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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術擂臺賽制度與
擂臺護具催生者擂臺護具催生者擂臺護具催生者

楊長憲

莊嘉仁

註1 「 中 華 武 術 總 會 褒 揚 狀 」 ， 臺 北 市 國 術 會 頒

發，2016年2月6日。

壹、前言

楊長憲，為近代柔道運動、國術擂臺

賽制度改良催生者，師承柔道一代宗師──

南霸天謝龍波，雖然楊長憲專長項目在於

柔道，但因熱愛武道且多方涉略而結識不少

同好，對宜蘭縣體育會相關武術組織之團

結做出最大貢獻，他在宜蘭體育會柔道委員

會、國術委員會、空手道委員會、角力委員

會、摔角委員會等的技擊運動項目委員會均

擔任要職，在擔任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

總幹事期間，成功整合宜蘭國術多頭馬車的

問題，自此，宜蘭各地國術組織均以宜蘭縣

代表隊名義出賽。在臺灣省運動會（以下簡

稱省運會）與臺灣區運動會（以下簡稱區運

會）國術擂臺賽中因規則不盡完善，護具不

夠安全的情況下，經常發生比賽爭議及當時

媒體對國術賽產生批評危機時，楊長憲深感

責無旁貸，投入研擬制定國術擂臺規則，不

僅讓國術的擂臺競賽制度獲得改善、更投入

研發國術擂臺頭盔護具，對臺灣光復後近代

國術的競賽規則與選手人身安全，有著深遠

影響且貢獻甚鉅。

再者，楊長憲不但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國

術會、臺灣省國術會、臺北市國術會、中華

民國柔道協會、中國傳統損傷接骨協會等組

織，均擔任理事、監事、裁判等要職，也參

與了省運會、區運會的柔道、國術項目的裁

判工作，無論大、小型比賽楊長憲老師也都

願意參與協助，不斷地為臺灣的國術運動與

柔道運動裁判工作扎根，並勤勉地貢獻一己

之力。

此外，在我們研究小組協助楊老師家人

整理文物時，發現楊長憲老師對於資料的保

存與建檔，也是不遺餘力的，楊老師將宜蘭

國術的整體發展文件、省運會、區運會的國

術、柔道的秩序冊、剪報……等都保存非常

完整，家中典藏可說是柔道、國術歷史資料

庫，令人感佩楊老師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

苦心。

貳、生平事略

楊長憲先生（圖1），1935（民國24）年

5月14日出生於宜蘭，楊家世居宜蘭，其父親

任職於宜蘭醫院，精通西醫醫藥，7歲即跟隨

舅父蔡耀堂與蔡耀庭學習少林拳（註1），小

學四年級跟隨日籍老師學習柔道，開始對武術

起了興趣，也因為父親西藥的淵源，成年後

在高雄醫院工作，也在民間藥房工作，培養基

礎。之後，在宜蘭開設永昌西藥房與宜蘭柔道

館、長憲國術館，組織宜蘭體育會柔道委員

會、國術委員會，積極參與臺灣各地國術協

會的講習，擔任國術、柔道競賽的裁判，進而

協助宜蘭縣體育會辦理國術裁判講習及教練講

習、辦理宜蘭縣運動會（以下簡稱縣運會）國

術比賽、柔道比賽等等。除了在宜蘭的武術活

動之外，也參與中華民國國術會、臺灣省國術

會、臺北市國術會、中華民國柔道協會、中華

民國柔道運動會協會、中華民國舞獅技藝會、

中國傳統國術損傷整復協會、中華民國角力協

會等相關活動，當中也包括柔道、國術、角

力等裁判研習，並擔任多屆國術及柔道的省運

會、區運會、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運會）

的裁判長、審判委員等工作，楊長憲老師一生

幾乎都在為國術、柔道等技擊運動的裁判工作

服務，從他保存的競賽秩序冊、裁判證、相關

武術運動的剪報，分門別類整理保存可看出，

真是位奉獻一生無私的武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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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搬來，非常的不方便。當時楊老師免費親自

帶領弟子晨昏練習，教學態度嚴格認真，弟子

也苦練守禮，扭轉當地的尚武風氣；這時，也

引來當地一位國術老師前來共同使用廟前廣

場，引發了楊老師對國術的興趣，後來因為學

生陸續增多，才在宜蘭市城隍街七號租用三層

樓的房子，一樓開設西藥房，二樓當作柔道館

──宜蘭柔道館（圖3），三樓當作住家，由

於當時經濟困難，因此與一位國術老師共用場

地分擔租金，也因為如此才與國術運動結下終

身的緣分，也促使了日後楊老師去推動國術委

員會的組成。（註3）

1961年在宜蘭籌組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

員會，並擔任總幹事一職，於1962年4月10日

取得柔道初段資格（註4），開啟了宜蘭的柔

道運動。

推展柔道與國術期間，楊長憲常常往返

宜蘭與臺北，楊長憲子女接受訪問時表示：

一、柔道的啟蒙與推展

1956年，楊長憲入伍，在臺北陸軍通訊

指揮部服役，1958年退伍後前往高雄醫院工

作，晚上則另外在藥房工作研究藥理，在高雄

期間，並前往柔道高手南霸天──謝龍波柔道

館，學習柔道長達三年，得其謝龍波真傳（圖

2）。1960年受恩師謝龍波之啟發，返回故鄉

宜蘭追尋武道之路，爾後，在宜蘭壯圍的五大

企業（紡織工廠）擔任課長期間，獲得東家黃

正雄先生的支持，在工作中兼顧柔道與國術運

動的推展，讓楊老師非常感恩。（註2）

推展初期，宜蘭鄉親將習武者與爭強鬥

狠之徒劃上等號，因此，在籌措柔道推廣經

費、訓練場地、招收學生……等方面處處碰

壁，但有志者事竟成，幾經溝通協調後，住家

附近的岳飛廟終於應允以無償方式提供廟前空

地使用，但訓練所需之器材，如：塌塌米、臂

力帶、重力訓練環……，每次練習都需要從家

圖2　1959年與謝龍波學習柔道並於高雄柔道館與其合影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圖1　楊長憲老師學習柔道之英姿（照片

