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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體專創校校長

林鴻坦

壹、前言

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簡稱臺北體

專）（註1）由創校校長林鴻坦先生擘劃建

校，肇造宏碁，林校長對臺北體專的貢獻極

大，但其辭世時，學校並未被告知，只耳聞

葬在福州，筆者雖透過姐妹校福州業餘體育

職業學校幫忙協尋，但都毫無音訊。直到筆

者擔任校長，正籌備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整

併事宜，在確認原來的學校名稱會因而消失

後，為示對創校林校長的敬重，覺得有必要

讓林校長瞭解。因此於校慶前夕積極尋找林

校長的親人，終於在校慶當天其長住美國的

二兒子林益先生來校找筆者，告知其兄目前

尚住在福州的訊息，終於取得與林校長親人

聯絡的管道。（註2）

之後2012年10月21日，筆者透過電話與

林校長長子林康群先生聯繫，得知原來林校

長退休後移居美國，後來因病體纏身有落葉

歸根的念頭，於是在2001年回到福州老家定

居，但同年大年初四就與世長辭。（註3）

2012年暑假藉拜訪姐妹校之便，率同多

位本校行政同仁親赴福州會見林康群先生，

由其引導，一行人同赴林校長墓園，參拜與

致敬，並告知臺北體院將走入歷史，轉個方

向與市立教育大學合併成為新的臺北市立大

學，但在天母校區仍然保留體育學院，使校

友們仍有所歸屬，原北體的精神得以延續不

至消失。

林康群先生回憶其長輩的描述說：

林校長是於1946年應邀來臺協辦臺灣

省運動會。媽媽在姊姊未滿週歲，

又懷了我。臨產前決定回福州老家

分娩，一則讓媽媽拜見公婆，二則在

福州請一位奶媽到臺灣照顧孩子。

於是在1949年春，就護送媽媽帶著

女兒乘船回福州。抵達故鄉僅三天，

媽媽即臨盆產下了我，一家人高興得

不得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有了男孩，林家

香火就有了延續的保證。生男孩自然

成了喜中之喜，上下都把新生兒當寶

貝，呵護備至。這時家父接到臺灣教

育廳的電報，說有急事要辦，催他立

即返臺。此時內戰十分激烈，局勢異

常緊張，黨政許多部門紛紛遷往臺

灣。」隨即大陸淪陷，從此親人分隔

兩岸，幾十年不能相見。（註4）

當林先生再見其父時已是38年之後。因

成長環境的不同，思想教育的差異，在情感

上更是疏離，甚至起了隔閡，真是時代的悲

劇。因林校長任職國民政府要員，在文革時

林康群先生被列為黑五類，共產黨運用各種

手段影響其生活與工作，過著極其慘澹的日

子，聽起來讓人鼻酸，直到中共與美國關係

改善，共產黨在政治上稍有調整，生活才慢

慢步入正軌。

註1	 1968年創校時名為「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

至1996年改制為「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簡稱臺

北體院），2013年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整併為「

臺北市立大學」。

註2	 林益，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2012年10

月21日。訪問人鄭芳梵，臺北市立大學副校長。

註3	 林康群，電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2012年

10月21日。訪問人鄭芳梵，臺北市立大學副校

長。

註4	 林康群，面訪，福建省福州市林康群宅，2013年7

月1日。訪問人鄭芳梵，臺北市立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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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90）年回到福建老家定居，同年大年初四

離開人世，落葉歸根，兩夫妻與父母同葬於

福州市新店鎮益鳳村壽山三山陵園。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熱心推動教育

林校長的回憶錄《如何走過從前》（註

5）寫道，1938（民國27）年，他奉派為抗

敵特教團團長，跑遍福建省各縣市，以喚起

民眾愛國心，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在物資

缺乏的艱困年代，帶領團員們，克服萬難，

創辦前方快報，設法讓當地百姓知道前方戰

況。

福建最大一條江河叫閩江，流經福州市

區出海。在福州段的江面上聚居約四萬多船

民，他們以航運或捕撈小魚小蝦為生。不知

從哪一個年代起，他們吃住拉洗、生老病死

都在船上，陸上沒有他們棲息的場所。孩子

無處上學，大人們整日為糊口奔波。而教育

對孩子又是最重要的一環，當然有責任也有

義務讓孩子們獲得受教育的權利。

圖1　臺北體專創校校長林鴻坦先生

（圖片來源：臺北市立大學天

母校區行政副校長室提供）

林校長一生奉獻體育及教育，早年在上

海大夏大學畢業後，返回家鄉福建省教育廳

任職，擔任過福建省立永安體育場、福州體

育場場長、抗敵特教團團長、福建省立民衆

教育館館長、創辦前方快報，還在閩江利用

「錨船」創辦學校供當地貧困小孩讀書。臺

灣光復後，1946年來到台灣，先在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擔任諮議，後任臺灣省教育廳督

