與世界接軌的任務，和國際建

立良好關係。遺憾的是，自從紀政交棒後，

臺灣田徑運動開始走下坡，人才斷層嚴重，

無法再與全盛時期相比。（註27）

直到現在，蔡校長依舊沒有離開田徑

界，常常帶選手出去參加國際賽，藉著比賽

機會將自身的經驗傳承給年輕教練及選手。

像是2016年在波蘭辦的田徑U20世青賽，就是

由蔡特龍校長擔任領隊，此次世青賽，臺灣

女子標槍好手張竹打破全國紀錄，獲得第五

名；臺灣史上首位晉級短跑決賽的選手楊俊

瀚角逐男子200公尺，也獲得第五名，是成績

最好的亞洲選手。至於國內大大小小的運動

會，蔡校長就負責擔任仲裁委員召集人，田

徑界對前輩都很尊敬，敬老尊賢的美德在田

徑界嶄露無遺，不過蔡校長也提到，等明年 

（2017年）80歲，就退下來當顧問。（註28）

七、退休後仍不忘推展全民運動 

1997（民國86）年體總祕書長交接之

後，蔡特龍校長在日本友人的極力邀請下，

將迷你高爾夫球運動引進臺灣，於1999年5

月成立「中華民國迷你高爾夫球協會」，並

擔任創會理事長。迷你高爾夫是一項適合老

人、青少年及孩童的休閒運動，在歐洲和日

本都很盛行，但是在臺灣的推動過程卻受到

重重阻礙，（註29）成立初期蔡特龍校長非

常努力地到處尋找資源來建立良好的場地，

但是不如想像中順利。雖然這項運動不需要

耗費太大的體力，只要有推竿的技術便能駕

輕就熟，場地也不用像高爾夫球場要佔地幾

百公頃，是集智慧與技術於一身的運動，但

多數人還是傾向選擇從事原本就大眾化的休

閒運動。他先到歐洲實地考察舉辦的方式、

各種球道的材料、作用和協會組織，並於

1999年到荷蘭參加世界盃錦標賽，且在會員

（國）代表大會上由夫人林瑮珊介紹我們國

家協會的成立經過及運作情形，與美國、英

國同時成為世界迷你高爾夫球總會（World 

Minigolf Sport Federation, WMF）的會員

國，從此出錢出力。第一次講習會，WMF派

講師來臺，由夫人林瑮珊口譯，她翻譯完整

的組織章程、比賽辦法和各種標準球道的介

紹。除此之外，定期參加國際賽事，同時與

日本及新加坡組成亞洲迷你高爾夫運動聯

合會（Asia Minigolf Sport Federation, 

AMF）。WMF每兩年舉辦一次世界盃錦標

賽，AMF也每兩年舉辦一次亞洲盃公開賽，比

賽期間，中華民國國旗便與世界各國代表隊

的國旗飄揚在比賽場地四周。蔡特龍理事長

屆滿8年後，他便交棒給學生黃文成擔任理事

長，陳進龍擔任秘書長，自己則退居幕後，

成為榮譽理事長。（註30）他夫妻倆由衷感

謝能有如此的傳承。

圖23　5th World Minigolf Championship會員國代表大會上（荷蘭），林瑮珊介紹臺灣入會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註25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26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27 蘇嘉祥主編，《傳炬－－學校體育園丁傳習錄》，臺

北：教育部，2009，314-331。

註28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註29 蘇嘉祥主編，《傳炬－－學校體育園丁傳習錄》，臺

北：教育部，2009，314-331。

註30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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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民國92）年66歲的蔡特龍校長正

