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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文者

郭中興

臺灣射擊運動的拓荒者

壹、前言

提到「郭中興」，就是臺灣射擊運動的

代名詞。他於2006（民國95）年1月至20（民

國103）年2月的8年期間，擔任中華民國射

擊協會理事長，2-13（民國102）年適逢中

華民國射擊協會成立40週年，正是射擊運動

發展葉茂枝繁開花結果的年代。射擊是一項

相當特殊的運動，主要是因其所使用的器材

並非一般尋常可得，無形中其發展性自然受

限，但郭中興在射擊協會從「小兵」做到「

大將」，成功改造這個運動的體質，最難能

可貴的是造就射擊成為我國參加國際運動競

賽的重要金庫。現年86歲的郭中興，生長在

戰亂的年代，青少年時期即投效軍旅，先後

經由陸軍官校，陸軍步兵學校初級班、高級

班、體育幹部訓練班，乃至陸軍指揮參謀大

學，接受完整而系統化的軍事教育，其中也

包含體育運動，這是他人生與體育運動界結

緣的開始。時光回到1970（民國60）年代，

自從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1973（民國62）

年政府因應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順應國際

奧林匹克運動發展趨勢，而以莊敬自強、處

變不驚的精神，提倡發展全民體育運動之號

召，鼓勵大家參與體育活動，以達強身強國

之目的，全方位厚植體育運動競爭力，藉以

加強國際交流，強化總體國民外交功能，乃

動員三軍及工商企業，率先響應出錢出力帶

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首先從改造組織體質，

強化組織功能着手，將原有全國各單項委員

會改組成立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期以

發揮領頭羊的功能，帶往更高、更快、更強

的巔峰。由於射擊運動使用的器材是受管制

的槍彈，依其屬性，中央乃經由國防部轉令

陸軍總司令于豪章上將籌組中華民國射擊協

會，當即邀請閰振興、宋時選、林鴻坦等40

餘位社會賢達共同發起，於1973（民國62）

年5月23日召開成立大會，經由理事會選舉

于豪章總司令為首任理事長，嗣經內政部立

案，中華奧會承認，並加入全國體育運動總

會為會員。協會成立伊始，郭中興於1975（民

國64）年初接到陸軍總部副參謀長葉以霖中

將（時兼射擊協會總幹事）電話告知，要他

到協會全權負責推展全國射擊運動的工作，

並明確交付四大任務：發展射擊組織，促進

全民運動；加強國際聯繫，增進國際友誼；

改善場地設施，提高訓練績效；培養優秀選

手，為國爭取榮譽。但附帶一個不明文的叮

嚀，由於槍彈管制嚴格，暫以「有限度的發

展」為原則。當郭中興站上這個舞台，放眼

世界發展的趨勢後，他了解到國際射擊運動

的發展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了，自從1896年第

一屆奧運會就有射擊項目列入比賽，各國射

擊運動卻在如火如荼的蓬勃發展中，場館也

隨著國際規則的修正而不斷更新，已成為亞

奧運獎牌最多的項目之一。相對我國射擊運

動才剛起步，與國際射擊運動的長久歷史無

法相提並論，故此，他認為臺灣勢必要跳脫

自我設限的框架，邁開腳步，努力向前，迎

頭趕上，才能在國際上發光發亮，尤其射擊

運動是一種智慧型技藝性的競技項目，不受

體型和年齡限制，是國人可與西方人一爭高

下的運動項目。可是當時政府交賦予他的只

是一塊未經耕耘的沙漠地，猶如白紙一張，

他說既然接受了這份開天僻地的任務，必須

排除萬難，依據四大目標，貫徹執行，且以

拓荒者的精神，一步一腳印，40多年來始終

如一，無怨無悔，終於帶領我國射擊運動從

無到有，從有到茁壯，從茁壯到開花結果，

並成為如今在亞奧運比賽發光發熱，為國爭

光的運動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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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有計畫、有理想的催化下，為射擊

