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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田徑魂　   
十項運動金牌選手

吳阿民

壹、前言

十項運動，英文decathlon，是一種將田

徑場上跑、跳、擲、丟的十種運動項目組合

成一種的競賽活動，競賽項目包含100公尺、

跳遠、鉛球、跳高、400公尺、110公尺跨

欄、鐵餅、撐竿跳、標槍及1500公尺，這也

考驗著選手的速度與耐力，而且通常比賽分

成兩日，然後將兩日比賽的結果利用積分的

方式加權加總，這讓選手在身心靈上更需要

專注且處於備戰狀態，所以也常稱這樣運動

為十項全能。講到十項運動，大家第一個可

能想到的是亞洲鐵人楊傳廣或是近代好手古

金水，但我們也不能忘記60年代替臺灣在國

際田徑賽場上揚眉吐氣的十項運動全能好手

──吳阿民先生。

吳阿民老師1958（民國47）年從省立花

蓮師專（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普通師範科畢

業，畢業後就回到國小母校光復國小任職教

書，但也就是在小學教書的這段時間，因緣

際會下開始接觸十項運動（註1），並展開田

徑選手生涯，1961年臺灣省運動會奪得十項

運動金牌，1962年拿下臺灣省中上運動會十

項運動金牌，且同年生涯首次入選國手，原

本預計將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當年度在印尼雅

加達舉辦的第四屆亞洲運動會，卻因為受到

中國政府打壓而無法參賽，雖然最後印尼方

面表示歉意，卻也無法彌補這一次的遺憾。

（註2）後來1964年從臺灣省立體專（現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畢業，同年度生涯首

次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東京奧運），時隔

兩年在1966年參加曼谷亞運，從一路落後到

最後上演大逆轉獲得十項運動金牌，讓當時

國內上上下下為之喝采。1967年當選第五屆

全國十大青年代表，並於同年度結婚，1968

年這段期間也曾遠赴至日本深造留學，並參

與日本當地所舉辦的賽事，同樣獲得亮眼的

成績，奪得日本全能錦標賽十項運動金牌、

東京田徑賽十項運動金牌，也參加同年於墨

西哥舉辦的奧運會，但墨西哥奧運會過後就

漸漸淡出田徑場上，將重心轉至家庭。1972

年從田徑場上引退轉至臺北工專（現為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任教，擔任體育組主任，並

且不忘將心力奉獻於田徑場上，曾經擔任過

1973年第一屆、1975年第二屆亞洲田徑錦標

賽教練，1993年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秘書

長，1994年更成為廣島亞運中華田徑代表隊

總教練，並取得1金2銀1銅的佳績，1999年獲

頒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之光獎的表

揚，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榮獲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現為教育部體育署）頒發代

表體育界最高榮譽「運動菁英獎」的終身成

就獎，表彰吳阿民老師一生對臺灣體育運動

的貢獻。

其他像是母校光復國小、東華大學、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也都曾頒發傑出校友給吳

阿民老師，吳老師除了在田徑場上有著優異

的表現，也不吝於為國家培養與提攜田徑後

進，像是都曾經在亞洲田徑錦標賽奪得十項

運動金牌的古金水、李福恩這兩位近代田徑

名將皆受過吳阿民老師的親自指導。

註1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6月

01日。訪問人為高銘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

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註2	 陳永魁，〈第五屆亞運（十項運動）〉，<http://

km.moc.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100>

，2015.07.1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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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將利用訪談法的方式與吳阿民

