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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周小婷，＜高雄民族技藝團體「順賢宮宋江陣」

永續經營策略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藝術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註2	 王學新，＜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

《國史館學術集刊》，14（臺北，2007）：103-

114。

壹、前言

臺灣的宋江陣起源於中國，但文化大革

命時期中國的宗教自由受到限制，任何跟宗

教有關之事物都被認為是舊思想、舊習慣、

舊文化與舊風俗應予以破除，宋江陣團體也

因此被迫解散，臺灣成為保留其陣型與操演

最完整的地方，臺灣的宋江陣在明清時期屬

農閒時期農村子弟的身體活動，具有強身健

體、團結村民、保衛家園、抵禦外辱之目的

性，是最具武術特色的活動，後隨時代變

遷，逐漸與地方民間信仰結合，成為神明出

巡的前導活動，扮演地方酬神娛人之角色，

也因此臺灣宋江陣具有體育、軍事與宗教等

特質；（註1）隨著時代潮流，政府對本土

文化益發重視，屢在各大地方廟會及活動出

現的宋江陣在2002年被交通部觀光局指定為

「臺灣地區十二大型地方節慶活動」之一，

國民教育司於「挑戰2008年：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之「深化中小學藝術與美學教育內

涵與效果一人一樂器、一校一樂團」六年計

劃中，也催生校園宋江陣社團的發展，2009

年文建會更將宋江陣列入國定文化資產；而

談到民間單位對宋江陣推廣之要角，莫不以

精通武術、宋江陣、白鶴陣的何國昭備受推

崇，何國昭出生醫師世家，自幼學習武術，

更在因緣際會之下開始接觸宋江陣，開啟他

教授、發展與研究宋江陣之緣，迄今已逾72

年，坊間各大報章媒體對何國昭之事蹟有許

多報導與紀錄，對何國昭的論述亦有黃名宏

所撰寫＜建興武館-何國昭＞、蔡俊宜、陳

耀宏的＜臺灣宋江陣國寶－何國昭＞、王美

霞出版《愛在陣頭：那些藝師．這些事》一

書其中一章＜以夢為鶴，舞青巾－何國昭＞

等，都以專文記錄下何國昭在武陣上傲人的

成就，本文將以上述文獻史料為基礎，對何

國昭本人、長期研究宋江陣並跟隨何國昭指

導宋江陣之黃名宏與第二代建興武館之弟子

方維豪進行訪談，以獲得口述史料，後將上

述文獻史料分析與詮釋，藉以呈現何國昭之

生平並論述其在武術與宋江陣發展之貢獻

貳、生平事略

一、家世與求學

何國昭，出生日治時期之醫師世家，其

祖父何天興與其父何大陣皆為醫師。日治時

期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認為:「為確立本

島統治之基礎，就必先講求對華南之政策。

」其以為華南與臺灣恰如一國，若要將日本

之勢力遍及中國全域，應對華南施以積極政

策，如建醫院、設學校、辦報紙等方式，可

使日本政府對華統治基礎牢固；（註2）而同

時期，中國民眾衛生觀念不佳、醫療水平與

公共衛生落後，日本政府以「醫療」為切入

點，希望藉此厚植其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與

先進國家的形象，因此，臺灣總督府成立中

日合作的財團法人－博愛會，此組織負責廣

東與福建地區之醫療事業，人事、設備與補

助金等則由總督府提供，1917年廈門博愛會

成立，隔年，廈門博愛會醫院正式營運，往

後數年福州、汕頭、廣州等地紛紛成立博愛

醫院，也因而創造了許多職缺，臺灣與中國

自古往來密切，中國更是許多臺灣漢人的故

鄉，語言及文化有許多共通之處，儘管馬關

條約後臺灣割讓予日本，民間仍保持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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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交流，總督府在中國推動博愛會後，許

