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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賀老師當初可是騎著馬去北大的公主

啊～」（註1）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下文

簡稱臺南女中）畢業的校友，迄今仍對當年

的賀斌老師非常仰慕。

那個年代學校還有一件值得稱讚的

事，就是非常重視體育。記得那時有

個老師兼任掌管體育事務的組長，胖

胖的，是個女老師，留著豪氣的短

髮，每次升旗訓話都在講運動的重

要。在她的堅持下，我們一周有幾

天，升旗之後全校要在大操場上一起

跳韻律操（相信這是那個年代每個南

女人的共同回憶），每學期都有大隊

接力和排球比賽，這些比賽全班學生

都得參與。例如排球是打九人制，一

班要有五隊，幾乎每個人都被編入排

球隊，大隊接力亦是。每學期為了要

在排球比賽和大隊接力爭得好成績，

我們幾乎每天下課後都留下來練習。

上了大學，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

象，會打排球的女生，十之八九是南

女畢業的。（註2）

這是畢業自臺南女中的南女校友對賀斌

女士的感念。南女校友也尊稱賀斌女士為「

賀斌老奶奶」、「賀奶奶」。「打球根本是

小兒科，賀奶奶她自己還會騎馬射箭勒，她

山上的大木屋後面還弄了個射箭場，很有意

思的老奶奶」（註3）；「我們當年都快被她

操死了，也因為她，南女的學生不是只會唸

書，我們還得必須打排球，成為文武雙全的

女英豪。」（註4）從這些南女校友在網路上

相互聯繫的心聲，可以看出賀斌女士在南女

校友心中的地位。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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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持十字弓的賀斌女士（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1　賀斌女士英姿（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註1	 〈臺南二空〉，無名小站，<http://tw.m.wretch.

yahoo.com/blog/Mickyli/comment/21102529>，	

2013.08.30檢索。

註2	 〈沾點南女光之高中憶事〉，樂多日誌，<http://

blog.roodo.com/clk722/archives/11983569.html>

，2013.08.30檢索。

註3	 〈沾點南女光之高中憶事〉，樂多日誌，<http://

blog.roodo.com/clk722/archives/11983569.html>

，2013.08.30檢索。

註4	 〈沾點南女光之高中憶事〉，樂多日誌，<http://

blog.roodo.com/clk722/archives/11983569.html>

，2013.08.3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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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蒙古名門望族，從小飽讀詩書，