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當時宜蘭交通不便，多利用野狼125機車往返

宜蘭與臺北，過程艱辛可想而知（註5）。

二、組織宜蘭的柔道、國術體育會

返回宜蘭推廣柔道期間，楊長憲對於相

關技擊運動也是充滿興趣，包括國術、空手

道、摔角、角力都是積極參與整合協助。在

1966年時，楊長憲老師即受宜蘭縣體育會柔

道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聘期中最複雜也是

最棘手的是國術組織，宜蘭縣跟其他縣市一

樣有許多國術組織，有隸屬中華民國國術會

的宜蘭縣國術會體系、也有隸屬臺灣省國術

會的分會體系，但一直沒有代表宜蘭縣的國

術組織，直到1967年5月，由楊長憲老師發起

成立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功整合宜

蘭的所有國術組織，並受聘擔任宜蘭縣第七

屆體育會國術委員會委員，開啟了宜蘭縣的

國術推廣。

三、擔任宜蘭體育會國術委員會要職

楊長憲在1967創辦宜蘭縣體育會國術

委員會後，即擔任第一屆委員，根據《宜蘭

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紀念特刊》

內容記載：「民國56年，熱愛傳統武術的先

進，在楊長憲先生出錢出力，大力奔走下，

籌組國術委員會，時為體育會第七屆」。   

（註6）

圖3　1960年代的宜蘭柔道館（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註2 楊馥華，電訪，2016年10月1日。訪問人莊嘉仁。

楊馥華為楊長憲女兒。

註3 李春美，面訪，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家，2016年

9月24日。訪問人莊嘉仁。李春美為楊長憲的夫

人。

註4 資料參考自「柔道協會表揚有功人員－楊長憲推

薦書」，1987年。楊長憲私人文件。

註5 楊馥華，面訪，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家，2016年9

月24日。訪問人莊嘉仁。

註6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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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術委員會創辦初期係由楊長憲

發起，第一屆僅擔任委員，直到1970年才

開始擔任第二屆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

總幹事，開始推動宜蘭的國術競賽與訓練

工作，1987～1990年擔任主任委員，1990

～1993年擔任顧問，1993～2016年擔任榮譽

主任委員。擔任總幹事與主任委員期間，指

導宜蘭縣代表隊參與的第廿四屆（1969年）

、第廿七屆（1972年）省運會國術比賽獲得

團體冠軍，第廿五屆（1970年）省運會團體

亞軍、第廿六屆（1971年）省運會國術比賽

團體季軍、一生為宜蘭的國術運動做出最大

的貢獻。

1968年後參與宜蘭體育會後，體育會認

為楊長憲表現優異，因此在1969年受宜蘭縣

體育會聘為常務理事。

四、積極參與相關國術會組織並擔任要職及參

與講習

（一）臺灣省國術會

楊長憲老師雖然在宜蘭開設柔道館推

廣柔道，但也對國術運動充滿興趣，因此在

1967年加入臺灣省國術會成為團體會員。當

時臺灣省國術會對會員發給介紹書，相當特

別。他知道推展國術必須先從國術競賽制度

做起，必須取得一致性才能進行推廣，也比

較不會有爭議，因此接任宜蘭縣體育會國術

委員會開始，1969年就參加臺灣省國術會舉

辦的第一期國術裁判講習（圖4）、1970年

的第二期國術裁判講習、1972年臺灣省國術

裁判研習以及1974、1977年的國術裁判講

習；1974年當選臺灣省國術會第五屆理事。

圖4　臺灣國術會舉辦的第一期國術裁判講習（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二）中華民國國術會時期

1969年加入中華民國國術會並當選成

為第三屆常務監事；1974年當選中華民國國

術會第四屆理事，同年受聘為裁判組副組

長一職，並投入中華民國國術會的規則研

究；1975年擔任中華國術第一屆世界觀摩及

擂臺邀請賽大會裁判組副組長；1977年，當

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五屆理事；同年續聘為

裁判組副組長一職；1978年擔任中華國術第

二屆世界錦標賽裁判；1979年擔任中華國術

第一屆亞洲錦標賽裁判組副組長；1982年參

加中華國術第一屆國際級裁判講習，也因為

取得國際裁判資格，因此在同年（1982年）

的中華國術第二屆亞洲錦標賽時擔任此一比

賽的裁判。

（三）臺北市國術會時期

雖然楊長憲老師隸屬於臺灣省國術會

會員，但也參與臺北市國術會舉辦的裁判講

習，包括1973、1974年的裁判講習（註7） 

，協助臺北市國術會所舉辦的國術競賽，如

1974年的總統盃、1976年的中正盃國術競技

大會、1977年的臺北市國術會搏擊推行委員

會青年盃搏擊賽等擔任裁判工作，由於表現

優異，又因在1982年取得國際裁判的資格，

因此臺北市國術會聘請楊長憲擔任1982年臺

北市國術會裁判講習講師。 

五、參與柔道、角力、摔角等協會擔任要職及

參與講習

（一）縣級柔道委員會

楊長憲老師在高雄跟隨謝龍波學習柔

道後，1962年即取得初段資格，藝成後回到

宜蘭開設柔道館，在1966年時，即積極籌組

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成立後即受宜蘭

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1977年

升任為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的副主任委

員，1978年升任柔道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

1969年參加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第一

期的柔道裁判講習；1972年開始參與臺灣省

體育會柔道協會並成為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

會第九屆與第十屆的委員；從1981～1990年

成為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第十二、十三、

十四屆的副總幹事與第十三、十四屆常務委

員，及第十六屆的常務委員及段級審查副主

任委員。

（三）中華民國柔道協會

除了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委員會外，

也參與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的裁判、教練講

習；1968年取得柔道貳段，1989年取得肆段

資格，而歷經近四十年，在2008年取得中華

民國柔道協會捌段資格，在2016年1月過世

註7 楊長憲私人文件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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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柔道協會追贈為柔道九段。除了柔道段

級晉升之外，楊老師也積極參與柔道相關講

習，包括柔道教練與裁判，從楊長憲老師個

人保存資料顯示，1995年參加國家級柔道裁

判講習取得國家級柔道教練資格後，1995至

2015年仍持續參加國家級柔道教練及裁判講

習（註8），其精神令人佩服。

除了參與柔道協會講習之外，1989年擔

任柔道協會第五屆監事、柔道協會紀律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1993年擔任柔道協會段級審