多臺灣醫師也因此紛紛前往中國的博愛會醫

院任職，（註3）何大陣（註4）也趁此機會

前往廈門行醫尋求發展。適逢1920年陳獨秀

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而後時局

紛亂，上海民眾紛紛遠走他鄉，何大陣也而

認識來自上海的張春月，兩人共結連理並於

1924年農曆正月初二在廈門生下何國昭，早

期有晚報戶口之習俗，因此，何國昭身分證

上的出生日期為5月22日。（註5）

1937年中日爆發軍事衝突引發蘆溝橋

事變，日本帝國全面侵華，中國也正式對日

宣戰，中國東部大半領土陷入戰火之中，何

氏一家人也因此返台；儘管中國時局紛亂，

何大陣一家仍於一年後（1938年）重返廈門

行醫；何國昭被家人安排就讀廈門的旭瀛書

院，（註6）旭瀛書院分初等科6年及高等科

2年，均授予修身、國語（日語）、算術、

漢文、官話、地理、歷史、理科、圖畫、唱

歌、體操、裁縫等科目，（註7） 何國昭在

此書院就讀8年，待此學業結束後，何國昭前

往香港就讀香港現代中醫藥學院，並於1946

年參加廈門所舉辦的醫師臨時開業考試，有

感於學海無涯，求知若渴的何國昭儘管已取

得中醫師資格，更隻身前往日本就讀岩手醫

專攻讀西醫，受時局影響何國昭未能完成其

學業。1949年何國昭返台，選擇在故鄉臺南

安南區中洲寮（安和路5段和順國小附近）開

設中醫診所－建興診所，（註8）服務鄉里，

由於在異地成長，在校時期所使用的語言也

大都是日文，乍回臺灣的何國昭幾乎忘了如

何用臺灣話表達。（註9）

二、習武及其武學信念

何國昭之父何大陣除了是名醫師外，更

修習少林派太祖拳與羅漢拳，其母張春月則

拜師峨嵋，通曉峨嵋扇法，（註10）兩人因

何國昭體弱，在他十歲左右開始授其武藝，

期改善其體質。1938年何國昭跟著家人再度

前往廈門不久，認識了江湖賣藝的章寶春進

而拜師其門下，（註11）章寶春為廈門人，

武功修為深厚，已有武術基礎的何國昭甚得

其心，將自身所學之武術---終南派戰拳、

醉拳與龍化拳傾囊相授，劈腿、翻滾、練拳

成了何國昭的日常，對武學有極大興趣的何

國昭結合跟父母親所學的武術和章寶春的武

藝，於1949年返台後將之發揚光大；何國昭

自稱為武當終南派第二代傳人，其師章寶春

為第一代掌門人，（註12）章寶春曾向何國

昭提及門派之祖師為張三豐，張三豐在陝西

終南山拜師火龍真人，而後又得終南大俠-董

海公賞識，授其終南派武術，張三豐將自身

武學-終南武術、道家內功、太極、五行、八

卦…等融為一體，造就了武當派武術，雖然

武當派之武術後來名揚四海，但張三豐飲水

思源不忘其恩師終南山火龍真人教導之恩，

章寶春感念師祖張三豐尊師重道之情，並言

其「拜師火龍入終南，道成攜徒隱武當；創

造武當揚天下，難忘終南恩師情。」，（註

13）遂乃創武當終南派以紀念之。

對於練武的態度，何國昭認為:「練拳不

練功，到老一場空；練功不練拳，宛如舟無

櫓。」（註14）拳與功兩者對何國昭而言不



0 3 5

臺灣宋江陣國寶及師傅   何 國 昭

僅是鑽研武藝而且更要修神、養精與練氣，

唯有同步精進，才能達到拳功合一的境界，

否則徒練拳、不練功，到頭來徒勞無功；他

在＜國術教學＞一文中寫出武當終南派有一

拳母「四點金」之歌訣，給有意拜師武當終

南派習武練拳者:

拜師學藝需耐心，不恥下問求真髓，

初學入門基本步，不可忽略拳母經，

預備立樁需氣沉，向前拱禮請拳勢，

左右穿花身轉明，黃鶯落架雙星墬，

右腳進馬四六步，右掌上格往下切，

刁上勾中枝需明，左腳進馬步四六，

左掌上格往下切，刁上勾中枝需明，

前述動作重覆練，然後從右向後轉，

成為右前四六步，右格左右直衝拳，

左腳進馬四六步，左格右左直衝拳，

以上動作再一次，再次從右向後轉，

右格左右直衝拳，右腳拖退三腳虎，

左捺右壓氣如雷，順勢右踢向前衝，

右拳倒貫四六步，左右衝拳使勁力，

靈獅開口收拳勢，還原姿勢如立樁。

（註15）

註3	 陳立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

1945)＞，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2，24-29。

註4	 依據陳立航在其論文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

(1895-1945)所記載，當年前往廈門的臺灣醫師有一

人名為「何大俥」，曾在廈門經營勵進社民眾診

療所。

註5	 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訪問

人為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兼任副教授、黃怡玲，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助

理教授；蔡俊宜、陳耀宏，＜臺灣宋江陣國寶＞

，《臺南體育》，6（臺南市，2016）：33。

註6	 旭瀛書院創辦於1910年的廈門，其主要目標是教

育「臺灣籍民」之子弟。依據馬關條約後之規

定，「臺灣籍民」泛指定居臺灣及日本本土外之

臺灣人；旭瀛書院設初等科6年及高等科2年類似

今日的國小6年與國中2年。梁華璜，＜臺灣總督

府在福建省的教育設施-東瀛學堂與旭瀛書院＞，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1（臺南市，1984）：	

40。

註7	 王學新，＜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1895-1937＞，

《國史館學術集刊》，14（臺北，2007）：113-

114。

註8	 陳冠廷寫新庄仔新吉村開設中醫診所，黃名宏老

師寫安南區中洲寮；杜易軒於體育署體育文物數

位典藏受訪時亦以安南區中洲寮為中醫診所所在

地；蔡俊宜、陳耀宏於＜臺灣宋江陣國寶	 何國昭

＞一文註明地址為安和路5段和順國小附近，而安

和路5段之古名乃中洲寮，故本文採安南區中洲寮

之說法。

註9	 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

註10	 黃名宏，＜建興武館-何國昭＞，《西港仔刈香/一

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2017）:	 332-

336。

註11	 何國昭老師於體育署體育文物數位典藏受訪時口

述，其於光復後前往廈門拜師章寶春。訪談時與

黃名宏老師及何國昭老師其他弟子時確認何國

昭拜師章寶春門下應為盧溝橋事變後一年，1938

年。

註12	 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

註13	 何國昭，＜回憶吾師章寶春話武當＞，《醉拳練

習之研究》，	臺南：建興武館，2008，20-22。

註14	 何國昭，＜國術教學＞，《醉拳練習之研究》，	

臺南：建興武館，2008，25。

註15	 何國昭，＜國術教學＞，《醉拳練習之研究》，	

臺南：建興武館，2008，39。



0 3 6

圖1　示範武當終南派拳母「四點金」分解動作：左腳進馬步四六，左格右左直衝拳，以上動作再一次，

再次從右向後轉，右格左右直衝拳，右腳拖退三腳虎，左捺右壓氣如雷，順勢右踢向前衝，右拳倒

貫四六步，左右衝拳使勁力。（照片來源：醉拳練習之研究，黃怡玲翻拍）

圖2　示範峨嵋扇法：出扇攻擊向前衝，敗馬跳退扇擺前，獨立右踢身轉正

（照片來源：醉拳練習之研究，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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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於中國，但又接受日本教育的何國