老師進行對談訪問，由吳阿民老師口述過往

輝煌的歷史，再由本文作者整理撰寫，其餘

則透過文獻蒐集的方式輔佐，並將吳阿民老

師所提供寶貴的資料照片置於文中，讓本文

更加完整且豐富的呈現吳阿民老師輝煌燦爛

的田徑人生。

貳、生平

吳阿民老師1938（民國27）年出生於

臺灣美麗的後山──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部

落，是阿美族人。吳阿民自小就是喜歡運

動，身上流著原住民血液的他，運動神經也

特別好，所以早在國小的時期就曾經參加過

光復國小棒球隊，當時也成為光復鄉代表

隊，早期曾有東部運動會，是一個由臺東、

花蓮合辦的運動會，雖然參賽只輸給同為花

蓮縣代表的民義國小，屈居第二名，但這也

讓從小就喜愛從事運動的吳阿民老師從此與

運動結下了一輩子不解的因緣。

國小畢業後吳阿民老師選擇繼續升學，

因為家中經濟不佳，所以當時拿了原住民的

升學獎學金，到花蓮師範學校就讀簡易師範

科，為四年的學制。吳阿民老師表示當時很

多同學從簡易師範科畢業後就直接投入教書

的工作，因為當時花東偏鄉的教師資源極度

的不足，但吳老師又提到：在校學業成績若

能達到80分，畢業後可繼續升到普通師範科

繼續就學，不過畢業後需教書服務三年（因

為屬於公費生）。因此，畢業後吳阿民老師

就回到母校光復國小任教，也就是在這個時

刻開始接觸到十項運動。為何會接觸到十項

運動？說來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吳阿

民老師曾在花蓮縣立體育場看到臺灣田徑傳

奇選手──「亞洲鐵人」楊傳廣先生正在進

行練習，吳阿民老師當時心想：楊傳廣可以

那他應該也可以。就利用國小任教下課後的

課餘時間，進行十項運動的基礎訓練。吳老

師的天分極高，可能也是因為身上流著原住

民血液的關係，運動神經特別好，起初完全

是自己摸索練習，沒有教練在旁指導，更自

行準備參加花蓮縣代表的選拔，因為成為縣

代表後就可以參加當時的臺灣省運動會（現

為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後來也因代表花

蓮縣出征省運會的成績不錯，加上當時國家

有意培養吳阿民老師成為第二個楊傳廣，所

以就經由中華民國體育總會的核准，讓吳阿

民老師保送至省立體專就讀，接受更專業且

完整的訓練。（註3）

吳阿民老師最為人所知的不外乎就是田

徑好手、擅長十項全能，不過，因為他的運

動細胞非常發達，當初在省立體專的時候也

曾是學校棒球隊的當家選手。吳阿民老師表

示：

當時學校只有一個班級，所以除了十

項運動之外，棒球、籃球、足球、排

球樣樣都要學，而且要有一定的水

準，因為還要代表學校出去比賽，或

許也正是這個接觸多樣性運動的原

因，讓身體有平衡發展，所以日後才

能在十項運動上有這麼亮眼的成績。

其實在當時就有美國職棒球探遠渡重

洋來到臺灣尋找好手，想帶回去加盟

美國的球隊，當初就到合作金庫棒球

隊、省立體專以及師範大學挖掘潛力

好手，結果那位美國球探在臺灣相中

兩位好手，一位是在合庫棒球隊擔任

游擊手，另外一位就是我，但是我認

為自己尚未當兵，且當時臺灣人要出

國不容易，所以就婉拒這個出國發展

的機會，並留在臺灣繼續從事十項運

動訓練，也正因為如此才能有今天亞

洲鐵人的存在。（註4）

吳老師在就讀省立體專並接受專業訓

練的時候，就開始嶄露頭角，當時參加大專

運動會的時候就在撐竿跳項目大放異彩，成

為國內首位突破4公尺的選手，有著如此好

成績，就更進一步的參加1959年臺灣省運動

會，雖然第一次參加僅獲得第四名的成績，

但卻是一個不錯的開始。兩年後再接再厲，

就在1961年勇奪臺灣省運動會十項運動金

牌，1962年也拿下臺灣省中等學校以上運動

會（簡稱中上運動會）十項運動金牌。（註5

）有著如此好成績，儼然已經是臺灣田徑界

閃耀的明日之星。

1960年羅馬奧運時，楊傳廣獲得十項

運動的銀牌，聲勢早已是如日中天，兩年後

1962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楊傳廣與吳阿民老師

一同入選國家代表隊，這兩位臺灣阿美族的

選手一起並肩作戰，原本是一樁好事，更是

國人眾所矚目的焦點，但是因為當時對岸中

國政府的施壓及抵制，使得印尼方面不肯發

簽證給代表中華民國的選手。吳阿民老師提

到還是難掩失落地說：「當時國家隊的衣服

都穿好了，但是就是上不了飛機（無奈的

笑），所以原本是我的第一次國手行就因為

這個插曲而暫緩了。」（註6）

但等待是值得的，吳阿民老師1964年省

立體專畢業，也通過選拔成為國家代表，獲

得當年度參加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機會，這

次終於可以和自己的前輩以及偶像楊傳廣一

同在田徑的國際賽場上拚戰，更難能可貴的

是，吳阿民老師肩負中華民國代表隊的掌旗

官，這也代表著國家對吳阿民老師的看重及

重視；但，令人震驚的事情卻發生了：吳阿

民老師在十項運動的第一個項目100公尺腿

部就嚴重受傷，更在跳高這個項目因傷勢嚴

重只好忍痛退賽，而楊傳廣也因為當時狀況

不佳未能替臺灣奪取獎牌，在東京奧運過後

就選擇退休，而吳阿民老師的第一次國手之

旅，就在遺憾中畫下句點。

註3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6

月01日。

註4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6

月01日；曾清淡，〈吳阿民　摘金過程頗富戲劇

性〉，《聯合報》，1990.09.05，16版。

註5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6

月01日。

註6	 陳永魁，〈第五屆亞運（十項運動）〉，<http://

km.moc.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100>

，2015.07.1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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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透過類似留職停薪的方式出國。