善射擊、精騎術且相當熱愛運動，這位集文

武全才於一身的體壇奇女子賀斌女士，不但

終身奉獻體育教育，作育無數體育英才，更

終身奉獻十字弓而無悔。為發展臺灣的十字

弓運動，她隻身折衝於國際及亞洲十字弓

界，在亞洲甚至國際十字弓界都備受敬重，

也是國際及亞洲十字弓界非常有份量的智能

領袖。在臺灣，賀斌女士也是少數能夠在國

際體壇呼風喚雨的體壇鬥士之一，她除擔任

國際十字弓總會副會長外，也是亞洲十字弓

協會的創立者兼創會會長，她在臺灣體壇有

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功績。本文特別走訪身

居臺南女中隔鄰公寓的賀斌女士，以口述歷

史的方式，由賀斌女士口述，筆者筆記，將

其一身的傳奇事蹟加以錄案為文，另外也參

考相關文獻及訪談臺灣十字弓相關人士，充

實本文內容。本文除了記錄賀斌女士的事蹟

外，也冀期將其終身奉獻臺灣體壇而無悔的

精神，加以紀錄表彰，並留供後人景仰與學

習。

貳、生平事略

1927（民國16）年，賀斌女士出生於

河北省北戴河特區，祖籍蒙古喀爾沁皇族後

裔，為河北省八大家族之一，家族經營工商

雜洋百業，可謂家大業大。賀斌女士在家排

行老四，因此鄰里都以「賀家四小姐」稱

之。自幼精力充沛，生性活躍豪爽，大剌剌

不喜受拘束的個性，讓這位賀家四小姐在家

鄉相當聞名，由於弟弟早夭，從小在家被當

男孩般教育長大，聰穎能幹。當日本士官畢

業、軍統局出身的父親，被日本抓去秦皇島

之日本憲兵隊坐牢時，她被賦予各項秘密任

務（將書信藏於皮衣宣紙內傳遞訊息），也

因而磨練出其犀利的觀察能力與反應靈活的

辦事態度。

從小我的上學交通工具就是騎馬，在

學校不去上舞蹈，總是去上男生的摔

角啊，柔道、刺槍、梅花劍，總有不

服輸的個性……。有時候我就身上背

著紅色子彈袋，裝上兩排子彈，腰上

插著兩把槍，穿著馬褲、皮靴，開著

吉普車或騎著馬呀到處晃；在我們天

津市裡的腳踏車工廠只要有新的腳踏

車進來，廠家一定說送去給賀家四小

姐騎看看，我就騎上街頭，那多時髦

啊，也幫他免費做了廣告呀……。（

註5）

從這些很具畫面的記事敘述，這賀家四

小姐真的是相當與眾不同又有趣。

學生時代的賀斌，更展現了文武全才的

魅力。就讀中學時，在體育運動方面已經嶄

露頭角，12歲時，代表撫寧縣參加華北都市

交歡運動會（包括華北各縣市及八國租界）

，獲60米冠軍，學生時代便擅長田徑與壘

球、籃球，尤其對籃球特別偏好，既使之後

在擔任臺灣十字弓協會理事長，仍未能忘情

籃球。中學畢業後，她考進國立北京師範大

學中文系就讀，不但常寫文章投稿，更經常

受邀編輯北平國魂文藝社刊物。由於相當喜

好運動，且經常騁馳活躍於運動場上，在北

師大讀了兩年，抗日勝利後隨即轉考進入天

津國立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續讀，並主修

籃球，也從此與體育結下不解之緣；國共尚

未合談時，全家人移居香港，並在香港官立

皇家英文書院進修兩年。

生在這麼一個上百口的多彩奇特的家

族，居天津租界，唸教會學校，家族

華洋百業遍及全國，自然地傳承了一

個擁有東西文化特質的生命，更何況

從小就被指定要接受父親聘請的日本

貴族教席當作男孩繼承王位的裔儲來

訓練……，像這樣的一個女人怎可能

沒有敏銳的社會透視觀察能力？由於

家族龐大的「事業」與「人望」而跨

越君主毀滅餘思與民主抗戰、戡亂、

海外遷移，怎可能不是一個對自己負

責？對國家熱愛？對事理紋路仔細觀

察與思考，有透視能力的怪胎？這也

是家祖在抗日勝利後的遺訓：「我後

代子孫永不為官。」更不可從政的傷

感吧……。（註6）

1953（民國42）年，賀斌女士隨夫婿

被蔣總統約請定居臺灣，由於夫婿為長沙、

衡陽抗日大會戰唯一勝戰的指揮參謀長，總

統交代謝東閩先生特予照顧，政府曾給賀斌

女士專門委員、中壢家職創校校長等職位。

但她皆不愛，只為謹守家族遺訓：「永不為

官。」當年一心選擇教育工作，且只要求當

體育老師（美麗的志願──崇高的情愫「體

育教育興國」理想（註7）；1958年於臺中師

專任教，同時在臺中二中兼課，此期間賀斌

老師主動要求帶問題學生，學生耍狠，她更

悍，但學生聽話時，她總是全心付出（註8）

；1960年遷居臺南，任教於臺南女中與臺南

師專，後應聘至臺南女中專職體育教師並擔

任體衛組長至退休。

1988（民國77）年創立中華民國十字弓

協會並擔任理事長，1990年當選世界十字弓

總會（IAU）副會長，1992年創立亞洲十字

弓協會並當選為創會會長， 1994年連任IAU

副會長，並為臺灣爭取到1996年世界十字弓

錦標賽的主辦權，1977年獲選為聯合國文教

處國際婦女體育學會理事會議代表，（註9） 

是國內極少數能在國際學術體壇活躍的體育

領導人。

多年來，賀斌女士從沒離開過體育圈，

連退休後依然致力投入十字弓運動的推動，