昭對武學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說起日本教

育有一門重要的科目-修身，是以孔子學說為

基礎，「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

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

段話教導學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此外，

何國昭亦強調日本教育教導學生應為人正直

並多行善事，大家亦被灌輸要忠於國家、要

有義氣之精神，（註16）也因此何國昭以此

為基礎，提出他個人對「武德」的看法，在

其「論武德精神」一文提到:「武者，是為維

持正義，非挾強勢以凌弱；德者，正直的行

為，善良的品性；精者，人的靈氣；神者，

內心的態度。」，對何國昭而言，「武德」

是武術的支柱與靈魂，是實踐於生活中的人

生原則，需親力親為、身體力行，非抽象的

道德觀念，因「武德」需親身實踐，在實踐

的過程中難免受到各方影響，故須以「忠

義」二字規範武德，蓋「忠者，忠於國家；

義者，合乎禮儀」，唯有以道義為根、禮儀

為本、武術為用且對國家盡忠之人，方能為

優秀的武學家；此外，「崇尚武德、明辨是

非」是習武者應有的內涵，習武者若不能明

辨是非對錯，空有一身武藝，亦容易流於莽

夫，何國昭舉少林與武當兩派之戒條及規範

為例，拜師少林門下須以尊師重道、孝悌為

先、苦練功夫、體德先賢為要；而心險、好

鬥、狂酒、輕露者之徒不能入武當，不論是

北少林或南武當皆重視練武之人的德行，   

（註17）故「尊師重道、孝悌為先、以德感

人、以武會友」成為他對他門下弟子耳提面

命的金句，他亦盼跟隨他的子弟能了解習武

術現今是用以強身健體、修身養性，而非用

於打架鬥毆，也因何國昭對弟子武德的要

求，許多家庭支持自家小孩來到何國昭門下

學習武藝。（註18）

註16	 何國昭，面訪，何國昭府上，2019年5月18日。訪

問人陳冠廷、洪正雄，紀錄者陳冠廷、洪正雄、

馮紹堯，皆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註17	 何國昭，＜論武德精神＞，《醉拳練習之研究》

，	臺南：建興武館，2008，23-24。

註18	 方維豪，line訪談，2021年6月4日。訪問人為黃怡

玲。

圖3　民生報以「老醫師打醉拳為題 帥!」介紹當時已71歲

的何國昭（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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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武術到宋江陣

1949年時逢三年一科的臺南縣慶安宮

西港仔己丑香科（註19），各廟宇分組宋江

陣、白鶴陣、金獅陣、宋江獅陣參加刈香，

時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慶安宮決定

亦啟建「刀兵醮典」，期撫慰戰死沙場之將

士與死於非命之老百姓（註20），新庄仔的

保安宮躬逢其盛，亦組宋江陣參與祭典，有

地緣關係又具武學基礎的何國昭一邊教導宋

江陣成員拳術、一邊學習宋江陣。因所學之

拳法脈絡與新吉村宋江陣（註21）第一代師

傅陳老等相似而頗受其賞識，在一開始「人不

親、拳親」的狀況下，陳老等外出教授拳法及

宋江陣時都會帶何國昭一起前往（註22），就

在這樣的機緣下邊學邊練，何國昭在一段時

間的鑽研後也學會了陣法排練、宋江陣兵器

與兵器對打；對武學頗有興趣的何國昭又與

陳番江學習八卦陣陣法，番江師的八卦陣法

有三十二人的後天八卦與八門金鎖陣，還有

三十六人的先天八卦三十六天罡；除了跟陳

老等與陳番將習宋江陣及八卦陣法外，因緣

際會下何國昭又結識西港鄉檨林村宋江陣第

二代教練謝龍蟬(人稱水茂師)，與之共同研

究宋江陣由來及陣式，（註23）他認為宋江

陣是臺灣眾多陣頭當中為數最多且最具宗教

色彩的武術陣頭，其來源是大陸泉州漳州一

代之少林武學家模仿「宋江戲」演變而來，

清代時盛行於臺灣嘉南平原以南之地區，在

農業時期，這些陣頭附屬於寺廟中，神明出

巡時成為駕前陣頭，平時村落內，因其具武

術性質亦成為「內為治安、外禦盜匪」之重

要組織，在陣式部分，宋江陣是融合拳術、

兵器、陣法以及行軍混合軍用之武術藝陣，

其陣藝緣由除前述所提跟水滸傳之宋江戲有

關外，另還可能取自於孫子兵法的「五花

陣」、鬼谷子學問「二曰兵學；六韜三路，

變化無常，佈陣行軍，鬼神難測」、戚繼光

的「藤牌舞」或「鴛鴦陣」、鄭成功的「藤

牌兵」或「五花操兵法」、水滸傳宋江攻城

之武陣等五種。（註24）

對曾學習各家拳派的何國昭而言，宋江

陣並不僅僅是宗教信仰下的附屬團體，更是

具有傳統的武術組織，不論其動作、架勢、

兵器對打、各種兵器與拳術的表演等均與武

術動作息息相關，是故要練好宋江陣，需奠

基於武術基礎上，才能避免「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之憾；此外，因各方鄉土民情之

異與師承體系之別，各地宋江陣之陣勢亦會

有所不同，高雄地區之宋江陣著重吹口哨或

哨子助其威，而臺南地區之宋江陣則以壯聲

吶喊長其勢，何國昭以為應「隨風入俗」、

「廣結善緣」、「不可閉門造車」，且「取

長補短」、「精益求精」才能深入了解宋江

陣。（註25）

註19	 西港慶安宮的刈香，俗稱「西港仔香」或「西港

仔刈香」，起源於乾隆49年（1784），超過220

年歷史，三年一科未曾間斷，繞巡香境擴及96村

鄉，成為「臺灣第一大香」，繞境時有許多來自

各村庄自組的陣頭參與其中，各陣頭因師承體系

及交陪淵源等形成紅腳巾、黃腳巾、青腳巾和綠

腳巾等4種體系，此亦為「西港仔香」之特色;除臺

灣第一香-西港香外，亦有學甲香、麻豆香、佳里

香、安定香與土城仔香，上述六個刈香實體合稱

「南瀛六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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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大成體育報以「76歲總教頭劈腿、翻滾

