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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橄欖球運動的園丁

林鎮岱

壹、前言

臺灣橄欖球運動受西方傳教士及日本人

影響非常深遠，從「臺灣橄欖球之父」陳清

忠先生引進橄欖球運動開始，到留學東瀛期

間球技風靡全日本的柯子彰先生，後有南臺

灣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黃茂卿先生，以及楊

廷謙、黃嘉祥、洪清熙，直到80年代我國與

日本斷交後，藉由民間與日本橄欖球俱樂部

交流建立良好關係的黃書珍、林嘉生、黃書

模等人，這群默默致力推展臺灣橄欖球運動

的前輩們，幾乎都是受過外籍傳教士及日本

人薰陶影響，但真正在臺灣土生土長、接受

教育，並且畢生在臺灣奉獻橄欖球專業，默

默從事基層球隊培訓者，當屬出自臺灣橄欖

球運動名門建國中學的林鎮岱先生最具代表

性了。

林鎮岱先生從1954年在臺灣省立建國

中學（以下簡稱建國中學或建中）唸初中接

觸橄欖球運動開始，直到2014年卸下中華民

國橄欖球協會（以下或稱橄欖球協會）所有

行政職務、退休返鄉為止，為臺灣的橄欖球

運動奉獻長達60年之久，他當過選手，參與

「建中黑衫軍」橄欖球隊的全勝時代，就讀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以下簡稱臺師大）體育系時，他是選手也是

教練，畢業後返回母校建國中學實習任教，

到1966年轉到臺北醫學院（現為臺北醫學大

學，以下或稱北醫）任教、並持續組訓橄欖

球隊，林老師雖然沒有出過國留學，也沒有

受到國外橄欖球運動教育薰陶，但是因為其

天生不服輸的個性，讓他無論是選手、教練

或任何角色，都是幹得有聲有色。離開教練

職務後，林鎮岱轉任橄欖球協會的行政職

務，也帶領全國橄欖球界衝出一片天，獲得

2002年釜山亞運會的銀牌。林鎮岱兼任橄欖

球協會的行政工作期間，從基層的輔導組、

競賽組到副總幹事、秘書長、副理事長，直

到2006年眾望所歸、當選中華民國橄欖球協

會的領導人──理事長──一職，他對中華

民國橄欖球運動的奉獻是最真實，最全面且

是最多元的。他從就讀建國中學初中部、高

中部到臺師大到臺北市代表隊，都是非常出

色的一位選手，不但球技好，在球場上認真

投入；在擔任教練的時期，從建中黑衫軍、

臺北醫學院、民生國中、西湖商工橄欖球

隊，幾乎他帶過的球隊都曾獲得全國冠軍，

在臺灣橄欖球運動史上創下輝煌的成績。

圖1　44歲的林鎮岱，在球場身手仍然非常矯健，可

以親自動作示範（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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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

一、求學過程

（一）小學

林鎮岱先生1939（民國28）年9月5日

出生於桃園龍潭鄉，1946年就讀於桃園大竹

國小，1953年畢業於東門國小，因為在校精

力旺盛、喜歡運動，因此學習成績並不令家

人滿意，所幸在他任教於桃園東門國小的二

舅輔導下，轉往東門國小重讀一年小學六年

級，除了重拾課本閉門苦讀外，行動並受嚴

厲監督，希望他能靜下心來，為升學好好打

拼。這一年的苦讀也是林鎮岱老師人生的轉

淚點，雖然曾經失去童年許多遊戲的回憶，

但是從書本上仍然得到許多寶貴的收獲，所

以隔年（1954）才能順利如願，以第一志願

考上臺北市建國中學初中部就讀。

（二）中學

1954年進入建國中學就讀後，林老師

並未按家人的規劃，好好在書本下功夫，反

而是在青春期的叛逆性驅使下，轉往塑造英

雄的橄欖球場發展，參加被認為「粗暴、野

蠻」的橄欖球隊，家人雖百般制止，但是仍

然無法抵擋他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隨著學

校球隊的優良傳統，晨昏接受訓練參加比

賽，林老師也逐漸成熟穩健，尤其功課並沒

有因為參加橄欖球隊而荒廢，所以家人從反

對轉為支持。林鎮岱先生對橄欖球運動的啟

蒙非常早，在建國中學就讀初一時，就開始

參加橄欖球隊訓練，就讀建中初中部時，於

1955年代表建國中學初中部參加全國第十二

屆全國橄欖球錦標賽獲得初中組亞軍（冠軍

為臺北市大同中學），也因此奠定林鎮岱與

橄欖球運動的緣分。

（三）高中

1957年，林鎮岱自建國中學初中部畢業

並考上高中部，當時建國中學黑衫軍連續稱

霸全國橄欖球錦標賽已13年，在他進入高中

部並加入球隊後更是如虎添翼，他憑藉著在

初中三年培養的紮實基本功，在隊中鋒芒畢

露，加上他對橄欖球運動的執著與認真肯吃

苦的精神，很快便嶄露頭角，成為建國中學

黑衫軍的靈魂人物，在參加1957～1959年全

國第十四至十六屆橄欖球錦標賽中，未嚐敗

績，連續三年獲得高中組冠軍，為建國中學

黑衫軍橄欖球隊在全國橄欖球錦標賽的十九

連霸（第一至十九屆）輝煌紀錄中，立下不

可抹滅的汗馬功勞，因為林鎮岱老師踢球的

腳法特別突出，而且是左右開弓，在那個年

代是個佼佼者，無人能比。

（四）大學

1960年畢業於建國中學、考上臺師大

體育系，由於當時臺師大並沒有橄欖球專業

的老師當任教練，林鎮岱老師考上臺師大後

便選手兼教練，除了整合來自南北各地的球

員、協助球隊的訓練工作外，還要帶領球隊

參加校外比賽。由於球隊好手多，人才濟

濟，加上林老師專業、認真、不服輸的精神

與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球隊進步很快，在

短短半年多的整合訓練，1960年即獲得全國

大專盃冠軍。

1964～1965年，臺師大橄欖球隊由非橄

欖球科班出身的林德嘉助教負責管理，林德

嘉老師雖非橄欖球專長，但他做事認真敬業

的執教精神態度受到學生敬重，每天早上騎

著腳踏車6點一定準時出現在學校球場，因此

也感染學生認真投入訓練，林鎮岱老師則以

學長身分協助專業技術訓練，配合林德嘉老

師經營臺師大橄欖球隊，加上當時招收來自

臺南、臺北等地多位橄欖球優秀球員，例如

徐正武、廖逢麟及後來的陳欣棠、葉俊伻、

王碧宗、程由良等人，在兩位林老師同心協

助下把球隊經營得有聲有色，臺師大橄欖球

隊實力一躍而居國內大專院校橄欖球隊數一

數二者。

1964年林鎮岱老師自臺師大畢業，分發

在建國中學任教實習，林老師每天在建中擔

任實習體育教師及協助橄欖球隊的教練工作

外，每天還要配合母校臺師大球隊的訓練，

安排時間返校協助林德嘉老師訓練，幾乎沒

有假日、沒有休息。臺師大橄欖球隊就在雙

林老師的無間配合下，獲得1964年全國大專

盃橄欖球錦標的冠軍，創造了輝煌的歷史紀

錄。由於林德嘉老師的用心投入，短短幾年

的接觸，對橄欖球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可以獨當一面教學橄欖球隊了，對橄欖球隊

訓練模式也逐漸上路，而林鎮岱老師在一年

的教師實習結束後，隔年9月入伍服役。 

圖2　年輕時的林鎮岱（右下）在球場受傷，仍有著奮鬥不懈的精神（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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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對橄欖球非常的狂熱，在國內雖

