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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乾坤勇奪佳績的跆拳福將

壹、前言

回顧《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已經來

到第十四個年頭，記載著無數體壇前輩奮鬥

的過程與貢獻，涵蓋的項目包含田徑、柔

道、桌球、排球、棒球、網球、橄欖球、足

球、武術、籃球、手球、體育專業、拳擊、

舞蹈、雜技、社會體育、十項混和運動、運

動傳播、高爾夫、十字弓、羽球、慢壘、木

球、射箭、壘球等25個項目，筆者著實閱覽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在此方面的長期耕耘，深

感敬佩。

然而，綜觀上述已被撰述的運動項目與

體育耆老中，赫然欠缺為臺灣勇奪奧林匹克

運動會（Olympic Games，以下簡稱奧運）

第一金、第二金的跆拳道項目，且至今尚未

有專文對跆拳道耆老進行人物誌的撰寫，實

為可惜。為此，筆者爬梳臺灣餘五十餘載的

跆拳道發展歷程，獲悉數位耆老級人物分別

為王源昌、宋景宏、侯緯星、陳峰儒、劉慶

文、黎傳杰（按筆劃排列）等，（註1）如果

能建構以上6位的運動生命經驗，並進行妥善

的整理，相信應該能深化並豐富臺灣百年體

育人物誌之內容，亦能間接使得臺灣跆拳道

史漸趨完整，最終替臺灣體育運動史再增添

新的一頁。爰此，本文將先撰述曾任海軍陸

戰隊莒拳班（以下簡稱莒拳班）主任多年，

且在跆壇有著「扭轉乾坤、反敗為勝福將」

稱號之侯緯星教練的跆拳道生涯，（註2）藉

此譜出日後編纂及紀錄臺灣跆拳道人物誌的

前奏。

依稀記得，初次見到侯緯星教練時，從

侯教練侃侃而談其自年少從軍至入莒拳班學

習武藝、選上國手勇奪獎牌、執掌兵符為國

爭光、辛勤耕耘基層培訓等跆拳道生涯各歷

程中，可窺知充滿威嚴與極富軍人本色的侯

教練，畢生致力於如何提升臺灣跆拳道競技

水準，曾主管軍中莒拳班業務多年及率領莒

拳班於國軍運動會中獨占鰲頭連霸五年；在

1982-2008年期間亦多次擔任中華隊總教練功

勳卓越，現今跆壇不僅有許多知名教練、選

手曾受過侯教練嚴苛磨練外，接受其指導過

的學員更是無數，不失為是臺灣跆拳道的耕

耘者。

基於此，筆者將採《海軍陸戰隊莒拳

班應屆畢業校友紀念冊》、《莒拳道教材     

（上、下冊）》、《莒拳道高級、初級班教

材》、《聯合報》、《中國時報》、《民生

報》所刊載的史料與侯緯星個人收藏之資料

為主軸，不足之處輔以訪談。接著，本文將

以「求學時期」、「選手時期」、「執教時

期」編織出侯緯星教練的生平事蹟，再以

「屢出奇招戰績輝煌的莒拳班主任」、「孕

育無數臺灣跆拳道好手的總教練」兩大主

題，闡述其重要成就與貢獻，希冀勾勒出侯

教練一生對臺灣體育界的貢獻。

註1	 礙於篇幅關係，未能盡數羅列跆壇前輩，敬請見

諒。

註2	 馬鈺龍，〈福將出兵¬¬-侯緯星瞄準金牌〉，《聯

合報》，2008.08.16，A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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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當時查榜未有所獲，正當以為我

名落孫山時，落寞的回家準備接受父

親的責駡，意外的是，回到家後，父

親居然和藹可親的對我說：「不錯不

錯，考上市三中（臺中市第三初級中

學，現為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以

下簡稱市三中）。」當時是小學內第

二位考上初中的學生，所以也算是全

校第二名。（註3）

在此補充說明，當時還沒有義務教育的

年代，考上初中其實已經相當不簡單，更何

況還是公立學校，而此次優異的成績，使得

原本不看好侯教練考上初中的師長們都驚訝

萬分。

但侯教練在就讀市三中時期，未能珍惜

此機緣，憑藉著年少輕狂、血氣方剛，終至

誤入歧途、參加幫派，致使學業一落千丈，

遭校留級。之後，因為政府鼓勵報考軍校，

加上軍校擁有高中文憑，以及在父親的支持

下，促使侯緯星踏上軍旅之路，成為海軍陸

戰隊學校（以下簡稱陸戰隊學校）第一期士

官班學生。

1968-1972年，侯教練陸續結束軍、士官

教育後，被分配至假想敵連擔任排長乙職，

這段期間，侯教練碰上麾下士兵頂撞他的事

件，對此侯教練回憶道：

當時有士兵屢次不服命令甚至頂撞

我，於是我就往他臉上揍了一拳，結

果我揍的人，居然是他們的老大。就

是因為這樣，從此以後只要他們不服

命令的話，當我解錶帶到一半時他們

就知道要受罰了。（註4） 

貳、生平事蹟

一、求學時期

1953（民國42）年10月26日，侯緯星教

練於南投縣出生，當時正逢臺灣海峽兩岸軍

事對峙最激烈的年代。兒時的侯教練與大多

數的同齡孩童一樣，均在嬉戲打鬧中度過，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是，侯教練自小就熱衷