ㄅㄧㄤˋ過年輕人」介紹何國昭（照片

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圖4　持雙斧展現宋江陣勢（照片來源：

陳家豪拍攝、陳麗娥提供）

註20	 日本在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將士戰死沙場、

百姓死於非命，引發傷亡無數，因此西港慶安

宮於民國38年己丑 香科時舉辦刀兵醮典，不

分國籍與種族，期能引導亡魂前往西方極樂淨

土。臺灣第一香-西港慶安宮-國定民俗•西港

刈香，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feng1101/

posts/1589943314448719/，2021.07.05檢索。

註21	 日本在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將士戰死沙場、

百姓死於非命，引發傷亡無數，因此西港慶安

宮於民國38年己丑	 香科時舉辦刀兵醮典，不

分國籍與種族，期能引導亡魂前往西方極樂淨

土。臺灣第一香-西港慶安宮-國定民俗•西港

刈香，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feng1101/

posts/1589943314448719/，2021.07.05檢索。

註22	 據黃名宏表示：「何國昭亦曾跟唐山來的師傅學

習拳術，因此套拳術套路與陳老等所學相近，故

陳老等對何國昭傾囊相授教其宋江陣。」早期的

臺灣為移民社會，為了討生活亦常有「以拳換

拳」、「以拳換金」等求取生活之形式出現。黃

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

註23	 黃名宏，＜建興武館-何國昭＞，《西港仔刈香/一

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2017）:	 332-

336。

註24	 何國昭，＜薪火相傳話宋江＞，臺南：建興武

館。

註25	 何國昭，面訪，何國昭府上，2020年8月26日。訪

問人為陳麗娥、黃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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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成就及貢獻

一、創新宋江陣新招式-空手連環

早期西港香境宋江陣系統的武陣主要以

兵器連環對打為主，「空手對打」相較於兵

器對打來的單調，新庄仔保安宮宋江陣屬於

西港仔香宋江陣一支，在何國昭任拳術師傅

之前，該宋江陣亦是以「兵器連環」為主，

（註26）然而邊學邊練宋江陣的何國昭開始

對武陣有自己的見解，他以自身學習宋江陣

陣法與陣式的心得融合武當戰拳，發展出獨

有的宋江陣展演模式－空手連環對打，不同

於兵器連環的橫向行進，空手連環對打以縱

向行進，兩兩成對對打後，由另一人輪替接

續對打，招式變化萬千，（註27）何國昭初

時教予參加宋江陣的8名何姓族人排練，初次

上場演出便一鳴驚人，更成為新庄仔保安宮

宋江陣之賣點，這樣的創新內容在各個宋江

陣傳開，空手連環對打也在1952年以後逐漸

取代兵器連環對打的位置，（註28）成為現

今臺灣宋江陣的重要資產文化。

二、催生武館、深入校園及社區推廣宋江陣

早期農業社會裡，廟會祭典是各庄頭間

的大事，各廟宇之信眾在廟會開始前1-2個月

臨時組織陣頭來共襄盛舉，這類的臨時性組

織，平日少有練習，皆是科期到時或因應某

一祭典才臨時組陣，請神入館之後，信眾撥

出時間開始集訓，集訓的時間有長有短，信

眾所組織之陣式亦有不同，有宋江陣、白鶴

陣與金獅陣等，待祭典結束後陣頭即解散，

然近年環境變化，臺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商業社會，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民眾的

信仰亦逐漸改變，少子化的浪潮與青年北漂

工作的影響下，以信仰為中心所組織而成的

陣頭籌組越來越困難，因此有人建議可組一

個組織，提供一個平台，讓想常態性集訓練

的人，平日就有練習的機會，有祭典需求時

即可出陣，平時則回歸武館練習，也因此各

地武館日益增加；（註29）何國昭為武當終

南派之傳人，精通武當戰拳、武當醉拳、龍

化拳、扇子功、齊眉棍…等，許多人慕名其

武學前來習武，因而於1996年時在六塊寮    

（現今臺南市安定區六嘉里）成立常態性暗

館（註30）－「六嘉武館」，並招募一批幼

童在此練拳，隨後以何國昭之偏名「建興」

為號，正式定名為「建興武館」，武館不以

營利為目的，重點是在培養在地人才及傳承

宋江陣，由於何國昭武學基礎雄厚，更深知

武術與宋江陣動作之關聯，因此對學員的武術

基本功有更多的要求，由於功夫扎實，對外代

表武館演出之兒童武陣名譟一時，然隨著學員

年紀增長，紛紛以學業與就業為重而脫離武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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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武館招募新血亦有