學、教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兼組主任。

更擔任過許多體育要職，對光復後臺灣體育

的推動影響至巨，如1948年擔任臺灣參加第

七屆全國運動會代表團總幹事，不但成績輝

煌，林校長還利用結餘款買了2,000個籃球和

2,000個足球，回臺灣分送到各縣市學校、機

關、團體以及體育訓練場，讓臺灣的籃球、

足球運動得以大力開展。1960年擔任我國參

加羅馬奧運代表團總幹事，為了抗議大會不

準我國使用「中華民國」的不合理舉措，林

校長以總幹事身分，拿著“UNDER PROTEST（

抗議）”的白布條進入場內，帶領中華隊繞

場一周，表達無聲的抗議，獲得了全場觀眾

的掌聲。1947年起擔任第二屆至第十六屆臺

灣省運動會總幹事（1946年第一屆擔任副總

幹事），臺灣的省運會、中運會、大運會，

林校長所立下的賽會制度都被延用至今。林

校長還是臺灣第一個夜間「燈光球場」的使

創者；臺灣第一所體育專科學校創辦人。其

他如擔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總幹事、臺灣省體

育會總幹事、中華民國奥林匹克委員執行委

員、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理事、中華民國滑冰

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理事長、臺灣省體育會顧

問、臺北市體育會顧問等。他的一生，如同

老校長自己的人生雋語錄所言：「一生擁有

七、八個家，是運動家、戲劇家、體育家、

教育家、企業家、作家等。他的人生多采多

姿，他的「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絕對不

向横逆低頭」、「善於溝通處事圓融」等處

事精神、貢獻與風範，甚值後輩景仰學習，

本文特別克服萬難，找到林校長的兒子訪

談，並親訪林校長的故鄉，參據林校長的回

憶錄及相關文獻、媒體報導登資料，將林校

長一生的精彩故事加以敘述，冀期供給後人

景仰、學習。

貳、生平事略

林鴻坦，號子文，福建省福州人（1914

～2001），自幼機敏過人，成年後為人處事

講義氣重感情又熱心助人。中學畢業於福建

最著名的福州三牧坊省立第一中學，打下堅

實的學識基礎。此時期由於好動，上體育課

時，總是興趣盎然。老師認為有體育天賦，

鼓勵其往體育方面發展。1935（民國24）年

保送上海大夏大學體育系就讀，擅長田徑項

目中的短、中距離跑。在大夏大學求學期

間，運動成績達到巔峰狀態，成績紀錄是百

公尺11秒、二百公尺23秒、四百公尺55秒。

上海《勤奮月刊》評選為體育十傑之ㄧ，旋

即成為中華田徑隊成員，從此走上漫長的體

育生涯。林鴻坦校長具有強烈的使命感，終

其一生為體壇奉獻，先後出任國內重要體育

組織要職，受到體育界人士愛戴及景仰。在

臺北體專與亞信退休後移居美國，2001（民 註5	 林鴻坦，《如何走過從前──林鴻坦六十年體育

生涯回憶錄》，作者手稿，1999年12月12日。

圖2　前排右為林校長長子林康群先

生、左為筆者、後排右為林太

太（圖片來源：羅仁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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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代表團名稱被擅自更動。為了抗議這個