於拳腳功夫，而這點或許與其父親擔任警職

有關係。當時，侯父任職於保安警察第二總

隊，常因任務關係到處移居，也因此兒時的

侯教練曾至南投縣、彰化縣就學，最後則落

腳於臺中市。此外，對於初中放榜時的驚險

過程，侯緯星教練回憶道：

圖1　侯緯星教練甫入伍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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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讓侯教練管理軍隊更加得心應

手，不過隨著侯教練日漸熟悉帶兵技巧與軍

官職責後，這一切似乎已不能滿足他的成就

感。內心便又開始轉羨慕、嚮往那擁有驚人

徒手戰技莒拳班學員們的身影，且一直有著

進入莒拳班接受鍛鍊的憧憬。巧合的是，其

實前往莒拳班的機會已經慢慢向他靠近，而

他卻不知。

就在侯緯星教練被調任團訓練官乙職

後，開始接觸公文遞送的軍務，恰巧收到團

部欲篩選一名軍士官至莒拳班受訓，可是因

為團長對於侯教練青睞有加，或許不會讓侯

緯星前往受訓，對此侯教練回憶當時的情景

表示：

後來調至團訓練官，收到一封公文，

要求本團選送一名軍士官至莒拳班受

訓，而我就義不容辭地填下我自己，

並趁團長正忙碌時送件，團長就匆匆

批示，結果一個禮拜後發現來道別的

人居然是我，要挽留之時，卻來不及

了。（註5）

換句話說，當時的侯教練以不計代價、

暗度陳倉的方式，趁亂讓自己可被調訓至莒

拳班，雖說方法欠佳，但從中也顯示出侯教

練對習武的熱情與莒拳班的嚮往。當然，此

後也造就侯緯星與跆拳道難分難解的一生。

二、選手時期

1972年，侯教練搭著軍用卡車再度回到

陸戰隊學校，在門口迎接他的並不是15歲那

年的同袍，而是穿著白褲的莒拳班學長，看

似夢想達成的第一步，卻也是地獄般訓練的

第一步。對此驚心動魄的過往，侯教練至今

仍印象深刻地述及：

當時一下車被學長問：「是否到莒拳

班報到？」我很高興地回答：「是！

」結果下一秒，一聲震耳欲聾的命

令：「軍階拔掉！臥倒！匍匐前進！

」當時我爬了大約7百公尺才到莒拳班

門口。（註6） 

圖2　侯緯星教練未加入莒拳班時自行練習之留影。

註3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訪

問人為施仕倫，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博士生。

註4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5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6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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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下馬威只是開胃菜而已，莒拳

班萬難般的磨練還在後頭，例如：每天一小

時起跳的馬步、每次將近一千次的踢擊、每

周五的收心操，以及每晚的對打課程等，這

些煉獄般的生活，不僅沒擊倒侯教練對跆拳

道的熱情，反而更加堅定他的自信。接著，

因侯教練展現出頗令人滿意的技能、毅力與

勤勉，終博得當時韓籍教官「金基洞」（註

7）的青睞，將侯緯星進一步調往「陸戰隊跆

拳道代表隊（以下簡稱陸戰隊代表隊）」繼

續深造。

1973年，侯緯星正式開始接受金基洞的

訓練，時任少校的金基洞，不僅在武藝與精

神上有所要求，對於每位選手的武道精神更

是猶如吹毛求疵般的反覆緊盯。此外，金氏

所秉持的訓練法亦獨樹一幟，除日常的基礎

動作練習、重量訓練、體能訓練、心理訓練

外，還特別著重特定時間內連續攻擊的賽場

體能。

同年，侯教練首次參與國軍運動大會，

對於這次最大的體悟即是「不戰而屈人之

兵」的道理，侯緯星教練對此回憶到如何用

圖3　侯緯星教練於莒拳班訓練時之英姿。

圖4　侯緯星教練（右四者）

與金基洞教官及陸戰隊

代表隊員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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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制伏敵人情景：「以我為例，我上場一