運動發展累積了如下的成果：

一、健全發展射擊組織：為了槍彈安全

作有效管理，首重將用槍的人先納

入組織，使運動人口作有組織發

展，由點到面，先求質的提升，再

求量的普及，故由當初10個社團，

而今已達100個社團，普及各縣市、

各軍警及各級學校團隊、運動人口

約達6000餘人。

二、建立訓練基地：跑遍多少山林野

地，尋找土地興建靶場，又走過多

少公務關卡，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

租（借）土地約16公頃，分別於桃

園公西、鳳山大寮、彰化田中供本

會及地方射擊團體興建靶場，平衡

發展北、中、南射擊運動、成果豐

碩。

三、建立比賽分級制度、教練、裁判制

度、使比賽訓練正常化，提升射擊

素質。

四、積極推動向下紥根工作，使射擊運

動進入校園，由小學、國中、高中

至大專院校，系統化的培訓射擊人

才，使青少年也能入選參加第一屆

青年奧運會，成效優異。

五、培訓選手參加國際比賽，擇其重要

者：曾獲雪梨奧運第四名，亞特蘭

大奧運第六名，釜山亞運金、銀、

銅牌，杜哈亞運銅牌二面、芬蘭世

界錦標賽金、銅牌各一、北京世界

大學射擊錦標賽金牌二面、印尼雅

加達巨港亞運會二金一銀一銅。

六、協助培訓殘障、聽障射擊選手參加

國際比賽，屢獲獎牌。

七、拓展國際關係：

（一）維持國際射擊總會友好關係

（二）1982（民國71）年12月1日爭取重

新加入亞洲射擊聯盟為會員國。

（三）1984（民國73）年10月21日爭取

加入亞洲飛靶射擊聯盟。

（四）1988（民國77）年11月20日於

吉隆坡加入東南亞射擊協會為會

員，以擴大國際活動空間。

（五）郭理事長自1991（民國80）年9

月17日於北京舉行之亞洲射擊聯

盟會員大會當選副會長以來，己

連任五屆迄今。對促進亞洲射擊

運動之團結、和諧、進步貢獻良

多。並於1989年起當選亞洲飛靶

射擊協

會副會長連任迄今。

（六）1991（民國80）年7月22日當選東

南亞射擊協會會長、副會長。

八、舉辦國際比賽：於1989（民國78） 

年、1993（民國82）年、1997（民

國86）年、2003（民國92）年曾舉

辦四次東南亞射擊錦標賽及2010

（民國99）年泛太平洋射擊賽，並

於2009（民國98）年協辦臺北聽障

奧運會射擊競賽，成效卓著，甚獲

好評。

射擊運動發展早年雖需承受槍砲彈藥管

制的壓力，但郭理事長仍默默耕耘，鍥而不

捨，一步一腳印，勇往直前。顧及槍彈安全

因素，不致造成社會負擔，又兼顧國際發展

趨勢，一路走來，郭理事長是我國發展射擊

運動從萌芽到茁壯，從一片空白到開花結果

的拓荒者。

本文共分前言、生平、成就與貢獻、結

語、附錄、參考文獻等六個部分，詳述郭中

興理事長40餘年來為臺灣射擊運動所付出的

心血與他所帶領走出的新格局。附錄則是體

壇好友的訪談紀錄。

貳、生平

 郭中興理事長生於1932（民國21）年12

月6日，回憶青少年歲月可謂生不逢時，從小

到大都在戰亂中成長，幼年時期，正逢抗日

戰爭爆發，歷經世界大戰的洗禮，面對死亡

的威脅，每日由老師帶著他們一群小朋友到

郊外山林間躲避警報，就地上課，親眼目睹

日本飛機轟炸後的死傷慘狀。他回憶有一次

日機轟炸後，一顆大石頭從天而降，貫穿屋

頂，直落他的書桌，幸好他不在書桌前，逃

過一劫，記憶猶新。

少年時期，正在福建省立上杭中學就讀

之際，又逢國共內戰，在1949（民國38）年

暑期的畢業旅行途中，陷入兵荒馬亂的烽火

裡，阻斷了回家的路，遂跟隨老師和學長們

來到臺灣，從此與家人斷了音訊。

青少年時期投效軍旅，先後經由陸軍官

校、陸軍步兵學校初級班、高級班、體育幹

部訓練班乃至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接受完整

而系統化的軍事教育，也包含了體育運動。

為了保衞臺灣安全，又在金馬前線駐守多

年，再次領受一波又一波的砲戰洗禮，經過

這一系列戰火連天的人生歷練，培養了他堅

強果敢、刻苦奮鬥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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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時期，郭中興於1975（民國64）年

初奉調甫成立的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肩負推

展全國射擊運動的任務，這又是一個真槍實

彈，充滿火藥味的場景，不同點在於這是奧

林匹克和平競技的運動，旨在促進人類走向

更高、更快、更強的健康之路，自此他與體

育運動結下不解之緣。

初到協會就任秘書組組長，表面看職位

不高，實質上卻是駐會全權負責會務的操盤

手，由於他任勞任怨，勇於創新的精神，還

有一份自然的親和力，受到全體會員的肯定

和信賴。而後相繼出任副秘書長、秘書長，

再被選舉為第九任和第十任理事長，同時也

獲選中華奧會執行委員、全國體總常務理

事。

在國際上由於郭中興為人「阿莎力」，

說話算話、廣結善緣，緃橫國際無往不利，

雖然英語能力不甚理想，但他風趣而令人一

目了然的肢體語言，成了他與國際人士溝通

的最佳利器，深受歡迎。

郭中興於1989（民國78）年在漢城當選

亞洲飛靶射擊協會副會長，隔年又在馬來西

亞當選東南亞射擊協會副會長，再於下一年

在北京當選亞洲射擊聯盟副會長(會長為印尼

國防部長艾迪上將)，以上三職均獲連選連任

至今，由此可以證明他的國際關係不凡。

郭中興除了領導國內和亞洲射擊運動的

發展外，也擁有國際A級裁判證照，熱心擔任

國內和國際射擊錦標賽的裁判工作，如：

（一）數屆全國運動會審判委員會召集

人。

（二）2007年科威特亞洲射擊錦標賽上

訴委員。

（三）2005年澳門和2013年天津東亞運

動會射擊競賽總督導。

（四）2006年曼谷2010年廣州和2014年

仁川亞運會上訴委員。

（五）漢城、北京和上海世界射擊錦標

賽上訴委員。（待確認北京、上

海是否曾經舉辦過射擊世錦賽）

（六）2010年印度亞洲飛靶射擊錦標賽

技術代表。

（七）數屆東南亞射擊錦標賽上訴委員

會主席。

（八）2009年臺北聽障奧運會射擊錦標

賽技術代表。

（九）2014年普吉島亞洲沙灘運動會中

華隊總領隊。

（十）2015年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上訴

委員。

圖2　三張犁靶場

圖3　60年代協會成立初期 

手槍射擊比賽場地原貌

圖1　蔣仲苓上將擔任全國射擊協會理事

長期間與總幹事…責秘書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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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7吉隆坡東南亞射擊錦標賽