然很多人喜歡玩橄欖球，但像他除了自己參

與外，又熱心培訓橄欖球運動員的人，可以

說非常少見。雖然每天要在建中與北醫來回

奔波訓練球隊很辛苦，也遇到許多不如意的

事，例如：球隊球員不足要招兵買馬、學生不

認真練球、在學校功課操守需要輔導、學校以

學生課業為主不支持球隊、家長反對孩子參加

球隊……這些令人精疲力盡的事，都必須要一

一親自疏通，但是林老師從不喊苦，因為他對

橄欖球的熱愛、執著與工作態度的認真少人能

及。所幸，兩所學校都在臺北市，距離並非很

遠，可以將北醫及建中的球員連結在一起，互

相學習求進步，尤其北醫球員假日可以在他的

安排下，與全國高中冠軍球隊一起練習，球技

更是進步神速，也因此林老師能夠帶領北醫連

續7年（1966～1972）在大專盃五專組獲得冠

軍。第一屆的球員楊茂昌醫師目前還活躍在

橄欖球場上，他感激的說：「我現在都已經

66歲了，還能在橄欖球場打球，還能以橄欖

球享受人生樂趣，主要是在就讀北醫時期，

受到林老師處事的執著認真及對橄欖球的薰

陶有很大的關係。」（註1）

（二）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建國中學）

建國中學雖然在1968年獲得初中部冠

軍，但是由於學校政策改變，除了不再組訓

初中部球隊，也將高中部球員自夜間部上課

轉到日間部，學生家長雖表贊同，但是訓練

時間受到嚴重影響，比賽成績逐年下滑，可

想而知首當其衝的就是教練要面對來自校友

會嚴厲的指責。林老師深知培養基層選手的

重要性，既然建中不再組初中部球隊，為了

高中部球員的來源，他到處奔走、希望找到

基層的國中可以組訓球隊，甚至也願意在課

餘時間擔任義務教練，作為未來銜接高中的

升學準備。

林老師一生熱愛橄欖球運動，在球場技

術成熟，反應非常快，加上頭腦聰穎過人，

在橄欖球場被認為是用頭腦打球的選手。

林鎮岱先生啟蒙於橄欖球運動非常早，在建

國中學就讀初一時，就開始參加橄欖球隊訓

練，中學前後六年代表建中初中部及高中部

參加全國錦標賽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績，尤其

是高中部時代，在1957～1959年間參加第十

四、十五、十六屆全國錦標賽均獲得冠軍，

為建中在全國橄欖球錦標賽19連霸中立下不

可抹滅的汗馬功勞，也因此與建中橄欖球隊

結下不解之緣，1960年考上臺師大體育系，

除了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外並兼任教練，與林

德嘉老師亦師亦友經營臺師大橄欖球隊，創

下了無數輝煌的紀錄，1964年畢業後選擇母

校建中實習服務一年，期間還要回大學母校

臺師大帶領學弟訓練，他對橄欖球運動的專

業與執著與處事認真的態度與不服輸的精

神，都值得現在體育工作者學習的榜樣。

二、擔任教練

（一）臺北醫學大學

林鎮岱於1966年退役後返回母校建國中

學報到執教，但由於他在橄欖球場的傑出表

現及在臺灣師大、建國中學帶領球隊創下輝

煌紀錄的事蹟，吸引當時擔任北醫體育室主

任林春生教授強烈網羅。林鎮岱老師心繫母

校橄欖球隊，也已在建國中學報到任職一個

多月，當時建中的賀翊新校長正全力整頓日

漸衰退的橄欖球隊，所以非常重視林鎮岱的

返校服務，不可能輕易放人，不過林春生教

授也同樣抱著勢在必行的決心，非要挖角到

林老師不可。據林鎮岱回憶，當時林春生教

授透過很多關係說情協調，賀校長擋不住外

來壓力，也不想影響林鎮岱前程，最後同意

放人，不過也有附帶條件：林鎮岱如果轉往

北醫任教，北醫也必須同意他每天下午3：30

回建中協助橄欖球隊訓練。為了挖到人才，

北醫最後也勉強同意配合賀校長的條件，因

此，林鎮岱老師在1966年8月11日正式到北醫

任教。看似皆大歡喜的結局，卻苦了林老師

必須兩校來回奔波訓練。

林老師回憶在北醫任職期間，為了重

視學生的運動安全，他幫學校整建了三個運

動場，第一個是在1966年剛到北醫任教時，

當時運動場一片荒蕪雜草叢生的空地，大小

碎石頭到處林立，為了顧及學生運動安全，

林老師用了一年多時間整理維護，把一片荒

地變成漂亮的運動場。可惜當運動場整理完

善時，學校規劃作醫院及圖書館用地，林老

師退而求其次再整理另一塊廢棄空地，一磚

一木清理整建，沒想到整理完成時，學校又

將之規劃為教學大樓用地，最後只好再退到

內部整理另一塊，也就是現在的小運動場。

林鎮岱苦心經營整理運動場所，雖然也是為

了組訓橄欖球隊，讓球員有個舒適的場地訓

練，可以在訓練過程中做出高難度的動作，

避免運動傷害造成終生遺憾，但從這麼簡單

的一件事，就可以發現林老師對學生安全之

保護是相當用心的。

圖3　林鎮岱老師（後排左3）畢

業後返回建中母校義務教練

（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註1	 楊茂昌，面訪，臺北百齡橋橄欖球場，2015年7月

26日。訪問人陳良乾、陳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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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回憶建中橄欖球隊的霸業，早在