敬完禮，我一看他，他就不敢看我，我就知

道他輸了，對戰時之氣勢、架式、態勢要比

他們強，未上場他們就輸了。」（註8）結

果，當然順利奪下該年國軍運動大會莒拳道

輕量級冠軍。

1974年，侯緯星教練參加跆拳道國手選

拔賽，角逐1975年第二屆「世界跆拳道錦標

賽（以下簡稱世錦賽）」國手資格，遭遇到

號稱陸軍最強的選手，當時未有十足把握的

侯教練找到該員，雲淡風輕地拍拍對手的肩

膀說道：「等一下換我們了！你好好加油！」

（註9）希冀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或

許是因為這個舉動的關係，對手前兩回合的

表現與平時有著天壤之別，反觀侯教練則是

發揮的淋漓盡致、行雲流水，打得對手毫無

招架之力。然而，接近賽末時，侯緯星嘴唇

不小心受到對手的攻擊，雖然未造成太大傷

害，但卻意外的血流不止，裁判見狀僅能暫停

比賽，先將侯教練送醫治療，本應施打麻醉藥

再進行縫合的手術，因為侯緯星擔心延誤比

賽，隨即請求醫師直接縫合不需要麻醉，縫

合完畢後，侯緯星旋即返回賽場，並順利奪下

國手代表權。對於當時未打麻醉藥的決定，侯

教練表示：「當時雖然會痛，但我們大痛都

熬過來了，這小痛算什麼！」（註10）這裡

所指的大痛，即是在莒拳班中大大小小的鍛

鍊。由此窺知，莒拳班不僅在身體層面精實

訓練；在精神層面亦嚴格要求，充分體現出

海軍陸戰隊「不怕苦、不怕死、不怕難」的

核心精神。

註7	 金基洞，為莒拳班初期額外加派的兩名教官中之

一，侯緯星，《海軍陸戰隊莒拳班應屆畢業校友

紀念冊》，未出版，28。

註8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9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10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圖5　第二屆世錦賽，侯緯星教練（右四者）與國家隊成員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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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順利獲得世錦賽國手資格的

侯緯星教練，於第二屆世錦賽首戰時遭遇韓

國選手，當時對手一出場即受到全場歡呼，

此時侯教練發現當時韓國總理「金鍾泌」也

在旁為地主選手加油。場外各國代表隊與觀

眾本以為侯教練在該役中會無力招架，結果

反而是韓國選手被侯緯星打得無力還手，可

是最後卻判為平手，需要加賽，結果侯緯星

教練於PK賽中，因前三回合奮力進攻導致最

後一回合體力不支，最終被韓國選手擊敗。   

（註11）但是雖然比賽輸了，卻贏得全場的

歡呼，對此侯教練回想起當時的場景，仍忿

忿不平的說道：

雖然我們知道明明會輸，但是後來贏

了卻被判輸，心情還是會不悅，而我

一離場，場上都在喊：「China NO.1

！China NO.1！China NO.1！」這其

實就代表觀眾知道我們是贏的，但是

被黑掉的。（註12） 

雖然侯緯星教練最終敗於韓國選手，但

由現場的反應來看，或許侯教練才是真正的

贏家。

1977年，短暫轉任教官之後，侯教練忽

然閃過欲再度角逐世錦賽的舞台，然而擔任

教官這段時間公務繁重導致訓練時間減少，

同時體重也上升。考慮到體重的問題，侯教

練幾經權衡後，決定降至58公斤雛量級，但

是需要與當時軍中公認最強的黃春明一同爭

奪國手名額。不過，雖重返路途艱辛，但是

圖6　侯緯星教練（右五者）於第三屆世錦賽中與隊員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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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教練依然過關斬將打敗黃氏，順利獲得前

往第三屆世錦賽的資格。世錦賽上，侯緯星

氣勢驚人，連續擊敗象牙海岸、迦納、美

國、墨西哥4國選手，最終遭遇韓國選手金容

基，侯教練回憶起當時決賽的情況說道：

前面一、二回合我贏很多，最後一回

合，我打到他的頭部，擊倒了韓國的

對手，在裁判讀秒到十的時候他剛好

爬起來，那時候想對手一定變弱了，

結果我衝過去，他一個旋踢再一個跳

後踢連續得兩分，然後我就親自學到

了，這是他的戰術運用，假裝弱之後

對手會亂衝，亂衝後就會破綻百出，

然後時間剩30秒，大勢已去。（註13

） 

本來懷抱奪金夢的侯教練，被韓國選手

的這兩腳徹底踢碎，最後則以銀牌收場。雖

然侯教練失去了金牌，卻在比賽中體悟到「

兵不厭詐」的道理，間接影響日後教導學生

如何謹慎應戰的方法與對策。

三、執教時期

1979年，侯緯星完成戍守邊疆——烏坵

的磨練後，奉命返臺接任莒拳班副主任，同

時正逢教育部欲培訓優秀運動教練赴海外，

故在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以下簡稱跆協）

的推薦下，侯教練順利獲得教育部赴外教練

資格，準備前往跆拳道的發源地——韓國接

受半年的培訓。（註14） 

圖7　侯緯星教練結業時與李奎衍師聖之合影。

註11	 中央社，〈世界盃跆拳賽在韓揭幕	 我大部選手今

出場	 首日羽量級侯緯星失利〉，《中國時報》

，1975.08.30，03版。

註12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13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4月28日。

註14	 1979年選送十五名運動教練至海外進修，侯緯星

教練代表臺灣至韓國進修。〈十五運動教練	 派

往國外進修〉，《聯合報》，1979.04.26，08版。				

〈出國受訓教練複審	 廿四單項教練獲選〉，《民

生報》，1979.02.08，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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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侯緯星至韓國進修跆拳道師範