不合理的舉動，在開幕式中，林鴻坦校長拿

著“UNDER PROTEST（抗議）”的白布條進入

場內，並帶領中華隊繞場一周，表達無聲的

抗議，獲得了全場觀眾的掌聲，也讓世界看

到了無聲的怒吼。（註7）

在林鴻坦校長的回憶錄裡提到，（註

8）臺灣光復後的體育，經十餘年來的努力

提倡，已由荒蕪的園地中開花結果而有了輝

煌的成就。這絕不是一朝一夕可達，更不是

偶然的成就，而是無數孜孜不倦的體育工作

者和社會上愛好體育人士及政府提倡體育的

結果，而促成了今天蓬勃的趨勢。林鴻坦認

為，臺灣體育最主要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

經費、設備和指導教練人才的缺乏。因為競

技運動是與對手競爭，成績必須要能日新月

異不斷進步，才能跟上時代。林鴻坦校長對

於發展臺灣體育的趨勢也有深刻見解，他認

為臺灣各項運動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風氣

的形成與社會各界對運動的提倡，已有其自

動發展的傾向，只要再能有新的指導人材及

新概念的介紹，一定有更好的進展。他表示

應該提倡的幾個項目，如體操，因其不限體

型體力，只要動作齊一就可參加表演競賽。

這個運動種類在奧運中相當重要，且在實用

上也較經濟，其他如棒球、橄欖球等目前臺

灣已有基礎，只要設法解決經濟上及指導人

材上的問題，將來也必有良好發展。他並認

為體育應該普及，從普及中發掘新人材，改

良新方法才能有更好的進步。

圖3　1960年羅馬奧運，林鴻坦手持抗議標語繞場

表達無聲抗議（圖片來源：轉引自湯銘新，

《奧運百週年發展史》，鄭芳梵翻拍）

但立意良善，要實現它，談何容易。還

是得靠非常時期的克難精神。先是找到一家

臨江的西德洋行倉庫，先把學堂辦起來再繼

續找校址。緊接著就全力動員船民把孩子送

來上課。這工作看似簡單，其實並不容易。

船民流動性大，隨處都可以拋錨停下來休

息。費了好大勁才動員來二、三十名學童，

終於正式開辦起學校。家長們很感激這項義

舉，熱情地幫助解決遇到的困難，還告訴我

們江面上有一艘長期不用的「錨船」（一種

大木帆船）可以利用當教室，得到這個消息

非常高興。立即駕船查看，果然很大，甲板

寬闊，足夠排上一、二十張課桌，裏艙好幾

個還可以利用。經打聽此船為某一船主拋棄

的廢船。對我們正好可廢物利用，經過簡單

的整修，晴天在甲板上上課，雨天在裏艙上

課。餘下的船艙辦閱覽室，圖書向一些單位

募集，教育廳也把多餘的圖書搬來。經過一

番努力，水上學校和圖書館破天荒地開辦起

來了。這事，還得到當時的陳立夫部長的表

揚，這種排除萬難，鍥而不捨的創造精神，

值得讓人敬佩。

二、積極提倡運動

1948（民國37）年，上海舉辦第七屆全

國運動會。臺灣能夠組團參賽，那是有史以

來的頭一回，因而格外引起各方的重視。為

挑選優秀運動員赴滬參賽，原訂10月舉辦的

第二屆臺灣省運動會，延遲到12月舉行。選

手們為了爭取生平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加緊

訓練，精心準備。比賽時更是十分賣力，使

得這一屆省運會的成績非常突出，共有3項破

了全國紀錄，24項破了省運會紀錄。省運會

結束後共挑選了124名運動員，組成了臺灣省

體育代表團，由謝東閔先生為領隊，林校長

為總幹事。參賽種類除籃球與足球外，其他

的都參加，而且取得較為理想的成績。

臺灣省代表團與其他省代表團較為不同

的地方在於他們帶的是法幣，臺灣帶去的是

臺幣。人多錢也不少，擔心丟失，所以一到

上海除留下急用的，其餘全存入銀行。

此時，國內政局緊張，物價飛漲，貨

幣貶值，相比之下臺幣大為升值。全運會結

束，結餘的臺幣雖不多，卻兌了數額不小的

法幣。於是安排臺灣代表團到南京遊覽參

觀，玩了四天還有餘款。考慮到臺灣的籃

球、足球運動還是一塊處女地，遂決定將餘

款在上海採購了2,000個籃球和2,000個足

球。回到臺灣以後，將帶回的籃球和足球，

分發到各縣市學校、機關、團體以及體育訓

練場，以期求得籃球、足球運動在臺灣的發

展。（註6）

三、拿著“UNDER PROTEST”參加第十七屆

奧運

林鴻坦校長的積極進取、不怕困難

的行事風格，把許多不可能的事，化為可

能；可以說在他的辭典裡，沒有「困難」二

字。1960年在羅馬舉行的第十七屆夏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由於我國在國際政治舞臺遭打

註6	 林鴻坦，《如何走過從前──林鴻坦六十年體育

生涯回憶錄》，作者手稿，1999年12月12日。

註7	 湯銘新，《奧運百週年發展史》，臺北：中華台

北奧林匹克委員會，1996，335。

註8	 林鴻坦，《如何走過從前──林鴻坦六十年體育

生涯回憶錄》，作者手稿，199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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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方架電線安電燈，晚上也能進行比賽。