式從臺北體專退休，不過每年還自掏腰包捐

款作為臺北體專的獎學金，獎勵後進。現在

的運動習慣就是早晚各走路一小時。田協如

果有比賽就去參與，或是當領隊帶團出國比

賽，身兼希望基金會董事的蔡特龍也時常出

席紀政舉辦的健行活動。1986年紀政女士應

邀拍攝了一支桂格燕麥片廣告，獲得廣告收

入850萬元，同年應邀赴港客串電影    「

飛躍羚羊」的演出獲得演出費100萬元，共

計950萬元。紀政女士認為這些收益，都是

因為自己在運動場上的成就而有機會獲得，

本著「飲水思源」及「創造希望」之信念，

遂將所獲收益全數捐出，於1986年成立「財

團法人希望基金會」。成立之初邀請雲門舞

集總監林懷民先生擔任第一屆與第二屆董事

長，1992年改選董事會後，由紀政女士擔任

第三屆董事長並連任至今。無論是萬人健

走、元旦健走，蔡特龍夫婦都全力支持紀政

辦的活動，總是帶著全家大小出動。另外，

蔡校長也是臺南師範學校的傑出校友、臺北

市南師校友會理事長，每年舉辦活動號召分

散各地的同學來參加。

蔡特龍校長目前仍在田協擔任副理事長

兼選訓委員會召集人，每當國內舉辦運動會

時，他便與其他田徑界的大老齊聚一堂，討

論如何振興國內的田徑運動。蔡特龍說，國

內的訓練實力不輸亞洲其他國家，但是制度

導致我們落後他國一大截，選手在國高中受

的訓練常常到大學就中斷了，銜接得不好，

成績就無法突破，自然輸給別國的強敵。蔡

特龍認為要造就能在國際上跟別人競爭的頂

尖選手，必須要有系統的培養人才，像中國

一樣，都是一條龍式的訓練，才能在競爭激

烈的國際賽脫穎而出。

圖24　2004年蔡特龍全家福，攝於長子在新北市土城的住所（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25　2016年蔡特龍、林瑮珊金婚紀念宴會的

全家福合照（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26　蔡特龍與夫人林瑮珊近年合照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圖27　2015年參加北體二專二屆同學會，攝於屏東小琉球

（照片來源：蔡特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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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在體育界耕耘50多年，蔡特龍校長奉獻

畢生心力在體育上，而體育也深深影響蔡特

龍校長的人生。「別人的生活是朝九晚五，

我的生活是朝五晚九，一大早天未亮就出門

訓練選手；孩子、家務全由太太負責。」

蔡特龍半開玩笑的說。他還提到，以前的教

育部部長朱匯森曾在南師畢業紀念冊提詞：   

「教育的根是苦的，結的果實是甜的。」  

（註31）也是這樣的精神引領蔡校長走過四

分之三個世紀，達成許多令人敬佩的成就。

蔡特龍說：「人生好比田徑比賽，要以現有

的成果作為努力和發展的基礎，要能忍受辛

苦的磨練，才能享受獲勝的掌聲」這正是蔡

特龍最好的人生註解，他經過早年的努力奮

鬥，換來今日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現在的蔡校長依舊過著忙碌的日子，但同時

也跟太太一起享受悠閒的生活。帶隊出國比

賽時，蔡特龍校長也會告訴選手，要贏人家

必須先贏自己，只有不斷的超越自己的紀

錄，才能超越別人而獲勝；對教練的建言則

是，即使進步一點點也要每一年都進步。他

也認為技術成形後，體能就很重要，體能的

訓練量和強度不夠，就很容易受傷，同時也

會阻礙成績進步，選手常常一受傷就要停半

年以上，成績越好必須越注意柔軟度，紀政

就是在成績最好時受傷，在曼谷亞運只拿一

塊跳遠金牌，古金水、陳進龍等人也都是受

傷後退休。（註32）在運動界，成績好的選

手從古至今猶如過江之鯽，但真正受人尊敬

並且能夠留下永恆名聲的，絕對是能奉獻自

我、嘉惠後人的無私之人。 

註31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註32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伯朗咖啡館（八德店），2016

年9月21日。

圖28　2016年蔡特龍校長獲世界迷

你高爾夫聯盟（WMF）會長

頒發榮譽會員（照片來源：

蔡特龍提供）

附錄

蔡特龍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7 26 11月20日出生於臺南縣歸仁鄉七甲村。

1950 39 13 就讀省立臺南農校(初中部)。

1953 42 16 就讀省立臺南師範學校體育科。

1956 45 19 於臺南市顯宮國小任教（1956～1958）。

1958 47 21 考進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62 51 25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畢業。受聘至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任教（1962～1968）。

1966 55 29 與妻子林瑮珊結為連理。

1968 57 31 從臺中師專轉任臺北體專(北體創校) 。

1973 62 36 田徑協會改組，蔡特龍負責裁判組（1973～1989）。

1976 65 39 赴日本國東京教育大學體育學部專題研究半年。

1984 73 47 擔任洛杉磯奧運會中華田徑代表隊男子組教練。

1985 74 48 接任臺北體專第三任校長（1985～1994）。

1988 77 51 擔任漢城奧運考察團選訓委員會副團長。

1994 83 56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秘書長(1994～1997)。

1994 83 57
卸任臺北體專校長，任期8年半。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秘書長（1994～1997）。

1997 86 60 卸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秘書長，回臺北體專任教。

1999 88 62 成立中華民國迷你高爾夫球協會，出任理事長（1999～2007）。

2003 92 66 從臺北體專退休。

2008 97 71 榮獲行政院體委會頒發精英獎終生成就獎。

2010 99 73 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副理事長（2010～2017）兼選訓委員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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