查副主任委員，2010年擔任第十屆柔道協會

段級審查委員會委員。

（四）其他相關運動協會

除了參與中華民國柔道協會外，也參與

中華民國柔道體育運動協會的教練及裁判講

習，包括2001年國家級裁判講習、國家級教

練講習及教練研習，可見楊長憲老師在對於

追求柔道的成長，不因輩分高而有所自滿。

參、主要成就與貢獻

楊長憲老師主要貢獻分為國術與柔道部

分，國術部分為創辦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發展宜蘭的國術運動、將國術納入縣運

會比賽項目、研究國術規則、改良國術競賽

規則等，並辦理國術規則講習，也研發國術

擂臺頭盔以改善國術擂臺的風險；柔道方面

則為擔任裁判、參與柔道教練及裁判講習、

擔任審判委員、柔道段級審查委員等職務。

一、創辦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

楊長憲在1967年創辦宜蘭縣體育會國術

委員會後，即擔任第一屆的委員（1967～1970

年），1970～1981年擔任總幹事，1978～1987

年期間擔任副主任委員兼總幹事，1987～1990

年擔任主任委員，1990～1993年擔任顧問，

自1993～2016年擔任榮譽主任委員（註9），

一生為宜蘭的國術運動做出最大的貢獻。

二、辦理宜蘭縣相關國術、柔道、武術錦標賽

講習

楊長憲在宜蘭縣體育會推展國術運動

期間，在1969年成功地將國術運動納入縣

運會，並在1969年～1994年期間，連續長

達25年擔任縣運會的國術裁判長；縣運會

從1995年增設武術項目的比賽後，楊長憲

在2002～2007年、2009年、2011年間擔任國

術及武術的總裁判長，在縣運會期間總共服

務長達33年。（註10） 

三、在宜蘭辦理國術裁判及教練講習

楊長憲老師知道推展國術要先從國術

競賽制度著手，必須取得一致性才能進行推

廣，也比較不會有爭議，因此自接任宜蘭縣

體育會國術委員會開始，在1969年，即參與

臺灣省國術會舉辦的第一期國術裁判講習與

1970年的第二期國術裁判講習。

經過二次的臺灣省國術會的裁判訓練

後，楊長憲即在1972年的宜蘭辦理宜蘭縣第

一期國術裁判講習，由楊長憲老師承辦，講

師有夏伯壎與楊長憲等人，輔導員有余文通

等4人，首期學員有40人（圖5），隔年辦理

宜蘭縣第一期國術教練講習，主持人也是楊

長憲，講師包括夏伯壎、劉雲樵、楊長憲等

人，輔導員13人，參與學員達40人。（圖6）

（註11）

楊長憲老師積極辦理裁判講習後，第一

期即培訓了近40名的裁判，為日後辦理宜蘭

縣運會的國術比賽打下基礎。

註8 楊長憲老師相關證書彙整。

註9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周年紀念特

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2012，10-

19。

註10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周年紀念特

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2012。

註11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20-21。

圖6　宜蘭縣第一期國術教練講習合影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圖5　楊長憲擔任宜蘭縣第一期國術

裁判講習講師（照片來源：楊

長憲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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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辦理宜蘭縣運動會國術比賽

自1967年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

後，於1969年將國術納入縣運會正式比賽項

目之一，從第一屆到第廿五屆都是由楊長憲

擔任裁判長；第卅四屆至卅九屆（連續5年）

及第四十一屆、四十三屆則擔任總裁判長   

（同時舉辦國術與武術兩種比賽），因此楊長

憲在宜蘭縣的縣運會服務長達33年（註12）。

五、協助辦理宜蘭縣縣長盃等國術比賽

1970年開始，楊長憲除了協助辦理宜

蘭縣運會國術比賽外，也協助辦理相關比

賽：1970～1975年連續辦理五年「縣長盃」

國術錦標賽，並擔任裁判工作；1976～1978

年連續辦理三屆的宜蘭縣「正光盃」國術錦

標賽（註13）；1983年辦理宜蘭縣國術錦標

賽等，因此楊長憲在宜蘭縣的相關國術比賽

擔任裁判長達10年；而1997年宜蘭縣「委員

盃」暨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30週年

國術錦標賽、2002年宜蘭縣國（武）術錦標

賽、2003年宜蘭縣國（武）術錦標賽、2004

年宜蘭縣國（武）術錦標賽、2006年宜蘭縣

「主委盃」武術錦標賽、2007年宜蘭縣「縣

府盃」武術錦標賽（註14）等賽事，均由楊

長憲擔任總裁判長一職，貢獻良多。

六、承辦與協助相關國術比賽

楊長憲老師在宜蘭推展國術運動具有

相當成效，因此許多全國等級國術賽事紛紛

邀請楊長憲擔任裁判，包括臺北市國術會、

臺灣省國術會及區運會國術賽都有楊長憲擔

任裁判的紀錄，如1973年「主席盃」國術錦

標賽、1976年臺北市國術會中正盃國術競技

大會、1970年臺灣區第五屆北部七縣市國術

比賽等比賽；甚至許多全國等級的國術賽事

也到宜蘭辦理比賽，包括1977年臺灣省「中

正盃」國術表演賽大會、1978年臺灣省「主

席盃」國術錦標賽、1988年臺灣省「主席

盃」國術錦標賽、1991年臺灣省「主席盃」

國術錦標賽、1992年區運會國術項目、1996

年臺灣省「省長盃」國術錦標賽、2000年宜

蘭縣國（武）術錦標賽、2001年宜蘭縣國        

（武）術錦標賽，而這些大型國術賽事，均

由楊長憲老師擔任裁判長或審判委員等職務         

（註15）。（圖7）

根據以上彙整資料，楊長憲老師除了擔

任宜蘭縣地方區域的國術比賽裁判之外，也

在臺灣省國術會協助辦理「主席盃」、「中

正盃」的國術賽，而全國等級的區運會國術

賽、柔道賽均參與擔任裁判等職務。

七、帶領宜蘭縣選手參與省運會與區運會國術

比賽

楊長憲老師於1967年成立宜蘭縣體育會

國術委員會後，在1968年的全省國術表演賽

時，楊長憲為了帶隊參加比賽，卻苦無經費

下，拿出預備購屋的積蓄當作選手與代表隊

的旅費（註16），此後，楊長憲積極訓練與

辦理宜蘭縣的國術賽，以培養更多優秀選手

參加省運會國術賽。

註12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14-15。

註13 李春生，面談，宜蘭武術館，2016年9月24日。訪

問人莊嘉仁。「正光盃」為現今宜蘭縣體育會國

術委員會主委陳正行先生的公司所贊助的比賽，

當時縣政府補助了五年的「縣長盃」國術賽，後

來縣府表示已無經費，停止補助，後來才由陳正

行的家族公司「正光行」提供經費辦理比賽。

圖7　1977年擔任裁判照片（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註14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

