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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十字弓於世界及亞洲弓壇的優異紀錄

年度 IAU錦標賽 主辦國 個人名次 團體組

1986
美國國際錦

標賽
美國 2,4,6 男亞軍　　破美國紀錄

1988 四屆世界賽 瑞典 5,6,9,13 客隊第三

1990 五屆世界賽 葡萄牙 5,9,10,15 男第五名

1992 六屆世界賽 紐西蘭 3,5,8,10,13 男第三名

1993 英國邀請賽 英國 男2,4

1994 七屆世界賽 德國 男3,5,9,13,18 男冠軍　　破世界紀錄

1996 八屆世界賽
ROC
臺灣

男5,8,9,13,25
女3,5,11
青5,6,12

男亞軍
女冠軍
青亞軍

1998 九屆世界賽 匈牙利
男8,9,13,14,27
女2,6,23
青2,17,27

男第七名
女第五名

2000 十屆世界賽 紐西蘭
男12,13,14,16
女7,8,9
青6,8,9

男季軍
女季軍
青季軍

2002 十一屆世界賽 克羅埃西亞 男12,17,29 男第六名

2004 十二屆世界賽 捷克 男3,14,24、青4 男第五名

2006 十三屆世界賽 奧地利 男1,2、長2、青1,1,2,4
男季軍
青第四名

2008 十四屆世界賽 瑞士 男13、長3

2010 十五屆世界賽 法國 男3,21、長4

2012 十六屆世界賽 克羅埃西亞 男10、女8、長4,5

年度 亞洲盃 主辦國 個人名次 團體組

1992 一屆亞洲杯
ROC
臺灣

男1,2,3
女1,2,3

男冠軍
女冠軍

1997 二屆亞洲杯 澳洲

男1,2,3,4,5
女1,2,3
青1,2,4
長1

男冠軍
女冠軍
青冠軍

1999 三屆亞洲杯
ROC
臺灣

男1,2,3,4,5
女1,2,3
青1,2,3
長1,2,3

男冠軍
女冠軍
青冠軍
長冠軍

2001 四屆亞洲杯 日本

男1,2,3
女1,2,3
青1,2,3
長1

男冠軍
女冠軍
青冠軍

2003 五屆亞洲杯 蒙古
男1,2,3
女1,2,4
男公開1,4,5

男冠軍
女冠軍

男公開冠軍

2011 六屆亞洲杯
ROC
臺灣

男1,2,3
女1,2,3
青1,2,3
長1,2,3

男冠軍
女冠軍
青冠軍
長冠軍

註1　2013年原為印度主辦，受限人力、財力基礎能力不足，因為印度為新的會員國，經詳細評估認定各類條件不足，經亞協賀會長、

秘書長前往協調訪問七天，不予核准，故第七屆停辦。

註2　亞錦賽第一屆、第三屆、第六屆皆由臺灣主辦。臺灣自第一屆至今早已被世界冠上「四冠王」的稱號，更被日本新聞媒體寫成：

秋風掃落葉，一片也沒留。可見成績之優異。

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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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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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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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的女拿破崙，膺選為世界十字弓總會

副會長，創立亞洲十字弓協會

（一）膺選為世界十字弓總會副會長

臺灣十字弓在國際比賽場上初試啼聲便

一鳴驚人，3年崛起世界弓壇，5年大破世界

紀錄，成績表現相當亮眼，短短3、4年便橫

掃被歐美把持了40多年的弓壇，試問全國有

哪個協會能在未獲政府補助而組隊參加世界

性的比賽，且又有如此豐碩戰績？賀斌女士

的女拿破崙精神，真的是令人敬佩與折服。

這一切不但造成世界各國的訝異，連世

圖25　世界總會會長Mr.Gotefried與張豐緒晤談相見歡（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26　第一次當選世界十字弓總會第一副會長與全體執委合影（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27　世界錦標賽開幕典禮，我國籍代理會長賀斌女士致詞（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註29	 〈十字弓與我〉，《南市體育》，臺南：1989.11