到日本是以插班的方式進去就讀，所

以從大三開始就讀，後來順利畢業，

再進入國立東京教育大學體育心理學

研究所就讀一年。（註10）

參加當年東京奧運會後的吳阿民老師

返臺隨即入伍當兵，這段時間吳阿民老師也

沒有荒廢田徑運動，當時在國軍司令部擔任

副排長的職務，利用一些空閒的時間繼續鍛

鍊，將身體以及技術維持在一定的水準，順

便把東京奧運所造成的傷勢養好使其痊癒。

（註7）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再次通過

國內選拔成為國手，而在楊傳廣退休之後，

國人將十項運動奪牌的希望都放在吳老師身

上。這次比賽有兩位勁敵，也是奪金的熱門

人選，兩位都是來自於日本的選手──山田

宏臣及野上征雄。十項運動賽程第一天結束

後，吳阿民老師落後領先的日本山田選手340

分，暫時排名第二，但吳老師並沒有氣餒也

沒有因此心生放棄念頭；第二天進行的是吳

老師較拿手的項目，按部就班的將比賽一項

一項完成，在一番苦苦追趕之後，終於在撐

竿跳項目時，一舉逆轉戰局，反倒是贏了原

本領先的山田選手355分，然後一路領先。直

到最後一個項目1500公尺結束，吳阿民老師

以黑馬之姿奪得第五屆曼谷亞運十項運動的

金牌，讓野上、山田兩位奪金熱門還手分別

屈居第二、第三名，跌破各國人馬的眼鏡，

而他也成為繼楊傳廣後的第二位奪得亞運十

項運動金牌的選手。（註8）

奪得金牌的吳阿民老師一躍而成臺灣之

光，回國所到之處都是滿滿歡迎人潮，想一

睹這位新亞洲鐵人的風采。吳老師說：「除

了吉普車遊街之外，更受到當時總統蔣中正

先生的接見。」由此就可知道，吳老師奪得

亞運金牌是一件多麼令人為之振奮的國家大

事，1976年也曾赴臺北工專校慶表演，進行

一些簡單的示範動作，透過這些表演提高運

動會的氣氛。（註9）

1968年吳阿民老師30歲，獲時任駐日僑

領閻承惠先生幫助，遠赴至日本體育大學進

行深造。吳阿民老師說：

當時已從省立體育專科學校完成學

業，也至臺北工專擔任助教的職務，

教授撐竿跳、標槍、鐵餅、跨欄等一

些田徑項目，因為要去日本唸書，所

圖1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左）與前體委會（現體育署）主委

陳全壽（右）賽前相互加油打氣（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2　吳阿民老師（左）與紀政（右）

於臺大田徑場集訓備戰曼谷亞運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3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進行鉛球項目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4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投擲標槍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註7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訪問人為高銘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

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註8	 曾清淡，〈吳阿民　摘金過程頗富戲劇性〉，

《聯合報》，1990.09.05，16版。<http:/ /ndap.

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jsp?id=29161>

，2015.07.10檢索；陳永魁，〈第五屆亞運	 （十

項運動）〉，<http://km.moc.gov.tw/myphoto/show.

asp?categoryid=100>，2015.07.10檢索。

註9	 吳阿民，面訪，地點士林喫茶趣，2015年08月07

日；臺視全球資訊網，〈工專運動會吳阿民表

演〉，<http://www.ttv.com.tw/news/tdcm/viewnews.

asp?news=0106841>，2015.07.10檢索。

註10	 吳阿民，面訪，地點士林喫茶趣，2015年08月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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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田徑場上的豐功偉業，除了是自