難度，數年後武館休館。（註31）

2010年末，學甲慈濟宮開基保生二大帝

將於2011年4月16日至18日舉行巡禮繞境，

什三佃慶興宮奉神明指示新組宋江陣以共襄

盛舉，在武陣界頗負盛名的何國昭被禮聘為

總教頭，率弟子許明和、許育書、許政凱、

黃名宏、楊一魁前往教練，此次宋江陣集結

安南、安定、西港、七股各區好手多人共同

排演，為「歲次庚寅年學甲慈濟宮開基保生

二大帝安南巡禮」增添色彩，然陣頭的成員

雖來自四方，但彼此志趣相投，宋江陣謝館  

（註32）後亦不願解散，乃由當時陣員王君

照提議，在領隊莊順泰、黃名宏支持及何國

昭應允下重組武館，並依祖訓，號「武當終

南派建興武館」。（註33）第二代建興武館

設於什三佃慶興宮主任委員－莊順泰所提供

的場地，建興武館再次地成立提供許多從小

看何國昭打拳及練宋江陣長大的小孩接續他

們的武藝傳習之路，不因年紀，許多心懷武

術與宋江之人紛紛來到何國昭門下，而當年

曾在武館練習的學生也再次聚集，（註34）

武館教學訓練嚴謹，以傳習「武當終南派」

空拳、實拳等傳統武術及臺南檨子林系統、

新庄子系統紅腳巾派宋江陣陣式為主，何國

昭重視團隊精神與道德修養，指導徒弟與武

陣嚴格且不馬虎，他的嫡傳弟子與再傳弟子

亦秉持他的信念與武德，在武術與武陣上默

默耕耘。

註26	 黃名宏，＜建興武館-何國昭＞，《西港仔刈香/一

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2017）:	 332-

336。

註27	 武當戰拳風格剛勁有利，富含攻防意識，其手法

多變，步伐講究沉穩，其套路備受武術界重視。

蔡俊宜、陳耀宏，＜臺灣宋江陣國寶＞，《臺南

體育》，6（臺南市，2016）：32-39。

註28	 黃名宏，＜建興武館-何國昭＞，《西港仔刈香/一

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2017）:	 332-

336。

註29	 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

註30	 暗館意指武術館、拳頭館或練武館，之所以稱暗

館原因是舊時農業社會民眾於農閒之時練武強

身，因武術門派多有門戶之見，會依所學師門派

別不同，而學習不同之招式及手法。楊為仁，

＜96高齡不服老宋江陣藝師何國昭＞，傳藝ON	

Line	 Traditional	 Arts（2020），https://magazine.ncfta.

gov.tw/onlinearticle_150_828.html，2021.07.30檢索。

註31	 黃名宏，＜臺灣武當終南派建興武館宋江陣簡介

＞（未發表文章），（無日期）。

註32	 廟會活動結束後，宋江陣擇日祭拜謝神的儀式稱

之謝館，謝館之日，廟方會宴請宋江陣成員與工

作人員，以慰勞大家之付出，謝館之後，宋江館

拆除，宋江陣不再出陣，直至下次廟會請神重新

開始。謝國興，＜臺灣田督元帥信仰與宋江陣儀

式傳統＞，《民俗曲藝》，175（臺北，2012）

：35-36。

註33	 黃名宏，＜臺灣武當終南派建興武館宋江陣簡介

＞（未發表文章），（無日期）。

註34	 方維豪，line訪談，2021年6月4日。

圖6　建興武館旗幟（照片來源：醉拳練習之研

究，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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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館重組後，各庄頭武陣亦紛紛來武館

邀請何國昭及其弟子擔任教練，出自建興武

館的教練有許明和、許育書、許政凱、黃名

宏、楊一魁、王惠民、王枝雄、杜顯濬、王

君照、高梓英、丁國展、方振閔、黃文忠、

方致仁、陳彥廷、方冠智等人；何國昭親自

教導之武陣有：安南區什三佃慶興宮宋江

陣、安南區外塭崇聖宮宋江陣、安南區外塭

和濟宮宋江陣、安定區新吉保安宮宋江陣、

安定區蘇厝長興宮宋江陣、安定區六塊寮金

安宮宋江陣、中州寮宋江陣、烏鬼橋宋江

陣、篤加宋江陣、內門紫竹寺宋江陣、小烏

山宋江陣、善化區胡厝寮代天府宋江陣、善

化區東勢寮慶濟宮宋江陣、七股區篤加文衡

殿宋江陣、高雄內門區順賢宮宋江陣等；

除了庄頭廟宇的武陣，何國昭深知武

術文化與宋江陣應向下扎根，此項文化才得

以長遠流傳，因此，他行醫之餘亦深入校園

推廣宋江陣，第一個教導的學校社團為內門

溝坪國小的小少年武陣，透過溝坪國小的推

薦，何國昭又前往西門國小教導宋江陣，此

後又有高雄實踐大學宋江陣、高雄輔英大學

宋江陣、臺南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宋江陣、

桃園市龜山區龍華科技大學宋江陣等，均是

其親自教導之團隊，（註35）這些宋江陣社

團也屢屢受邀至各活動表演，並常常在全國

性之宋江陣大賽獲得佳績；除了宋江陣，何

國昭也指導白鶴陣的演練，如臺南市安南區

土城蚵寮白鶴陣、七股區樹子腳寶安宮白鶴

陣等。（註36）

圖7　受聘至龍華科技大學擔任宋江陣指導老師

（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圖8　受聘擔任什三佃慶興宮宋江陣總教練   

（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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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國爭光 榮獲薪傳獎