，剪輯資料。

界總會會長都認為不可思議，為此，還特地

於1987年應邀來臺訪問5天；他奇怪的是何以

進口上萬支各類十字弓的臺灣，僅在短短兩

年內的起步上便能勝過推展三、四十年的歐

美，且是由一位女性所領導發展！也因為這

股奇蹟的「臺灣風」，世界各國皆伸出了友

誼之手，成功的推展了臺灣體育外交。（註

29）

賀斌因而被膺選為「世界十字弓總會

（IAU）」第一副會長的殊榮，是臺灣第一位

擔任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中地位最崇高，且能

參與世界行政決策的第一高階位的體育運動

首長。在擔任世界十字弓總會副會長期間，

有一次，不巧總會會長因不慎受傷而入院，

使得所有職務需由第一副會長賀斌總理。在

第一時間，所有人對這名東方女性是否足堪

大任還存疑時，只有總會會長對賀斌的能力

滿懷信心，在鼓勵下毅然挑起重任。賀斌說

明，經常晚上在開完長達3小時的馬拉松會議

後，返回宿舍還要惡補新規則至半夜兩三點

鐘，許多小事情也要代會長出面，比如不諳

英語的日本隊，往往因為姿勢而容易犯規，

賀斌被日本隊視為黃皮膚的「自己人」，就

被找去以手寫、繪圖說明新規則。原本必須

被判出場的日本隊，也因賀斌不厭其煩的密

切溝通後，終於保住比賽權，也贏得日本隊

的感激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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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立亞洲十字弓協會

十字弓在亞洲原有5個會員國，計：中

華、韓國、日本、香港、蒙古（2013年印度

加入，成為第六個會員國）。為了加入國際

奧會（IOC），IAU必須具備五大洲協會，75

個會員國，但中國大陸在副會長任內並未完

成任務籌組建立亞洲十字弓協會，由於前後

兩位IAU的會長，均曾特地飛來臺灣進行瞭解

考察，並與教育部體育司、體總、奧會均有

廣泛良好的接觸，更深一層瞭解我國發展的

情形，特推崇理事長賀斌女士的能耐，於是

敦請賀斌理事長任內完成成立亞協。

因此，賀斌女士在當選弓總（IAU）核

心副會長後，隨即展開亞洲拜訪之旅，廣

發武林之帖，與百般阻撓、干預臺灣發展的

中國大陸周旋，突破萬難、堅毅不拔、毫不

妥協，最終取代了中國大陸的劉俊臣，進而

於1991年召集籌建「亞洲十字弓協會」籌備

會，於1992年正式創立了「亞洲十字弓協

會」，並當選為首任（創會）理事長。在賀

斌女士擔任理事長的亞洲十字弓協會創立

後，需舉辦亞洲性質的十字弓競賽，賀斌女

士在未獲得政府分文的幫助下，獨資承辦了

第一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更為臺灣爭取到

1996年第八屆世界十字弓錦標賽的主辦權。

依賀斌女士所提資料，我國人士在國際十字

弓總會中的地位與發展列如表2。

表2　我國人士在IAU組織中的地位與發展

年度 主要活動

1989 加入IAU成為會員國

1990 賀斌當選IAU國際副會長

1992
創立亞洲十字弓協會，賀斌當選會長，秘書長張
寧寧，副秘書長吳淑芬博士

1994
賀會長爭取到1996年世界錦標賽主辦權
賀斌連任IAU副會長至今
吳淑芬博士當選技術委員

1996 我國舉辦世界錦標賽（臺南）

資料來源：賀斌提供。

圖28　亞洲十字弓協會成立籌備會（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29　亞洲弓總第一次理事會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30　各國代表與臺南市長施治明合影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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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臺灣爭取到世界盃、亞洲盃主辦權