時，在因緣際會下拜入素有跆拳道師聖稱號

之韓國國技院院長「李奎衍」的門下苦修。

由於當時李奎衍正好擔任韓國跆拳道示範隊

總教練，所以便讓侯緯星一同參與隊內小學

生訓練課程，經此見習、磨練後，不僅使得

侯教練改變對嚴格的定義外，同時亦藉此匡

正自己在臺灣訓練時的缺失，進一步促使返

臺後對莒拳班課程與訓練上的整體重新規劃

改造。

1982年，侯教練受跆協朱秘書長推薦，

首次出任第五屆世錦賽總教練，率領十位選

手前往厄瓜多參賽。（註15）在搭機前往參

賽途中，侯緯星因深怕路途奔波影響實力，

便靈機一動嘗試其他教練未曾做過的訓練方

式，對此侯教練憶到：

他們以為去厄瓜多路上可以休息，就

在轉機的時候玩撲克牌等等，我那時

候，就全部集合到一個角落，開始訓

練。踢啊！殺啊！引起很多人的圍

觀，但是都沒人來干涉，我們就這樣

訓練維持一些戰力。一般教練不可能

這樣，也不敢這樣，我們到下一站

時，也是訓練，不管在飯店裡面還是

利用停車場跟走道，就是在那邊踢踢

打打的。（註16） 

侯教練此舉雖然讓隊員訝異，且引起外

國旅客注意，但最終使得中華隊獲得1銀1銅

團體第八名的成績，對於首次帶領中華隊的

侯教練來說，應該可算是初戰告捷，而此役

也揭開侯教練日後帶領中華隊南征北討二十

六年的序幕。（註17） 

圖8　侯緯星教練（左四者）赴厄瓜多時與隊職員之合影。

444



扭轉乾坤勇奪佳績的跆拳福將 --- 侯緯星

1988年，侯緯星與韓籍教練韓裕根一

同指導漢城奧運培訓隊，在選拔選手結束

後，發現國軍隊選手比起出自左營訓練中心      

（按：現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

下簡稱左訓中心）的選手還多，造成男子隊

教練由誰擔任的問題，最終跆協決定讓侯緯

星與鐘登懋兩人，一同率領中華隊出征第八

屆「亞洲跆拳道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錦賽）

」，待亞錦賽成績出爐再決定人選，出乎意

料地共獲得1面金牌、9面銀牌、5面銅牌，

並勇奪團體亞軍。（註18）有鑒於此次的佳

績，跆協決定以原班人馬挑戰1988年奧運，

所幸這次漢城奧運不負眾望，在跆拳道示範

賽由陳怡安與秦玉芳各摘1金，吳聰哲、陳君

鳳、白允瑤也錦上添花的為臺灣各踢下1面銅

牌，共坐收2金3銅。（註19）為何能獲此佳

績，據當時曾參加選拔賽李佳融（臺灣師範

大運動競技學系教授），（註20）以及奪得

銅牌的吳聰哲至今仍記憶深刻的分別表示：

侯教練訓練時充滿軍人的霸氣與威

嚴。另外，教練擅長運用假動作誘使

對手進攻，使自己能朝空隙反擊。值

得一提的是，侯教練更把孫子兵法的

思想運用在跆拳道上。（註21） 

侯教練是我的恩師，我在國家隊時承

蒙他的照顧，而且他會為選手放下身

段，聆聽學生的想法。當時要比奧運

時，我剛好受傷，很無助的時候，他

卻願意跟我聊很多事情。另外，許多

教練都僅有外在成績的表現，但侯教

練卻能讓我內在提升，內心的想法，

能瞭解我缺少什麼。（註22） 

經由上述兩則的回憶，可窺知侯教練雖

不時散發軍人威嚴的性格，但在其融入孫子

兵法的獨特訓練方式，以及擁有願意傾聽關

懷選手的特質下，終使選手能在競技場上發

揮實力、出奇制勝。

另外，在此特別補充一則有關侯教練的

事蹟，1997年《中國時報》以〈不惜摘掉上

校軍銜帶子弟兵遠征香港〉為題進行以下報

導：

經過長久考慮，終於忍痛在45歲英年

脫下軍裝，於今年5月辦理提前退役

拔下肩上三顆梅花，以便能順利領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土地上，

率子弟兵打出佳績，為國爭光。（註

23） 

註15	 〈參加第五屆世界杯錦標賽	 中華跆拳隊昨晚登

程〉，《民生報》，1982.02.18，02版。

註16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5月19日。訪

問人為施仕倫，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博士生。

註17	 〈 跆 拳 代 表 隊 自 厄 返 國 〉 ， 《 民 生 報 》

，1982.03.06，02版。

註18	 宮泰順，〈亞洲杯跆拳賽閉幕	 	最後一踢	 	中華隊		

再添2銀3銅		黃耀漢		鼻樑被踢了一記	15獎牌		猛將

團體稱亞軍〉，《民生報》，1988.03.26，04版。

註19	 〈中華健兒表現優異	 	總統欣慰致意嘉勉〉，《聯

合報》，1988.09.21，07版。

註20	 有關李佳融教授之生平可參閱臺北縣政府體育處

體育文化生活館，〈臺北縣體育人物誌〉，<http://

tbc.media-net.com.tw/big5/peo_03info.asp?id=24#>

，2020.09.20	檢索。

註21	 李佳融，電訪，2018年10月16日。訪問人為施仕

倫，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博士生。

註22	 吳聰哲，電訪，2018年10月30日。訪問人為施仕

倫，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博士生

註23	 魏冠中，〈不惜摘掉上校軍銜	 	 帶子弟兵遠征香

港	 	選手爭氣	 	侯緯星眼泛淚光〉，《中國時報》

，1997.11.25，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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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當時香港已回歸中華人民共

