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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頌聲

雷寅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兼任教授。

臺灣田徑界的大善人

雷寅雄

壹、前言

俗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體育運動所指的「器」就是經費，就是「

金錢」，你可能會說萬事都需要錢，沒有

錯，但是臺灣的體育運動不能發展，最大的

原因及阻礙就是缺乏經費，臺灣工商企業界

願意拿錢出來支持體育界發展的可說鳳毛麟

角，不像歐美或韓、日都是企業界在支援，

韓國及日本的朋友經常跟我們說：「你們的

官員經常來訪問，所提的問題都是選手的就

業問題及體育經費的來源。」他們說：「笑

死人了，他們都沒有這些問題。」然而臺灣

選手的就業問題及經費來源一直都是發展體

育運動最大的障礙。

然而臺灣在民國五○年代經濟最艱困的

時期卻出現了一位大善人──關頌聲先生，

他出錢出力栽培兩位國際級的偉大運動員

──楊傳廣與紀政。

關頌聲早年愛好體育活動，有聲於

時，1949年大陸局勢遽變時，他舉家遷往臺

灣，經營企業，薄有貲財，無意中發現了少

年楊傳廣認為他天賦獨厚，體質優強，是可

造之才，若能善加培植，日後必能成大器。

可是以當年的條件，國家財力有限，社

會熱心人士雖有，但真能出錢出力者不多，

關先生不僅能提拔楊傳廣並且認為他積極專

攻十項全能的競技，必將大放異彩，為國爭

光，關頌聲不僅照顧他的生活，指導他的訓

練，為他安排求師問道的種種細節，真可說

是誼比師徒、親如父子。

據臺灣名籃球國際裁判劉世珍所述，關

頌聲對楊傳廣，真比自己的兒子還親，而關

先生的孩子亦曾說：「我們要什麼，不敢對

爸爸說，楊傳廣要什麼，用不著說，爸爸就

會買給他。」可見關頌聲先生對他的期待。

1959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楊傳廣以

5,454分獲得十項運動金牌後，關先生特別私

下邀請美國十項運動名將米勒（第十一屆奧

林匹克運動會十項運動金牌）及馬賽亞斯（

第十四、十五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十項運動金

牌）到臺灣來做示範表演，提高我國田徑水

準。

1958年後還自掏腰包出錢，請魏振武教

授帶領楊傳廣赴美深造，進入南加州UCL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同窗強生（1960年

墨西哥奧運會十項運動金牌）的幾次激烈競

爭，也是造成楊傳廣成績突飛猛進的主要原

因。

圖1　關頌聲先生（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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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事略

關頌聲先生是1892（民國前20）年8月

29日出生於天津（威海衛），但他的原籍是

廣東番禺人。滿清末年，入廣州嶺南學校讀

書，嶺南學校的監督（校長）鐘榮華先生是

同盟會的中堅份子，關頌聲受其影響很大，

當時滿清政府都規定男生要留長辮子，關先

生卻把辮子剪掉，當1911年4月27日（宣統3

年3月29日）國民革命黨在廣州黃花崗的起義

失敗，清朝政府在捉革命份子，關先生受到

影響，即逃到美國。

關頌聲先生的父親關景賢先生在香港

和孫中山先生在「雅利士醫學院」是同學，

當時是中國最早學西醫的八個人之一，當時

任北洋醫學堂監督，也和伍廷芬先生相識，

關景賢先生見兒子不容於廣州政權，而把「

辮子」剪掉，就托伍廷芬先生帶關頌聲到美

國，1907年關先生15歲，到了美國入讀杜華

中學，即參加學校足球隊並任隊長，又參加

學校運動會，他是短跑的健將，非常出鋒

頭。

滿清政府被推翻以後，國父孫中山先生

建立了中華民國（1912年）。關頌聲先生於

1913（民國2）年回國就讀於清華學校（今北

京清華大學前身），在1913年畢業於清華學

校，在清華學校期間體育成績斐然，在1913

年校運會880碼（800公尺）及鐵餅都曾獲得

冠軍，1913年在清華學校畢業之前曾代表中

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一屆

遠東運動會，獲得1英里接力第二名，關先

生在清華學校期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運動健

圖2　1958（民國47）年6月25日，楊傳廣先生獲關頌

聲先生之資助而順利赴美參加全美十項運動錦

標賽，之後更留在美國受訓。圖為楊傳廣先生

（右）從臺大宿舍出發赴松山機場時，魏振武

先生（左），關頌聲先生（中）陪同出發、不

斷叮嚀的歷史鏡頭（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將，被公認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關頌聲先生於1914年赴美國留學，進