受到啟發，於是協調各方來趕建燈光球場，

晚上加班比賽不誤賽程。商請電力局，請他

們支援四根電線桿和技術工人，埋杆、拉

線、安裝八個五百燭光燈泡，一口氣建成了

燈光球場。球賽破天荒頭一回在夜晚舉行。

好奇心，吸引了大批觀眾，空前熱鬧。臺灣

第一個「燈光球場」突然間傳奇誕生了。賽

事如期完成，運動會圓滿結束，燈光球場大

獲青睞，各地紛起效尤，使籃球運動更加蓬

勃發展。

五、絕對不向逆境低頭的精神

1962（民國51）年在雅加達舉辦的第四

屆亞洲運動會，因為政治及宗教的關係，拒

絕中華民國及以色列的參賽。印尼官方寄了

一包空白身分證到臺北，阻撓我國參賽的意

圖極為明顯。當時林鴻坦校長隨即召開記者

會表達抗議，並請國際相關運動組織予以處

理。印尼這個違反奧林匹克精神的行為，很

快的得到國際運動組織的懲處。亞洲足球協

會停止印尼的會籍，國際舉重總會不但不承

認雅加達亞運會，同時宣布任何參與該次比

賽的選手，禁止參加包含1964年東京奧林匹

克運動會之前的所有比賽，讓許多選手紛紛

退賽，舉重項目最終並沒有舉辦。國際田徑

總會宣布不承認該次比賽成績，南韓也退出

了這屆亞運的田徑比賽。雖然中華民國因為

政治因素無法參賽，但林鴻坦校長在第一時

間請求國際支援，確實也對印尼官方造成一

定程度的嚇阻。

在體育教育方面他認為教育是一種訓

練，體育也是一種訓練，當然在學校中體育

課程是一個人受體育訓練的開始，社會和學

校都該提倡體育，以求國民健康的進步。

臺灣目前的體育活動是相當發達的階

段，但為了求更進一步的發展，應該在指導

方法的改進上及指導人才的培育上著手，作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努力，同時運動風氣的

養成也與一般民眾的財力時間相關，臺灣欲

求進步，應在客觀的條件上面求改進。

四、臺灣運動會之先驅

林鴻坦校長從1947（民國36）年起擔任

第二屆至第十六屆臺灣省運動會總幹事。從

省運會、中等學校運動會到大專運動會，林

鴻坦校長所立下的賽會制度都被延用至今，

因此也被喻為臺灣運動會之父。 

1946（民國35）年10月25日，第一屆臺

灣省運動會在臺灣大學舉行。當時臺灣光復

不久，體育從業人員有限，籌備會幹事部僅

有競賽組長李覺為體育人士，其餘籌備工作

皆由體壇元老協助完成。時任福建體育場場

長的林鴻坦校長在後期應籌備主任王成章先

生（後曾任臺灣省體育會理事長）之電邀，

從福建到臺灣來協助省運會之辦理。

第一屆省運會由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辦

理，由於當時人力及經費缺乏，警備司令部

不再承辦第二屆省運會。臺灣民眾對於省運

會的熱情有增無減，多方考量下，第二屆之

後的省運會皆移交省教育廳籌辦，由教育廳

長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賽會由有能力

的縣市輪流承辦，林鴻坦校長則出任第二屆

至第十六屆的籌備委員總幹事。

在林鴻坦校長的籌畫下，以第六屆全國

運動會的競賽規程和組織章程為基礎，籌備

更顯系統和完善。參賽隊伍以縣（市）為單

位，每個縣（市）都必須參加。根據臺北體

專第三任校長蔡特龍先生回憶，（註9）當時

組織規劃分為競賽組、裁判組、場地組、獎

品組、典禮組、交通組及新聞組等，後續以

此為基礎，發展出更完善的組織。林鴻坦先

生秉持著「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信念，在

資源匱乏的年代依然積極進取，致力推動體

育運動賽事，並創造出許多「第一」。前幾

屆的省運並沒有選手村，有感於各縣市組團

不易，就在住宿方面尋求省錢的方法。第七

屆在屏東縣舉辦，林鴻坦校長商借中小學教

室，並且跟聯勤總部借用蚊帳及毛毯，創造

出臺灣第一個選手村，也替各縣市節省不少

經費。

第七屆省運會在屏東，屏東地處偏鄉，

地方小且比賽場地也少。眼看省運會已接近

尾聲，而籃球賽事因場地不足還有多場未進

行比賽。籃球賽場光有空曠平地還不行，還

得有籃架。時間又緊迫，確實難度高。這個

難題自然得由總幹事去解決。林鴻坦校長到

過菲律賓，那裡籃球運動開展得早，很活躍

也很普遍，甚至鄉村都有球場，有的還在球

註9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立運動場，102年10月25

日。訪問人杜翊嘉，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

學系暨碩士班研究生。

圖4　從左到右曾清誠、李寶輝、林鴻坦、戴世然、陳志雄（照片來源：戴世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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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辦臺灣第一所體育專科學校──臺北