和國，而因侯教練礙於軍職身份可能無法率

隊赴港參加世錦賽，致使侯緯星必須在戎裝

與道服之間抉擇，最終在多方考量下，決定

辦理提前退伍。當然，麾下選手也不讓侯教

練失望，以2金2銀5銅的佳績回報侯緯星對於

臺灣跆拳道的付出。

在褪去戎裝後，侯教練更能專心一意

於跆拳競技，接著也陸陸續續帶領中華隊選

手，征戰奧運、世錦賽、世界盃跆拳道錦標

賽（以下簡稱世界盃）、亞錦賽、亞洲運動

會（以下簡稱亞運會）、東亞運動會（以下

簡稱東亞運）等國際賽事，每次出征均能保

持獎牌入袋的輝煌佳績。至2007年時，因選

手於世錦賽表現甚佳，致使驕兵心態油然而

生，自信滿滿。再加上，外界時常逾越總教

練對選手進行干預，最終導致2008年奧運比

賽結果不盡理想，僅剩2銅入袋，為此侯教

練不得不承擔一切，引咎辭職，返回基層耕

耘。（註24）

參、成就與貢獻

一、屢出奇招戰績輝煌的莒拳班主任

1980年，侯緯星升任莒拳班副主任，恰

巧碰上南非總理來訪，總理因對莒拳班的表

現非常驚艷，旋即邀請莒拳班至南非巡迴表

演。（註25）侯教練便率領莒拳班隊員，偕

圖9　侯緯星教練（右著衣者）率領莒拳班於甲板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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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海軍官校畢業生至南非敦睦遠航。而獨具

慧眼的侯教練，在此次遠航中，又做出特別

的決定，讓海軍官兵不可置信。侯教練對此

次遠航回憶道：

有一天我去巡視我的隊員，我就去看

他們睡得地方，都是睡吊床，大家吐

得半死，一進去就很臭、很想吐。我

那時候當即決定出操，就是等海面稍

微平靜的時候，我們全部到甲板上出

操，海軍官兵一看，哪有在這邊出操

的，一開始還說不可以，然後我就

說：「不行啊！我的學員們吐成這

樣，我們需要練習，如果一個月沒練

習的話，到南非可能技術就退步了。

」結果我們真的在船上邊晃邊打正

拳、前踢和一些演練的動作。結果後

來只有莒拳班的學生沒有吐和暈船，

最後造成海軍他們也跟著一起做運

動，艦長還跟我說莒拳班帶動了船上

的運動風氣呢！（註26） 

侯教練每次的決定總是讓人出乎意料又

刮目相看，獨特的方式，不僅展現在領導莒

拳班上，亦常出現於國家隊中，或許與侯教

練篤信孫子兵法有些許關係。

圖10　侯緯星教練因為莒拳班獲團體冠軍，陸戰隊司令旋即於國軍運動大會上頒發獎章。

註24	 馬鈺龍，〈跆拳世錦賽	 	 崔方璇奪銅	 	 中華隊殿

軍〉，《聯合報》，2007.05.23，D8版。黃邱倫，

〈《北京奧運》神鵰俠侶落難	 	中華金喜落空〉，

《中國時報》，2008.08.21，A08版。

註25	 〈波塔總理抵中南部	 	訪我海空基地	 	對國軍精良

戰技留下深刻印象	 	定今晚乘專機離華賦歸〉，		

《聯合報》，1980.10.17，02版。

註26	 侯緯星，面訪，侯教練住家，2017年5月09日。訪

問人為金湘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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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本來一直在軍中與中華隊兩

頭指導跆拳道的侯緯星，突受陸戰隊司令命

令，奉命調回任莒拳班主任一職，同時要求

侯教練要率領莒拳班在國軍體能戰技運動大

會（以下簡稱國軍運動大會）上再創佳績，

當時侯教練頂著長官祭出連坐罰的壓力與支

持，規劃出許多策略與計謀，例如：針對敵

方選手進行情報蒐集、挑選陪練員讓選手進

行模擬訓練、培養良好的裁判關係促使裁判

公平裁斷等方式，最終克服萬難順利帶領莒

拳班於國軍運動大會完成三連霸的偉業，且

這三次的團隊積分都讓團體第二的部隊望塵

莫及。直至今日，由侯教練所創下之輝煌成

就，仍流傳於莒拳班中，無人能及。

二、孕育無數臺灣跆拳道好手的教練

自1982年開始，侯緯星陸陸續續曾擔

任中華隊教練，並歷經奧運、世錦賽、世界

盃、亞錦賽、亞運會、東亞運等國際賽事，

指導過無數知名的選手，例如：王怡嫻、白

允瑤、朱木炎、吳燕妮、吳聰哲、宋玉麒、

紀淑如、秦玉芳、陳怡安、陳詩欣、童雅

琳、黃志雄、楊淑君、羅月英、蘇麗文（按

照姓氏筆畫排列）等選手（註27）均曾受過

侯教練嚴格的磨練。此外，侯教練雖未任雅

典奧運總教練一職，但是該役的幾位選手對

於侯教練的曾經指導都是滿懷感恩。例如：

雅典奧運金牌陳詩欣曾在賀卡中表示：「能

圖11　侯緯星教練於北京奧運時與（左起）楊淑君、朱木炎、宋玉麒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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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今天的成就，也屬於您的」（註28）；雅