有著典型北方人的直爽豪邁性格，不喜拐

彎抹角，認定有理時也不怕得罪人的據理力

爭，對體育的熱誠與貢獻是相當受大家肯定

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生在皇門，長在豪門，嫁在將門，活

在黌門」（註10）是賀斌最常形容自己出身

的最佳寫照。

註5	 賀斌，面訪，臺南市大億麗緻飯店1樓咖啡

廳，2013年7月5日下午14：00。

註6	 賀斌，訪談時提供未出版的自傳論述，樹林街賀

斌女士家，2013年8月2日上午9：00。

註7	 賀斌，訪談時提供未出版的自傳論述，樹林街賀

斌女士家，2013年8月2日上午9：00。

註8	 〈 十 字 弓 界 有 位 賀 大 媽 〉 ， 《 民 生 報 》

，1994.09.11，42版，人物掃瞄。

註9	 ⅢAsia	Crossbow	Championships.	22nd-27nd	September,	

1999,	p.19。

註10	 賀斌，訪談時提供未出版的自傳論述，樹林街賀

斌女士家，2013年8月2日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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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	 賀斌女士在國內40年中，經手指導之大會舞共31

個，其成果更被省政府、新聞局及光華雜誌列為

向海外華僑宣導文化刊物最大的三個篇幅，並寄

發各縣市政府張貼之宣傳品。

註12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雜誌第二期》，1991.06.27

，5版。

註13	 〈賀斌榮登世界女性名人錄〉，《臺灣時報》

，1990.12.21。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大力推展體育教育也是南女排球傳統的重

要型塑者

臺南女中是一所「明星學校」，在臺灣

相當重視升學主義的惡補風氣之下，賀斌秉

持教育可以興國，運動可以強種的理念，極

力在臺南女中推動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培

養學生運動興趣，從運動中學習團隊合作，

保持並維護健康身心，推行五育均衡的全人

教育。

在她的策劃下，學校大力推展籃球、排

球、壘球、田徑、游泳、舞蹈、健康才藝社

團等11個校隊，臺南女中的運動風氣至此相

當興盛。特別是以「創作、健康、姿勢、才

藝競賽」，根除一般選美觀念，塑造學生健

康完美的身心。1985年，南女三級排球隊（

包括校隊、二年級代表隊、三年級代表隊）

，參加救國團舉辦的臺南市排球比賽，便勇

奪「三冠王」，其他運動種類參加全省性比

賽也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參加全國性舞蹈

比賽表現更為優異。連她自己的女兒張寧寧

（現為實用語言學博士），就讀臺南女中

時，在母親賀斌的指導下，參加臺灣省區運

會還榮獲女子80公尺低欄破紀錄金牌。

對大會舞等大型團體舞蹈活動，賀斌

亦有獨特之研究，多次在臺南舉辦之臺灣區

運會的大會舞，均由她策劃編導，獲得各方

一致的肯定。（註11）為此，她還在北京亞

運會發表〈團體舞在高中女校的體育教育價

值〉以及〈中國古典舞歷史發展〉等論文，

（註12）其在舞蹈上的用心鑽研可見一斑，

至今依然樂此不疲；而她更以〈高中女生團

體舞蹈在體育運動的教育價值〉一文，成為

當年亞洲體育科學會議中，唯一入選的中學

教師論文（我國共提出28篇論文，入選的有

23篇，清一色為大專院校教師作品，賀斌是

唯一的中學教師）。（註13）

圖5　1978年由賀斌編導之臺南市臺灣區運會大會舞（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4　1978年臺南市臺灣區運大會舞紀錄牆（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3　張寧寧參加臺灣省區運會80公尺低欄獲破紀錄金牌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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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排球比賽（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6　籃球推廣（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賀斌的舞蹈功力，南女畢業的學生還念