政府為了把宋江陣活動推廣到國際，

觀光局於2002年時去函希望發展宋將獅陣

多年的內門觀亭紫竹寺，能派一隊兒童宋

江陣隊伍隨中華航空代表臺灣到美國參加

洛杉磯花車遊行比賽，考慮到已有宋江陣

隊伍的內門國小（註37）屬南海紫竹寺之

寺廟轄區範圍，而另一間發展宋江陣社團

的溝坪國小（註38）距離觀亭紫竹寺較遠，

未列入考慮，因此由觀光局、內門紫竹寺及

其寺廟轄區的兩間國小－西門國小與觀亭國

小（註39）等單位共同協調決議後，由西門

國小組宋江陣隊擔任華航花車之前導隊伍到

洛杉磯參加玫瑰花車遊行比賽。西門國小宋

江陣於2002年8月成軍，並聘請溝坪國小宋

江陣教練－何國昭從臺南到高雄每周一次到

校進行指導與練習，而西門國小林竹南主任

與鄧主任從旁協助周一至週五課後學童的演

註35	 黃名宏，＜建興武館-何國昭＞，《西港仔刈香/一

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2017）:	 332-

336；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

註36	 州北人間國寶何國昭老教頭，取自http://library.

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hses/tnhses2006/

data/1/1-3down.htm，2021.07.09檢索。

註37	 內門國小於1993年1月26日成立宋江陣，是高雄第

一間有宋江陣隊伍之國小。

註38	 溝坪國小宋江陣成立於2002年2月，是高雄第二間

有宋江陣隊伍之國小，其當時社團指導老師為本

文之口訪對象－黃名宏，是宋江陣等民俗陣藝研

究學者，指導教練/師傅為何國昭。

註39	 西門國小當時有醒獅隊與龍陣，觀亭國小則沒有

相關隊伍，因此決議由西門國小組隊，並於2002

年8月成軍。

圖9　參與2015WHO哈宋江陣活動感謝狀（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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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經過幾個月的密集訓練後，何國昭偕同

西門國小校長、兩位主任、學生等一行共47

人於12月29日搭機前往美國，（註40）然時

逢「911恐攻事件」不久，凡是有鐵製的相

關兵器皆不能入境美國，宋江陣的表演武器

因而需請北港的師傅使用木材重新製成；花

車遊行定於31日舉行，除遊行外，每支隊

伍有額外8分鐘的表演比賽，何國昭跟校長

與主任討論過後，決定讓西門國小的小朋友

展演「蜈蚣陣」與「八卦陣」，（註41）兩

個陣式表演結束剛好8分鐘，美籍評分員從

未看過如此精彩的兒童武陣表演，因而央求

西門國小學童進行2次額外的演出---分別為     

「乘龍捲水」與「對打」，小朋友精彩的表

演轟動洛杉磯當地媒體，此次比賽也因此榮

獲首獎，而配合華航玫瑰花車遊行則獲得優

等獎，（註42）一時之間，記者紛紛前來訪

問何國昭與其宋江陣的相關資訊，華航前導

隊伍－西門國小宋江陣的相關報導因而佔據

了美國華語版報紙的頭條，也占滿了臺灣報

紙的版面。

從美國回來後，由西門國小林竹南主

任協助何國昭整理美國洛杉磯花車表演及其

多年從事宋江陣獲得之獎項資料、美國與臺

灣兩地對宋江陣的相關報導與何國昭自身對

臺灣藝陣之貢獻後，由西門國小擔任推薦學

校，推薦何國昭參加2003年第十屆全球中華

文化藝術薪傳獎傳統技藝獎選拔（註43）獲

得此殊榮，並獲得時任總統－陳水扁先生於

總統府接見。（註44）

四、以文字、身形保留武術、武陣文化

有感於中國武術派系林立，各門派因

「傳子不傳女」之習或因「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之慣，使得許多珍貴的武術

失傳，因此他利用行醫、練拳、教武陣之

圖10　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

傳獎當選證書（照片來源：

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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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開始以書寫的方式，將其畢生專研

醉拳之心得撰寫成論文---「醉拳練習之

研究」，（註45）他以藝術大師齊白石所

說的:「藝術貴在似與不似之間」來比喻醉

拳，認為「打拳沒有說一定要喝酒，但是酒

喝下去（只能喝到）半醉，我醉，形醉，但

是心不醉，醉中有拳，拳中有醉，這就是它

（醉拳）的特色。」（註46）且醉拳不可過

拘泥於醉形與醉態，純粹外形的模仿將成為

醉漢而舞不成醉拳；在全文中他論述醉拳的

練法和要求，將醉拳的特徵、特點、手法與

歌訣藉由文字輔以圖片詳加介紹，若非精通

醉拳，實無法如此詳盡述說，此外，他以自

身經驗點出長拳與醉拳兩種拳術之手法、眼

法、身法與步法之特點，打破自古以來武術

界派系林立、擁秘自重之局面，提供後人一

窺醉拳之奧祕，而此文獲得中華國術總會的

認可，頒與何國昭國術榮譽段位；此外，對

於武陣的傳承何國昭亦深知不能僅靠各式動

作的排演與口耳相傳的武術與陣式學習，他

融合自身武學經驗與早年和新吉村宋江陣第

一代教練老等師、番江師、狂師與檨仔林宋

江陣第二代教練水茂師等人共同研究宋江陣

的由來與陣式，於1997年出版「新吉村宋江

陣陣勢之研究」，為這項武術文化、廟宇文

化同時也是地方文化資產的宋江陣領域留下

文字紀錄，此書中清楚地介紹的宋江陣的發

源及背景、宋江陣流行區域及意義、禁忌與

新吉村宋江陣的沿源、編制、陣勢等，將

傳統民俗文化中的身體活動以流暢的文字敘

述與圖片來呈現，此書也獲得時任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主委陳郁秀、安定鄉南國小校