1990（民國79）年賀斌拿著爭辦國城

市市長施治明的公文，背負著臺灣人民的期

待，向大會提出申請主辦1996年的世界錦標

賽，在與紐西蘭、奧地利、匈牙利、克羅的

亞等國家角逐主辦權之前，更要先解決中國

大陸的刁難問題；會議中，中國大陸代表提

出異議，指稱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要辦也是

由中國辦，輪不到臺灣，並提出「旗、歌」

問題，並說若由臺灣主辦，他們將無法入境

以阻饒臺灣申請。

面對這總總阻難，賀斌與女兒張寧寧兩

人並肩作戰，運籌帷幄，於世界大會中慷慨

陳詞。首先對中國大陸的說詞予以駁斥，指

出，大會憲章明白刊載，只要是大會會員都

有主辦資格；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只

要是世界性的比賽，我國均准其入境與賽，

所以中國大陸選手入境沒問題；至於「旗、

歌」問題，比賽時並無升國旗及唱國歌的儀

式，只有錦標賽得獎時才升國旗、唱國歌，

一一把中共的挑釁予以駁回；之後連三屆中

國大陸皆寫抗議書給大會，但因賀斌女士的

關係，大會將抗議書傳閱並將之一笑置之。

對於其他角逐爭辦的國家，則針對其缺點，

及在亞洲舉辦可獲得的最佳爭辦條件詳述分

析之，前後4年的奮戰，終贏得與會會員們的

認同，可見主辦權得來不易。而這項被歐洲

貴族把持的弩弓運動，於五千年後回歸中國

人之手，首度移師亞洲舉辦，振奮人心，賀

斌這樣的人生戰鬥哲學，正是十字弓在短短

幾年便開花結果的主要動力。（註30）

圖31　獲得第八屆1996年世界錦標賽主辦權，在司令臺上展示邀請字句：See you in Taiwan 1996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註30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7日

上午10：00。

圖32　我主辦世界錦標賽與世界總召開記

者會（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33　世界錦標賽在臺南會場記

者20多人蒞會景況（圖片

來源：賀斌提供）

圖34　1995第一度奉李總統登輝先生召見，

並報告爭辦世界大賽狀況獲李總統概

允500萬贊助協會（圖片來源：賀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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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對我國選手之水準與臺灣國

際地位的提升均有著莫大的裨益與影響，憑

藉的就是一股對國家與弓弩的使命感。

1996年世界盃十字弓錦標賽在臺灣最具

文化背景的臺南府城舉辦。整個大會籌備工

作於1994年如火如荼展開，由市府及賀斌籌

畫設計，廣聘體育、教育界菁英，發動由大

學至小學學生、區里長、議會、獅子會、青

商會等社團，籌組了專業級的籌委會。從大

會開幕至閉幕及各項比賽，都完整周詳的策

劃，全民上下一體，為這項國際賽事盡心盡

力，在賽會期間不但宣揚了中華文化與鄉土

特色，更把中國人故有人情味發揮的淋漓盡

致，成功圓滿的扛起並完成世界盃主辦國家

的責任。1996年世界盃十字弓錦標賽臺灣隊

榮獲女子組團體冠軍、男子組和青少年組雙

雙獲得亞軍。（註31）

2011（民國100）年，為慶祝建國一百

年，賀斌女士毅然決然的決定承接舉辦「第

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建國百年杯（全

國各縣市）、暨世界錦標賽之最近三屆冠軍

15大高手來華競技，為擴大宣傳及慶祝建國

百年效果，亞洲杯比賽時同時舉辦「十字弓

有獎大賽」，名稱訂為「第六屆亞洲十字弓

錦標賽暨建國百年十字弓有獎大賽」，比賽

於2011年11月21日至26日在桃園縣立田徑場

舉辦。11月21～22日為自由練習及官方練習

時間，11月23～24日為建國百年十字弓有獎

大賽，11月24～26日為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

標賽，11月26日為國際公開組比賽。每日比

賽為早上9點開始，進行IR900型65公尺、50

公尺、35公尺3種距離的比賽，11月23日下午

4點舉行開幕典禮，參加開幕典禮的觀眾，可

獲得紀念品乙份。（註32）賽會分亞洲會員

國組、國際公開組及建國百年有獎大賽組。

亞洲會員國組共有6個國家48人參賽，包含

日本6人、香港5人、中華民國16人、蒙古14

人、印度4人、韓國3人；國際公開組共有歐

洲6個國家的世界高手19人與會，包括德國4

人、瑞士4人、克羅埃西亞5人、法國3人、捷

克2人、愛爾蘭1人；建國百年盃共有8隊34人

參加，包括新北市3人、高雄市5人、南投縣6

人、桃園縣2人、新竹市5人、臺東縣7人、臺

南市4人、臺北市2人。（註33）

難能可貴的是，亞洲正式錦標賽大會手

冊印上「中華民國國旗」，標示「中華民國

ROC」，隊伍引導牌使用「中華民國ROC」，

由此可見賀斌女士在亞洲十字弓界的實力。

不僅如此，國家尊嚴的維護一向是賀斌女

士堅不退讓的堅持，在國際折衝間，不管中

共的威脅抵禦，賀斌都憑藉她不畏困難的努

力，讓中華民國國旗、中華民國國名隨著中

華十字弓團隊，走到哪裡便飄到哪裡，而沒

有TPE的問題。這是各單項運動協會應該仿效

的地方。

註31	 〈準中華娘子軍射下女團后冠〉，《民生報》

，1996.11.14，2版。

註32	 〈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桃園拉弓〉，《桃園新聞

網》，<http://www.thecommonsdaily.tw/2011/11/1125/

THM/thm01-01.htm>，2013.08.30檢索。

註33	 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暨建國百年盃大會手

冊。

圖35　第四屆日本亞錦賽團體冠軍，獲陳總統水扁先生召見（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36　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暨建國百年