技術代表。

（十二）2018印尼雅加達巨港亞運會上

訴委員會主席。

由於他在國內外對射擊運動的貢獻有目

共睹，受到肯定，獲致各項獎勵：

（一）2000年獲體委會頒授推展體育有

功人員精英獎。

（二）2004年獲亞洲射擊聯盟頒贈綠十

字獎章。

（三）2006及2013年獲國際射擊聯盟頒

發獎狀。

（四）2010年廣州亞運會獲亞洲奧林匹

克理事會頒發感謝狀。

（五）2012年外交部頒發NGO國民外交貢

獻獎。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發展組織、普及射擊運動人口

依照郭中興理事長的工作計畫，第一個

重要目標，也是最重要的基礎工程，即針對

槍彈安全的有效管理，首先將用槍人員納入

組織，敦請各縣市體育會成立射擊委員會，

軍警學校成立射擊隊，並加入協會為團體會

員，有組織地發展，由點到面，先求質的提

升，再求量的普及。當初由零開始，發展到

今天已達100個社團，逐漸普及各縣市及各層

級學校，運動人口已達6000人。當初，飛靶

項目因子彈泥盤較為昂貴，花費比較高，郭

中興理事長以工商界人士為主要發展培訓對

象，發展主籌為各縣市射擊委員會，吸收工

商界精英加入射擊行列，充份發揮推展飛靶

射擊運動的功能。手步槍項目則與軍警任務

相結合，促請警務處、警官學校，警察專科

學校、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及部份縣市警察局

成立射擊隊並參加協會比賽活動，另外還有

臺大射擊隊、軍方的健行隊、海軍陸戰隊，

又於1986（民國75）年3月，敦請國防部成

立國軍射擊隊，駐守公西靶場長期培訓，專

攻步槍項目，由此促進我國射擊運動逐漸成

型，一步一腳印邁向蓬勃發展之途。

二、深耕播種，向下紮根

空氣槍射距10公尺，使用空氣壓縮原

理推動彈丸，並非火藥裝置，又無噪音，安

全性也高，純屬室內運動項目，且鉛彈便宜

適合青少年運動，因此郭理事長認為射擊運

動應從國中開始，向下紮根。初期因顧慮槍

彈安全考量，運動人口偏重在軍警、大專院

校及社會人士，總感覺起步太晚，當時就想

起學校才是運動人口的泉源，所以他決心將

射擊運動推進校園永續經營，並列為重點工

作。

說來容易，做起來卻困難重重，郭中

興理事長說：「因為國人長期受槍彈管制嚴

苛的刻板印象，造成談槍色變的心態，深怕

惹禍上身，愛它又怕受傷害，這是普遍的現

象，尤其是一向安份守己的教職人員。」

其實，射擊是一種非常文雅的運動，它

是以靜求穩、以穩求準、以準求勝的運動，

動作過程非常細緻，講求協調性與一致性的

動作，所以從事這項運動的孩子會自然的培

養出一種思慮慎密、有條有理，入靜專注和

果敢的決斷力，基於這些優質的內涵，深受

家長們的肯定，所以他積極地向教育部提案

建議將空氣槍射擊運動推進校園發展，很幸

運地獲得教育部的支持，於1985（民國74）

年8月26日教育部（74）臺體字36065號函核

定成功高中、中正高中及木柵高工等三所學

校作為重點發展「射擊運動」學校，這也是

射擊運動正式進入中等學校的開端，逐漸延

伸到中南部，現在已從小學、國中、高中，

乃至大學，成為一個系統化的學校發展型

態。

圖4　步槍選手射擊比賽借用陸軍野戰靶場

圖5　協會成立初期 飛靶場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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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暢通升學管道，作育人才

郭理事長體認到一個新興運動項目在發

展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新的問題，必須面

對高中學生射擊人口增加之後的升學問題，

如果這項運動的升學管道不通，學生家長的

支持度就會大打折扣，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的心情，天下父母心皆然！雖然每年都有指

定盃賽作為教育部核定的升學甄試管道，但

名額有限，無法滿足需求，於是致函設有體

育科系的大專院校，敦請增列「射擊項目」

，按甄試（審）之規定招收射擊運動績優學

生，以培養射擊運動人才，蔚為國用。

首先傳來佳音的是臺北體育學院（現臺

北市立大學）鄭虎校長，他於1996（民國85

）年7月1日體專升格體院伊始，即將射擊列

為招生項目，當年分配六個名額，爾後逐年

增加，為我國射擊運動創下另一番新天地。

進入學校就讀的學生也沒有辜負鄭校長的期

望，2002年釜山亞運會陳世偉同學獲得雙不

定向飛靶個人金牌、施維庭同學獲得個人銀

牌，再與林晉賢同學三人獲得團體銅牌。

有了這個先例，郭理事長再度游說國立

體育學院（現國立體育大學），專程拜會葉

憲清校長，鼓吹射擊運動的美好前景，並承

諾前三年由協會提供入校學生槍枝彈藥等相

關器材，以及教練和訓練場地，同時學生還

可免費住宿靶場，這麼優厚條件，真誠地感

動了學校的決心，遂於2001（民國90）年開

始招收射擊學生，學生們也以成績回報學校

的栽培，如林怡君於2002年在芬蘭世界錦標

賽獲得個人金牌，再與隊友吳孟瑩和溫凱茹

（北體）三人獲得團體銅牌。

接下來，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

學、萬能科技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均招

收射擊運動績優學生，同時也爭取各方人士

的支持將射擊列入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大專運

動會之必辦項目，迄2018（民國107）年已有

26所國中和27所高中以及14所大專院校共418

人報名參加射擊比賽，充滿遠景。

四、建立教練、裁判制度

郭理事長認為競技運動首重訓練和比

賽的正常化、制度化，訓練離不開教練，比

賽不能沒有裁判，二者都是團隊中的靈魂人

物、優質的教練就如良將入軍旌旗變色，足

以改造體質帶領選手登峯造極，創造佳績；

諳熟規則精神、公正無私的裁判素養，亦能

促進選手在公平競爭中培養自信心，激勵進

步。

他認為這種專業能力需靠培養，因此

他於1976（民國65）年開始每年舉辦裁判、

教練講習會，至1983（民國72）年正式訂定

教練、裁判分級制度實施辦法，報請全國體

育總會和教育部核備，從此進入制度化，正

常化，逐年依據全國體總規範，並隨著國際

脈動，不斷注入新的技術思維和理論知識，

列為每年必修課程。也聘請國內和國際專家

學者擔任講師如洪蘭教授等知名學者，還有

大陸金牌教練等。也選送教練、裁判出國進

修。多年來協會培植的國際裁判也活躍在世

界競技場貢獻所長。

圖6　舉辦國際賽會成功 霍守業上將讚譽

有加 郭理事長與夫人

圖7　第18屆東南亞國際射擊錦標賽

圖8　第16屆泛太平洋射擊錦標賽閉幕頒獎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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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比賽分級制度

經過多次全國性比賽之後，他發覺比賽

應依個人程度分級之比賽方式進行，才算公

平，於是他召集教練們經過幾番研討，徵詢

各方意見均支持採用A、B、C三級制來進行比

賽，遂先設定各項目分級標準分數，但必須

客觀周圓，不至因項目不同而有所差異。這

點他做得很成功，實施以來深得大家認同和

肯定，也符合體總最新規定。

B、C級選手經過一番努力，還能享受到

升級的喜悅和榮譽，為鼓勵A級選手繼續努

力，也設立1A、2A、3A榮譽標章，激發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的動力，促使每位選手都有自