典奧運銀牌黃志雄也曾於新年賀卡中提及：

「感謝您這麼多年來對志雄的鼓勵與教導，

藉此佳節向您與師母敬致無限祝福。」（註

29）相信透過這兩則祝福，應能隱約窺探

出，侯教練對於臺灣跆拳道界的貢獻與付

出，當時若缺乏侯教練於歷次國際競賽的辛

勤耕耘與實戰經驗的積累，中華隊又如何能

在日後的賽事中開花結果。再者，現任中國

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系助理教授亦是北

京奧運銅牌選手的宋玉麒表示：

侯教練為人很正直，對自己以及學生

的要求都很嚴格，雖然有時領導比較

強勢，但是卻非常關心學生。另外，

侯教練做人處事有原則，也很正向、

積極。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侯教練很

愛國，對於臺灣跆拳道有個精神與使

命要去守護臺灣跆拳道。最後我很感

謝他對我的支持，不僅在訓練上、心

理上都很相信我、支持我，造就我在

奧運上的成就。（註30） 

由該則訪談內容可得知，侯教練愛國、

嚴格、正直的個性與關懷選手心理變化的舉

動與獨特的領導技巧，已經深深烙印在每

個受過他指導的學生心中。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2008年時《聯合報》特別以〈福將出兵  

侯緯星瞄準金牌〉為題，針對侯教練多年帶

領中華隊的狀況進行分析報導：

中華跆拳道總教練侯緯星能不能帶領

全隊用金牌「反攻大陸」？能不能延

續「福將」美號，為士氣低迷的代表

團帶來佳音？侯緯星帶兵，中華隊戰

績一向不差，1997年世界錦標賽在

香港舉行，侯緯星帶領紀淑如、黃

志雄摘下雙金，創下中華隊最佳戰

績……2002年釜山亞運，侯緯星再度

擔任總教頭，從南韓的手中硬搶下3面

金牌，當年的金牌選手黃志雄、陳詩

欣、王怡嫻成為風雲人物，侯緯星「

福將」名號不脛而走。（註31） 

換句話說，在侯緯星多年擔任教練的

生涯中，曾數次在中華跆拳道代表隊士氣低

落時，欣然接受跆協所賦予的任務，一肩扛

起中華隊總教練的職責，將士氣與競技表現

均跌落谷底的中華跆拳道代表隊重新拉至巔

峰，帶領選手扭轉乾坤勇奪佳績，故才會被

臺灣跆壇稱之為「福將」。簡言之，就侯緯

星將近半世紀對臺灣跆拳道發展的努力與付

出，已然獲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不僅是中華

隊的常勝「福將」，更是臺灣跆拳道界中不

可多得的重要推手。

註27	 侯緯星指導過的選手眾多族繁不及備載，同時礙

於篇幅與現今能蒐羅到之人物進行羅列，如未能

盡數羅列敬請見諒。

註28	 陳詩欣，〈新年賀卡（手稿）〉，（未出版）。

註29	 黃志雄，〈新年賀卡（手稿）〉，（未出版）。

註30	 宋玉麒，電訪，2018年10月25日。訪問人為施仕

倫，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博士生。

註31	 參閱馬鈺龍，〈福將出兵	 	 侯緯星瞄準金牌〉，		

《聯合報》，2008.08.16，A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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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總覽侯緯星教練一生，自小就展現出熱

愛武術的精神，因緣際會進入軍旅，同時，

也意外的與跆拳道結緣，藉此揭開為跆拳道

奉獻一生的序幕。進入莒拳班後的侯教練，

展現出堅強的毅力與不服輸的精神，終於奪

得國手資格，順利代表臺灣征戰世錦賽，並

經歷以陸戰隊選手為國家隊為主體的時代，

最後以世錦賽告別選手生涯。此後，侯緯星

教練受教育部遴選為遠赴韓國修習的優秀運

動教練人選，返臺後開始執掌教鞭，適逢部

分邦交國均對此戰技有興趣，便開始派遣學

員學習與要求莒拳班派遣人員，侯教練因此

教導過不少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等友邦的學

員。同時於該時期接下侯教練生涯中首次國

家隊教練的職位，吹響帶領中華隊二十六年

來四處征戰的號角。

中華隊於侯教練帶領下參與奧運、世錦

賽、世界盃、亞錦賽、亞運會等國際賽事的

這段期間，每役必奪牌，戰功彪炳，甚至曾

因為成績耀眼被李登輝、陳水扁總統接見表

揚。特別是，每遇臨危授命擔任總教練時，

常有力挽狂瀾、扭轉乾坤之出乎意料的表

現，不僅使中華隊在國際賽事中捷報頻傳，

同時也為自己贏得臺灣跆拳道界「福將」之

稱號。

現今，侯教練由跆壇退役返回基層耕

耘，但在位與否都無法消減他對於跆拳道的

熱情，年近古稀的侯緯星至今仍為跆拳道摩

頂放腫，近幾年不僅在臺灣四處講課傳授其

所體悟到的教練秘訣與技巧外，亦受到中國

大陸許多道館的邀請，足跡遍布廣東、浙

江、福建、四川等省分。甚至於2015年創立

「高雄市跆拳道運動競技協會」，開始在高

雄市辦理大大小小的比賽，為求臺灣跆拳道

技術更上一層樓，其目的不外乎透過身體力

行實踐其恩師金基洞教練賦予之「發揚跆拳

道的精神，提高人們生活質量」（註32）的

終生使命。

註32	 參閱金基洞，〈題字（手稿）〉，（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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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侯緯星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侯緯星生涯概述
西元 民國