委員會，2012，14-19。

註15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紀

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

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17。

註16 張伯夷，〈臺灣國術名人錄――楊長憲〉，《力

與美》，119（臺北，2000.0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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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辦理宜蘭縣第一屆國術賽後，

選出5位優秀選手代表宜蘭參與臺灣區第四

屆北部七縣市國術比賽，但是第一次出賽成

績不盡理想，回宜蘭後楊長憲並不氣餒，持

續投入國術訓練及比賽的辦理與選拔；1969

年第廿四屆省運會宜蘭縣代表隊由楊長憲擔

任代表隊指導與管理，率領男子6人、女子5

人計11位選手參與國術賽，此次比賽結果成

績大放異彩，包括拿到男、女表演賽四項冠

軍、三項亞軍、二項季軍、二項殿軍及一項

第五名的成績，獲得團體男女組的總冠軍佳

績。（註17）1970年第廿五屆省運會再度舉

行國術比賽，同樣由楊長憲擔任教練，率領

李春生、陳正行、湯保雄、游文女等好手參

賽，再度獲得團體男女冠軍；第廿六屆省運

會獲得團體男子亞軍；第廿七屆省運會獲得

團體男子冠軍；連續四屆的省運會由楊長憲

擔任代表隊教練，均獲得非常好的成績；第

廿八屆省運會宜蘭縣再度獲得團體男女組的

總冠軍佳績。1974年第一屆的區運會在高雄

舉行，楊長憲再度擔任宜蘭縣國術代表隊的

領隊與教練，最後獲得獲得團體女子冠軍、

男子季軍的佳績。（註18）此後，楊長憲開

始投入區運會裁判、臺灣省國術會「主席

盃」裁判工作，教練工作則交棒給宜蘭縣陳

正行（註19）等優秀選手與教練。

八、研發國術頭盔保護選手安全

楊長憲老師從1972年開始參與省運會，

發現國術徒手擂臺賽有很多受傷情形，而且

臺灣的各種國術比賽規則上也不盡相同，因

此開始著手研擬規則與徒手擂臺賽安全頭盔

的設計研發。對後續擂臺賽（徒手）比賽的

安全與規範做出重要貢獻。

楊長憲參與多年的國術徒手賽後，發

現國術擂臺賽選手的護具不佳，常常導致選

手臉部鼻骨受傷流鼻血，影響到國術比賽的

觀感，因此促使他研發面罩，經過長期的試

驗，改良了無數次的版本，在1983年的區運

會試用後，選手受傷情形大幅減少，1986年

臺灣省「主席盃」國術錦標賽也是採用楊長

憲老師設計的頭盔，同樣獲得好評，奠定了

日後國術擂臺賽以這個頭盔作為制式裝備，

這點是楊長憲老師最引以為傲的事（圖8）。

（註20）

根據張伯夷所著〈臺灣國術名人錄──

楊長憲〉之記錄：

楊長憲研製的頭盔重250克，內墊海

綿，臉部採塑鋼結構，後腦及耳部加

厚海綿……該頭盔之緣起乃因楊長憲

於第十六屆省運會國術賽時（民國50

年），目睹選手所戴頭盔遭擊中後鐵

條插入臉部之慘劇，乃興起改良設計

之念，後經三次嘗試，而成為比賽之

重要護具。（註21） 

1986年的《臺灣新生報》報導楊長憲所

創的護具受歡迎，當時南區七縣市國術選拔

賽就指定楊長憲的頭盔（圖9）。（註22）楊

長憲設計的國術擂臺頭盔形式。2016年9月24

日，筆者前往宜蘭縣武術館採訪李春生老師

時，宜蘭武術館總教練林易衡教練拿出館內

僅存的頭盔與當時比賽用的薄手套，見證楊

長憲老師當時設計的擂臺賽頭盔。（圖10）

（註23）

註17 〈宜蘭縣歷屆國術比賽成績介紹〉，《宜蘭縣歷

屆國術有關人員及全縣性、全省性國術比賽成

績介紹》，宜蘭：宜蘭體育會國術委員會，1973

，6-13。

註18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24-25。

圖10　林易衡教練提供的頭盔（照片來源：

莊嘉仁拍攝）

圖9　1986年《臺灣新生報》報導楊長憲的護具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圖8　民國70年代楊長憲研發的國術頭盔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註19 陳正行，第廿五屆省運會時為宜蘭縣國術代表隊

選手，於1973年擔任第廿八屆省運會宜蘭縣代表

隊教練，於1984年接任國術委員會總幹事，目前

為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註20 楊長憲，面訪，地點，2012年11月22日。訪問人：

莊嘉仁。筆者於2012年臺北市菁英盃國術賽進行

訪問。

註21 張伯夷，〈臺灣國術名人錄――楊長憲〉，《力

與美》，119（臺北，2000.03）：72-82。

註22 〈 楊 長 憲 所 創 護 具 受 歡 迎 〉 ， 《 臺 灣 新 生

報》，1986.07.19，10版。

註23 李春生、簡忠信、林易衡，面訪，宜蘭縣羅東鎮

武術館，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莊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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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擔任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會長