我設定追求的階段目標，邁向亞奧運最高榮

譽的光環，使運動人生充滿希望和遠景。

六、開拓國際舞台，讓更多選手走出去

自從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際空間被

嚴重壓縮，連帶各單項運動組織的會籍都被

撤銷，嗣經中華奧會在瑞士洛桑與國際奧會

進行協商，最後決定以中華臺北之名稱和使

用會旗會歌，重返國際體壇，各單項協會也

依照奧會模式重新申請加入各級世界性或區

域性的運動組織。

射擊協會保有國際射擊聯盟會籍，且維

持良好互動，當時希臘籍會長魏國士夫婦曾

於1980（民國69）年9月應邀來訪。然而在

亞洲區域性組織的參與，卻是一片空白，，

郭理事長說：「自協會成立之初頭幾年，從

來沒有接到任何國際競賽的邀請函，尤其亞

洲地區的正式錦標賽，亞運會皆不得其門而

入，這對我們射擊運動的發展是一種傷害，

也將使運動員失去奮鬥的目標，阻礙進步」

，基於此，他積極採取如下行動：

（一）重新申請加入亞洲射擊聯盟列為

首要目標：於1981年4月間郭理

事長向亞洲射擊聯盟提出入會申

請案，期盼找回選手失去的舞

台，同時邀請他的好友亞洲射擊

聯盟秘書韓基旭博士來臺作私人

訪問，並向其表示期在平等與尊

重的基礎上申請入會。韓氏表示

盼我國比照奧會模式申請入會，

並儘速於5月18日在日本名古屋

召開的委員會議中提出討論，但

由於旗歌等相關資料尚未送審備

案，而遭擱置，決議入會案交由

下次在新德里舉行的委員會議中

討論，並請秘書長致函中華臺北

射擊協會洽詢可否保證遵守奧會

模式。

嗣經射擊協會補充資料說明後，韓秘書

長採取通訊投票方式爭取時效，亞洲射擊聯

盟則以多數贊成的情況下發給入會同意函：

「本聯盟經由通訊投票，通過中華臺北射擊

協會自1981年12月1日起，成為亞洲射擊聯盟

會員國之乙員」，函知各會員，副本抄送國

際射擊聯盟，從此恢復參加亞運會和亞洲錦

標賽的權利。

圖9　亞洲射聯執委會全員合照

圖11　理事長李楨林上將與貴賓合影

圖10　亞洲射聯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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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加入亞洲飛靶射擊協會：因

韓氐同時兼任亞洲飛靶射擊協會

秘書長，既然亞洲射擊聯盟入會

案已搞定，理應一鼓作氣乘勝追

擊，當即請他再予協助，申請入

會，並於1982年4月在新加坡召開

的會員大會中討論通過。

（三）申請加入東南亞射擊協會：該會

成立於1967年，除了每年由各國

輪流舉辦一次東南亞射擊錦標

賽，帶動了這個地區射擊運動蓬

勃發展，也培養了不少活躍在國

際射擊場的優秀運動員和國際裁

判。，同時他們還很重視四年一

次的東南亞運動會和大英國協運

動會。我們雖然不是東南亞國

家，但為了擴大選手活動空間，

並建立該地區各國友誼並強化我

國在亞洲和世界射壇地位，擴大

各國友我關係，累積無形的實

力，乃請亞洲射擊聯盟新任秘書

長馮樂楠（新加坡籍）的協助，

於1988年提出申請，第一次大會

討論時，大部份國家因中華臺北

並非東南亞國協國家而擱置此

案，次年1988年11月20日再次提

請覆議時，郭理事長依照馮秘書

長的建議，承諾主辦下屆東南亞

射擊錦標賽，而獲通過。

七、找地籌錢、興建靶場

郭理事長很自豪地說，他為射擊運動爭

取到15公頃的土地興建靶場，分別為桃園公

西靶場5.8873公頃，鳳山大寮靶場6.156公

頃；彰化田中靶場3.70公頃，由此見證他以

行動實現了理想。

他回憶六十年代協會成立初期，沒有靶

場的日子，他利用會議室做靶場，把窗戶打開

往外射，一次可容納八個人，當時被新聞媒體

取名為穿牆射擊，10M空氣槍室內距離不夠，

因此採對角射擊，一次可供二人練習；50M步

槍租借一條3M寬的巷道，一次可供二人使用；

飛靶則在樹林租了一塊山坡地；舉辦比賽更借

用兵工廠試槍靶場或軍方野戰靶場。度過一段

艱辛歲月之後，他想到這個屬於亞奧運的重要

運動項目，想要在世界發光發熱，勢必要興建

一座符合國際標準的靶場，而且北中南各應有

一座以平衡發展，當時有人說他痴人說夢話，

質疑大筆的經費和大塊土地從那裡來，他卻信

心滿滿的說：「事在人為，試試看」，以下就

是他開始行動的過程：

（一）公西靶場的誕生

1977（民國66）年到1978（民國67）年

之間他從內湖到桃園之間來回尋找適合做靶

場的土地，最後相中桃園公西這塊5.8873公

頃的軍方保留地，乃於1979（民國68）年經

由陸軍總部向國防部申請同意提供射擊協會

興建靶場。

有了地再籌錢，旋即擬定靶場興建計

畫，預算陸仟伍佰萬元，呈報教育部，並親

向朱滙森部長簡報，嗣經部長同意補助新臺

幣貳仟伍佰萬元，不足數由協會自行籌措。

當下他很興奮地表示他的夢想真要成真

了，基於他的專業親自設計繪圖，於1983（民

國72）年初委請軍方工程單位代為招標發包施

工，於1984（民國73）年完工啟用。

而後近三十年來在此培訓了不少優秀選

手，在世界、在亞運會勇奪金銀銅牌，為國

爭光。

圖12　與國際射擊總會長夫婦合影 圖13　賀印尼國防部長艾迪上將當選亞洲射聯會長 圖14　與亞洲射聯會長合影 圖15　郭理事長與夫人受邀訪問塞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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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鳳山大寮靶場的興建