1953 42
11月26日，出生於南投縣，為侯贊康之長子（父：侯贊康，母：簡月春）『實際時間為10月26日，因當時臺灣

民俗風氣晚報戶口影響』。

1959 48 6 就讀南投縣立車埕國民小學大觀分校。

1961 50 8 三年級轉至彰化縣立湖南國民小學。

1964 53 11 六年級轉至臺中市立烏日國民小學。

1965 54 12 考取臺中市立第三初級中學（現為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1968 57 15 報考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

1970 59 17 報考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軍官班。

1972 61 19 申請莒拳班受訓。

1973 62 20

入選陸戰隊跆拳代表隊。

參加國軍運動大會贏得輕量級冠軍。

5月25日，晉升中尉。

1974 63 21
跆拳道國手選拔獲冠軍，當選國家代表隊選手。

4月6日，以第一名於莒拳高級班第七期畢業。

1975 64 22
當選國家代表隊，並蟬聯三次國軍運動大會輕量級冠軍。

9月2日，第二屆世錦賽獲團體第二名。

1976 65 23
擔任約旦王國至臺訓練之越遠班指導教練。

6月，擔任中韓四強邀請賽陸戰隊教練。

1977 66 24
9月17日前往芝加哥參加第三屆世錦賽，榮獲銀牌。

12月，赴烏坵前線擔任連長。

1978 67 25 12月，由烏坵前線返臺。

1979 68 26
擔任莒拳班副主任。

6月30日獲得教育部獎學金赴韓國培訓半年。

1980 69 27

晉升少校。

3月8日，獲國際跆拳道指導證。

4月10日，獲得韓國國技院國際教練修了證。

9月10日，取得跆拳道公認壹級裁判證。

12月，至沙烏地阿拉伯擔任禁衛軍跆拳道教官。

1981 70 28 5月9日，率莒拳班隨敦睦艦隊遠航至南非表演。

1982 71 29

1月20日，長女侯雅菁出生。

2月24日，首次擔任國家隊總教練，赴厄瓜多參加第五屆世錦賽，榮獲團體第八名。

9月9日，因象牙海岸非洲盃跆拳道錦標賽中華隊獲團體亞軍，獲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頒三等一級體協獎章。

10月16日，與羅玉芬女士結婚。

1983 72 30

接任副營長。

7月12日，取得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12月24日，以第三名成績於陸軍兵工學校正規班第六十七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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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74 32

國軍跆拳隊成立獲聘總教練。

1月1日，晉升中校，調任陸戰隊學校以少校身分佔任小部隊戰術組中校教官。

7月，任第二學生大隊大隊長。

1987 76 34
擔任國家代表隊管理兼教練，赴芬蘭參加第二屆世界盃，獲團體第二名。

8月28日，參加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第一期國家級運動教練講習。

1988 77 35

擔任國家男子代表隊總教練，3月23-25日赴尼泊爾參加亞錦賽獲七面獎牌。

奧運結束回臺，擔任莒拳班主任，並於1989-1991年連續奪得國軍運動會團體冠軍。

10月2日，因指導第二十四屆漢城奧運有方，獲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頒獎牌。

11月，因擔任1988年奧運跆拳國家隊教練績效卓著，獲頒特技二等獎。

1989 78 36

1月23日，因指導1988年漢城奧運跆拳道表演賽中華隊獲乙級第三名，獲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頒一等三級體協

獎章。

3月29日，指導陸戰隊代表隊於國軍運動會獲4面金牌。

4月，因負責莒拳隊訓練著有成績獲頒一星陸戰獎章。

6月17日，獲石曉洋體育基金會選拔為78年度國家級傑出教練。

8月24日，當選78年莒光楷模、莒光連隊長。

1990 79 37

3月29日，帶領陸戰隊代表隊於國軍運動會獲5面金牌。

6月，因擔任莒拳隊總教練連續兩年榮獲國家團體冠軍表現優異，獲頒二星陸戰獎章。

8月31日，當選79年莒光楷模。

1991 80 38 3月29日，帶領陸戰隊代表隊於國軍運動會獲6面金牌。

1994 83 41

晉升上校。

9月，獲頒海績獎章。

9月27日，參加83年第十九屆全國中正盃錦標賽，榮獲社會男子組團體冠軍。

1995 84 42

5月10日，獲聘2000年奧運會培訓隊執行教練。

3月30日，取得國家跆拳道七段證。

8月5日，取得國際跆拳道七段證。

9月9日，因指導1994年世界盃跆拳道錦標賽中華隊何明雄選手，榮獲男子組中量級第三名，特頒二等三級國光

體育獎章。

11月1日，獲聘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訓練委員會委員。

11月17日，擔任1995年男子第十二屆女子第五屆世標賽國家隊執行教練，並帶領國家代表隊赴菲律賓參賽，獲

團體第二名。

1996 85 43
擔任國家代表隊總教練，赴巴西參加世界盃，獲5面金牌，返國後榮獲李登輝總統召見。

6月14-16日，率隊赴墨爾本參加第十二屆亞錦賽。

1997 86 44

擔任國家隊執行教練，11月率隊赴香港參加世錦賽，獲2面金牌。

1月9-10日，率隊赴開羅參加第一屆金字塔跆拳道錦標賽。

5月，韓國釜山舉辦第二屆東亞運動會。

8月1日，於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退伍。

年代（年）
年齡 侯緯星生涯概述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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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87 45