楊長憲老師參與全國性組織，如中華民

國柔道總會，早期以臺灣省體育會為主，擔

任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柔道協會等組織

的理事以及段級審查委員等職務，1998年則

擔任第十七屆會長與第十八屆國術協會會長

（註24），負責辦理區運會國術比賽及推動

區運會的國術競賽制度。只可惜臺灣體育會

在精省後，業務逐漸從臺灣省轉移到中華民

國體育運動總會。

十、研擬國術規則

國術擂臺賽（又稱為徒手賽），在1957

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技擊委員會正式成立

後，隨即出版《國術規則》，同年度第十二

屆省運會國術比賽在臺北市三軍球場舉行即

採用最新的《國術規則》，當時的規則量級

僅有男子三級，由於規則不盡完善，導致受

傷頻傳（註25），1961年政府當局以比賽規

則不明確，裁判素質不佳，選手受傷情形嚴

重，下令禁止舉辦國術擂臺賽，僅留摔角賽

繼續舉辦，此舉引發國術界反思，開始積極

研擬「國術賽徒手規則」，直到1964年政府

當局才恢復舉辦國術徒手賽，此後規則經常

還是出現爭議，包括主審制與五角裁判制的

爭議，而臺灣區的國術團體則各自研擬出國

術規則，導致規則不一的現象，因此中華國

術會在1986年時發函全省的國術協會之有關

人員與專家、學者提供意見，而臺灣省國術

會就將國術規則研修工作交給楊長憲裁判進

行修訂，楊長憲認為擂臺賽應從原本的五量

級增加為十量級、選手要配備頭盔、擊中頭

部及身體均得一分、三秒鐘內摔倒對方得一

分、雙倒不得分，也建議將原本的主審制改

為五角裁判制（註26），最後這個版本成為

臺灣省國術會的《國術規則》（註27），這

些想法都與現今的裁判規則相去不遠，也逐

漸與國際規則接軌。從楊長憲老師的裁判規

則手稿中不難發現，規則保存完好，筆記與

標示很多，可見其用心（圖11）。

十一、獲頒貢獻獎勵

自從楊長憲返回宜蘭投入體育會柔道

委員會與國術委員會的社會工作後，積極辦

理相關講習、賽事，成功整合宜蘭的體育組

織與國術組織，這對當時來說是一件非常棘

手的事，光是宜蘭縣就有數個國術組織，有

圖11　楊長憲老師的國術規則手稿（照片來源：

楊長憲家屬提供）

隸屬中華國術會系統，也有臺灣省國術會系

統，各系統之間為了選拔選手參賽事宜，或

申請縣政府的補助，經常難以處理，因而楊

長憲在1967年籌組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私下拜訪各個團體，把所有的國術組織

納入體育會內，於擔任總幹事期間，成功

化解國術組織間問題，整合各國術團體之

力量，選拔出最優秀的宜蘭縣代表隊選手

與教練，因此，楊長憲在同年即獲得宜蘭

縣政府之表揚社會體育有功人員。此後在

1971年、1976年、1979年（體育節）、1980

年、1981年（體育節）接連獲得宜蘭縣政府

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的表揚獎勵。（註28） 

2010年體育節時，獲得當時體育委員會戴遐

齡主委頒發「功在體壇」獎牌（圖12）。

2016年1月楊長憲過世；2月6日中華武術

總會頒發褒揚狀給予楊長憲老師；9月獲得宜

蘭縣縣長林聰賢與體育會理事長蔡輝龍頒發

「功在體壇」匾額，由楊長憲的兒子楊青翰

與孫子楊皓翔及楊智育代表受獎（註29）；

同年9月，在「105年慶祝國民體育日──全

國基層體育有功團體及個人表揚大會」中，

也獲得教育部體育署與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

聯合總會共同頒發之「推展全民運動終身成

就獎」獎座（圖13），由楊長憲兒子楊青翰

代表受獎。

圖13　2016年體育節獲頒「推展全民運動終身成就獎」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圖12　2010年體育節由體委會頒發楊長憲老師的獎牌

（照片來源：楊長憲家屬提供）

註24 〈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第十八屆會長簡介〉，

《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會員名冊》，宜蘭：臺

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2002，1。

註25 張伯夷，〈第十二屆省運會〉，《當代臺灣國術

史料彙編》，臺北市：逸文，1998，52-53。

註26 〈楊長憲常務理事負責研擬修訂國術擂臺徒手比

賽規則〉，《國術之光》，桃園：臺灣省國術

會，1987，10。

註27 《國術規則》，桃園：臺灣省國術會，1989。

註28 參考1971～1981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與宜蘭縣政

府發給楊長憲公文有關體育節獎勵通知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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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2008年宜蘭武術館落成（照片來源：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提供）