體專

1968（民國57）年，臺北市為配合九年

國教，策劃已久的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

在臺北體育場正式成立，以「場校合一」

的理念開始運作。在當時的臺北市長高玉樹

先生的邀請下，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總幹

事林鴻坦出任首任校長兼臺北體育場場長。

這所培育無數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的學校，

創校之初沒有校舍及任何設備，必須使用體

育場和棒球場看臺下方的空間做為上班、上

課的地方。到1974（民國63）年校舍興建完

成，林鴻坦校長帶領全校師生走過了這段艱

苦歲月。直至1977（民國66）年退休為止，

林鴻坦校長任內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包含在1975（民國64）年於漢城（現稱首

爾）舉行的亞洲田徑錦標賽勇奪110公尺高欄

及400中欄兩金的戴世然，以及在第一屆亞洲

田徑錦標賽打破亞洲記錄並榮獲跳遠金牌的

陳進龍等等，可說是我國參與國際賽會的卓

越佳績。

根據臺北體專第三任校長蔡特龍先生回

憶，當時臺北市的體育師資相對缺乏，而專

科學校只需要二年（二專）或五年（五專）

即可出任體育老師，體專的成立迅速解決體

育教師缺乏的問題。（註10）

林鴻坦校長在1977（民國66）年奉准

臺北體專退休，二專第一屆校友曾清誠先生

回憶，林鴻坦校長當時獻身體育工作已逾40

年，臨別前他被濃郁的依依離情所圍繞。已

60多歲身體卻很健碩的林鴻坦校長，有點感

傷的說：「學校裏的老師和同學都要為我舉

行惜別會，我卻婉謝了，因為這種場面的氣

氛我實在受不了。」所以他選擇在寒假退

休。在北體經營了9年，當時創校的校舍與師

生人數，跟現在相比，他感覺彷彿做了一場

夢。不過讓他欣慰的是，在這期間培植了不

少體育人才。（註11）

「體育工作沒有捷徑，也無法取巧，必

須日積月累，才能開花結果。」這是林鴻坦

校長從事體育工作四十年如一日的座右銘。

他表示，雖已屆耳順之年，但仍不知老之將

至，將一本初衷繼續為發展體育而努力，發

揮退而不休的精神。

七、善於溝通處事圓融

1960（民國49）年臺中市被指定為第

四次辦理省運的城市，由於臺中市議會認為

市立體育場（原為臺中市主管）既已升格省

立，並由省府正式接管，因此省運會雖在臺

註10	 蔡特龍，面訪，臺北市立運動場，2013年10月25

日。

註11	 曾清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2014年9

月10日。訪問人鄭芳梵，臺北市立大學副校長。

中舉行，而對於整理屬於省立體育場範圍內

如田徑場地等工程，自應由省府撥款辦理，

臺中市已無負擔這筆費用的必要。同時市議

會不滿意省府對接管市屬體育場之後，貪言

失信，不履行原定的協議由省方及市府雙方

派員成立聯合管理委員會，於是，一怒之

下，將市府原編列送議會審議的20萬元省運

經費，予以大幅刪減，僅留7萬餘元，交由省

運籌備委員會，做為臺中市負擔省運經費的

全部專款，並口氣強硬的表示夠與不夠，與

臺中市無關，辦與不辦，悉聽省方尊便。在

市議會核減經費，總以為這一快速手段刪除

臺中市負擔省運經費，目的是對今年省運籌

備工作財源上，給予釜底抽薪的打擊，使籌

備事宜陷入癱瘓，令其相關工作一籌莫展。

也就是說，市議會要在此緊要關頭，給省方

一點顏色看，要省方在舉辦省運上，遭遇一

次空前的失敗，以表示對省府接管市立體育

場未尊重市議會的意見的一種抗議。