1984（民國73）年為配合高雄縣籌辦臺

灣區運動會，並順應運動員多年來的期盼。

郭中興表示，他曾在步兵學校當過教官，對

大寮地區山林地貌很熟悉，藉以舉辦區運會

為動力，擬在大寮地區向步兵學校借用一塊

六公頃土地，興建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南區綜

合靶場，除了供臺灣區運動會射擊比賽使用

外，平時亦作為南區各射擊團體訓練比賽之

用，建設經費由高雄縣射擊委員會以舉辦區

運會的名義向縣政府申請補助，不足數由地

方人士和會員們贊助。

計劃確定後乃向協會總幹事施中將（時

任陸總參謀長）報告，獲得充分支持，同時

也得到理事長蔣仲苓上將認可，函請國防部

及步兵學校申請同意借用，交由委員會動工

興建，於區運會前完工啟用至今，也在此培

訓出亞運銀牌及世界賽銅牌的選手。

圖16　行政運長孫運璿頒發中正獎章

圖17　教育部頒授中正獎章

圖18　澳門東亞運擔任頒獎人

圖19　外交部楊進添部長頒授國民

外交貢獻獎

圖20　民國97年射擊裁判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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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化田中靶場的由來

彰化射擊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望熊先生在

1977（民國66）年6月間有一天很高興地打

電話告訴郭中興，有一塊地，要他趕快下去

看一看是否適合造靶場，那麼好的消息，他

毫不猶豫於次日到了彰化，吳主委興致勃勃

地帶他到田中鎮內灣村現場勘察，始知此地

係屬林務局大甲林管處管轄之林地，位於通

往竹山的大路旁，正對面北方是一陡峭的山

林，沿著山腳有一條疏洪小河道，就在道路

與河道之間約有一長方形三公頃的沙石地，

不論方向，安全、環境都符合靶場條件，雖

是林地，但沒有樹林，在不損傷林木的狀況

下如能移作射擊運動場培訓選手，更能發揮

地盡其用的功能，於是二人當下作了分工，

郭中興向中央單位申請承租事宜由協會來進

行辦理，地方上的管理單位則請吳主委協

調。

這種工作一刻都不容耽擱，郭中興立刻

簽報理事長馬安瀾上將同意後，於1977（民國

66）年2月1日（待確認時間是否有誤，與上段

前後順序不符）發函向林務局租借此地，郭中

興為了成功辦好這件事，親自帶著公文去林務

局，先拜會許啟祐副局長，承蒙他陪同去見局

長，當面向局長說明這是一塊砂石地，在絕不

損及任何一顆樹木的原則下，請同意租用這塊

地，作為發展中部地區射擊運動的基地。局長

也很懇切地說明相關規定限制，林務局雖無權

決定，但答應幫協會轉報農林廳（現整併為

農委會）核辦，之後郭中興又隨著公文跑農林

廳，再到經濟部、最後行政院核定同意租用，

准許彰化縣射擊委員會興建靶場。

郭中興回憶這次和中央各部會接洽公務

的過程中，讓他感受到各級承辦官員們的敬

業精神和親切友善的態度，皆是很好的學習

典範。

圖21　國際射擊裁判講習

圖22　民國83年射擊裁判講習

圖23　

圖24　拜會科國青年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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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實現了他北、中、南平衡發展

射擊運動的夢想，選手們也沒有辜負他的期

望，於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獲得雙不定向

飛靶個人第六名的黃義介就在此靶場萌芽

習射；今又有新的一代楊昆弼，也從這個

靶場成長，獲得2014年南京青年奧運會銅

牌、2018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銅牌，並參加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會，再於2018年印尼雅

加達－巨港亞運會獲得二金一銀一銅佳績。 

八、公西靶場的轉型改建

自2001（民國90）年開始推動，當時郭

理事長認為，為了我國射擊運動的未來必須

做出改變，公西靶場已使用二十餘年，勢必

要配合國際最新規則而改變，方能適應規則

的精神，迎向世界的潮流，乃主動無私地透

過陸軍總部向國防部建議同意將公西靶場土

地無償轉移給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現轉為教

育部體育署)，體委會歷經十年的規劃終於

2011（民國100）年開始動工改建公西靶場，

又於2013（民國102）年6月2日繼由教育部體

育署接辦，預計將於2019（民國108）年10月

完工啟用，乙座美崙美奐符合國際標準的靶

場終於將呈現在國人面前。為運動員提供一

個舒適的訓練環境，是郭理事長一直追求的

目標和夢想。現在目標達成，夢想成真，四

十多年來的努力耕耘，總算得到了甜美的果

實。

九、培訓選手，走向世界

（一）莊敬自強、決勝千里

1977（民國66）年開始，配合全國體總

實施「莊敬自強」訓練計畫，展開射擊選手

培訓工作，這是登上高峰邁向成功之路的起

點。

雖然每期訓練選手名額有限，但他都會

加倍選一些成績較次的預備選手參加培訓，

提供其槍彈器材，階梯式的人才培訓，避免

斷層現象發生，這點他做得很成功。

「莊敬自強」訓練計畫停止之後，他

即依循教育部，和往後的體委會和體育署的

培訓準則，實施階段性任務的培訓，如亞奧

運培訓，年度國際賽會的賽前集訓，還有學

生寒暑假集訓，國外移地訓練。確使訓練工

作綿延不斷，選手新秀亦如活水源頭，不斷

注入這個團隊，使永保青春，充滿朝氣和活

力。

（二）初試啼聲、一鳴驚人

1984（民國73） 年，中華代表隊參加在

新加坡舉辦的第二屆亞洲飛靶射擊錦標賽，

果真皇天不負苦心人，中華隊獲得不定向飛

靶個人金牌及定向飛靶個人銅牌、定向飛靶

團體銀牌。

（三）司長的感動與鼓勵

經新聞媒體報導，隔天教育部體育司

蔡長啟司長打電話到協會要約見郭組長，郭

中興回憶當他出現在司長面前時，從來沒有

看過司長如此深情關懷和感動，緊緊握著他

的手，首先說了一聲：「恭喜你了」，然後

說：「先前你一直爭取飛靶要列入培訓，現

在證明你對了，還是你對了。」說著說著眼

眶紅了，聲音哽咽了，如此真情感性的場

景，今他終生難忘，無形中也給了他莫大鼓

勵。

接著司長主動表示要到公西靶場和選

手座談，傾聽選手們的心聲，再作有效的支

援。說到做到，司長果真於1984（民國73）

年12月20日下午，率同全國體總相關人員至

公西靶場視導選手培訓狀況，並與選手座

談，當他進入新建完成的公西靶場時，又大

加讚揚，司長說：「補助你們小錢（新臺幣

2500萬元）卻做了大事，在二年內就完成了

這樣大、這樣完整的靶場，工作效率如此之

高，出乎意料之外」。司長的肯定就是給了

協會莫大的鼓勵，司長經與選手座談後，作

了以下幾點結論：

1.協會經費運用最具績效。

2.訓練工作執行最積極。

3.成績進步最顯著。

4.訓練用彈請體總寬列經費補助。

5.集訓選手槍枝應予更新補充。

自此之後每逢開會都無需郭理事長發

言，司長都幫協會設想周到，莫非這就是誠

實工作的回饋吧!