入「麻省理工學院」，於1917年獲得建築師

學士學位，畢業後1919年又到「哈佛大學」

深造攻讀「市政管理」一年，留學期間曾在

羅德布朗舉行的「美東中國學生第十三屆年

會」上被評為運動成績個人項目最有成就

者，真是文武雙才。

參、重要貢獻

一、偉大的建築師

關頌聲於1917年獲得建築師學士學位

後，1919年回國，先後擔任天津警察廳工程

顧問，天津北寧路常年建築師，並協助監造

北平的協和醫院。

1920年，他在天津創辦了「基泰工程

公司」，主要負責組織和對外聯繫業務，

他也曾任南京：首都建設委員工程組織委

員，1928年參加全國大學工學院分系科目起

草和審查工作，曾是中國營造學社社員。

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前，基泰

工程公司的業務曾遍及上海、南京、重慶、

廣州、瀋陽、香港等地。共有百多棟的建

築，較有代表性者有：

（一）1933年完工的南京中央體育場。

（二）1934年南京中央醫院。

（三）1937年奧林匹克運動場。

（四）1937年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

（五）1940年重慶漕家渡中央全民行。

（六）194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宿舍。

1949年大陸淪陷，基泰建築公司遷移到

臺灣，關頌聲先生曾擔任臺灣建築師公會理

事長，他在臺灣期間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一）香港萬宣大樓。

（二）邵氏電影業公司大樓。

（三）臺灣人造纖維公司。

（四）臺北市綜合體育場。

（五）臺灣省立臺中體育場。

二、栽培偉大的運動選手

（一）栽培楊傳廣（註1）

楊傳廣能有今日的成就，他個人的不

斷努力，固然是極重要的原因，而非常用心

與出錢鼓勵楊傳廣努力，並特請馬賽亞斯（

美國第十一、十二屆奧運十項運動金牌選

手）及米勒（美國第九屆奧運十項運動金牌

選手）等著名美國田徑專家來臺灣指導楊傳

廣，把楊傳廣引導到國際的瞭解，使他有世

界的眼光，而發生爭取國際榮譽的雄心，這

個人就是關頌聲先生，所以楊傳廣自得關頌

聲先生提攜後，一直奉關先生為恩師。

註1	 關於楊傳廣先生之詳細生平事蹟，請參見雷寅

雄，〈亞洲鐵人──楊傳廣〉，《臺灣百年體育

人物誌》第三輯，張素珠主編，臺北：臺灣身體

文化學會，200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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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樸生先生回憶1956（民國45）年，鄧