圖15　筆者前往宜蘭武術館採訪李春生老師（中）與簡忠信老師（右）

（照片來源：莊嘉仁拍攝）

十二、宜蘭武術館的催生

宜蘭縣武術人才輩出，各種技擊運動在

宜蘭均能蓬勃發展，包括國術、柔道、空手

道、柔術、舞獅、競技武術、摔角等運動皆

能在宜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宜蘭多雨，造

成練習空間與時間的壓縮，因此宜蘭欠缺一

個室內的武術館，這個「宜蘭武術館」概念

在1973年12月7日，楊長憲接受《中華日報》

的採訪時談到：

蘭陽是一個多颱風多雨的地區，是非

常適合提倡室內的國術運動，可是在

宜蘭縣內，卻還沒有一所國術館，使

喜愛國術運動的人，無練習場所，實

在令人費解；因此，他建議政府早日

撥款興建一所「武術館」，如一時無

力籌措此一財源，亦能設法敦請工商

界人士協助完成，以利推展本縣國術

運動，這也是全縣愛好國術運動者，

已經期望多年的事了。（註30）

這個宜蘭武術館計畫，歷經近30年後，

直到2001年，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陳正

行主委提出建館計畫，經體育會理事長林丙

丁、總幹事林煌儀、榮譽主委楊長憲、武術

協會理事長李春生及相關國術界人士的推動

下，受到當時宜蘭縣劉守成縣長及副縣長江

淳信的支持，宜蘭武術館於2003年在羅東國

中開始動工，直到2008年6月22日完工啟用 

（圖14）（註31），成為臺灣各縣市中唯一

由官方提供做為訓練的專用武術館。

根據宜蘭縣國術教練李春生（圖15）的

訪談表示：

這個宜蘭武術館設立成功的原因，在

於當時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每年

都定期在寒暑期舉辦國術研習，招收

全縣的國術選手一同集訓，每年地點

都不同，也都很克難的持續進行，宜

蘭各地的國術教練也都無私的前來授

課，2000年那年的暑訓在三清宮舉

行，訓練長達2週，有一天立法委員田

秋堇委員前來三清宮參觀武術集訓情

況，看到訓練環境並不理想，在委員

會的建議下，期望縣府能建構宜蘭武

術館，這個契機讓委員會成功獲得縣

長劉守成的支持而付諸實行，才能讓

宜蘭武術館成為全臺唯一的武術專用

館。（註32）

楊長憲先生在宜蘭推展國術，也促成

2006年宜蘭縣武術館在羅東的設立，成為臺

灣各縣市中唯一由官方提供做為訓練的專用

武術館，因此他與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

對於宜蘭的柔道與國術運動的推展功不可

沒。

註29 吳 佩 旻 ， 〈 楊 長 憲 貢 獻 柔 道 辭 世 　 獲

贈 匾 額 〉 ， < h t t p ： / / u d n . c o m / n e w s /

s tory/7005/1939942>，2016年10月1日檢索。

註30 〈宜蘭縣體育界無名英雄――楊長憲功不可沒〉，

《中華日報》，1973.12.07，8版。

註31 陳正行，〈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週年

紀念感言〉，《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成立45

週年紀念特刊》，宜蘭：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2012，3-4。

註32 李春生，面訪，宜蘭武術館，2016年9月24日。訪

問人莊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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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非常感謝國術界與柔道界的朋

友，尤其是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

會，在那個艱難的時代與我父一起為

國術、柔道奮鬥，父親的好友我們

不認識你們，但是我們謝謝你們。    

（註33） 

楊長憲老師老師一生貢獻於體育，在

宜蘭地區組織國術委員會、柔道委員會，團

結宜蘭地區的武術團體成為一個最具向心力

的宜蘭縣體育會國術代表隊；為了帶隊參

賽，常常自掏腰包協助當時經費困窘的代表

隊出賽；為了提升宜蘭縣國術的水準，自費

參加臺灣省國術會、臺北市國術會、中華國

術會的國術裁判講習，也將裁判講習的經驗

帶回宜蘭，並辦理裁判講習、教練講習等活

動提升宜蘭的國術裁判與教練水準；也將國

術運動成功納入宜蘭縣運會，並擔任裁判長

長達25年，貢獻良多：除此之外，也積極帶

隊參與省運會的國術賽連續獲得幾屆的團體

冠軍優秀成績。因在宜蘭優異的表現，獲得

臺灣省體育會、臺灣省國術會、中華國術會

的肯定，紛紛邀請擔任裁判長與審判委員等

工作；在參與國術擂臺賽之餘，發現選手受

傷情形嚴重，因此著手開發安全頭盔的設計

研發，自己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經費，終於研

發出國術比賽頭盔，獲得區運會國術賽、「

主席盃」國術賽、中華國術會國術擂臺賽的

採用，成功降低了選手受傷狀況；雖然身在

柔道界服務，也開設柔道館推展柔道，但後

來認為建立制度是更重要的事，便積極參與

省運會、區運會擔任國術裁判、柔道裁判、

研擬國術規則，雖然在柔道上已達高段，也

擁有國家級教練與裁判的資格，但仍然每年

參與裁判與教練講習，這種積極程度，難以

想像，在年逾80歲，仍然在許多競賽場中擔

任審判委員，堅守岡位的精神，始終不變，

對國術與柔道的貢獻有目共睹。尤其楊長憲

個人在擔任省運會、區運會、「主席盃」期

間，保存與收藏了當代的國術史料，更是難

能可貴，為臺灣近代國術發展歷史提供了寶

貴資料，提供近代武術研究者做研究，亦為

其最大貢獻之一。

註33 李春美、楊馥徽、楊馥華、楊凡慧、楊智育，面

訪，宜蘭市東港路楊家，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

莊嘉仁。受訪對象為楊長憲之親人，五位依序為

楊長憲的夫人、三位女兒、外孫。

附錄

一、楊長憲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5 24 出生於宜蘭。

1943 32 8 就讀宜蘭中山國小。

1949 38 14 就讀宜蘭農工。

1956 45 21 入伍。

1957 46 22 在高雄跟隨謝龍波學習柔道。

1958 47 23 退伍後在高雄醫院工作並繼續學習柔道。

1959 48 24 在高雄結婚。

1960 49 25 返回宜蘭。

1961 50 26

在宜蘭開設永昌西藥房。

在宜蘭岳飛廟旁開設宜蘭柔道訓練班。

宜蘭籌組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

宜蘭縣警局聘為技術教官（1961～1978年）。

1962 51 27
取得柔道初段資格。

開設宜蘭柔道館。

1965 54 30 參加第二十屆省運會表演。

1966 55 31
受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聘為副總幹事。

邀請日本農業大學柔道隊來宜蘭進行交流訪問。

1967 56 32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發起人並擔任委員。

邀請日本福岡柔道隊來宜蘭訪問進行友誼比賽。

獲獎－宜蘭縣社會教育有功人員。

加入臺灣省國術會成為會員。

設立四海國術館－臺灣省國術會會員。

1968 57 33
取得柔道貳段。

獲獎－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表彰全省柔道有功人員。

1969 58 34

參加臺灣省國術會舉辦的第一期國術裁判講習。

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常務監事。

參加臺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第一期的柔道裁判講習。

獲獎－宜蘭縣社會教育有功人員。

1970 59 35

參加臺灣省國術會舉辦的第二期國術裁判講習。

臺灣區第五屆北部七縣市國術比賽裁判。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總幹事（1970～1974年）。

1971 60 36 臺灣省「主席盃」國術比賽裁判，連續擔任27年（1971～1997年）。

1972 61 37 第廿七屆省運會國術比賽裁判。

1973 62 38
辦理宜蘭縣第一期國術教練講習，擔任講師。

《中華日報》報導〈宜蘭縣體育界無名英雄　楊長憲功不可沒〉。

1974 63 39

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四屆理事兼裁判組副組長一職。

當選臺灣省國術會第五屆理事。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 總幹事（1974～1978年）。

擔任宜蘭縣代表隊教練，參加第一屆區運會獲得團體女子冠軍、男子季軍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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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64 40