念不忘，那一年賀斌只花一個下午3小時的時

間指導她們班排舞、練舞，跳的是新疆舞「

塔里木之春」，晚上去參加臺南市的民族舞

蹈比賽，就獲得高女組團體冠軍，學生把那

段往事的日記，放在她自己的部落格裡分享

往事記憶，可見學生對當年賀斌老師跟她們

練舞的情境，還相當懷念。（註14）

不僅如此，賀斌還與一同推展籃球運動

的同好們，在臺南市舉辦起全國的少年籃球

賽，盛況空前，不僅帶動了臺南市的籃球熱

潮，而當時向廠商募來的「牛頭牌」球鞋，

更發展成為國內知名的品牌，那個年代的學

生大多穿過。（註15）

在體育司成立之時，更主動提出「體育

績優升學修正方案」，並親自交給時任教育

廳長的潘振球先生，使體育得到生根，讓日

後玩體育的學子有個出路。

賀斌女士在臺南女中的體育教育，至今

仍讓南女校友津津樂道，尤其是南女的排球

運動，更帶給南女校友光榮感，一位南女校

友在其部落格裡，寫了一篇〈就是愛排球〉

，至為傳神，特予摘述如下：

當今臺南女中最為外界所熟知，且最

為南女人認同的特色，非排球莫屬

了。排球成為主流運動，其實是「反

潮流」的。在高中校園，論資源、設

備、參與活動及觀賞人口數量，籃球

才是主流。但是在臺南女中，排球運

動卻無疑的一枝獨秀。……南女校園

排球之盛況奠基於1970年代孟淑範校

長時期，由於排球隊對外比賽屢獲佳

績，加上孟校長期待南女人學會面對

勝負，於享受勝利之甘甜時能不刺激

別人，遭遇失敗時能檢討缺失坦然面

對，排球運動風氣遂漸漸形成。陳永

英校長時期第八節輔導課開始出現，

壓縮了學生校園運動時間，但是有三

項發展，對班際排球運動卻相當有

利。其一是1979年推出學姐妹制度，

讓經驗之傳承更加落實，學姐妹間之

互動除了生活與學習外，班際球賽更

是展現熱情支持的重要時刻。其二是

籃球隊的解散與班際籃球賽的取消，

原因是激烈衝撞容易受傷。自此以

後，排球成為南女僅存的大型班際球

類比賽項目。最重要的則是1983年體

育組長賀斌推動9人制「草地排球遊

戲」班際排球賽，更使排球走出菁英

運動框架，變成南女全民運動，排球

正式成為南女校園不可撼動的重要傳

統。賀斌組長堪稱「9人制班際排球賽

推手」，更是南女排球傳統的重要形

塑者。排球逐漸成為校球後，任何可

資利用的空閒，打排球成為最優先的

選擇。在沒有輔導課的黃昏，校園裡

的任何空地上，都可見到南女人健康

快樂的揮汗、廝喊，直到天色漸暗，

才拖著不捨的步伐盡興歡笑離去。在

南女人的青澀歲月裡，有很長的一段

時間，除了期中考前的短短一週，校

園裡的打球聲暫歇，考試一過，球場

上白球滿天飛，青春滿臉舞，香汗隨

地灑，真是暢快如意。1998年，由於

註14	 〈高中日記～舞蹈比賽〉，看雲的部落格，<http://

blog.udn.com/33wang/6665358>，2013.08.30日檢索。

註15	 〈 十 字 弓 界 有 位 賀 大 媽 〉 ， 《 民 生 報 》

，1994.09.11，42版，人物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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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原因，衝擊了南女排球的發展，

但由於學生的自主意識抬頭，更不願

見排球傳統式微，學生領袖於1998年

7月創立校友盃排球賽，又於2004年

創立椰風盃排球賽，號召眾家南女姐

妹自由組隊參賽。甚至感覺「獨樂

樂，不如眾樂樂」，推而廣之，而於

2005年6月創立臺南市女校間的夏揚

盃排球賽。每次都吸引了超過30隊報

名參賽，南女排球傳統得以進一步發

展。而於2005年12月校慶運動會活動

期間舉辦女中一中聯合排球賽，則又

是另一種創舉。排球運動對凝聚班級

意識，及對南女的認同，的確多有貢

獻，如此鮮明而活躍，怎不令人感

動。……2004年的秋季運動外套，南

女人把排球別在胸前；2006年「排球

我命」的字樣出現在排球隊的制服

上；2007年新製的運動長袖，南女人

又把排球背在後頸項，排球已和南女

結下不解之緣，似乎打算生生世世纏

綿繾綣。排球比賽是南女人的青春印

記，是校友的重要記憶，是學校的重

要資產。根據1990年的問卷統計：未

圖8　1980年代南女9人制「草地排球遊戲」班際排球賽盛況（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進南女前會打排球的占43.32%，進入