傳楷先生任第十六屆世界運動會（即第十六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中華民國）代表

團團長，李樸生先生被邀為顧問，與關頌聲

先生同往墨爾本開會，在旅程上，在運動會

期間，李先生和關先生相處有一個多月，談

話很多，得見關先生待楊傳廣的種種情形，

還知道關先生個人的許多事蹟。

中國人在運動競技上，因「體格」、

「國家的經濟」、「教育的風氣」、「政府

的態度」，比日本及歐美國家，自然吃虧得

很大，但既然有可以造就的特殊人才，因為

沒有關頌聲一類人物來培養，也沒有機會發

揮他的天才與努力。李樸生先生聽到楊傳廣

在墨爾本失敗之後，臺北一家報紙刊出的評

論，說他失敗的原因是「食牛肉餅太多」，

關先生要送楊傳廣到美國讀書及訓練學習十

項運動時，也有不少位重要人士關心是「明

星制度」、「耗費外匯」而極力反對，致楊

傳廣的出國護照，幾經奔走洽商然後才發

出，現在楊傳廣果然成為世界級的偉大體育

明星了，李先生希望大的思想都應該有重要

的改變。

之後李樸生先生把這篇舊稿重新刪簡，

加了一點頭尾送「體育世界發表」，他希望

大家注意關先生鼓勵楊傳廣的用心與方法，

韓昌黎說得感慨：「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

有！」

中國體育思想，畢竟進步了，女子田

徑名將紀政出國比楊傳廣順利，就是一個證

明。關頌聲為體育肯出錢，還不是他品格上

最可佩的地方，最難得是他愛護運動員的心

十分真摰，但他的愛護不是溺愛，他極重視

體育道德，不許他們驕傲、放縱。甚至喝點

酒、抽抽煙，他都認為不應該的。

當楊傳廣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奧林匹克

運動會，參加十項運動那兩天的天氣不好，

尤其是第二天的下午，風很大而且非常冷，

李先生與一位年青人（雷震宇22歲）和關頌

聲先生夫婦在看臺上看，他們因沒有穿大

衣，被風吹得支持不住，李先生告訴關先生

夫婦要先走，他看關太太也有高處不勝寒的

樣子，就勸他倆夫婦到陳勝榮先生家看電視

（那天晚上陳先生請他們吃晚飯），免得受

冷。關先生說：「我看楊傳廣跑過1,500公

尺以後才能走，他正在艱苦比賽的時候，我

走了，他精神會受影響。」他常常用望遠鏡

看楊傳廣先生的一舉一動，他看得很清楚。

他又說：「這孩子的體力與經驗，在這場

面、這種天氣，恐怕會軟弱了，我一定要看

著他，給他打氣。」李先生知道他的心情，

便先離開了，到了陳先生家打開電視看，果

然！看到楊傳廣跑了1,500公尺後即疲乏不

堪地跪在地上，不禁同歎一聲：「呀！」有

位女僑胞還發急說，為什麼沒有人去扶護他

呢？

半個鐘頭後，關先生與夫人回到陳勝

榮先生家，他沈重的腳步拖著疲累的身體，

見了李先生，便要和他喝威士忌，一杯又一

杯。李先生知道關先生不開心，也同情楊傳

廣的失敗（僅獲第八名，未能名列前茅），

因此陪他一杯又一杯，差點喝醉了。

圖4　1960年羅馬奧運會亞洲鐵人楊傳廣先生獲得銀牌，左起魏振武先生、德瑞克教練、關頌聲先生，

接受中央社記者王大空訪問。（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圖3　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我國第一次參加，我國代表，左起江良規博士、關頌聲

先生、郝更生博士接受菲律賓總統麥格賽賽歡迎（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014

臺灣田徑界的大善人 --- 關頌聲

015

註2	 在1960年4月28日楊傳廣在羅馬奧運會獲得十項運

動銀牌時，香港名作家，也是關頌聲好朋友李樸

生先生曾以〈體育偉人──關頌聲先生〉為題，

在香港報紙發表，內容稱讚關先生栽培楊傳廣的

事蹟。1962年楊傳廣在美國、加州、聖安東尼初

級中學田徑場舉行的國際田徑十項全能運動的競

賽中以9121分的輝煌成績打破世界紀錄造成國際

震驚時，李樸生先生再以〈體育偉人關頌聲先生		

栽培楊傳廣成功的恩師〉發表感想。

圖7　1958年臺灣省運動會在臺中市體

育場舉行，不料遇到大雨，田徑

場變成水池，關頌聲先生（背對

左者）向觀眾說明及安撫（圖片

來源：雷寅雄提供）

圖6　1956年高玉樹先生擔任臺北市市長

時，特別邀請關頌聲先生建造臺北

市運動場。關先生參考南京運動場

的大門，將其建造的美崙美奐，且

建造費才20多萬臺幣。至2006年完

成任務休場，剛好經過半個世紀（

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關先生對楊傳廣的失敗很傷心，卻沒

有責備楊傳廣，反而還用好言語來鼓勵他，

希望他不要灰心，再努力奮鬥。這是關先生

鼓勵運動員的方式，培養運動選手的一貫用

心與方法。如果在一個運動員剛失敗之後，

就去指責他「這裡不對、那裡不好！」道理

上是可以的，但情感上是很容易令他灰心、

喪失勇氣，然而訓練時，卻必需嚴格，由此

可以瞭解關頌聲先生的用心及他的修養，真

是達到很高的境界，他從不發脾氣罵人，也

從不擺出一副老資格的架子，他對人或年青

人都是和和氣氣，使人有如坐看風中之感

覺。然而他對於「忠」與「奸」的分別很清

楚，並且非常認真。尤其富於民族思想，抗

戰時，他義務協助江陰防禦工程的建築，被

敵機轟炸，幾遭不測；他在大陸，尤其在華

北，有很多財產，日本軍閥來了，他又把財

產棄之如敝屣，又隨國民政府來臺灣。周恩

來知道他的聲望，三番五次要請他回大陸，

他都斷然拒絕。他的精忠貫明，真不愧是關

聖人（關公）的後裔。李樸生先生希望中華

民國青年都能夠學他的正義感，學他做學問

及事業上的努力與精神！學關先生提倡體育

的用心和對運動員的鼓勵方法，則我國的體

育必定有很大希望。（註2）

圖5　1956年澳大利亞墨爾本奧運會上，關頌聲先生（左2）及夫人連袂出席會議，並

為楊傳廣加油打氣（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圖8　關頌聲先生在臺的代表作品之一：臺中市體育場，圖中人左起為：江良規博士、教育廳長