十字弓有獎大賽大會手冊（圖片來

源：賀斌提供）

圖37　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暨建國百年十字弓有獎大賽開幕典禮（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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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足球、還有世界女壘賽在臺灣舉辦等

等，使大會的會員們對我國體育運動有了概

括的瞭解，也對遠從中華民國臺灣來的賀斌

另眼相看。

在冰雪覆蓋的北極圈山頭，賀斌因氣

憤大會發出邀請函後，發覺她不是聯合國會

員而發出一封拒絕她開會的信，氣憤之餘特

別寫了一封回信，內容為－－第一條：大會

應該知道任何學術會議包括體育、藝術、文

學等均無政治干擾；第二條：由國際婦女體

育運動學術會推薦聯合國發出邀請函，之後

卻發出後悔函，對此至為遺憾；第三條：至

於我能不能出席會議，其決定權是推薦單位

決定；第四條：無論如何我將以觀光身份入

境。

五、我國首位將國旗插在北極上的女性

賀斌長於語言與體育行政，1981年教育

部便選派她赴義大利，在國際婦女體育運動

學會發表論文，在此會議中她是唯一來自中

華民國的會員。為了使更多國家瞭解我國，

翌年，不顧安危，毅然以會員身份飛往東

歐，赴芬蘭赫爾辛基參加這個多數以共產國

家代表為主要出席的聯合國國際運動體育瞭

解大會。

會議期間，賀斌除了努力吸收體育新知

外，並與大會主席，聯合國國際體育運動理

事會會長等人會談，並請該會的9名女會員代

表吃飯，藉機介紹臺灣體育發展現況，以及

我國體育活動的情形，諸如高爾夫、少棒、

圖38　2006奧地利男子冠軍，由賀斌頒獎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39　第一次參加世界競賽在瑞典（圖片來源：

賀斌提供）

圖40　不管中國大陸的威脅抵禦，賀斌憑藉她不

畏困難的努力，讓中華民國旗幟隨著中華

十字弓團隊，走到哪裡便飄到哪裡（圖片

來源：賀斌提供）

圖41　第七屆世錦賽（德國）中華隊獲團體冠軍，並破

世界紀錄，回國後將冠軍獎盃呈獻給前總統李登

輝先生（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42　1982年7月赴芬蘭赫爾辛基參加聯合國國際運動體育瞭解大會與聯合國科文教組織會長

班耐斯特爵士及古巴籍副會長合影（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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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星期後，接到大會申請入境表，說

明賀斌必須赴香港的芬蘭大使館繳交入境保

證金1,500美元，並要求必須有一位芬蘭公

民簽下同意保證書保證安全。遍詢外交部，

知道芬蘭並無僑民或經商者可作為保證，最

後由曾經在國際大會發表論文的芬蘭教授請

他們為賀斌保證，兩週後接獲芬蘭大使館通

知，所以在氣憤之餘，賀斌於前往芬蘭前便

備妥了一面大國旗，預備將其插在北極圈。

會後前往北極圈旅遊，將不遠千里帶來的中

華民國國旗，釘在一株大松樹上，同行的荷

蘭代表特別展開國旗並唸了賀斌在其上寫的

內容：「我於1982年7月來到北極，我謹代表

中華民國臺灣1,800萬人民向世界上愛好自由

和平的人士致意，歡迎你們到我們這亞熱帶

的美麗島嶼國家來。」，同時稱讚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之漂亮，並照了一張相，成為賀