長姜寶山與臺南市立法委員王昱婷的大力推

薦。（註47）

註40	 西門國小當時有醒獅隊與龍陣，觀亭國小則沒有

相關隊伍，因此決議由西門國小組隊，並於2002

年8月成軍。

註41	 一般而言宋江陣完整展演需1個小時的時間，因

時間不足，只能表演時間性較短的蜈蚣陣與八卦

陣。周小婷，＜高雄民族技藝團體「順賢宮宋江

陣」永續經營策略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藝

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註42	 周小婷，＜高雄民族技藝團體「順賢宮宋江陣」

永續經營策略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藝術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註43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是臺灣文化藝術四大獎

項之一，自1993年起由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受

教育部委託主辦，1996年後擴大為全球性規模，

選拔對象遍及海內外傳承中華文化、藝術、音

樂、地方戲劇、民俗工藝、技藝等之華人，有傑

出表現者給予獎勵與表揚，其項目類別如下:	 1.	中

華文藝獎;	 2.	 中華武藝獎;	 3.	 中華書藝獎;	 4.	 中華

畫藝獎;	5.	民俗舞蹈獎;	6.	民俗工藝獎;	7.	民俗音樂

獎;	8.	傳統戲劇獎;	9.	地方戲劇獎;	10.	綜合技藝獎;	

11.	原住民獎;	 12.	客家文化獎。此獎項必須由由內

政部、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陸委會、僑委

會、體委會、客委會、原民會等部會，各地縣市

政府及文化中心、各級學校、國家文化總會、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全球各華人商會與團體組織

推薦，不得自薦。周小婷在其碩論訪談中紀錄何

國昭於2004年獲得薪傳獎應為誤植，經研究者實

際考察第十屆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的時間為2003

年。

註44	 總統接見「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當

選人，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7867

，2021.7.10檢索。

註45	 總統接見「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當

選人，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7867

，2021.7.10檢索。

註46	 胡家豪、陳錫暉，「以德感人醉拳老師傅	 談武德

詠大賽」，《新唐人亞太臺》，2011.07.05。取自

https://www.ntdtv.com.tw/b5/20110705/video/66980.htm

l?%E4%BB%A5%E5%BE%B7%E6%84%9F%E4%BA

%BA%20%E9%86%89%E6%8B%B3%E8%80%81%E5

%B8%AB%E5%82%85%20%E8%AB%87%E6%AD%

A6%E5%BE%B7%E8%A9%A0%E5%A4%A7%E8%B

3%BD，2021.07.05檢索。

註47	 何國昭，《新吉村宋江陣陣勢之研究》，臺南：

自然保健雜誌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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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何國昭出版《醉拳練習之研究》        

（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圖13　何國昭與當時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於2011年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合影（照片來源：何

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圖12　何國昭出版《新吉村宋江陣陣勢之研究》

（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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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武陣的堅持，縱使何國昭已近百歲

高齡，仍處處親身演示推廣宋江陣，他出書

記錄、興武館傳承，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

亦率領建興武館的子弟兵們，於2019年參與

錄製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陣頭表演動

作數位化技術研究與應用─以宋江陣為例」

之數位動作拍攝，該計畫由中國科技大學數

位多媒體設計系許允聖與陳麗娥老師主導，   

（註48）何國昭的宋江陣團隊在拍攝期間，

不辭辛勞從台南到台北進行協助，更令人欽

佩的是，他一如往常，不假他手，親身示

範，他是宋江陣的代表，宋江陣是他的生

活，何國昭期能打破過去僅靠師承口述、紙

筆記錄與演示相傳或近年以二度空間的圖像

與影片紀錄的傳習方式，利用新科技將宋江

陣的身段與動作，原汁原味地以三度空間的

數位動作分析進行保留，為臺灣無形資產－

宋江陣的數位化保存盡一份心力。

註48	 許允聖，《臺灣陣頭表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究

與應用─以宋江陣為例》，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2019。

圖1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感謝建興武館參與2017臺灣王爺信

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照片來源：陳麗娥提供）

圖15　2017臺灣王爺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狀

（照片來源：何國昭提供、黃怡玲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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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何國昭參與「西港仔香」的陣頭截至目

前已長達72年，從邊教拳邊練陣法、陣術，

讓他變成精通宋江陣的好手，也奠定他傳承

此項技藝的基礎，無論是醫生或是總教頭，

這些身分都沒有混淆何國昭的工作，行醫之

餘，深入社區與校園帶武陣，何國昭不為任

何利益，只願宋江陣藝繼續流傳，因長年置

身於武藝的領域，各大廟會的武陣中都可看

到何國昭的身形，他不僅是教練、總教頭，

中華民國宋江陣技藝協會更聘任他擔任常務

理事，臺灣各地舉行的宋江陣技藝賽會中，

亦可看到他擔任裁判或者講師的身影穿梭於

各場地間，2003年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

薪傳獎對他是最重要的肯定，臺南市政府民

政局為感謝他長年深耕台南地區的武陣與武

術，特贈「神藝」書法字軸以茲表揚，對傳

統藝術文化界而言，何國昭本身就是臺灣宋

江陣藝的代表，指導宋江陣對他而言是薪火

相傳的工作，他深入庄頭廟宇推廣宋江陣和

白鶴陣，進入校園建立了宋江陣等傳統藝陣

與學校社團活動的連結，從而能讓宋江陣能

走入校園進行文化傳承扎根，而他的嫡傳弟

子與再傳弟子亦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此

外，他用文字、圖像與影像來為宋江陣做整

理保留的工作，讓此項民俗技藝能夠代代傳

承，是以，2003年獲頒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

藝術薪傳獎，2020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更將

何國昭以「宋江陣藝師 何國昭」之名，列入

技藝．記憶-傳統藝術藝人口述歷史影像中，

表達傳藝界對何國昭的肯定；對體育界而

圖16　協助拍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研究「台灣陣頭

表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究與應用─以宋江陣

為例」（照片來源：陳麗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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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何國昭融合武當戰拳、太祖拳等拳術創