劉真、奧林匹克主席布倫達治，一同參觀美侖美奐的體育場（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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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栽培紀政（註3）

紀政女士與筆者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有

12年的同事經歷，她擔任總幹事，我擔任競

賽組組長，幾乎每天在一起工作，經常聽到

她談起關頌聲先生，像是如何培養、幫忙她

的事情。

一直到2012（民國101）年，紀政在接受

「東森電視臺」訪問時，她終於有機會比較

完整地提及關頌聲先生如何挖掘、培養她的

故事，以及對她造成的影響，訪問內容經筆

者整理如下：

其實我要感謝，在1960年有機會參加

我人生的第一個奧運會，（註4）對於

我一個來自鄉下的小女孩能到了奧運

會、一個聖殿，看到來自世界不同國

家的選手，特別是女性選手，竟然可

以跑得那麼快，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

議，也大開了眼界，更燃起了我的一

些理想與心願──那就是我也要當一

位很好的運動選手。

在這期間有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就是

有「臺灣田徑之父」之稱，也是當時

中華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關頌聲先

生。在1960年我到臺北就讀一所私立

學校──勵行中學（註5），其實當時

我會去勵行中學就讀不是因為功課不

好，而是勵行中學是一所對運動非常

重視的學校，而有關頌聲伯伯在臺灣

省運動會看到我跑得不錯，要我來臺

北升學，他願意每個月給我五百元新

臺幣的營養費。關伯伯更說：「有朝

一日，你會是全世界最好，全世界的

人都認識你，也因為妳的關係，全世

界的人都知道你來自臺灣，來自中華

民國。」我覺得這句話對於我的影響

非常之大。

1960年羅馬奧運會，如果沒有關頌聲

先生，我也不可能去參加，當羅馬奧

運動我國決選時，我參加100公尺選

拔，關公聲先生要求擔任發令，當時

我的100公尺選拔，關頌聲先生要求擔

任發令，當時我的100公尺差一點點，

在起跑前他告訴我：「妳先跑，我再

發令。」這一件事，老一輩的田徑裁

判都知道，跑完100公尺，我剛好達到

決選標準，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關先

生的那一槍，也就沒有現在的我。

三、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田徑委員會於1959（民國48）

年8月18日成立，首屆主任委員由關頌聲先生

擔任，而總幹事是齊沛林先生。（註6）

當時因為已有臺灣省田徑協會（註7） 

，歷年來協助舉辦臺灣省運動會、臺灣區運

動會，並主辦臺灣省（區）田徑賽大會及臺

灣省（區）公路接力賽，共舉辦50屆之久。

因此中華民國田徑委員會只負責參加亞洲運

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參賽事宜，包括選

拔、集訓、參賽等。

圖10　關頌聲先生全家福（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圖9　臺灣省運動會期間，關頌聲

先生經常擔任田徑賽跑的發

令員，發令槍是他自備的左

輪槍，穿著西裝、半短褲，

一副「紳士」樣子（圖片來

源：雷寅雄提供）

圖11　關頌聲先生（左1）留學美國時，與他的美國同學參加

學校運動會的留影（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圖12　楊傳廣先生創九千多分十項世界紀錄，教育部長黃季陸和

督學郝更生於1963年4月30日下午到陽明山關頌聲先生的

墓前獻花。（圖片來源：雷寅雄提供）

註3	 關於紀政女士之生平事蹟，詳見雷寅雄，〈飛躍

的羚羊──紀政〉，《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六輯，張素珠主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

會，2011，184-207。

註4	 當時紀政16歲。

註5	 目前私立勵行中學已停招。

註6	 關於齊沛林先生之生平事蹟，詳見雷寅雄，〈三

鐵大王──齊沛林〉，《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七輯，張素珠、林國棟主編，臺北：臺灣身體