參與中華民國國術協會乙級裁判研習。

中華國術第一屆世界觀摩及擂臺邀請賽裁判組副組長。

第二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裁判。

1976 65 41
中華民國第卅五屆體育節獲頒傑出裁判教練獎。

獲得宜蘭縣政府頒發－推行社會教育有功人員。

1977 66 42
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五屆理事兼裁判組副組長一職。

第四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78 67 43

宜蘭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國術第二屆世界錦標賽裁判。

第五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兼裁判長。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幹事（1978～1987年）。

中華國術第一屆亞洲錦標賽裁判組副組長。

第六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80 69 45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比賽評判員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表演賽。

第七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81 70 46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表演賽裁判。

建國七十週年臺灣區柔道錦標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全省國術錦標賽裁判。

第八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82 71 47

參加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一屆國際級國術裁判講習取得國際裁判資格。

中華國術第二屆亞洲錦標賽裁判組副組長。

第九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83 72 48

第十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副裁判長、裁判主任。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賽 裁判主任。

研發擂臺賽頭盔測試。

1984 73 49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競賽組組長。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表演賽審判委員。

第十一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1985 74 50

第十二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副裁判長。

臺灣省國術會省「中正盃」國術審判委員。

1986 75 51

第十三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主席盃」國術擂臺賽採用楊長憲老師設計的頭盔獲得好評。

1987 76 52

第十四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裁判。

臺灣省北部八縣市「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裁判長。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88 77 53

臺灣省「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兼裁判長。

第十五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裁判主任。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裁判長。

1989 78 54

擔任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第五屆監事、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臺灣省第二屆「中正盃」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裁判長。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裁判長。

第十六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晉升柔道肆段。

1990 79 55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錦標賽 審判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十七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

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顧問（1990～1993年）。

1991 80 56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副會長兼裁判。

臺灣省北區八縣市「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十八屆區運會－柔道賽審判委員。

1992 81 57

臺灣省第五屆「中正盃」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十九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兼裁判長。

臺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1993 82 58

擔任中華民國柔道協會段級審查副主任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十八屆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廿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兼裁判長。

1994 83 59

臺灣省國術會「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一屆國安盃南北柔道對抗賽技術顧問。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廿一屆區運會－國術賽裁判長。

1995 84 60

臺灣省國術會第一屆「省長盃」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中華國術會第九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建國84年臺灣區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廿二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

1996 85 61

臺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中華國術會第十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廿三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裁判長。

臺灣省「省長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兼裁判長。

1997 86 62

第一屆「總統盃」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省長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廿四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裁判長。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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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87 63

區中運－柔道比賽審判委員。

第二屆「總統盃」舞獅錦標賽。

第廿五屆區運會－國術賽審判委員兼裁判長。

1月當選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第十七屆會長。

1999 88 64
臺灣省「會長盃」摔角賽顧問。

第一屆全運會－柔道裁判兼技術委員。

2000 89 65

全中運－柔道比賽裁判兼技術委員。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01 90 66

全中運－柔道比賽裁判。

臺灣省國術會「主席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二屆全運會－柔道技術委員。

2002 91 67 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03 92 68
全國柔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三屆全運會－柔道技術委員。

2004 93 69 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2005 94 70

2005 臺灣武術文化節暨全國傳統武術錦標賽 審判委員。

第四屆全運會－柔道審判委員。

全中運－柔道比賽審判委員。

第二屆臺灣武術文化節指導委員。

95國家級柔道裁判講習。

2007 96 72

第十一屆世界盃國際武術錦標賽仲裁委員。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審判長。

第五屆全運會－柔道比賽裁判。

第三屆臺灣武術文化節審判委員。

96國家級柔道裁判、教練講習。

2008 97 73
第四屆臺灣武術文化節審判委員。

晉升柔道捌段。

2009 98 74

第六屆全運會－柔道比賽裁判。

全國「菁英盃」國術暨舞獅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五屆臺灣武術文化節暨全國傳統武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第六屆中華北少林武術推展協會盃觀摩錦標賽 仲裁委員。

2010 99 75

擔任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第十屆段級審查委員會委員。

第廿五屆全國「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副主任委員。

全國「菁英盃」國術舞獅暨臺北市「中正盃」錦 標賽審判委員。

中部六縣市柔道賽技術委員。

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委頒發「功在體壇」獎牌。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與楊長憲老師結識是在2012年臺北市

「菁英盃」國術賽活動上認識（附錄圖1）

，2015年「菁英盃」再度與楊長憲老師碰

面，當時正在進行唐克杰老師人物誌的訪

談，兩位老師都是審判委員。在唐克杰老師

訪談後，與楊老師談到參與省運會到區運會

的擂臺賽，他看到選手參與國術擂臺賽時，

選手的防護措施不佳，常常導致流鼻血等血

腥畫面出現，認為國術比賽不應該這樣，應

該有好的護具保護因而研發出擂臺頭盔，這

個頭盔使用後大幅降低了國術擂臺賽的受傷

情形，因此約好在完成唐克杰老師人物誌

後，再進行楊長憲老師的訪談，只是事與願

違，楊老師在2016年初過世，留下了遺憾。

（註34）

2011 100 76

第七屆全運會－柔道比賽裁判。

柔道協會國家級裁判講習。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裁判。

2012 101 77
全中運－柔道比賽技術委員。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比賽技術委員。

2013 102 78

全中運－柔道比賽審判委員召集人。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比賽審判委員召集人。

國家級柔道裁判講習。

2015 104 80

第九屆全運會－柔道技術委員。

全中運－柔道比賽技術顧問。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柔道裁判。

國家級柔道裁判講習。

2016 105 81

1月辭世於宜蘭。

中華武術總會頒發「褒揚狀」。

宜蘭縣縣長林聰賢頒發「功在體壇」匾額。

獲教育部體育署與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共同頒發「推展全民運動終身成就」獎。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二、附記

附錄圖1　2012年「菁英盃」國術賽楊長憲（前排

右1）擔任審判委員（照片來源：臺北市國

術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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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得知楊老師突然過世，想起