己日積月累訓練換來的成果外，同時也帶給

國人喜悅、振奮的心情，在轉任教職後用心

培育優秀的青年學子也是不遺餘力，儘管現

在吳阿民老師已經完全從田徑場上退休，享

受人生的同時，仍時常關心臺灣田徑運動的

發展及現況，這樣的熱愛運動、發揚體育精

神，著實是臺灣體育界的一塊瑰寶。

參、重要成就及貢獻

一、為國爭光，毫不畏懼

(一)稱霸國內

吳阿民老師1959年第一次參加臺灣省運

動會，在十項運動這個項目只拿下第四名，

對此，他並不覺得懊悔，有的反而是興奮與

新鮮感，他回憶著說：

第一次參加比賽的心情其實很興奮，

因為能當選花蓮縣的代表感覺很幸

福，而且那時候並沒有教練在旁邊給

我指導，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苦練摸

索來的，更何況那時自己的撐竿跳技

術根本還不純熟。器具方面，早期的

撐竿跳與現在有著非常大的不同，早

期是直接用竹竿跳，不像現在是複合

材料，而且那時場地下面並沒有像現

在的軟墊作為安全措施，以前下面全

部都是泥土和沙，所以落地的時候必

須得跟體操選手一樣，兩腳落地，如

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受傷，而且會

危害到運動生涯。其實第一次參加也

沒有想說會不會得名，單純就是志在

參加，想要順便看一看整個省運會活

動進行的狀況，就當作鄉下的孩子出

來觀摩觀摩。（註15）

談到當時沒有教練指導，吳阿民老師也

特別說道：

在進去體專就讀之前，並沒有專門的

教練在指導，不過當時（1957年）還

在讀花蓮師專普通師範科二年級的時

候，剛好那個時候救國團有舉辦為期

大概三個星期的暑期體育營隊，地點

就在（臺灣）師範大學操場舉行，所

以也就有師大體育系的同學一起參

與。除了參與營隊外，也讓我看到很

多優秀的選手聚在一起，然後進行技

術的交流和切磋，實在獲益良多，而

且也非常有趣、好玩！（註16）

在訪談過程中吳阿民老師也提到在日本

求學時所遇到的困難：

其實到一個不熟悉的國家念書，第一

個就得面臨到語言不通的問題，所以

我在去日本體育大學的前一年，就先

在臺北車站附近的歐亞補習班學習日

文。雖然第一年到日本上課時聽力是

沒有問題，但是在書寫方面就有一點

小狀況，班上除了我以外，還有一位

來自越南的同學，其餘清一色全部都

是日本人，所以只好上課結束後跟同

學借筆記來抄寫，除了抄寫外自己也

在筆記旁邊翻譯成中文，這樣就可以

幫助我快速的閱讀，第二年開始之後

在日文的聽說讀寫和基本溝通上就完

全沒問題了！（註11）

待在日本的這段期間，吳阿民老師除

了讀書充實自己之外，也積極參與當地的比

賽。他所參與兩個賽事：東京田徑錦標賽及

日本全能錦標賽，也都奪得十項運動金牌，

這就表示吳阿民老師並無因為出國念書而荒

廢田徑運動，更想要在下一次的國際比賽中

驚豔全世界。

同年1968年，吳阿民老師毫無疑問的通

過國內的國手選拔，成為當年度墨西哥奧運

國手代表，上一屆奧運與吳老師一同參賽的

鐵人傳奇楊傳廣，雖然已經退休，但是沒有

離開田徑場，反而是擔任這次奧運的教練之

一，角色不同，但兩人仍一同出征墨西哥奧

運。墨西哥屬於高原地形，吳阿民老師雖繳

出亞洲最佳成績的7209分，但仍不敵各國眾

家好手，屈居第十五名。（註12）

墨西哥奧運過後，吳阿民老師逐漸轉

換跑道，將重心放在校園，1972年至國立臺

北工專擔任體育組長一職，同時也於輔仁大

學兼任體育系老師，平常除了教學，也會找

時間去指導一些田徑的後起之秀，李福恩、

古金水這兩位也都是亞洲田徑十項運動的金

牌選手，在當時也成為一時瑜亮，時常於比

賽中一起較勁，傳為美談。從1972年開始任

教，一路到2003年退休，長達三十餘載的教

學生涯，培育過無數的莘莘學子，在教育界

的貢獻，也不亞於田徑場上傑出的表現。此

外，自從吳阿民老師從選手身分轉成教練之

後，擔任過多次的國家代表隊教練，包括

1973年第一屆與1975年第二屆的亞洲田徑錦

標賽，1994年廣島亞運更擔任中華田徑隊總

教練之職，率隊奪得1金2銀1銅的好成績，其

中也曾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選訓委員、秘書

長。（註13）

吳阿民老師無論是在田徑場上為國爭

光的辛勞，亦或是轉任教育界無怨無悔的付

出，都值得肯定，除了獲得花蓮縣光復國

小、花蓮師範專科學校、省立體專所頒發的

榮譽校友，也榮獲1997年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績效卓著」獎、1999年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原住民之光」獎，2011年更在中