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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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屆奧運會從未缺席，且成績亮

麗，曾獲雪梨奧運第4名、亞特蘭

大奧運第6名，雅典奧運第8名。

（五）釜山亞運金、銀、銅牌各一面、

杜哈亞運二銅、雅加達－巨港亞

運會二金、一銀、一銅。

（六）2008年北京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得

個人和團體金牌、2015年光州世

大運一銀一銅、2018年馬來西亞

世界大學錦標賽金牌、銀牌各一

面。

（七）2002年芬蘭世界錦標賽獲得1金1

銅，另世界盃賽成果輝煌，未予

列計。

（八）亞洲各盃賽戰果豐碩，自2005-

2013中華隊參加亞洲各盃賽共計

獲得金牌72面、銀牌54面、銅牌

48面，成果豐碩，四十多年來郭

理事長始終堅持一個信念，「追

求卓越永不放棄就有成功的機

會」，同時也以此勉勵選手們。

十、向立法院爭取合法運動權益

1973（民國62）年政府為順應奧林匹克

運動發展趨勢，倡導推展全國射擊運動。但

中央主管機關，卻於該年將射擊運動使用的

槍枝、彈藥列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視

同非法槍枝彈藥進行管制和刑罰，致使射擊

協會推動各項射擊活動窒礙難行。郭中興乃

於1995（民國85）年11月1日動員各縣市射擊

圖27　杜哈亞運蔡辰威主席

親臨靶場督戰

圖26　

圖28　八十大壽體育界齊聚祝賀

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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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體向立法院陳情請求修法，從此郭中

興鍥而不捨地成為立法院的不速之客，不斷

尋求各黨團立法委員的支持協助，如曾永權

委員、朱高正委員、邱太山委員、王幸男委

員、徐志明委員、吳德美委員、李鎮楠委員

等都分別邀集各主管機關出席公聽會，尋求

修法的共識。但幾年過去，仍不見修法的行

動，乃向王金平院長請願，請給予射擊運動

一個免於恐懼的活動空間，嗣蒙院長於2002 

（民國91）年8月7日上午11時在立法院第九

會議室親自主持公聽會，與會者除各縣市射

擊運動團體代表外，尚有內政部警政署、法

務部、教育部、體委會等代表參加，院長聽

取各方意見作為修法參考，同時也裁示將在

安全又方便的原則下協助射擊運動的發展，

但仍無具體方案。

但皇天不負苦心人，郭中興很興奮地論

到幾天後終於在立院的電梯裡遇上貴人的指

點，有位法學素養不錯的先生對他說：「這

些年看你為射擊運動勤跑立法院要求修法，

難度真的很高，不知要等到那一天？中肯的

給你一個建議，不如在槍砲彈藥刀械管條例

相關條文增一項：專供射擊運動之槍枝彈藥

管理辦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

機關另擬一套管理辦法管理，一般違規，非

刑事案件以行政罰鍰懲處。」

一語敲醒夢中人，郭中興立刻直奔院

長室將此建議親自向院長稟報，院長當下召

集朱鳳芝委員和王幸男委員等商議，認為可

行，當即交付提案，不久獲得院會通過。

接著由行政院體委會會同內政部警政署

等接力召開十餘次會議，研訂專供射擊運動

槍枝彈藥管理辦法，始於2007（民國96）年6

月24日由體委會和內政部共同公佈實施，經

過十年的努力不懈，終於讓他完成了一項不

可能的任務。

雖然此辦法連空氣槍都還管得那麼嚴，

雖不盡理想，但只能接受；惟此管理辦法與

原有管理辦法不同點，在於現行管理辦法之

訂定或修訂係經由各方討論而為之，雖然主

管機關的主觀意識仍然比較重，尚有許多窒

礙難行的規範，但不若以往的管理辦法完全

操控在主管機關承辦人的主觀意識而訂定，

不管違規或違法先送法院再講，不但人權沒

有保障，也造成遊走法律邊緣的心理負擔。

其實空氣槍是以空氣壓縮推動鉛彈，並

非火藥裝置，不具殺傷力；卻也列入「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行使同等刑罰，

確實不符比例原則。反觀我們的鄰近國家，

韓國早已開放不列入管制；中國大陸射擊

運動槍彈管理早於2005年起已由公安部轉移

至體育局掌管，凡此類槍彈入出境或國內移

動，但憑體育局公文行之；日本容許每戶持

有三支飛靶槍或步槍，唯火藥手槍不開放；

泰國則完全不管制。

經過多年的勞碌奔波終於塵埃落定，仍

期待治安主管機關秉持安全方便的原則協助

之，同時也期勉會員們在使用槍彈之時不要

忘了社會責任。

肆、結語

郭中興理事長自謙是一個沒有個人生涯

規劃的人，他說大時代造就了他，並且先天

賜給他一份堅持，讓他做對的事。

正因為這份心胸與人生態度，郭中興理

事長與射擊運動發展了這段長達近半世紀的

緣，可謂沒有郭中興就沒有如今臺灣的射擊

運動。因此，前教育部長蔣偉寧在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成立四十週年誌慶以「功在射運」

來肯定郭中興理事長的不凡成就。前教育部

體育署署長何卓飛也以「射運之光」形容郭

中興理事長的付出與收獲。

除了國內的無數肯定，來自國際射擊界

的掌聲也不少，國際射擊總會會長Olegario 

Vazquez Rana、秘書長Franz Schreiber及亞

洲射擊總會會長Salman Al Sabah都給予郭中

興理事長對臺灣射擊運動的推動成效與心血

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讚佩。

「臺灣射擊運動的拓荒者」，應是對郭

中興理事長最貼切的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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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體育署高俊雄署長談郭中興理事