參加1962年第十六屆全國錦標賽時就出現危

機了，所幸當時建中橄欖球校友會由邱雲磊

先生擔任會長，他為了母校橄欖球隊的永續

發展，募集了100多萬元贊助橄欖球隊（當

年這個數字，絕對超過現在的3000萬元），

因而感動當時建國中學黃建斌校長，同意橄

欖球隊再開放招生，可是球隊兵源已斷層好

幾年，加上南部列強球隊（如長榮中學、六

信中學）逐漸成熟，建中的霸業早已岌岌可

危。到了1966年第二十屆全國錦標賽，終於

以0比6敗給臺南市長榮中學，中斷建國中學

欲創20年的連霸紀錄，至此，也才喚醒建國

中學校方主管及橄欖球校友會的警惕。原已

離開建中教練職務的林老師，在校友會簇擁

下重回母校執教橄欖球隊，所以第廿一、廿

二屆又奪回全國錦標賽高中冠軍，但兵源逐

年缺乏情況下，自第廿三屆開始臺南市另一

支強隊六信商職，在洪清熙老師訓練下，擁

有陳欣棠、葉俊伻、李時榮、林榮敏、王岳

騰、郭玄隆、張東英等好手，加上建中校方

幾年的忽視棄守，元氣大傷，橄欖球隊的氣

勢漸弱，球隊雖然仍在，但已沒有絕對優勢

再與其他球隊爭奪寶座了。

（三）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民生國中）

林鎮岱老師深知培養基層球隊的重要

性，所以他從不放棄尋找支持成立橄欖球隊

的國中學校，可是在繁華的臺北市，要小孩

子去參加「粗野」的橄欖球隊訓練，實在不

是件容易的事。林老師於1966年結婚，1968

年原在國泰產物任職的太太因生產辭職，返

回民生東路的家中休養，隔壁剛好是民生國

中，林老師因此有了在民生國中組訓橄欖球

隊的念頭。在北醫體育室林春生主任的介紹

下，林老師拜會當時民生國中的廖清源校

長，經過他熱切地一一分析與說明組訓橄欖

球隊優點後，廖校長爽快的答應支持組織橄

欖球隊訓練，有了這句話，林老師非常興

奮，開始要找球隊訓練的家。民生國中校區

位在民生東路上，當年操場滿是泥沼地，林

老師第一件事就先整理球場，花了好幾個月

的時間，終將一片荒蕪的場地變成平坦的橄

欖球場，接著就是訂出完善的訓練計畫、按

部就班訓練，校方支持後球隊要招兵買馬、

要克服家長的同意……困難一件一件浮出檯

面，除了校方全力支持外，也由於林老師的

專業、認真、投入，以及對孩子的照顧，感

動了很多家長，願意讓他們的孩子參加球

隊，所以球隊進步很快，在1970年12月3～6

日，於淡水商專（現在的真理大學）舉辦的

全國橄欖球錦標賽中，即獲得國中組冠軍，

擊敗來自臺南市的強勁對手延平國中（亞

軍）和安南國中（季軍），筆者當年是安南

國中的選手，當時的教練徐正武老師正是林

老師臺師大畢業後，返回母校任教的學生。

民生國中橄欖球隊自1968年成軍後，

經過2年多的苦練，到了1970年首次獲得全

國橄欖球錦標賽冠軍，大家正興高彩烈慶祝

之際，林老師心想終於可以寬下心來了，可

以讓球員進入建國中學就讀銜接培訓，對家

長也有所交代，尤其還可以為母校建中橄欖

球隊帶來強壯的兵源……偏偏事與願違，當

時校長並未接受民生國中這批冠軍隊球員，

理由是功課趕不上將會影響建國中學全國「

第一高中」的美譽。林老師在傷心之餘，仍

不放棄想要改變校長的觀念，所以他仍持續

訓練民生國中橄欖球隊，而且還安排幫學生

在家裡補習，每天訓練完後，把孩子召集到

家裡來補習，他認真投入帶領球員辛勤訓練

的決心也感動了學校多位老師，讓他們也願

意義務幫孩子補習。林老師回憶當年民生國

中的沈昭雄、洪碧芬、珠如、雅棠老師，還

有建中學弟顏凱棠、陳榮柏等人都曾經在他

家裡為孩子義務補習，孩子訓練之餘，每個

晚上到家裡席地而坐溫習功課，不但感動家

長，也感動了廖清源校長，他提供學校20套

即將淘汰的桌椅給孩子使用。晚上集合在家

裡補習，除了是讓孩子有補課機會功課不致

落後太多、對家長也有所交代之外，另一目

的則是可以約束學生離校後的生活，行為不

會受外在誘惑影響。

訪問當中，林老師夫人在旁聽到這裡，

非常自豪的說，當時隔壁鄰居常常有人問

她：「妳先生當體育老師教體育，晚上還要

開補習班賺錢？」師母說，當時為了支持林

老師實現對橄欖球運動的理想，白天要上

班，晚上要帶自己的孩子，還要照顧補習班

的一群孩子，真的好辛苦，但現在回憶起來

卻非常欣慰，因為當年的這些孩子現在都已

經是為人父母，甚至當爺爺了。

林老師也非常感念家長的支持，他猶記

得有個學生綽號叫「必雕」，有次因為在臺

大比賽受傷，下額骨鬆開，送到基隆路的仁

康醫院，家長在醫院非常不諒解，怒斥林老

師說：「我把孩子送到學校讀書，你把他送

來醫院！」其實林老師都把球員視為己出，

已經非常難過了，又承受家長這樣的指責更

是傷心，接下來幾天他沒有離開過醫院，守

候在病床照料「必雕」直到康復出院，也因

此感動了家長，非但不再反對孩子繼續參加

球隊，在孩子出院後，除了鼓勵並監督自己

的孩子認真訓練外，還號召其他家長支持球

隊。由此也再次看出，林老師平時對球隊、

對球員的付出與關愛是真真切切，才能夠感

動家長、學校老師、校長，也換來他們的行

動支持。

1971年第廿六屆全國橄欖錦標賽，民生

國中雖然獲得冠軍，球員功課也有非常大幅

的進步，但畢竟離建中的錄取標準還是有段

差距，最後還是被捨棄在建中門外，林老師

以校友身份在國中培訓球隊栽培球員，希望

將來能送到母校銜接培訓，又義務回母校協

助訓練，但是卻未受到母校該有的支持與尊

重，令林老師心灰意冷，身心嚴重受創，因

此，林老師決意另覓高中培訓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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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西湖商工）