5月6日，率隊至德國辛德爾芬根參加第九屆世界盃。

5月15-17日，率隊赴越南參加第十三屆亞錦賽。

12月2日，因指導1996年世錦賽中華隊姚景富選手，獲男子組乙量級第一名，獲頒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12月2日，因指導1996年第十二屆亞錦賽中華隊湯惠雯選手，獲女子組雛量級第一名，獲頒三等一級國光體育

獎章。

12月6-20日，擔任國家隊執行教練，參加曼谷亞運，獲3面金牌1面銀牌3面銅牌。

1999 88 46

7月21日，擔任2000年亞洲區資格賽暨長期培訓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8月2日，因指導1998年第十三屆亞洲運動會中華隊宋承憲選手，獲男子組輕量級第二名，獲頒二等一級國光體

育獎章。

10月20日，因指導1997年世錦賽中華隊黃志雄選手，獲男子組雛量級第一名，獲頒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2000 89 47
3月6日，獲聘2000年法國世界盃暨第十四屆亞錦賽中華代表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7月31日，獲聘亞洲區資格賽暨長期培訓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2001 90 48

2月15日，獲聘2001年世界盃暨東亞運跆拳道錦標賽仲裁委員。

3月27日，獲聘2001年東亞運跆拳道中華代表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4月6日，獲聘2001年東亞運暨世界盃跆拳道錦標賽總教練。

5月19日，擔任總教練，率隊至大阪參加第三屆東亞運動會。

5月31日至6月3日，擔任國家隊總教練，率隊赴越南參加世界盃，獲2面金牌。

2002 91 49
4月20日，獲聘2002年第十五屆約旦安曼亞錦賽總教練。

9月擔任釜山亞運國家隊總教練，獲3金4銀，為歷年亞運最佳成績。

2003 92 50

擔任高雄市跆拳道委員會主任委員。

7月8日，獲聘2004年奧運培訓隊暨世錦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9月6日，取得國際跆拳道八段證。

12月23日，第28屆全國中正盃跆拳道錦標賽仲裁委員。

2004 93 51

擔任雅典奧運技術顧問，獲2金1銀。

11月2日，取得國際二級裁判證。

11月2日，參加國際裁判研討會。

2005 94 52 5月12日，擔任第三屆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中華隊男女代表隊選拔賽仲裁召集人。

2006 95 53 4月，擔任陸戰隊戰技總教練。

2007 96 54
5月18-22日，擔任國家隊總教練，率隊至北京參加世錦賽，獲1金2銀。同年再至英國曼徹斯特爭取奧運資格，

獲2面金牌。

2008 97 55
4月，擔任國家隊總教練，率隊參加亞錦賽，金、銀、銅牌各獲3面。

8月率隊參加北京奧運，獲2面銅牌。

2009 98 56
12月22日，因指導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華隊朱木炎、宋玉麒選手，榮獲58公斤以下級第三名、68公斤以下級第

三名，獲頒兩座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2010 99 57 擔任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常務理事。

年代（年）
年齡 侯緯星生涯概述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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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00 58

受聘新竹縣跆拳道菁英訓練中心主任。

擔任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常務理事。

發起中華民國跆拳道9段協會之創立並擔任秘書長。

3月1日，擔任2012年奧運培訓隊暨2011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男女表隊選拔賽大會仲裁委員。

3月31日，獲聘2012奧運世界區資格賽中華代表隊選拔賽大會仲裁召集人。

9月5日，獲聘2012年倫敦奧運會亞洲區資格賽中華代表隊選拔賽仲裁委員。

2012 101 59 12月1日，取得國際跆拳道九段證。

2015 104 62

擔任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常務理事。

3月15日，當選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副理事長

11月，榮任中國跆拳道高手會名譽會長。

11月29日，高雄市跆拳道運動競技協會創立並擔任理事長。

2016 105 63
擔任世界華人跆拳道聯合會總會長。

舉辦第一屆海峽盃跆拳道邀請賽。

2017 106 65 舉辦第二屆海峽盃跆拳道邀請賽。

2018 107 66

時常往返於中國大陸傳播跆拳道。2019 108 67

2020 109 68

年代（年）
年齡 侯緯星生涯概述

西元 民國

備    註：本表僅按可蒐集史料羅列，必有所闕漏。

資料來源：引自施仕倫，〈莒拳無名小卒到奧運國家教練：侯緯星之跆拳生涯征途（1953年～)〉，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

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2019，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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