可是受聘為大會總幹事的林鴻坦先生

又何曾料到？當其僕僕風塵，剛自羅馬出席

奧運歸來後，隨後由臺北趕到臺中省運籌備

處視事時，適逢市議會刪減通過本屆省運地

方負擔的經費預算。試想多年來省運經費，

省方一直因財源問題只負擔30餘萬元，不足

之數概由主辦當地政府負擔，已為不成文的

規矩。一個身為大會籌備會總幹事者，獲悉

此情，焉得不急，對於市議會這一個釜底抽

薪，並成事實的問題，在他來說，簡直是嚴

重萬分，真急得如熱鍋螞蟻一般，團團打

轉，寢食不安。徒呼奈何無濟於事，遇到問

題，應該面對問題，才能求得解決的辦法，

這位自臺省光復後第二屆全省運動會起，即

擔任大會總幹事者，可以說是籌辦省運的專

家。當他為此傷透腦筋的同時，在籌備處各

項工作方面，除了採購大家爭相辦理外，其

他的事務，則動輒要「總幹事負責」，或「

找林鴻坦解決」，彼此推諉，誰也不願多管

這個沒有好處、還要賒欠的差使。還好，林

鴻坦校長未久即獲知市議會之所以大肆刪減

省運預算，非為臺中市財源確有困難，而實

因不滿省方接管市屬體育場手續上，當初既

有承諾成立聯合管理委員會，事後就食言而

肥，使臺中市今後在省立體育場管理權上，

坐失分得一杯羹的利益，所採取的一種抗議

行動，亦即是起因利害關係的意氣用事。於

是乎，因職務所在，責無旁貸，先是向市政

府從主管股長起，中經科長、秘書、主任秘

書，而到市長，逐一進行遊說，同時又向議

會洽商疏通。他好像一個勸募功德的苦行

僧，為了省運經費在孤軍奮鬥，市府被其誠

意說服，市長表示允予在市府60萬元準備金

額下，暫付20萬元，做為市府負擔本屆省運

經費。將來如有短絀，再由市府設法。林鴻

坦校長誠意的溝通終於有了圓滿的結果，所

有問題迎刃而解。在此，不得不佩服林鴻坦

校長圓融的處事能力。

圖5　從左到右高玉樹市長、林鴻坦校長和獲市長

獎學生曾清誠（照片來源：曾清誠提供）



0 8 0

臺北體專創校校長

0 8 1

林鴻坦

八、體育事業邁向巔峰、讓賢佳話體壇讚揚

六十年代，林鴻坦校長在臺灣體壇已

奮鬥了十餘年。有奮鬥就會有績效。從不知

道籃球、足球為何物的臺灣民眾，經過舉辦

十餘屆省運會，以及中華體協、省體協的推

動，臺灣的體育運動，在城鎮與鄉村學校與

社會以及軍中機關團體廣泛地開展起來，可

謂十分蓬勃，運動成績也有長足的進步，能

夠走出國門參與區域性世界性的運動競賽甚

至獲得獎牌。楊傳廣榮獲奧運會男子十項運

動銀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所以有如此

巨大的變化，是政府的重視與支持，體壇同

仁共同努力的結果。尤其在羅馬奧運會上，

手持抗議牌通過司令臺，一時又成了名聞遐

邇的新聞人物。其實和同仁們一樣，盡責盡

力傾注了自身的青春年華和精力而已。只是

由於同仁們和民眾的厚愛，林鴻坦校長成了

體育界的聞人，聲譽更是如日中天。

1960（民國49）年12月底，中華體協第

二屆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的中華體協理

事，由於會員結構上的關係，林鴻坦校長獲

556票當選理事，列得票之冠。而楊森、江

良規、郝更生三人卻於選理事時落選，列候

補前三名。林鴻坦校長考量他們都是體育界

老前輩或是權威，其落選令林鴻坦校長等人

心感不安，深怕影響體育界的團結，為求彌

補，林鴻坦校長會同謝東閔、賈連仁三人，

宣告退出理事會，楊森、江良規、郝更生得

以補上理事。楊森還被推舉為理事長。作為

回報，遂提名林鴻坦校長擔任總幹事，體壇

一團和氣，林鴻坦校長無私的作法，引起體

育界一片的讚賞，大家更是對他敬愛有加。

1980（民國69）年的嘉義縣區運會開