新宋江陣新招式－空手連環對打，自1952年

後是各陣頭必練之招式，更是宋江陣重要的

文化資產；他對武術人才培育上，重視武德

並開設武館培育大量武術與武陣人才，嫡傳

弟子與再傳弟子人數眾多，桃李滿天下；在

保留武術文化方面，他撰寫醉拳、長拳等相

關文章亦論述他對習武之人應有之武德的看

法，此外，他考察最具武術特色的宋江陣起

源、發展與陣式並為他所居住地台南市新吉

村的宋江陣寫下重要研究成果，不僅為屬於

傳統體育的武術留下寶貴紀錄，亦為屬於臺

灣本土文化一環的新吉村宋江陣留下珍貴史

料，因此，教育部體育署亦於2020年以「國

寶薪傳－何國昭宋江陣教頭」為題，將何國

昭列入體育文物運動數位典藏系統中；做了

這麼多的事，不為利益，為發揚國粹與傳承

而努力，是何國昭心中所追求的價值所在，

一路堅持至今，能夠深入校園及社區推廣宋

江陣，並不容易，為了能夠將他的武學做好

傳承，付諸實現，他的生命不僅動人而完

整，也為臺灣這塊土地做出貢獻。

圖17　受邀接受電視台專訪（照片來源：「臺灣陣頭表

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究與應用─以宋江陣為例」

專案相片、陳麗娥提供）

圖18　何國昭與建興武館的隊伍受邀至馬六甲清華宮呈獻宋

江陣（照片來源：「臺灣陣頭表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

究與應用─以宋江陣為例」專案相片、陳麗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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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訪談者陳麗娥、黃怡玲與受訪者何

國昭、黃名宏於何宅訪談後合影  

（照片來源：黃怡玲提供）

圖19　馬六甲當地媒體報導建興武館宋江陣（照片來源：「臺灣陣頭表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究與應用─

以宋江陣為例」專案相片、陳麗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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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何國昭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24 13 1 出生廈門。

1938 27 15 拜師章寶春門下。

1945 34 22 回台定居臺南安定鄉。

1949 38 26 西港香科，開始邊教邊學宋江陣。

1980 69 57 擔任中州寮保安宮宋江陣拳術教練。

1996 85 73

擔任第一屆省長盃宋江陣錦標賽裁判。

發表「新吉村宋江陣陣式之研究」。

設「六嘉武館」。

1997  86 74 當選中華民國宋江陣協會第一屆理事。

2001  90 78 出版新吉村宋江陣陣勢之研究。

2003  92 80

率隊參加美國洛杉磯花車遊行，榮獲國際首獎。

指導內門紫竹寺宋江陣。

獲第十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傳統技藝獎。

2004 93 81 指導實踐大學女子宋江陣。

2007 96 84 何國昭與黃名宏共同指導龍華大學首次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第三名及主委獎。

2008 97 85
出版「醉拳練習之研究」。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第二名

2010  99 87

受聘擔任什三佃慶興宮宋江陣總教練。

年末重組建興武館。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第一名

2011 100 88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亞軍

2012 101 89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季軍

2013  102 90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專委鄭枝南贈「神藝」書法字軸。

與建興武館參與「世界閩南文化節」演出。

參與衛福部主辦、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承辦的「經典傳show老少童心尬擂台」，榮獲總冠軍。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季軍及內門區區長獎

2014 103 91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季軍

2015 104 92
應邀中職義大犀牛賽前開球。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亞軍

2016 105 93 龍華科技大學頒發感謝狀以答謝何國昭長達10年宋江陣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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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6 94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全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獲亞軍。

2018 107 95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內門創意宋江陣大賽獲冠軍。

2019  108 96

與建興武館至馬來西亞文化交流。

參與文化部補助之「臺灣陣頭表演動作數位化」之拍攝。

高雄內門宋江陣親授大會會旗與火鶴甲給擔任藝陣總指揮的韓國瑜市長。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內門創意宋江陣大賽獲季軍。

2020  109 97

帶領龍華大學參加2019孫逸仙全球武術大賽，獲「傳統藝術創意武術藝陣組」創意宋江陣亞軍。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拍攝技藝．記憶-傳統藝術藝人口述歷史影像:「宋江陣藝師 何國昭」。

體育署體育文物運動數位典藏:「國寶薪傳 何國昭 宋江陣教頭」。

指導龍華大學參加高雄內門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獲季軍。

2021 110 98

三立電視台寶島神很大「武陣大會師」率隊現場表演。

文化部舉辦「打藝苗」記者會 率隊現場表演白鶴陣。

臺南市頒發市定民俗證書給土城蚵寮角宋江白鶴陣，由98歲的陣頭教練何國昭代表接受。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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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方維豪，line訪談，2021年6月4日。訪問人為黃怡玲，中

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助理教授。

何國昭，面訪，何國昭府上，2020年8月26日，訪問人為

陳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兼

任副教授、黃怡玲，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助理教

授。

黃名宏，面訪，建興武館，2020年8月6日，訪問人為陳

麗娥，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兼

任副教授、黃怡玲，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助理教

授。

何國昭老師傅訪談錄，面訪，2019年5月18日，何國昭府

上，訪談者陳冠廷、洪正雄，紀錄者陳冠廷、洪

正雄、馮紹堯。皆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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