公立高中在升學壓力下，要組訓橄欖

球隊困難重重，林老師轉而尋找私立職業學

校，1972年林老師透過關係找上西湖商工的

趙筱梅校長，希望她能支持成立橄欖球隊，

趙筱梅雖是位女校長，也知道橄欖球比賽的

激烈粗野，但是意外地她爽快的答應了，而

且馬上指示體育組積極配合。有了趙校長的

口喻，林老師非常興奮的招兵買馬成立西湖

商工橄欖球隊。回憶當時，林老師找到李輝

煌、林智蕭、何志宏、蘇志清、李政仁、陳

谷川等好手，這批選手身材、體能、意志力

都非常適合打橄欖球，最主要是肯配合吃苦

接受訓練，所以林老師很用心的晨昏帶領著

這批選手訓練，到了三年級時，球員的技

術、體能及比賽經驗都很成熟，實力已經可

以稱冠全臺灣的高中組了。可惜那一年淡江

中學橄欖球隊因前年輸給六信中學，隊員心

有不甘而全部留級一年，所以西湖商工在選

拔賽以高中生身分打大學生情況下落敗，對

這一批辛苦訓練三年的球員來說非常不公

平，林老師當然也難以接受，但畢竟勝負已

定，只能默默接受事實，學生難過之餘，瞞

著老師私下講好，全部自動留級，希望再拚

一年。經過一年的投入訓練，隔年在亞青國

家代表隊選拔終於獲得冠軍，並代表國家前

往泰國曼谷參加亞青錦標賽。但是，當時橄

欖球協會有位常務理事卻堅決表示，去年淡

江中學取得代表權將前往泰國參賽時，卻因

為中共總理周恩來前往泰國訪問，主辦單局

受制政治壓力拒絕我國參加，今年受邀請應

該彌補淡江中學代表。為此還引起很多人不

滿，認為既然選拔成績出爐，就應該按照規

定進行，後來在教育部體育司（現在教育部

體育署）曾德錦先生協調下，原預定前往

美國比賽的女籃隊因取消比賽，乃將預算經

費移給橄欖球隊使用，才化解一場橄欖球界

的大風暴。不過也因林老師為學生權利奮力

爭取，得罪很多橄欖球協會的理事，導致後

來西湖商工橄欖球隊參加橄欖球協會的比賽

時，受到相當嚴重的排擠。

西湖商工橄欖球隊在林老師的訓練經營

下，受到學校相當大的支持，在國內高中組

已佔有一席之地，包括：1975年第三十屆的

全國橄欖球錦標賽獲得第四名，1977年第卅

二屆獲得全國冠軍，接著第卅三屆獲得第二

名、第卅四屆獲得第三名、第卅五屆獲得第

四名。但是球員的來源受到嚴重影響，尤其

臺北市國中的基層球隊已經所剩無幾了，這

是橄欖球運動推展上非常嚴重的隱憂，林老

師心繫基層球隊的普及化，但是制度的改變

卻非他能一蹴即成。

林老師從1966年退伍後開始在北醫任

教，並返回建中兼義務教練，在建中黑衫軍

的霸業中居功厥偉，林鎮岱先生眼光非常銳

利，他深知基層球隊培養的重要，為了維繫

建中橄欖球隊兵源及銜接體系，他在臺北市

的民生國中組訓球隊，1970、1971年並摘下

全國錦標賽國中組冠軍。2004年從整整任教

38年未曾離開的北醫退休，在任教之餘除了

訓練北醫獲得全國大專盃五專組7年冠軍外，

在組訓民生國中、西湖商工橄欖球隊及任教

建國中學橄欖球隊期間，都曾獲得全國性比

賽的冠軍。在臺灣的橄欖球界是一位以身體

力行、埋頭苦幹、創造奇蹟的教練，尤其他

的處事精神與待人親切的態度，在橄欖球界

及國內外體育界是倍受尊崇與敬佩的。

三、擔任行政

林老師進入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服務、

擔任行政職務的時間非常早而且很長，早在

橄欖球協會第二任周天翔先生擔任理事長、

柯子彰先生擔任總幹事時，他就被網羅進入

橄欖球協會兼任輔導組業務，第三任劉侃如

先生擔任理事長時，更因人事紛爭，先後聘

請柯子彰、莊仲仁、謝禧得、蔡玉吉四位擔

任總幹事，而他則轉往負責競賽組業務，由

於林老師在橄欖球方面的專業知識及認真又

負責的態度，受到第五任理事長石永貴先生

的賞識。1979年石永貴先生剛接任橄欖球協

會理事長時，在一次與北醫的校長謝孟雄聚

會上，特別央請謝校長同意，讓林老師能擔

任橄欖球協會的總幹事（現職稱為秘書長）

，協助推展全國橄欖球運動與執行協會的行

政業務，謝校長非常樂意地接受。由於林老

師已經在協會兼任輔導、競賽業務多年，對

其它業務也都耳熟能詳，他接任總幹事後並

未帶來自己的人馬，所幸當時中華民國橄欖

球協會辦公室設在臺灣電視公司內，諸多行

政與經費資源都依賴臺視公司無限制的協

助，尤其當時橄欖球協會常務理事中，南、

北派系人馬意見嚴重分歧，內部人事紛爭不

斷，好好先生的林老師上任後，在南北都不

得罪情況下，以「通通都是一家人」的觀

念，帶領執行會務，因此橄欖球協會的人事

及會務運作才能逐漸就穩定下來，他專業、

認真負責且圓融的處事態度，很快就被大家

接受。

林老師清楚臺灣橄欖球運動的人口不

多，教練人才更是難找，要永續發展橄欖球

運動必須要從基層人員的培訓開始，他非常

疼惜人才，接任總幹事後主張積極培養年輕

優秀的教練，比如當時北部有淡江中學的陳

博釧、基隆二信中學的林清忠及南部臺南六

信商職的林兆正、長榮中學的張東英都是非

常傑出的選手出身，而且都很專業且認真的

專注在橄欖球隊的訓練。

熟悉他的朋友師生及隊友皆認為他是

具有愛心和熱忱的老師與教練，他不只是傑

出的選手，也是一位技術與德性兼具的優秀

教練，不只球場上教學認真、有耐性，對學

生的課業、做人態度也相當重視，甚至有朋

友笑稱他是得了「橄欖球癌」的人。綜上種

種，可見林鎮岱老師對橄欖球運動的無比熱

情的確無人能及。（註2）

註2	 蘇嘉祥，〈少年橄欖球隊的播種者──林鎮岱〉

，《聯合報智庫》，1978.09.13刊載；陳有村，面

訪，桃園高鐵站，104年7月18日，訪問人：陳良

乾、陳偉倫；李政仁，電訪，2015年8月20日，訪

問人：陳良乾；趙國光，面訪，香港京士柏橄欖

球場，2015年1月4日，訪問人：陳良乾。文章及

受訪摘要可參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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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保守，直到1998年第七屆才轉民間企業接

手，由蔡承威先生接任橄欖球協會。當初正

是林老師費盡心思，為了加速橄欖球運動的

發展與推廣，在1998年說服他任教建國中學

時期的學生蔡辰威先生，參加中華民國橄欖

球協會理事長選舉，並順利當選理事長一

職，橄欖球協會從此由臺灣電視公司掌權的

運作，轉移到民間推行，並由橄欖球科班出

身的企業家蔡辰威先生領導，蔡辰威先生當

選第七屆、第八屆理事長後，第九屆由林鎮

岱老師續任，第十屆、第十一屆由李宏信先

生（現任）當選接任至今。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從1946年11月年成立臺灣省橄欖球協