與楊老師的約定，因此透過中國文化大學國

術系兼任老師林易衡教練引薦，看是否有機

會能夠協助完成楊長憲老師的人物誌，2016

年6月29日，透過宜蘭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教

練林易衡與體育會國術委員會主委陳正行、

宜蘭武術協會理事長蔡輝龍的協助，著手進

行初步與外孫楊智育進行溝通訪談，達成初

步共識，隨即前往楊長憲老師故居，與楊長

憲夫人李春美、兒子楊青翰、女兒楊馥華、

凡慧，外孫智育，進行第一次初步訪談與告

知撰寫計畫。看到楊老師收藏的秩序冊、證

書、裁判資料，依照活動整理，包括從24屆

省運會到2014年的國術、柔道活動資料分門

別類地整理，收藏的文獻資料、獎牌、相關

國術協會往返的函件非常可觀，不過他的子

女表示父親資料收藏可貴，曾經被體育文獻

愛好者借走大量舊時期資料，至今都沒有歸

還，令家屬非常遺憾，因此與家屬溝通資料

如何使用，撰寫過程中使用的文獻、證書、

書籍均使用掃描與照相方式建檔，以不會帶

走任何書面與實物情況下完成，獲得家屬的

認同與放心下，約定下次來進行文獻建檔。

（註35） 

8月13日，前往楊老師的資料住所，攜

帶了掃描機與相機進行，找了兩位學生協助

資料分類，包括聘書、證書類、相關研習資

料、秩序冊、相關照片分類整理與掃描，8月

14日第二天持續整理與掃描，返回臺北後開

始進行分類、整理年代、紀錄建檔，進行整

理資料的同時，亦與家屬進行楊老師生平的

訪談。

根據文獻資料整理製作年表，可以掌握

到大多數的歷史事件，但是關於楊老師家庭

的描述無法從文獻資料得知，因此希望能夠

附錄圖2　2016年9月24日與

楊長憲家人進行訪談

（照片來源：莊嘉仁

拍攝）

與家屬進行一次訪談，於是在2016年9月24

日，在楊老師故居進行訪談，受訪者包括楊

夫人李春美，三女馥徽、四女馥華、五女凡

慧及外孫智育等五人（附錄圖2）。（註36）

訪談過程中其子女表示，許多楊長憲

老師年輕時期的歷程因同輩都已離去，無法

回憶父親早年所學所歷，只能得知當兵後回

宜蘭在五大企業擔任課長與開設柔道館的歷

程，楊長憲家庭單純，除了楊夫人外，還有

六名子女，五女一男，除了男生有練習柔道

初段及三女學習國術外，其餘都沒有學習武

術的經歷。

訪談中子女表示：楊長憲對待子女是非

常嚴格的，比較感嘆的是，其為了推展宜蘭

的體育組織與活動，經常不在家，有時候子

女希望父親能夠接送下課都是一種奢望，在

推展國術期間常常往返臺北與宜蘭，為了節

省經費，父親常常騎著機車從北宜公路到臺

北，晚上再從北宜回宜蘭，這個過程他們都

看在眼裡，家人至今提及都難免出現不捨的

眼神。

在宜蘭推展柔道與國術期間，他們表

示：由於楊長憲非常正直與嚴格，只要是對

的事都會嚴格執行，尤其楊長憲擔任柔道段

級審查委員是非常嚴格的，絲毫不放水，也

因為這種個性，導致一些武術界的人對他不

諒解，也會在私下罵他們的父親，讓家屬承

受了一些壓力，但是楊老師這種嚴格個性絲

毫沒有改變。

為了整合宜蘭的國術，籌組體育會國術

委員會，他認為宜蘭的國術組織應該團結起

來，組織宜蘭代表隊，才會有力量，也因為

這樣的理念與人衝突不少，但是透過他父親

的努力溝通與付出，終於成功整合了宜蘭的

國術團體。

子女們認為楊長憲不是一位滿分的父

親，但能認同他對運動的熱誠，因為真的對

子女的陪伴太少，對社會體育的奉獻實在太

多，甚至會為了宜蘭國術代表隊參與外縣市

的比賽，缺乏服裝與交通經費，楊長憲拿出

準備購屋的積蓄，這種犧牲是一般人難以做

到的地方；在對家庭責任的部份，只能權由

其夫人來母代父職，子女在長成過程中較少

有父親的陪伴，因此讓子女養成非常獨立的

性格，隨著年歲漸長，他們愈能體諒父親對

於社會體育有強烈的責任感，並以父親的付

出與貢獻為榮，因此希望在父親過世後能更

夠為他們的父親盡一點心力，與外孫楊智育

的齊心努力奔走下，終於獲得臺北市國術

會、宜蘭縣政府與體育署的肯定，都頒發了

褒揚令給楊長憲老師，這是令他們家屬感到

欣慰的地方。

註34 楊長憲，面訪，臺北市體育館，2015年11月22日。

訪問人莊嘉仁。當時場館內正舉辦臺北市國術會

「菁英盃」國術賽。

註35 陳正行、蔡輝龍、楊智育、林易衡、周美秀，面

訪，宜蘭市東港路楊宅，2016年6月29日。訪問人

莊嘉仁。

註36 李春美、楊馥徽、楊馥華、楊凡慧、楊智育，面

訪，宜蘭市東港路楊家，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

莊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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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

三、訪談資料

李春美，面訪，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家，2016年9月24

日。訪問人莊嘉仁。李春美為楊長憲夫人。

李春生、簡忠信、林易衡，面訪，宜蘭縣羅東鎮武術

館，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莊嘉仁，中國文化大

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李春生，面訪，宜蘭武術館，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莊

嘉仁。

李春美、楊馥徽、楊馥華、楊凡慧、楊智育，面訪，宜

蘭市東港路楊家，2016年9月24日。訪問人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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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的夫人、三位女兒、外孫。

陳正行、蔡輝龍、楊智育、林易衡、周美秀，面訪，宜

蘭市東港路楊宅，2016年6月29日。訪問人莊嘉

仁。

楊長憲，面訪，臺北市體育館，2015年11月22日。訪問人

莊嘉仁。當時場館內正舉辦臺北市國術會「菁英

盃」國術賽。

楊馥華，面訪，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家，2016年9月24

日。訪問人莊嘉仁。

楊馥華，電訪，2016年10月1日。訪問人莊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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