長

教育部體育署高俊雄署長與郭中興理事

長認識8年多，兩人因國立體育大學射擊運動

的推展與組隊而結緣，這些年來，高署長看

著郭理事長對於射擊運動發展的付出非常感

佩，他以「國家任務優先，無私無我奉獻」

及「世界廣結善緣，射擊發光發熱」，來詮

釋「射擊之父」郭理事長對臺灣射擊運動的

貢獻與成就。

2010（民國99）年，高署長就任國立體

育大學校長，郭理事長送給他一隻老鷹造型

的禮物，寓意「大鵬展翅」的期許與祝福，

給予他不少鼓勵。而後因國立體育大學長期

投入射擊運動推展與培養人才，他在校長任

內因公西靶場改建、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會址

遷移、射擊器材安置與管理、國立體育大學

訓練場地設置等，與郭理事長有多方的互動

與合作，高署長表示，郭理事長是個行事非

常乾脆不囉嗦的人，因此，很多複雜的問題

都能迎刃而解。

高署長最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國立體

育大學射擊隊要找訓練場地，郭理事長得知

此事後，建議國體射擊隊到成功工商訓練，

但高署長當時認為學校既然有校隊就應有自

己的訓練場地，於是規劃在校內建置射擊

場，郭理事長也馬上承諾提供活動靶機給國

立體育大學做為訓練之用，高署長當時問郭

理事長：「這個靶機可以借多久？」郭理事

長豪邁的說：「借到射擊隊解散為止。」如

今，國體共有18個10公尺距離靶位，對於訓

練優秀選手發揮很大的功用。

在高署長的眼中，郭理事長是一位一言

九鼎的長者，樂於助人，個性豪爽。當國立

體大空氣槍靶場啟用後，他們還一起到靶場

模擬打靶，當時已年近80的郭理事長仍身手

了得，可見平日身體保養不錯。除了運動之

外，郭理事長為人和藹可親在體育界享有名

氣，在餐會上他總是先乾為敬，沒有架子，

很受後生晚輩尊敬與歡迎。

高署長對於一路走來「國家大事擺前

面，個人得失不計較」的郭理事長，有著崇

高的敬意，也肯定郭理事長已為臺灣射擊運

動發展建立了重要的核心價值。

二、中華奧會前主席蔡辰威的話

郭中興理事長是臺灣射擊運動發展歷程

中最為舉足輕重的前輩，尤其，中華民國射

擊協會自1973（民國62）年成立迄今，一直

兢兢業業，篳路藍縷，歷經艱辛歲月，努力

推展臺灣的射擊運動，提高技術水準，拓展

國際舞臺。

眾所周知，射擊運動是一種智慧型、技

藝性的競技項目，不受體型限制，是國人可

與西方人一爭高下的運動種類。射擊運動也

郭中興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項
西元 民國

1932 21 12月6日出生

1975 64 43 擔任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秘書組組長

1989 78 57 在漢城當選亞洲飛靶射擊協會副會長

1990 79 58 在馬來西亞當選東南亞射擊協會副會長

1991 80 59 在北京當選亞洲射擊聯盟副會長

2000 89 68 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頒授推展體育有功人員精英獎

2002 91 70 擔任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秘書長

2004 93 72 獲亞洲射擊聯盟頒贈綠十字獎章

2005 94 73 亞洲射擊聯盟指派擔任澳門東亞運動會射擊競賽總督導

2006 95 74

當選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第九任理事長

獲國際射擊聯盟頒發獎狀

擔任漢城世界盃射擊錦標賽上訴委員

2007 96 75 擔任科威特亞洲射擊錦標賽上訴委員

2010 99 78

擔任北京和上海等世界盃射擊錦標賽上訴委員

亞洲射擊聯盟指派擔任廣州亞運會射擊上訴委員會主席

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頒發廣州亞運會感謝狀

亞洲射擊聯盟指派擔任印度亞洲飛靶射擊錦標賽技術代表

擔任臺北聽障奧運會射擊競賽專項技術代表

當選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第十任理事長

2012 101 80 獲外交部頒發NGO國民外交貢獻獎

2013 102 81
亞洲射擊聯盟指派擔任天津東亞運動會射擊競賽總督導

獲國際射擊聯盟頒發獎狀

2014 103 82

獲聘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榮譽理事長迄今

擔任新加坡東南亞運動會射擊競賽上訴委員

擔任仁川亞運會射擊競賽上訴委員

中華奧會指派擔任普吉島亞洲沙灘運動會中華隊總領隊

2015 104 83 光洲世界大學運動會射擊競賽上訴委員

2017 106 85

吉隆坡東南亞射擊錦標賽技術代表

擔任曼谷泛太平洋飛靶射擊錦標賽技術代表

當選連任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

當選連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常務理事

2018 107 86 擔任雅加達-巨港亞運會射擊競賽上訴委員會主席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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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亞、奧運重要項目之一，自1896年第一屆