南女就讀後會打排球的升高為96.68%

；而各大學的排球校隊裡，南女人幾

乎占了半數。這些不都是排球帶給南

女人的資產！（註16）

因此，賀斌女士可說是南女人「就是愛

排球」的重要形塑者。

在後期，賀斌又特別在南女成立射箭

隊，由於學校經費不多，在帶隊的多年來，

不但犧牲時間、精神、體能，更自行籌募榻

榻米、弓箭、靶架、箭筒等用具，連薪水都

貼上了；她對射箭隊的學生們都視如己出，

供其吃喝不假一句，是學生們心中的「賀大

媽」、好老師，師生情誼至今延綿。而當年

射箭隊的學生們也相當爭氣，竟能在全國賽

稱王，成績斐然、成果豐碩，王培芬還因而

成為我國第一女箭手，且南女的升學率比起

以往更節節攀升。

過去同為臺南女中射箭隊重要成員的劉

菊枝老師（現為開南大學體育室主任）回憶

道：

臺南女中當時是通通一律得參加社團

的，不能不參加哦。我印象中的賀老

師啊，其實第一次與她見面是很不愉

快的，當時高一上我參加的是啦啦隊

並不是射箭隊，賀老師她特別不喜歡

人家沒有精神，那因為我讀書啊且身

體體質狀況本來就很弱，我因為有氣

喘所以跳完常都感到很累，所以跳啦

啦隊時便表現的很沒精神，賀老師當

時就特別拉出我說沒精神的事情，我

對這位老師印象特別深刻。陰錯陽差

下我參加了射箭社團，當時拉弓時我

不知道她站在我後面，她當時只是很

訝異一個瘦小的女孩竟然能把弓拉

滿，看完我射了兩三箭之後就進來要

教我了，我當時一看到她，心想怎麼

是這個老師！但她看到我射箭對我是

很讚美的。所以，我從高一下便跟她

結緣至今，時間算是很長的。她永遠

中氣十足，她以前是在那種操場200

公尺下完全不用麥克風的吼喊學生做

操，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能這麼中氣

十足，很可怕ㄟ。連現在80多歲，也

一樣中氣十足，就算連生重病她也一

樣很堅定，對於她想做的事情，她總

能全力以赴的、很努力的把它完成。

我記得有一年隨她帶隊去克羅埃西亞

比賽，我們有一位選手護照上的英文

名字跟機票對不起來，於是這位軍人

選手便不能上飛機，在臺灣機場時這

個選手就已經表明說他不去了，他覺

得這是非常沒有面子的事。但是賀老

師為了能讓這位選手來比賽，她整晚

都不睡覺就為此事真的非常努力，她

真的花很多時間和金錢，努力要把這

個選手弄過去比賽，她一直很自責地

認為這件事情是她的錯，是她對不起

人家；她一直對自己都很嚴苛，對自

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她的想法有時滿

妙的，也一直保有著她的天真，她是

很可愛的。（註17）

註16	 〈就是愛排球〉，莫名海域的部落格，<http:/ /

tw.myblog.yahoo.com/wild-peace/article?mid=118&next

=108&l=f&fid=7>，	2013.08.30檢索。

註17	 劉菊枝，面訪，高雄左營高鐵站一樓咖啡

廳，2013年9月6日下午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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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育研究學會特邀委員，奔波於國際體