文化學會，2012，20-31。

註7	 臺灣省田徑協會在1950年成立，第一任會長為張

星賢先生，第二任為吳三連先生（曾任臺北市市

長），第三任為高玉樹先生（曾任臺北市市長）

，第四任為梁許春菊女士（前臺灣省議會議員）

，第五任洪吉春先生，第六任王再塗先生，第七

任吳振緣先生（前臺南縣政府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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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7年，關頌聲先生曾擔任臺灣省

運動會田徑發令員，因為他有一支「左輪發

令槍」，因此在早期的省運會，形成一種特

色，也因此有「關老爺」的封號。筆者當選

手時，也曾參加過由他擔任發令員的比賽，

等待其指令起跑，後來擔任發令裁判時，也

學了關老前輩的精神。

肆、結語

俗語說「有伯樂，才有千里馬」，關

頌聲先生在我國田徑史上就是最實實在在的

伯樂，我國體育史上能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最

先獲得獎牌的兩位，都是受關頌聲先生的裁

培，可見關頌聲先生的伯樂眼光。

在民國五○年代，我國經濟不好，卻

有關頌聲先生這樣的人物，肯出錢出力，令

人動容。反觀現在臺灣的經濟已經大大的提

升，然而要見如關先生一般的「伯樂」卻是

少之又少、鳳毛麟角。要馬兒好，就要給馬

兒吃草，這是不爭的事實，筆者衷心地希望

臺灣有更多的「伯樂」來支持體育界。

關頌聲先生一生奉獻、積勞成疾，於

1960年11月27日凌晨3點鐘，因心臟病不治謝

世於臺北，但他仁慈的善心卻永傳人間。

關頌聲的子女也傳承了關先生的善心，

在2010年其家人為紀念關頌聲生前對體育的

貢獻，選擇關頌聲先生的母校北京清華大

學，捐贈建立「清華大學體育榮譽室」乙座

做為校史館，這種作法實是繼承關頌聲先生

的美德。

清華體育榮譽室包括有主展室、馬約翰

紀念展室、體育榮譽室，通過展板、實物和

視頻多種方式，對清華百年體育發展的歷程

及其豐碩的成果具有全面且充實的貢獻。落

成典禮非常隆重，清華大學的重要幹部皆參

與此一盛典：有校黨委常務副書記陳旭、教

育基金理事長賀美英、常務副校長楊家慶、

鄭燕康等70多人出席，可見中國方面對關頌

聲先生的重視與尊敬。

圖13　黃部長把頌詞鏡框獻

於關頌聲先生墓前。

（圖片來源：雷寅雄

提供）

圖14　揭幕儀式時，由關頌聲先

生的女兒（左5）代表家屬

參加典禮儀式。（圖片來

源：雷寅雄提供）

圖15　賀英美理事長與關頌聲先

生家屬一起為體育榮譽室

揭幕。（圖片來源：雷寅

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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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892 民前20 8月29日出生於天津（威海衛）。

1900 民前12 8 赴廣州嶺南學校讀書。

1907 民前5 15 到美國入讀杜華中學，即參加學校足球隊並任隊長。

1911 民前1 19 3月29日因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逃到美國。

1913 民國2 21

回國就讀於清華學校（今北京清華大學前身）。

獲校運會880碼（800公尺）與鐵餅冠軍。

清華學校畢業之前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
獲得1英里接力第二名。

1914 民國3 22 赴美國留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

1917 民國6 25 獲得建築師學士學位。

1918 民國7 26
到「哈佛大學」深造攻讀「市政管理」一年，「美東中國學生第十三屆年會」上被評
為運動成績個人項目最有成就者。

1919 民國8 27
回國，先後擔任天津警察廳工程顧問，天津北寧路常年建築師，並協助監造北平的協
和醫院。

1920 民國9 28 在天津創辦了「基泰工程公司」。

1928 民國17 36 參加全國大學工學院分系科目起草和審查工作。

1949 民國38 57 大陸淪陷，基泰建築公司遷移到臺灣。

1956 民國45 64 至墨爾本參與世界運動會（即第十六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1959 民國48 67 8月18日中華民國田徑委員會成立，擔任主任委員。

1960 民國49 68

培養紀政，助其至臺北勵行中學就讀。

羅馬奧運會，擔任發令，助紀政入選奧運代表隊。

11月27日凌晨3點鐘，心臟病不治謝世於臺北。

附錄

關頌聲大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