奧運會起即列入比賽，在世界各國都受到高

度重視且積極推廣的運動。  

代表國家參加各種國際射擊競賽的選手

們，分別在東亞運、亞 運、奧運、世界錦標

賽及世大運揚眉國際，展露光芒，取得優異

成績。對於選手們的養成，沒有郭中興理事

長的付出與心血投入，就不會有這樣的佳績

出現。

另一方面，1989年起中華射擊協會四度

在臺舉辦東南亞射擊錦標賽，接待許多外國

射擊隊伍來訪與交流切磋，密切與各國家射

擊協會維繫友好的情誼。

個人多年來參與國內體壇事務及奧林匹

克活動推廣，深刻體會國內體育運動發展隨

著國內政治開放與社會多元發展，體育環境

改變迅速，亟需經驗傳承。感恩曾為射擊運

動努力打拼的前輩，見證國內射擊運動發展

歷程，讓射擊運動 發展再接再厲、更光彩奪

目，攀越世界顛峰。

三、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談郭中興理事長

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談及郭中興理事長

時指出，郭理事長是我們非常尊敬的體育界

前輩，他為人謙和包容，把整個體育界都視

為自己的家人與朋友，不只是射擊運動在他

的戮力推展下成績斐然，就是中華奧會的會

務也能得助於郭理事長而能順利推動。

郭理事長長年對臺灣射擊運動的付出，

無人能出其右，從尋找及訓練人材，從規劃

場地到完成公西靶場的整建，可以說，如果

沒有郭理事長永不停止的腳步，就不可能引

領臺灣的射擊運動走到今日成為臺灣參加國

際賽會的重要奪牌庫。

林主席表示，在2012年12月3日為郭理

事長80歲的慶生會上，好友齊聚一堂把酒言

歡，即使當時郭理事長已是80高齡，但在與

大家喝酒時仍是充滿豪情壯志，且至今對體

育運動仍不遺餘力的付出行動，這份胸懷令

人敬佩，郭理事長是自己學習的標竿，也是

體育界中、新生代應效法學習的楷模。

四、中華民國體育運動會會長張朝國談郭中

興理事長

郭中興理事長一生奉獻給臺灣的射擊運

動，他從基層做起，到領導射擊協會，可說

他對射擊運動的熱愛與投入無人能出其右，

令人非常感佩。

與他認識近30載，在相處上非常融洽，

郭老哥非常隨和親切，這位老兄弟的待人處

事圓融，很受體育界人士的歡迎與肯定，

他可說是一個沒有敵人的人。而他對體育界

事務也非常關心與熱衷，不論是之前的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到如今的教育部體育署、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與中華奧會，他都全力支

持，是不可多得的好夥伴。

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就是爭取公西

靶場整建，完成一項不可能的任務，而如果

不是有熱情、有毅力，要突破各種障礙達成

目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郭理事長憑藉著

他對射擊運動的使命感，一一克服困難，完

成公西靶場，這是我們不能不敬佩他的重要

成就，如果稱他是「射擊之父」一點也不為

過。

五、教育部體育署前署長何卓飛談郭理事長

目前擔任中華奧會執行委員的何卓飛，

在擔任教育部體育署署長之後，因為督導射

擊運動發展與公西靶場的興建，而與郭中興

理事長有進一步的接觸。提到郭理事長這位

長者，何卓飛前署長滿是佩服，他表示，即

使郭理事長已然年事已高，但對射擊運動的

熱愛絲毫未見減少，郭理事長的熱誠與處理

國家射擊運動相關事務仍是鍥而不捨，其認

真的態度令人動容。

何前署長強調，稱郭理事長是「臺灣

射擊運動之父」亦是不為過，郭理事長堪稱

是臺灣射擊運動發展最關鍵的人物，功不可

沒，對臺灣射擊運動發展更是居功厥偉。

與郭理事長相差20餘歲的何前署長認

為，兩人一見如故，相處非常融洽，尤其，

郭理事長待人真誠，照顧且提攜後進，如果

有什麼問題找郭理事長也會獲得很大的協

助，是體育界最令人尊敬的長者之一。

六、國立體育大學教授張思敏談郭理事長

與郭理事長相識20餘年的國立體育大學

教授張思敏，可說是郭理事長在推展臺灣射

擊運動過程中關係最為密切的夥伴之一，張

思敏教授肯定郭理事長是臺灣少數在國際體

壇擁有豐沛人脈與名望的前輩，而這個成就

來自郭理事長對體育界長年無私的奉獻。

張思敏從服務於臺灣體育大學體育室的

年代，即因射擊運動而與郭理事長結緣，此

後，兩人更是一起打拼建立了國立體育大學

的射擊運動殿堂及公西靶場改建與營運。

張思敏教授表示，郭理事長是一位不

論在臺灣體育界或國際體壇都擁有崇高地位

的前輩，郭理事長從年輕時在軍中推展射擊

運動，到如今仍擔任亞洲射擊聯盟首席副會

長，他的努力與付出是後輩們的楷模。

一直在國際關係方面協助郭理事長的張

思敏，曾陪同郭理事長走遍大江南北，張思

敏教授表示，記憶最深刻的是4年前與郭理

事長前往科威特參選亞洲射擊聯盟副會長連

任，那一次還獲得科威特親王接見，所有與

會各國人士對於郭理事長也非常尊崇，他因

此順利連任首席副會長，這不只是他個人在

國際射擊界威望的展現，也大大促進臺灣與

國際體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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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理事長一生中最在意的公西靶場已

經啟用，並且開始辦理國際賽事，張思敏教

授強調，他仍願一本初衷協助郭理事長將公

西靶場的功能最大化，畢竟，這是他們兩人

相識相交20餘年最重要的任務。

七、前臺灣大學射擊隊歐陽儒驥教官（九十

歲高齡，期頤之年）談郭理事長

射擊協會成立至今，已超過四十五年，

其中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四十五天也說不完，

人生有幾個四十五年? 郭先生－我們的理事

長，卻無條件的把自己奉獻給了射擊協會。

本人躬逢其盛的看到了這段歷史，經過

了這段歷史，也撫摸了這段歷史，深深的感

覺到「與有榮焉」。我不能不把我所親眼目

睹見證了郭理事長艱苦奮鬥的歷史過程提出

來作簡要的報告：

第一點：

從無到有，一切從零開始，第一次比賽

好像是在北投陸軍的一個荒廢的靶場，臺灣

大學參加了這次比賽，沒有制式的步槍，用

的一枝0.22口徑的運動獵槍，另一參賽的單

位是陸戰隊的兩枝槍。而後幾次的比賽，就

是這幾個人和二、三枝槍輪流射擊，現在談

起這段往事，真是一個笑話。

目前在郭理事長的苦心的經營下，槍枝

已達數百枝、子彈已達數十萬發，與當初寒

酸的境況，無法相提並論。

第二點：

走向國際、拓展外交，近年來有些人常

說：「讓臺灣走出去、讓世界知道臺灣」這

些話他們晚說了三十年。

三十年前我們的理事長就已經帶著我

們選手走向了世界、更讓世界認識了中華民

國臺灣，郭理事長做了最成功的國民體育外

交。

第三點：

待人以誠、肝膽相照、培植部屬、啟用

後進，所以有人為協會貢獻了心力，有人為

協會奉獻了青春，他們心甘情願的和協會共

存共榮，無怨無悔……

我對協會的感受，說不完也道不盡，就

此打住，作個簡單的結論：

我們的郭理事長

能幹、肯幹、苦幹、找事幹、幹不累、

累了還幹！

今天的協會已成長茁壯、開花結果，您

沒有白幹！

老兵不老，永在前哨，您不能不幹，有

您真好！

郭理事長，您，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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