斌到北極的最佳見證者。心中百感交集的賀

斌說：升國旗的意義，是要提醒國民認知國

家的處境，唯有人人心存祖國，關心國事，

我們的國家才有前途。（註34）

過去選手們參加世界性體育運動比賽，

當國旗冉冉升空之時，胸口那股灼熱沸騰的

感受，彷彿國旗賦予中華代表健兒沒有不能

抵禦的力量，同時也給予熱愛國家的孩子們

無比的勇氣，而賀斌排除對岸的威脅干擾，

毅然前往北極並將國旗插在北極高地上，正

體現了此一精神。

六、東方女強人，榮登世界女性名人錄

由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主辦的世

界女性名人錄，每年都從世界各國遴選「傑

圖43　賀斌將我國國旗插在北極地，身旁荷蘭代表漢斯與之見證（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出女性」接受表揚，遴選的項目包括體育、

醫藥、藝術、文學、科學、音樂等。這項世

界女性名人錄是為讚揚世界傑出女性在其

領域的真實貢獻，表彰生平鍥而不捨，遇事

努力以赴，無任何企圖、名利、權勢的態度

與精神，在該領域中學術俱佳、有成就的婦

女。賀斌因在體育運動上的卓越表現，且對

體育資源的提供與體育運動推展總是不遺餘

力，其表現受各界相當肯定，於是由國際婦

女體育協會提名，經審評榮獲金榜，名列世

界女性名人傳記錄。（註35）

賀斌在府城體壇享有「女強人」的雅

號，在她的人生字典裡永遠沒有「困難」兩

個字，連辦一項運動競賽也要辦得令人滿

意。而她上榜世界女性名人錄的的主要關鍵

有三：第一，她代表國家參加6次以上的國

際「體育發表會」，提供不少體育資源；第

二，任全國十字弓協會理事長及國際婦女體

育協會理事會議代表，貢獻體育良多；第

三，大陸高等教育學會體育研究會特聘賀斌

為該會委員，她在體育運動的表現，亦獲大

陸體育界肯定。（註36）當賀斌獲得該項榮

譽時，她個人謙稱那是本分，但體壇各界則

咸認這代表我國女性傑出成就在國際體壇受

到的肯定，且今後賀斌將有資格推薦我國傑

出女性4人，她亦不吝向英國劍橋國際名人

傳記中心推薦有「東方羚羊」美譽之女性運

動健將紀政，且將來不論在藝術、音樂、科

學、醫學等方面，只要顯示我國能在世界中

不因名利權勢，而具有好楷模成就者，她將

可大力推薦，為中國女性在世界名人占一席

之地。（註37）

在數十年的體育教育無私奉獻下，賀斌

亦在1978年獲國際體育運動遊戲創作獎，亦

於1978年、1979年、1986年先後獲教育部師

鐸獎，1980年亦獲全國體育有功人員獎，先

後承辦全國性、國際性體育活動達30餘次，

共獲得體育競賽及教練獎等達多次，獲致名

列世界女性名人傳記錄實至名歸。儘管退休

後的她，依然充滿活力，不吝提供智慧、經

驗與過人的精力，出錢出力為體壇奉獻；如

今，已屆87高齡的她，仍然每天固定打桌球

運動兩個多小時，熱心及愛好運動的程度，

實為後輩楷模。

也因為賀斌對「弩弓」傑出之貢獻，獲

頒世界IAU總會第二枚IAU獎勳，是世界體育

團體最高榮耀。

註34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22日

上午10：00。

註35	 〈賀斌榮登世界女性名人錄〉，《臺灣時報》

，1990.12.21。

註36	 賀斌，訪談，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22日

上午10：00。

註37	 〈名列世界女性名人傳記錄〉，《聯合報》

，199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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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永遠的女中豪傑