會，公推黃國書先生當任第一任主任委員開

始，於1972年由臺灣第一家電視公司──臺

視公司負責掌理推展臺灣橄欖球會務，臺視

公司歷任總經理周天翔先生、劉侃如先生、

石永貴先生、王家驊先生、莊正彥先生均兼

任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理事長，前後長達52

年之久。由於當時臺灣電視公司屬於半官方

經營方式運作，雖然在會務的組織與行銷有

專業人員協助，但是在專業技術與國際的交

流上，與民間開放式的經營理念還是屬於比

圖4　1991年亞洲橄欖球協會（Asia 

Rugby Football Union, ARFU）

各代表合影（圖片來源：林鎮

岱提供）

圖5　林鎮岱老師(後排右5)，接見

大陸訪問團參觀集訓中的中華

隊（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6　林鎮岱（中間持獎盃者）擔任理事長期間，頒給獲得全國橄欖球錦標賽冠軍的長榮

中學隊（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7　林鎮岱老師(右10)出席亞洲橄欖球協會1992年大會合照（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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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早在1964年間任建國中學教練

時，就在橄欖球協會兼任行政工作，期間歷

經輔導組、競賽組、副總幹事等職務，蔡承

威先生接任理事長後，為了會務順利推展並

銜接運作，特別央請老師輩的林鎮岱老師擔

任副理事長協助運作，林老師以其在橄欖球

協會多年的行政經驗及對橄欖球專業知能，

全力輔佐蔡辰威先生掌理橄欖球協會會務，

雖是副理事長職務，但是有蔡理事長全權委

任，林老師得以一展長才，尤其橄欖球協會

的運作，從官方移轉到民間，理事長又是學

生輩並全權受託，雖是重任但執行起來感覺

得心應手，為了力求具體實效，林老師提出

安定協會內部運作，再向外擴展會務，所以

林老師甫上任就積極籌辦臺北橄欖球公開

賽，希望邀請國際橄欖球強隊到臺灣比賽，

除了吸引國際愛好橄欖球人士到臺灣觀賽旅

遊外，也可以藉著舉辦高水準的國際比賽，

刺激國內橄欖球運動的發展，提升我國橄欖

球的技術水準，所以在蔡承威理事長的同意

授權下，林老師規劃舉辦了2000～2003年臺

北七人制橄欖球公開賽，在此同時，為了國

內橄欖球的永續發展，林老師也提出六大重

要工作，這些重點計畫對目前橄欖球運動的

推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也使橄欖球運動的發

展路程有了遵循的目標，也就是林老師在推

展臺灣橄欖球運動最佳貢獻，其具體事蹟分

述如下：

一、建置和諧的橄欖球協會：林老師知

道臺灣的橄欖球運動要走出國際，必須先安

內才能攘外，臺灣橄欖球運動長久以來一直

有強烈的地域觀念存在，雖有正能量的球隊

競爭，卻缺乏密切的合作，所以每次國家代

表隊成立後，紛紛擾擾非常不容易整合，為

了消弭南、北長久對立的局面，試圖結合南

北橄欖球運動人才，化阻力為助力，全力堆

展橄欖球運動，所以林老師上任後，邀聘基

隆的林清忠當任秘書長，臺南市的郭俊宏當

任副秘書長，作為南、北人事平衡，也期望

增進彼此分工與合作空間，在林老師擔任協

會職務期間，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

圖8　林鎮岱（右）於亞洲青年錦標賽中，擔任頒獎人（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10　林鎮岱（右2）與亞洲

橄欖球總會會員國代

表合影（圖片來源：

林鎮岱提供）

圖9　林鎮岱（左2）出席亞洲

橄欖球協會年會（圖片

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11　亞洲橄欖球協會年會上林鎮岱（左）

與斯里蘭卡、香港、韓國代表合影 

（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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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運動往下扎根，擴增基層球

隊：林老師積極爭取讓橄欖球運動普及化並

融入中學體育教材，使橄欖球運動變成一項

全民運動，林老師透過各項關係力爭將橄欖

球運動列入國中體育教材，也才有今天的橄

欖球中學體育教學教材，雖然因為運動的普

及化不足，多數體育教師並非科班出身，無

法體會其技術與精神層面的重要含意，執行

上仍有許多困難，不過已經很順利的融入我

國國中體育教學教材，除了教學教材之外，

林老師特別注重貫徹球場禮儀，樹立良好典

範，建立橄欖球優質文化，改變國人對橄欖

球運動「粗暴、野蠻」的不良印象。

三、加強各級國家代表隊的實力：制

訂順暢的銜接培訓管道，包括教練裁判及運

動員有計畫的培訓，增加國際賽的曝光機會

並爭取競賽佳績。競技運動項目國家隊的國

際賽成績，是彰顯該協會重要性的命脈，球

隊實力的提升，牽涉層面非常廣泛，包括；

教練的任教素質，與全心投入的精神態度，

裁判的素質，地方委員會的配合推動等等，

都非常重要，所以為了參加2002年釜山亞運

會，培訓隊史無前例的，不但聘請斐濟籍

的教練塔卡（Taka）及體能教練山姆（Sa-

muna）外，並聘來該國12名球員進駐左營擔

任培訓隊的陪練員，所以我國橄欖球隊才能

在釜山亞運會創下空前佳績，擊敗日本、泰

國、香港等隊獲得七人制銀牌。

四、積極參與國際橄欖球運動競賽活

動舞臺：爭取舉辦亞洲區青年、青少年的錦

標賽，提供國內球隊接觸國外球隊的機會，

加強國際交流，提昇技術水準，提高國際聲

譽加速融入國際橄欖球社會。期間我國每年

爭取舉辦了19歲組的亞洲青年錦標賽，開闊

高中畢業選手升學管道及銜接培訓的橄欖球

運動菁英選手，累積我國國家隊的競技實

力，也創下2002年釜山亞運會我國代表隊獲

得七人制銀牌的佳績，蔡辰威先生8年任期

屆滿後，2006年接續擔任全國橄欖球會理事

長，2010年卸任後仍擔任副理事長協助推動

橄欖球運動，至2014年由於身體健康因素，

辭掉橄欖球協會所有職務告老還鄉，返回桃

園鄉下安享晚年。

五、組訓女子橄欖球隊：林老師有獨到

的眼見，看準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男

女橄欖球項目已經正式進入奧運殿堂，諸多

國家已經信誓旦旦，可惜男子橄欖球運動，

我國受制於主、客觀因素影響，包括；球員

身材、身體素質、發展現況及培訓制度等等

條件，與國際確實有段差距，但是因為女子

橄欖球運動各國發展較遲，隊數不多，發展

還不是很普遍，因此，在差距不是很大的情

況下，林老師提出我國可以選擇女子橄欖球

作為發展重點的概念，可是因為環境關係，

雖曾有臺北立市體育學院（現為臺北市立大

學天母校區）、醒吾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

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組訓女子橄欖球隊，

國際也正蓬勃發展，但國內至今卻仍未形成

氣候，讓林老師非常痛心至為可惜。

圖12　林鎮岱（右）出席亞洲橄欖

球協會年會（圖片來源：林

鎮岱提供）

圖13　林鎮岱於1998年出席亞洲橄欖球協

會年會（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14　1999年林鎮岱（後排右6）

代表臺灣出席參加亞洲橄欖

球總會年會（圖片來源：林

鎮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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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林鎮岱老師（前排右）與李宏信理事長（前排中）與亞洲橄