幕典禮，一群頭髮花白的老人家緩步繞場，

獲得了全場的熱烈歡呼。以林鴻坦校長為

首，繞場的這群人，是在1948（民國37）年

赴上海參加全國運動會的「臺灣」代表。當

時由謝東閔擔任團長，林鴻坦校長擔任總管

理。在此之前，臺灣為日本殖民統治；在此

之後，大陸淪陷，因此這是史上第一次，也

是最後一次以「臺灣」為名到大陸參加全運

會。適逢前民生報記者何長發先生在民生報

撰寫以體育人物為主題的「金色年華」懷舊

單元，拜訪林鴻坦校長，才讓林鴻坦校長有

了將過去的「戰友們」再度集結的想法，也

才能讓大家重溫32年前的感動。（註12）

九、心思細緻鶼鰈情深

1980（民國69）年林鴻坦校長在臺北體

專退休後三年，雖是60多歲的人，但仍嚮往

「青春」。就在閒餘之暇寫了「青春之歌」

、「初戀之花」這類小詩，來恢復年輕人的

心境與情懷。寫寫詩詞原是林鴻坦校長清閒

時的一點慰藉，而將「初戀之花」寄出華視

劇展甄選，沒想到「一投即中」，並經黃瑩

譜曲，作為「少女情懷總是詩」一劇的主題

曲。

這時還擔任滑水協會理事長及亞洲樂

園總經理的林鴻坦，在體壇素有笑彌勒之

稱，而他與妻子李寶輝卅餘年來恩恩愛愛的

故事，也一直被體壇所傳頌。「初戀之花」

全文是：「生長在心靈深處，有一朵含羞的

小花，開在深夜的夢裏，吐出陣陣的清香。

讓你永遠回味，那是一朵永不凋謝的初戀之

花。」原是寫來送給太太的。

林鴻坦校長與校長夫人在1947（民國

36）年兩人自由戀愛而結婚，婚後校長夫人

曾生一場至今仍找不到答案的怪病，全身突

然癱瘓，因早年醫學不發達，全賴林鴻坦校

長愛心的照料，花四年半時間親自為校長夫

人做物理治療，奇蹟終於出現在這對一生信

奉基督的信徒身上，原已不能行動的李女士

能如常人一般行動自如。這一份愛與毅力，

確實是最美的詩篇，可見他的「初戀之花」

並非無病呻吟。這段夫妻患難與共的感人事

蹟，在體壇傳為美談。

註12	 何長發，電訪，臺北體育館，2014年11月29日。訪

問人杜翊嘉，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暨

碩士班。

註13	 〈林鴻坦人生雋語錄專心就是專家〉，歡迎

進入發哥隨意窩，http://blog.xuite.net/changfaho/

blog/199680184-%E6%9E%97%E9%B4%BB%E5%9D

%A6%E4%BA%BA%E7%94%9F%E9%9B%8B%E8%

AA%9E%E9%8C%84%E5%B0%88%E5%BF%83%E

5%B0%B1%E6%98%AF%E5%B0%88%E5%AE%B6

，2014年11月25日檢索。

圖6　左起曾清誠、林鴻坦、李寶輝

（照片來源：曾清誠提供）

1997（民國86）年，林鴻坦校長風光

為老伴李寶輝辦一場體面的結婚50年周年「

金婚紀念宴」，民生報記者何長發與其妻蔡

莉玲（林鴻坦校長秘書）在參與「金婚紀念

宴」後，曾在隔天民生報上寫出林鴻坦校長

的「一半哲學，快樂一生」小哲理，林鴻坦

校長在宴會中願以「一半哲學」再與大家共

勉之：「凡事都視為只完成一半，並永遠尋

求另一半；夫妻之間也一樣，即使結了婚，

仍然要繼續追求愛情，生活才會更甜蜜更有

情趣；用於其他方面，何妨不也如此為之。

」（註13）老倆口恩愛的故事，一直成為認

識他倆的親友、學生之間的「愛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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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民國89）年10月21日在美國紐奧