育名流，促進體育國民外交不遺餘力。（註

19）

在體育教育之餘，賀斌每逢寒暑假還常

參加世界性的國際婦女體育會議，並發表論

文，如：1977（民國66）年參加在南非開普

敦舉行的「國際婦女體育運動瞭解大會」，

當時還獲政府指派為「官方代表」，率大專

教授3人，中央日報隨行記者1人赴會；1980

獲教育部指派為官方代表，赴印尼參加世界

婦女體育運動會議；1981年參加義大利羅馬

舉行的國際婦女體育會議；1982年獲教育部

指派為官方代表，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體育運動合作」及

「運動瞭解」大會，並發表論文；1988年在

韓國漢城參加奧運運動科學會議；1991年在

中國北京參加北京亞運運動科學學術會議並

發表論文等等，（註18） 且為中國大陸高等

圖9　賀斌指導學生劉菊枝射箭（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10　第八屆世界十字弓錦標賽，勇奪女團冠軍，中間者為學生時期的劉菊枝老師（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註18	 值得一提的是，賀斌女士在北京所舉辦的亞洲奧

林匹克運動會運動科學會議，是經由國際婦女體

育運動學會推薦參加，發表論文〈團體舞在高級

女校其體育教育價值的評估〉，是排在開幕第一

天的第三人，主席為澳洲昆士蘭大學系主任Dr.卡

爾，其論文獲在場亞洲14位從事大會舞編導之與

會成員的高度迴響。

註19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22日

上午10：00。

圖11　第一篇論文〈中國古典舞的沿革與發展〉發表，由聯合國科文教組織主辦，地點：南非開普敦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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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站在聯合國旗幟下代表中華民國報告

我國體育運動情勢（圖片來源：賀斌

提供）

二、創立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推動臺灣十字弓

運動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於1988（民國77）

年10月30日由賀斌女士創立，內政部立案字

號為臺內社字第650676號，計有12個縣市委

員會及8個俱樂部組織。（註20）

賀斌女士在1984年，率領我國青年射

箭隊（臺南女中）第一次赴美國參加國際射

箭比賽，在比賽現場看見中國人的國粹「弓

弩」在場比賽，她覺得我們中華民國花了偌

大體育經費，應該有一項值得我們驕傲的國

家運動項目（如日本柔道、韓國跆拳等）。

歸國後發誓把「弓弩」運動變成終身矢志不

渝發展的目標。（註21）這是賀斌女士與十

字弓的初次結緣，也是賀斌女士投入十字弓

運動的緣起。

說起臺灣十字弓協會的成立，賀斌說：

「就是一股不服氣。」她說，中國人講禮、

樂、射、御、書、術六藝，射藝本源於中

國，是中國人發明的，史記也記載著黃帝造

弓弩，而聯合國科文教組織的「體育文獻」

也有記載道：紀元前206年戰國時楚國一位叫

楚琴的人發明弓弩，證明是我中國人發明的

國粹，日後在張騫通西域時始傳入歐洲，怎

麼這項中國人發明的運動國粹沒人發揚，該

項運動卻在歐洲皇室發展成運動項目（見後

記）。因此，賀斌立下志願，要讓這項源於

黃帝子孫的運動，在臺灣繼續發揚光大。（

註22）

當時在臺南女中帶領射箭隊的賀斌在府

城已相當赫赫有名，她認為我國高中男女學

生均有軍訓課程，人人會扣扳機，且男生皆

須服兵役，因此相當適合發展十字弓運動。

十字弓國際總會（IAU）創會於1956（

民國45）年，賀斌帶南女射箭隊在美比賽期

間正值該比賽進行中，於是，她特別專程詢

問請教十字弓國際總會會長Mr.Gotefried（

瑞士人），晤及美國會長Rolfe Smith、英國

會長Chris Astone，並告知我國體育發展盛

況，及軍訓課程與兵役對發展十字弓的可行

性，他們認為臺灣具備其環境基礎適合發展

該項運動，並願鼎力協助。遂於1986年第三

屆世界錦標賽時邀請賀斌女士與會，大會還

特別為賀斌女士及義大利會長，舉行為期兩

天的研習會，由總會長講習十字弓憲法、歷

史、沿革、運動宗旨與精神、禮儀與價值；

英國TK會長則為其講解技術與訓練；美國會

長講裁判、比賽設施等等，令賀斌至為感

動。（註23）

圖13　1980年與輔大黃彬彬教授、新竹

師專鍾香華教授參加於義大利羅

馬舉辦之國際婦女體育運動會議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14　1991年北京亞運運動科學會