欖球協會教練講習會講師合影（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16　林鎮岱（左）、林嘉生（右）與日本橄

欖球協會會長（中）合影（圖片來源：

林鎮岱提供）

圖17　林鎮岱（右）與臺商余阿文（左）曾

贊助中國農業大學橄欖球隊成立，中

間為中國橄欖球運動創始人曹錫璜教

授（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六、加強兩岸橄欖球運動交流，攜手

共創國際賽佳績：隨著社會型態改變，城市

的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已日漸薄弱，橄欖球

運動正可以培養孩子的刻苦耐勞，然而教育

制度的偏差，主事者的漠視，橄欖球運動在

臺灣非常難再引起重視，所以林老師也希望

能將臺灣橄欖球運動的觸角延伸到中國，他

透過在對岸經商的學生從中牽線，提供技術

也贊助北京的中國農業大學橄欖球隊訓練比

賽經費，在1995～2004年將近十年的時間，

中國橄欖球隊都是以中國農業大學為代表，

其背後其實都是林老師的協助才能有今天的

成績，所播下的種子才能開始在中國各地萌

芽。

肆、結語

林鎮岱老師一生投入橄欖球運動60年，

為我國橄欖球運動立下無數的汗馬功勞，他

當過選手（初中、高中、大學、社會組的

國家隊），也當過各級基層的教練（民生國

中、建國中學、臺北醫學院、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及國家代表隊），更曾擔任各階層的行

政人員，從臺北市橄欖球委員會總幹事及中

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理事長（組長、總幹事、

秘書長、副理事長、理事長），為臺灣橄欖

球運動創造許多輝煌的戰績並培育無數的橄

欖球運動人才，僅管沒有特殊顯赫的功績，

但對橄欖球運動的傳承與扎根成果是不可抹

滅的，他可以說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臺灣橄欖

球運動園丁。

林老師從當選手開始到各級學校基層教

練，從在基層行政單位到中華民國橄欖球協

會的理事長，是一位默默為橄欖球運動犧牲

奉獻的苦行者。他耿直，不受外力所屈服的

個性，雖然受到很多人的讚許，可是也受到

許多人的排擠；在擔任教練及行政人員的過

程中，也受到諸多的壓力與指責，不過林老

師都能耐心的克服困難。尤其他在擔任選手

及教練甚至後來兼任協會行政業務到擔任理

事長期間，從各方面的表現，都可以看出他

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林鎮岱老師在工作精

神與態度上的正能量表現，讓他在學校受到

主管校長的賞識、在橄欖球協會受到尊敬，

甚至在國際橄欖球活動的場合上，都能受到

非常崇高的敬佩，當然，主要也是他知道扮

演什麼角色，就該有什麼演出。雖然於今

（2015）年完全從臺灣的橄欖球運動第一線

退下，但在訪問過程中，林老師仍一再強調：

「我無怨無悔的跟橄欖球生活了60年。」讓人

可以輕易看出在林老師的心裡，橄欖球才是

他人生的全部，他雖然告老還鄉，回到他出

生成長的桃園鄉下安享晚年，但在訪問過程

中，可以看到他還是掛念著臺灣橄欖球運動

的發展，同樣我身為橄欖球選手、教練，對

林老師在橄欖球運動的付出，讓人由衷的尊

敬與佩服，他真正是一位臺灣橄欖球運動的

好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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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林鎮岱在北京推廣橄欖球運動（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19　林鎮岱（左）於瀋陽體育學院

推廣橄欖球，與教練鄭剛合影

（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21　林鎮岱贊助對岸的橄欖球隊成立（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20　林鎮岱於中國指導北京農大（圖片來源：林鎮岱提供）

圖22　林鎮岱老師展示國際橄欖球理

事會代表名牌（圖片來源：林

鎮岱提供）

圖24　林鎮岱老師與筆者陳良乾進行訪談

（圖片來源：陳良乾拍攝）

圖23　筆者陳偉倫與林鎮岱老師於其家中合影

（圖片來源：陳良乾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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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林鎮岱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9 28 出生於桃園龍潭鄉。

1946 35 7 進入桃園大竹國小就讀。

1953 42 14 大竹國小畢業，再轉學桃園東門國小一年。

1954 43 15 畢業於桃園東門國小，考上建國中學初中部，初次接觸橄欖球運動。

1955 44 16 代表建國中學初中部球隊獲得全國錦標賽第二名。

1957 46 18
畢業於建國中學初中部並順利考上高中部。

代表建國中學獲得第十四屆全國錦標賽冠軍。

1958 47 19 代表建國中學獲得第十五屆全國錦標賽冠軍。

1959 48 20 代表建國中學獲得第十六屆全國錦標賽冠軍。

1960 49 21 畢業於建國中學高中部考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1960～1964）。