良二兒子家中，陪伴林鴻坦校長逾半世紀的

老伴李寶輝女士，心臟病突發過世，因走得

突然，林鴻坦校長非常哀痛，體重因此驟降

20多公斤。該年年底林鴻坦校長從傷心異國

返臺、一了探望親友心願後，便落葉歸根移

居老家福州，才去一個月而已，卻因思妻心

痛而與世長辭，享年87歲。

肆、結語

林鴻坦校長一生與體育結下不解之緣，

他曾說過自己讀的是體育專業，做的是體育

職業，想的仍是體育事業，逾半個世紀從

未間斷或離開過。體育，造就了他的一生，

而他也將青春和畢生精力交給了體育。林鴻

坦校長並曾說一般人只有一個家，即所謂的

「安樂窩」，而他自喻一生擁有六、七個家   

（廣義的家）。

年輕時好動，在運動方面為著愛好而

苦練不休，特長是競賽百米，成績在當時為

全國之冠，列入全國十傑之一，這是第一個

家，所謂「運動家」。

抗戰時還很年輕，有熱誠、有活力、

也愛國，1937（民國26）年返福州，擔任體

育場工作，公餘之暇，就參加抗戰後援會工

作，也參加演話劇，曾演過正派小生，也演

過漢奸和日本鬼子，還當過導演，也幹過舞

臺臨督，並管過道具，客串過化妝師，在當

地的話劇界，稱得上是一個活躍人物，無形

中又成了第二個家，那就是「戲劇家」。

之後，轉入教育界，在福建教育廳工作

10年，到臺灣後，又在臺灣省教育廳擔任督

學工作22年，從小學督到大學，到處作專題

演講，後又擔任教育部委員，又創辦專科學

校，即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首任校長，連

任9年之久，自然又成了第三個家，美其名為

「教育家」。

體育是林鴻坦校長的終身事業，經數十

年苦幹，也建立了一些體育制度，創辦了臺

灣省運，連任總幹事達十七屆，從1956（民

國45）年墨爾本奧運會起，每屆奧運亞運都

是他在籌辦參加工作，又擔任中華體育協進

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臺灣省體育會之

秘書長和總幹事職務，也長達28年，這當然

更稱得上第四個家，即「體育家」。

臺北體專教職退休後，為著事業生命的

延續，籌組亞信觀光公司，開發石門水庫觀

光發展公司，開發石門水庫觀光區，有七大

建設，定名為亞洲觀光首都，首先完成的是

亞洲樂園，其餘項目在繼續興建中，擔任首

任總經理，兩年後升為董事長，在民國68年

中華民國名人錄中，又擁有了第五個家，就

是「企業家」。

因退休後比較清閒，經常寫作，有散

文，也有小品和新詩，一些出版公司曾接

洽，要他整理出版發行，林鴻坦校長曾說他

相當熱愛這份工作，也是其所追求歸宿的

家，就是第六個家──「作家」。

圖7　左起何長發、李寶輝、林鴻坦、蔡莉玲（照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從前他經常搬家，沒有一個家像家，

最後家是安定下來，所以每天欣然地回到他

家，安穩地當個理直氣壯的家長。

因此，林鴻坦校長不以為有專家，凡

是專心致力於本身工作的人，就稱得上是專

家。

筆者完稿之時，恰逢2014（民國103）年

仁川亞運會接近尾聲，我們回憶起那些在體

壇上衝鋒陷陣、開疆闢土的前輩們。回顧歷

史資料，從文字、圖片和人們的記憶中細細

體會他們胼手胝足為臺灣體壇做出的所有貢

獻。時光飛逝，在科技發達、資源充足的現

在，也期望我們能效法前輩的精神，再創體

壇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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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林鴻坦墨寶（照片來源：臺灣體育總會提供）

圖11　林鴻坦寫給妻子的小詩（照片來源：

臺灣體育總會提供）

圖9　林鴻坦詩篇集──心境（照片來源：臺灣

體育總會提供）

圖8　如何走過從前──林鴻坦六十年體育生涯

回憶錄（照片來源：臺灣體育總會提供）

附錄

林鴻坦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14 民國3 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

1927 民國16 13 就讀於福州三牧坊省立第一中學。

1935 民國24 21 保送上海大夏大學體育系。

1938 民國27 24 擔任抗日特教團團長。

1946 民國35 32 受邀來臺協辦臺灣省運動會。

1947 民國36 33 和李寶輝小姐自由戀愛結婚。

1947 民國36 33 擔任第二屆至第十六屆臺灣省運動會總幹事。

1960 民國49 46 羅馬奧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舉著抗議的白布條繞場。

1962 民國51 48 抗議印尼亞運不發給中華隊ID卡。

1963 民國52 49 辭去中華體協總幹事之職。

1966 民國55 52 再度榮任中華全國體協總幹事一職。

1968 民國57 54 榮任臺北體專首任創校校長。

1974 民國63 60 臺北體專新校舍落成。

1975 民國64 61 臺北體專學生戴世然、陳進龍在亞洲田徑賽奪金。

1977 民國66 63 奉准從臺北體專榮退。

1980 民國69 66 「初戀之花」經選為「少女情懷總是詩」主題曲。

1999 民國88 85 發表《如何走過從前》六十年體育生涯回憶錄。

2000 民國89 86 夫人李寶輝女士心臟病突發於美國紐奧良過世。

2001 民國90 87 辭世福州市葬於新店鎮益鳳村壽山三山陵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