議與北京十字弓代表領隊合

影（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註20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中華體總網站，<http://

www.rocsf.org.tw/member/member_login.asp?cu_

no=55>，2013年8月30日檢索。

註21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發展簡史〉，中華體總網

站，<http://www.rocsf.org.tw/about_us/about_us_7_

page.asp?file=DB15061515211.htm>，2013年8月30日

檢索。

註22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7月6日

上午10：00。

註23	 〈十字弓與我〉，《南市體育》，臺南：1989.11

，剪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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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字弓在體育活動中屬於較新的

運動，國人因陌生且不甚瞭解，在推展上與

申請臺灣十字弓協會的成立，並不是想像中

的容易與順利。

因此在申請創立協會的過程，實受到警

總及射箭協會百般的阻礙與困擾，面對有關

單位的反駁與打槍，例如十字弓非亞奧運項

目，警總認為十字弓違反槍砲管制條例等等

回國後興起創會的理念，協會尚未成

立之前，賀斌女士就率領一隊志同道合的朋

友，組成男女混合的四人隊伍，以客隊身份

參加1988年在瑞典舉行的世界十字弓錦標

賽，謂之探險之旅。首次參賽即為臺灣捧回

客隊團體季軍，揚威國際弓壇，當年瑞典的

大眾傳播媒體，對中華隊的優異表現均爭相

報導，更推崇賀斌為「東方女強人」。賀斌

回憶，當年在瑞典期間備受禮遇，不但受新

聞媒體的大版面專訪介紹，大會更高懸我青

天白日國旗與他國國旗並排迎風招展，比起

奧運會的TPE會旗，真的令人百感交集。（註

24）那時的欣喜與激動，更激勵了賀斌創立

臺灣十字弓協會的認知與高瞻遠矚。

圖15　臺灣十字弓第一支探險隊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16　探險之旅：臺灣在國際上獲得世界

第一次季軍，在瑞典皇室廳與會長

合影，並受到國際媒體的讚譽（圖

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17　探險之旅：身穿國徽的制服，手持國旗準備開幕的大遊行，只有臺灣十字弓不受TPE限制，大會派二名皇

室衛隊前導，邁開大步走完大街小巷，接受萬人歡呼（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諸多問題，都在賀斌不屈不撓的努力下，絞

盡腦汁、用盡智慧、耗盡心血、走遍世界各

十字弓協會考察、收集資料、資訊等，折騰

了兩三年，臺灣十字弓終於1988年10月30日

排除干擾，奉准正式成立「中華民國十字弓

協會」（國際以中華臺北十字弓協會為名）

。

註24	 〈 十 字 弓 界 有 位 賀 大 媽 〉 ， 《 民 生 報 》

，1994.09.11，42版，人物掃瞄。

圖18　1988年10月30日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

成立大會（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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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成立後，身為協

會理事長的賀斌，隨即積極在國內推展此項

運動，並於1989（民國78）年積極申請加入

世界十字弓總會成為正式會員。協會在賀斌

理事長的積極領導之下，一年四季皆舉辦比

賽：1至3月會長杯，4至6月青年杯，9至10

月國慶杯，11至12月中正杯。暑假更舉辦選

手訓練，行政講習，縣市輔導，元月份有裁

判、教練、技術講習會，8月間舉辦國際賽及

訓練，並年年參加「室內」及「室外」的世

界杯與國際比賽，嚴格選拔選手。（註25）

賀斌女士於協會成立時，曾立下誓言：1

、3年內登入世界弓壇；2、3年內衝入世界弓

總；3、不吃政府一口奶水，直至獲得世界冠

軍。

以正式會員國身份，首戰之役選擇在美

圖19　臺灣十字弓立案證書（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國舉行的十字弓30週年邀請大賽，中華隊榮