1964 53 25
臺師範大學畢業在建國中學擔任實習教師兼教練一年。

帶領臺師大橄欖球隊獲得大專盃冠軍。

1965 54 26 入伍服役。

1966 55 27

退伍，返回母校建國中學任教，8月11日轉北醫服務。

結婚。

率領北醫連續7年（1966～1972）在大專盃五專組獲得冠軍。

1968 57 29 組訓臺北市民生國中橄欖球隊。

1970 59 31 帶領臺北市民生國中獲得第廿五屆全國錦標賽冠軍。

1972 61 33 在西湖工商趙筱梅校長支持下，成立橄欖球隊。

1977 66 38 率領西湖商工橄欖球隊，獲得第32屆全國錦標賽高中組冠軍。

1978 67 39 率領西湖商工橄欖球隊赴泰國參加亞青錦標賽獲得冠軍。

1984 73 45 擔任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總幹事。

1986 75 47
與邱漢生先生赴倫敦出席IRB百年慶祝活動。

爭取我國加入國際橄欖球理事會，後來才有機會參加世青賽。

1991 80 52 接任北醫總務長（1991～1997）。

1998 87
59 推薦蔡辰威當選橄欖球協會理事長，林老師擔任副理事長。

北醫受教育部評鑑，因操勞過度，稍微中風。

1999 88 60 代表我國出席亞洲橄欖球年會。

2000 89 61
規劃與舉辦臺北七人制橄欖球公開賽（2000～2003）。

當選中華臺北奧會奧會委員。

2002 91 63 培訓我國橄欖球隊參加釜山亞運會獲得七人制銀牌。

2004 93 65 自北醫退休。

2006 95 67 任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理事長。

2010 99 71 推建李宏信醫師當任理事長，屈就副理事長。

2014 103 75 副理事長任職期滿，辭退橄欖球協會所有行政職務，告老返鄉。

二、文章與訪問

（一）文章剪報

〈長年馳騁球場‧泥塵滾出強人──少年橄

欖球隊的播種者 林鎮岱〉

蘇嘉祥

不論晴雨，每天傍晚，在臺北市民

生國中運動場，可以看到一群滿身

泥塵的年輕學生，他們或群集練習

「鬥牛」、或五、六個人邊跑邊練

傳、接球，也有一部份人繞著跑道鍛

鍊體力。這批多達三、四十名的球員

所練的是橄欖球──一種練起來最辛

苦，卻最值得回味的球類運動。他們

的練習動作雖多，卻有條不紊；雖然

辛苦，但沒有人說一句怨言。這個情

形已經維持了十年，十年來，球員的

臉孔不斷的變更，一批走了，又來一

批，但指導他們打球的老師，三千多

個日子以來都是同一個人，他就是林

鎮岱，一個與橄欖球結下不解之緣的

運動傳播者。林鎮岱唸建國中學初中

部時，便受到當時聞名全省的黑衫軍

──建中橄欖球隊所薰陶。建中橄欖

球隊原本都由高中部學生組成，初中

很少參加橄欖球隊。那一年，校方有

意組初中隊參加七人制比賽，林鎮岱

在六十多位報名者中被選為代表隊，

經過一段時期的嚴格訓練後，便穿上

黑色球衫，代表建中參加橄欖球賽。

從建中初中部、高中部，到唸師範大

學，林鎮岔都是學校橄欖球隊的一

員，畢業後，他是建中校友隊的主

將，一直到現在，已經是四十「高

齡」了，還經常親自技掛上陣，率領

子弟兵在球場上「衝鋒陷陣」。廿多

年的球員生涯，使林鎮岱回味無窮。

最令他懷念的是建中時期，每當一年

一度的全省中學橄欖球賽，力拚後得

冠軍，全體隊友與畢業校友一起舉冠

軍盃開懷暢飲情景。三百多天的苦

練，就是為了維持建中的光榮傳統，

一旦達成任務，那種欣喜的情景，讓

每個建中橄欖球員難以忘懷。林鎮岱

從橄欖球運動學到很多東西，也體會

出很多道理。他很希望將自己所知道

的一切，傳授給年輕的一代，因此十

幾年前，他開始默默的訓練球隊。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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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橄欖球運動的園丁－林鎮岱