賀斌是世界十字弓總會的副會長，亞

洲十字弓協會的會長，並曾為聯合國文教處

婦女體育運動協會的理事會議代表，在國際

體育活動中可說相當活躍。她的人生戰鬥哲

學，無怨無悔的勇氣與決心，及積極不怕困

難的豪傑性格，不但圓滿實現了她當年對十

字弓立下的誓言宏願，更為臺灣體育與世界

文化交流做出無比的貢獻。

集諸多才能於一身，賀斌不但是一位成

功的教育專家、體育專家、亦是國際外交專

家，她將臺灣體育推向國際的貢獻，創造臺

灣體育運動輝煌史業的一切，都將永留體壇

青史，是臺灣體壇永遠的女中豪傑。

後記

一、歐洲十字弓盛行

威廉•泰爾（Guglielmo Tell）：是瑞

士傳說中的英雄，14世紀居住於烏里州。

威廉•泰爾是烏里州的一個農民，哈

布斯堡王朝在當地實行暴政，新任總督葛斯

勒在中央廣場豎立柱子，在柱頂掛着奧地利

皇家帽子，並規定居民經過時必須向帽子敬

禮，違者將遭到重罰。當時泰爾因沒有向帽

子敬禮而被捕，葛斯勒要泰爾射中放在泰爾

兒子頭上的蘋果才釋放他們，否則兩人都會

被罰，結果泰爾成功射中蘋果。第二箭瞄準

葛斯勒總督，泰爾射偏了。當時泰爾回答：

「如果我射中兒子，那麼第二箭會射中總督

心臟。」總督大怒，將泰爾父子囚禁起來。

圖44　三度獲頒師鐸獎，頒獎典禮上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45　接受世界會長頒發IAU獎勳，世界體育團體最高榮耀

（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暴政仍然持續，於是人民發動起義，泰

爾在混亂中逃出來，最後泰爾在一次行動中

用十字弓殺死葛斯勒。由於人民反抗，使奧

地利出兵鎮壓，不過最終被反抗者擊敗。

每年7月開始在各州、郡、鄉、村、商店

等皆會佈置手直弓弩，手牽小兒子的各類英

雄圖騰畫像，慶典遊行均由民間組成，一如

我國媽祖出巡。

（出處：http://www.hi-on.org.tw/bul-

letins.jsp?b_ID=91633。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8

%81%E5%BB%89%E6%B3%B0%E7%88%BE。）

二、十字弓小檔案

十字弓比賽之規則，就是選手每射出一

箭，正中黃心就是10分，名次以得分高低排

名。計分方式，就是靶面分成10個同心圓，

由內而外，分數由10分遞減，射出靶心外得

分為零。如果正中圓心，則稱為clean10，當

兩位選手得分相同時，則比clean10的次數決

定名次。

十字弓比賽分室內賽與室外賽，在不少

國家因為管制之故，而讓推展受限。

十字弓室外賽共分成55歲以上之高級

組、21歲以下之青少年組、女子組、男子組4

個組別。比賽時經抽籤排靶位不分組別，每

位選手射3個距離。每組比賽，都是從長距離

的65公尺、50公尺、35公尺開始，每個距離

射30箭，每3分鐘射3箭，然後休息27～40秒

鐘；倘若場地靶位不足，人數太多，則可分

A、B組；十字弓室內賽分30公尺、10公尺，

又分跪姿、站姿還有臥姿。

圖47　位在嘉義的賀家堡，是賀斌老師山上的別墅，亦是

十字弓選手們練習的地方（圖片來源：賀斌提供）
圖46　體壇永遠的女豪傑（圖片來源：

賀斌提供）



160

體壇奇女子 --- 賀斌

161

參考文獻

〈十字弓界有位賀大媽〉，《民生報》，1994.09.11，42

版，人物掃瞄。

〈十字弓與我〉，《南市體育》，臺南：1989.11，剪輯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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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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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列世界女性名人傳記錄〉，《聯合報》，1990.12.25

。

〈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桃園拉弓〉，《桃園新聞網》

，<ttp://www.thecommonsdaily.tw/2011/11/1125/THM/

thm01-01.htm>，2013.08.30檢索。

〈沾點南女光之高中憶事〉，樂多日誌，<ttp://blog.roodo.

com/clk722/archives/11983569.html>，213.08.30檢索。

〈高中日記～舞蹈比賽〉，看雲的部落格，<http://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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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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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d=7>，2013.08.30檢索。

〈賀斌榮登世界女性名人錄〉，《臺灣時報》

，1990.12.21。

〈準中華娘子軍射下女團后冠〉，《民生報》

，1996.11.14，2版。

〈臺南二空〉，無名小站，<http://tw.m.wretch.yahoo.com/

blog/Mickyli/comment/21102529>，2013.08.30檢索。

《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雜誌第二期》，1991.06.27，5版。

ⅢAsia	Crossbow	Championships.	22nd-27nd	September,	1999,	

p.19。

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暨建國百年盃大會手冊。

附錄

賀斌大事記

訪談資料

賀斌，面訪，臺南市大億麗緻飯店一樓咖啡廳，2013年7

月5日下午14：00。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7月6日上午10

：00。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7日上午10

：00。

賀斌，面訪，樹林街賀斌女士家，2013年9月22日上午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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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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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27 民國16 10月5日出生於河北北戴河。