獲個人第二、第四名，其中在35米單項中，

更破美國30年來的紀錄，更得到客隊冠、

亞、季軍，成效相當卓越，成績也令世界各

國刮目相看。1990年報名參加葡萄牙世界十

字弓錦標賽，以為觀察探索性，居然獲第五

名。1992年已正式成為世界弓弩總會會員，

乃正式派出男子5人一隊、青少年1人參加在

紐西蘭舉行的第六屆世界十字弓錦標賽，初

試啼聲，榮獲男子團體季軍、青少年個人

亞軍，奠定了我國十字弓在世界弓壇的地

位。1994年正式選出男子隊5人，經選拔、

嚴訓，包括國際禮儀、國際生活認知、國家

代表隊榮耀與價值……大家在和諧、快樂、

期待、新鮮中奮鬥。第七屆世界十字弓錦標

賽在德國舉辦，又爆出大驚奇「破世界紀

錄」，榮獲男子團體冠軍、個人第三，全場

歡聲呼叫震耳，整個世界大驚奇，也因此中

華隊得了「東方魔鬼兵團」封號，臺灣「弓

弩之母──賀斌女士」又多了一個魔術師教

練之譽。歸國後，積極辦理加入中華民國體

育總會成為第五十三個會員；亞洲錦標賽自

1992年第一屆至2003年，我國已經獲得五連

霸、四冠王：男子、女子、公開、青少年，

其中以第四屆四連霸、四冠王、四破紀錄最

佳成績。理事長賀斌女士，一直支持協會的

人力、財力，她將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都奉

獻了臺灣十字弓協會，儘管已退休，但做義

工、作贊助者，從未休息。（註26）

賀斌說：「做一件事就要好好的做，就

要達到目標，如果達不到，那不如不做。」

可見其說到做到，不畏懼一切困難，勇往直

前為實踐自我諾言與理想而不斷向前的勇士

精神。

註25	 〈 十 字 弓 界 有 位 賀 大 媽 〉 ， 《 民 生 報 》

，1994.09.11，42版，人物掃瞄。

註26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發展簡史〉，中華體總網

站，<http://www.rocsf.org.tw/about_us/about_us_7_

page.asp?file=DB15061515211.htm>，2013.08.30檢

索。

圖20　右上：1994世錦賽（德國）破世界紀錄的中華男子冠軍隊

      右下：1996世錦賽（臺灣）中華隊獲男子亞軍

      中上：我女子第一次參加世界大賽即獲冠軍，由亞協賀會長親自頒獎

      中下：世界錦標賽場面

      左上：1997亞錦賽（澳洲）我女子團、個均冠軍，奠定世界亞洲霸主地位（右起劉菊枝，施佩宜，

賀斌會長，秘書長吳淑芬博士，冠軍陳秀玉）（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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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十字弓運動在國內體壇雖為後起

之秀，但賀斌為協會網羅了許多菁英幹部與

人才，例如美國愛荷華大學工業教育科學博

士吳淑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研所出身並

在成功大學任教的高華君與王綉容，淡水專

校教授彭美珊，師大美術系教授也是當時中

正杯錦標賽裁判組長袁萬里，連時任職於教

育部體育司的林國棟（前體委會副主委）也

南下擔任裁判等，是當時各單項運動協會水

準最高的一群，個個均受賀斌女士的精神感

召，把國內十字弓運動推向國際為職志。（

註27）

我國十字弓選手參加國際賽，初始全由

圖21　1994世錦賽破世界紀錄的中華男子冠軍隊員與李登輝總統合影（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22　第七屆世界錦標賽：男子團體獲得冠軍，破世界紀錄（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賀斌女士私人出資，之後雖有政府資援，但

由於十字弓運動為非亞奧運競賽種類，政府

支援總是有限，但賀斌女士不為所動，仍然

全力資助全部不足經費，同時賀斌女士在推

動十字弓協會會務之外，還身兼教練之職，

親自主導十字弓選手選拔、訓練重責，我十

字弓選手也至為爭氣，在國際賽中成績至為

優異，依賀斌女士提供資料，我十字弓選手

於世界弓壇的優異紀錄列如表1。（註28）

註27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發展簡史〉，中華體總網

站，<http://www.rocsf.org.tw/about_us/about_us_7_

page.asp?file=DB15061515211.htm>，2013.08.30檢

索。

註28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22日

上午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