1964（民國53）年從臺灣師大畢業後，

林鎮岱回到母校建中擔任教員，並負責訓

練學校欖橄球隊，前後訓練了九年。1968      

（民國57）年開始，他除了在建中任教外，

還同時訓練民生國中橄欖球隊。訓練民生國

中橄欖球隊，是林鎮岱教練生涯新的一頁。

當初訓練建中橄欖球隊，只是延續傳統任務

而已。來到初創的民生國中，則一切必須從

頭做起，1968（民國57）年那個時候的民生

國中，運動場還沒有建好。林鎮岱帶著一批

國中生，將學校附近廢棄的稻田鏟平，然後

在上面練球，當時，橄欖球界傳出「稻田橄

欖球隊」的美談。林鎮岱訓練球隊很有耐

心，他能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的做示範動

作，自己和學生一起奔馳在場上。除了技術

上的訓練，還要向學生講解球場上的規矩、

禮貌與服從精神。林鎮岔說，他訓練橄欖球

隊，特別注重球員的運動精神與品德。橄欖

球本身已經是一種激烈的運動，如果比賽時

再不規矩的話，便成為一種野蠻運動。在民

生國中任教的前兩年，林鎮岱帶著學生練完

橄欖球後，師生便一起跳到稻田旁的河川，

將全身髒泥洗淨，起來後換了衣服，整個人

十分舒暢。林鎮岱說那段日子「充滿了自然

美」。由林鎮岱以愛心和熱忱訓練出來的「

稻田橄欖球隊」，很快成為國中橄欖球壇的

勁旅，當民生國中第一屆學生將畢業的時

候，他們已是臺灣區國中組橄欖球冠軍。在

已畢業的八屆民生國中橄欖球隊中，有兩屆

獲得冠軍，三屆得到亞軍。除了建中與民生

國中，林鎮岱也訓練過臺北醫學院橄欖球

隊，從1966（民國55）年起連續7年榮獲五專

組比賽冠軍，後來該校不再招收五專生，五

專橄欖球壇，便失去了這支冠軍勁旅。

在國內的橄欖球壇上「阿岱」的名字，

可以說無人不知，認識較深的老朋友還叫他

「狂岱」。「阿岱」或「狂岱」就是熱愛

橄欖球25年如一日的林鎮岱。林鎮岱今年四

十歲，建中十四屆畢業生，早期建中橄球隊

連續十九年稱霸國內高中橄壇，他是承先啟

後的大功臣之一，從建中起他年年代表臺北

參加省運（區運），即使今年頭髮已稀、年

歲已高，也代表北南隊出戰，他是一個不服

老的球員。但是林鎮岱最為人稱道的卻是他

的「橄球桃李」滿天下，他曾經當過建中、

建中校友、師大、北體、民生國中、西湖工

商、北醫等隊的教練，教過的學生，已有多

位成為橄球國手。

橄球運動激烈無比，經常遭學生家長反

對，但是「阿岱」經常夜間拜訪，以愛心和

耐心感動家長。有一位學生在球賽時折斷腿

骨，林鎮岱天天以車接送，還背學生上下樓

梯，最後這位反對的家長因此成為支持橄運

最力的後援會。阿岱的朋友都說他患了「橄

欖球癌」，事實他對橄球的愛好已是「無可

救藥」。

──原文刊載於1978年9月13日的聯合報

智庫

（二）人物訪談：陳有村，面訪，桃園高鐵

站，104年7月18日，訪問人：陳良乾、陳偉

倫。陳有村為現任新北市恆毅中學體育教

師，兼任輔仁大學橄欖球隊教練。

筆者註：陳有村老師是筆者陳良乾1980

～1986年在國家代表隊的隊友，1985年留學

日本國士館大學，1989任職於日本伊詩丹百

貨並參加橄欖球隊，1993年返國任教於恆毅

中學至今。陳老師在高中三年級（18歲），

即入選我國參加第七屆亞洲盃代表隊，是歷

屆我國國家橄欖球代表隊最年輕的選手，是

林鎮岱老師的得意門生，也生其所培養的眾

多傑出選手之一。陳老師接受我的訪問時，

言談中屢屢綻放出對林老師滿懷的感激，他

回憶在民生國中時期，受班導師沈昭雄老師

的號召加入橄欖球隊，從此，與橄欖球結下

不解之緣。

當時我們每天除了練球外，必須提早

到校參加球隊的早自習，下午練習完

後還必須到林老師家參加球隊的晚輔

導，一方面讓家長放心他們不會因為

參加球隊，荒廢學業導致功課落後，

更不希望成為一般人口中「頭腦簡

單、四肢發達」的運動員，一方面也

為了可能取得保送資格後，參加保送

升學考試時，可以因為加分而進入全

國第一中學-建國中學就讀。林老師精

心安排晚輔導的教師，都是林老師在

建中任教時的學生及民生國中受林老

師精神感動的任課老師，林老師為了

學生的功課，身段放得非常軟，給人

哈腰點頭的奔走、請託，才有這些老

師及橄欖球前輩願意義務的幫我們輔

導授課，而我們的功課才不致落人太

多。

這在當時根本沒有球隊也沒有老師有

這樣的雄心雅量願意如此做，雖然事

與願違，受制當時建中校長的堅持，

沒能進入建國中學就讀，但因為有林

老師在球技的細心指導、觀念的建立

及對橄欖球基本動作嚴格的要求，才

能奠定日後對橄欖球運動的基本知識

與良好球技基礎。即使我在球場上

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但林老師求好心

切，對我的要求極高，還是會嚴格要

求，並沒有因為我有良好的表現而鬆

懈，反而對我說「少年得志，不是

福」，我也一直以此為警惕，時時提

醒自己，這對後來我當了教練，在培

育選手及對工作上的要求影響至大。

林老師對我們的付出，對我的影響，

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輕易表達的，我常

常心存感激的回想，當年如果沒有林

老師對我付出心力教誨，我大概也沒

有今日擁有穩定的工作與幸福的家

庭。

（三）人物訪談：李政仁，電訪，2015年8月

20日，訪問人：陳良乾。李政仁目前人在大

陸東莞經商，為林鎮岱於西湖商工時期的學

生。

筆者註：李政仁曾是1984～1986年筆者

在國家隊的隊友，我一直稱呼他「阿仁」，

聽到要接受我的訪問，阿仁很高興也非常樂

意的將記憶回到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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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橄欖球運動的園丁－林鎮岱

1975年就讀西湖商工時是足球代表隊

的一員，當年獲得臺北市中正盃足球

賽高中組冠軍後，學校卻以學校經費

不足，無力繼續培訓足球隊為由遭到

解散，沒有了足球隊寄託之後，我遊

手好閒，整天在校內外遊蕩，後來因

為身材壯碩被林老師相中，經說服後

網羅參加剛成立的橄欖球隊，我跟著

林老師2年多晨昏辛苦的訓練，於1977

年獲得全國中正盃及國家代表隊選拔

賽冠軍，代表我國參加亞洲青年錦標

賽獲得1978年冠軍，除了取得保送輔

仁大學體育系就讀機會外，1978年並

遠征日本獲得四戰全勝，轟動臺灣及

日本。

我從參加西湖商工足球隊遭解散被棄

養的選手，到後來能在亞青橄欖球賽

獲冠軍，取得保送輔仁大學體育系就

讀，都是林老師辛勤的培訓給予的機

會與結果，他是我與許多隊友的恩

師，也扭轉我們的人生的恩人，如果

不是當年他的提攜，我也不知道我今

天在哪裡？

林老師的認真與負責的精神，至今在

臺灣的橄欖球界甚至國內的運動團隊

教練，還是非常少見，他雖沒有喝過

洋墨水（赴國外留學），林老師僅在

1974年間受橄欖球協會的栽培送到英

國受短期培訓，卻能吸收西方橄欖球

的思想與訓練法融入貫通，返國後將

學習的心得----橄欖球訓練的技、戰

術，全線攻擊與整體壓迫戰術運用得

淋漓盡致，才能帶領西湖商工隊獲得

佳績，學成後除了能夠繼續在西湖任

教之外，也經常義務指導基層球隊默

默奉獻所學，栽培基層球隊，並能將

在國外的見解導入橄欖球界，當年橄

欖球界有南水野（長榮中學的許水野

老師）、北阿岱（西湖商工的林鎮岱

老師）的雅號，就是形容當年南、北

兩支強隊的傑出教練，阿仁回憶當年

受林老師薰陶很多，不但他的專業的

橄欖球技術，認真教學的態度以及對

學生視如己出的呵護與關愛，至今阿

仁仍非常感激，另一方面，林老師本

身的不老傳奇之說，也是讓我極為佩

服，林老師44歲還能當上國家代表隊

選手的豪情，在在說明林老師一生對

橄欖球運動的狂熱，至今猶言在耳。

李政仁最後也不禁感嘆，懷念他的恩

師：「昔日獨臂戰群雄的老將，不知今安

在，寥語訴衷懷。」

（四）人物訪談：趙國光，面訪，香港

京士柏橄欖球場，2015年1月4日，訪問人：

陳良乾。趙國光為國立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

的香港僑生，現服務於香港橄欖球協會。

筆者註：趙國光前輩是香港僑生，在就

讀臺師大時，剛好林老師返回母校協助訓練橄

欖球隊，受到林老師指導過，他對林老師認真

的態度留下非常難忘的記憶，最近三年（2013

～2015）年的1月筆者都會帶長榮大學橄欖球

隊在香港參加亞洲大學生橄欖球比賽，都會碰

上趙國光前輩，而他總是很親切的幫助我們在

香港比賽期間的需要，今（2015）年1月藉著

帶領長榮大學橄欖球隊在香港比賽之便，特別

訪問他對林老師的印象。

我在臺灣四年多的求學時間，以及後

來接觸許多來自國內橄欖球的老師或

教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比林老師

對橄欖球教學的精神更認真更投入

的，他出自臺灣橄欖球的名門──建

國中學，他的專業素養就不用說了，

他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與工作精神、

態度更是非常受人敬佩，猶記得他當

年在臺師大協助訓練時，他與臺師大

的助教林德嘉老師，每天早上6點一定

準時在橄欖球場等學生，而且臺師大

練完他還要趕到建中協助訓練，然後

又要到任職的臺北醫學院任教，我們

從來沒有聽到林老師喊累、喊辛苦，

我也知道林老師後來又在民生國中及

西湖商工組訓橄欖球隊，也都有很好

的成績，都顯示他熱愛橄欖球運動，

對工作認真投入的態度獲得的成果。

1973我自臺師大體育系學畢業，回到

香港亞洲橄欖球協會任職，在亞洲地

區橄欖球的活動中，我也見識過許多

橄欖球人士，像林老師那麼認真的教

練還真的不多見，30多年來我還是

深深懷念在臺師大就學時，受到林

老師任教的態度與精神的影響，尤

其，2006年林老師擔任橄欖球會理事

長期間，與副理事長林嘉生先生（筆

者按：曾任亞洲橄欖球協會A. R. F. 

U. 副主席及裁判組執行委員，2010年

過世）經常在亞洲年會或橄欖球相關

的或會議中，為臺灣的橄欖球運動奔

走，爭取舉辦國際比賽機會及推展橄

欖球的資源，與亞洲國家的橄欖球領

導人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我很佩服

林老師那種無私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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