1933 民國22 6 就讀西街女子小學（賀斌家內外戚讀的私塾）。

1939 民國28 12 在昌黎縣就讀初中。

1941 民國30 14 就讀唐山私立天主教培仁女中高中。

1943 民國32 16 高二時跳級就讀國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1945 民國34 18 北京師大就讀二年後轉考入國立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

1950 民國39 23
全家移居香港。

就讀香港官立皇家英文書院。

1951 民國40 24 開始擔任美國東方食品企業公司總裁。

1953 民國42 26

隨夫遷居臺灣。

擔任中壢初級家事女子職業學校籌備校長。

再回居香港。

1957 民國46 30 再返臺任教臺中師專並在臺中二中、彰化女中兼課。

1959 民國48 32 任教臺南師專講師。

1963 民國52 36 任教臺南女中體育教師、主任、組長並在臺南師專兼課。

1976 民國65 49

獲美國加州大學體育教學碩士。

協助教育部修正體育運動績優學生保送辦法。

獲美國加州陽光大學體育教學碩士。

1977 民國66 50

參加在南非開普敦舉行之聯合國文教處「國際婦女體育運動瞭解大會」，於會中發表論文「
中國古典舞的起源與發展」。

獲美國雷根總統頒發「功勳」獎章一座。

1978 民國67 51
獲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獲世界體育運動、遊戲創作二等獎（彩虹遊戲排球）。

1979 民國68 52 二度獲師鐸獎。

1980 民國69 53 赴印尼參加世界婦女體育運動會議。

1981 民國70 54 獲全國有功及傑出教練獎。

1982 民國71 55
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體育運動合作」及「運動瞭解」大會。

並赴北極拉普高地插上我中華民國國旗。

1984 民國73 57 獲選為會議代表，率臺大、文化、竹師3位教授赴羅馬參加國際婦女設計與創作會議。

1985 民國74 58 三度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1988 民國77 61

自費率十字弓隊邁出我國第一步，赴瑞典參加世界杯大賽獲客隊季軍。

獲教育部服務資深優良教師八德獎勳一座。

創組中華民國十字弓協會任首任理事長卸任後任終生榮譽理事長。

1990 民國79 63
當選中國高等體育運動科學協會理事，連任至2008年。

當選世界十字弓總會第一副會長，連任三屆至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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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民國79 63 獲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列入世界婦女名人錄。

1991 民國80 64
國際婦女體育運動學會推薦參加北京亞洲奧林匹克運動會運動科學會議，發表論文「團體舞
在高級女校其體育教育價值的評估」。

1992 民國81 65
創建亞洲十字弓協會在臺成立，當選會長連任至今。

自費舉辦第一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榮獲男女冠軍。

1993 民國82 66 自臺南女中退休。

1994 民國83 67
率中華十字弓代表隊赴德國韋士貝登參加世界杯，榮獲打破世界記錄的男子冠軍。

經4年奮鬥，成功爭取到1996年世界十字弓錦標賽在臺灣舉行。

1995 民國84 68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接見，獲允將挹注500萬經費籌辦第八屆世界十字弓錦標賽。

1996 民國85 69
在臺南市舉辦1996年世界十字弓錦標賽，獲女子冠軍，男子、青少亞軍。

獲中華體總傑出教練獎。

1997 民國86 70

率中華隊赴澳洲參加第二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橫掃各國，獲男子組、女子組、青年組、長
青組四個冠軍。

出席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之國際婦女體育運動會議，並發表論文 “Women’s Recreation 
Sports and Cul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s values at Republic of China”

1999 民國88 72 第三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回歸臺灣主辦，獲三連霸。

200 民國90 74

參加日本舉行之第四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再獲四連霸、四冠王、四破紀錄的完美成績。

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接見。

當選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理事，連任至2005年。

2003 民國92 76 參加蒙古舉行之第五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再度保持四冠王，仍橫掃亞洲全勝。

2006 民國95 80
代世界十字弓總會會長（3年7個月）。

帶隊在奧地利舉行之第十三屆世界十字弓錦標賽，榮獲大滿貫：3冠3亞1銅2殿。

2011 民國100 84
臺灣主辦第六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暨世界15大高手邀請賽、建國百年杯國際賽成績──獲亞
洲四冠王（四組項目冠軍）、世界高手邀請賽排名第三。

2013 民國100 86 赴印度洽談第七屆亞洲十字弓錦標賽之相關行政、技術、裁判、場地、設施等事宜。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資料來源：賀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