華民國建國百年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拿下

象徵體育界最高殿堂運動菁英獎之終身成就

獎殊榮。（註14）

註11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

年 0 8月 0 7日。教育部體育署，〈終身成就

獎　吳阿民〉，<http : / /www.sa .gov . tw/wSi te /

ct?xItem=6909&ctNode=1052&mp=11>，2015.07.10檢

索；	

註12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13	 陳鴻雁，〈田徑十項英雄──吳阿民〉，《國民

體育季刊》，40.4（2011.12）：78-83。

註14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 終 身 成 就 獎 　 吳

阿民〉，< h t t p : / / w w w . s a . g o v . t w / w S i t e /

ct?xItem=6909&ctNode=1052&mp=11>，2015.07.10檢

索。

註15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16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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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經驗也不過兩年的吳阿民老師就在

1961年的臺灣省運動會十項運動拿下金牌，

隔年1962年的臺灣省中上運動會也是拿下十

項運動的金牌，可以看得出來吳阿民老師的

田徑天分已經嶄露無遺。（註17）

(二)奧運生涯初體驗

1962年第四屆的雅加達亞運，中華民

國因為受到中國政府打壓而無法參賽，吳阿

民老師談到這件事還是感到非常的遺憾，他

說：

因為為了那一次比賽，我準備得非常

的充足，也是我的國手初體驗，而且

抱著非常大的希望，若比賽有參加

成，賽會結束後應該會與楊傳廣前輩

一同被外籍教練帶回美國，接受西

方先進的運動訓練方法，並且接受新

知。不過最後外籍教練帶走了紀政，

這位外籍教練後來也就是紀政的丈

夫。（註18）

但對於一個實力堅強的選手來說，等

待是值得的，因為可以儲備更多的能量，在

田徑場上展現出來。1964年從省立體專畢

業，也參加當年度在東京舉辦的奧林匹克運

動會，而且與自己的偶像楊傳廣一同為國爭

光，更可以說是美夢成真；只是這個夢結束

的太快，吳阿民老師萬萬沒有想到第一次的

國手、第一次的奧運會就以受傷退賽而畫下

註17	 陳永魁，〈第五屆亞運（十項運動）〉，<http://km.moc.

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100>，2015.07.10

檢索。

註18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19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圖5　吳阿民老師代表花蓮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6　大運會撐竿跳（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休止符。吳老師談到這件事時表示：

會受傷的原因是在十項運動的第一個

項目100公尺時，當時起跑後就是一路

保持領先，但是到了最後面30公尺的

時候，我想要做最後的加速跟衝刺，

沒有想到一用力過度，就導致我的右

腿嚴重肌肉拉傷。雖然最終還是拖著

腳傷跑完，但是卻埋下後來退賽隱

憂，我一路撐到了跳高這個項目，發

現我的腳真的沒有辦法起跳，所以就

只好決定忍痛退賽。（註19）

說到這裡，吳阿民老師臉上還是露出對

當時傷退無限的感慨，但也提到可能是因為

第一次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心情上太興奮，

圖7　1962年雅加達亞運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8　吳阿民老師（右）與已故亞洲鐵人楊傳廣（左）

於自由之家前合影（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由於對大型賽事的經驗不足，而賽前熱身也

不夠，加上當時東京氣候不佳，比賽時還不

時飄著小雨，氣溫也低，所以才造成這樣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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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吳阿民老師也有感而發的說：「

其實我那時候，年紀輕、體能又好而且爆發

力很強，我覺得正是我巔峰的時候，結果運

氣不好沒辦法創下好成績然後退賽，所以運

動員除了實力要好，也要有相當的運氣，如

果沒有運氣，那就沒能有好的成就。」（註

20）因為那時吳老師對比賽充滿無限的信

心，卻很遺憾的沒有辦法完賽，甚至連替臺

灣奪牌的希望也破滅。當時楊傳廣是十項運

動世界紀錄的保持人，賽前各國就分析楊傳

廣會是奪金的最大熱門，但他同樣因為狀況

不好，在比賽中表現不佳，最後只獲得第五

名，吳阿民老師也替這位一同參賽如兄長般

的同袍感到非常可惜，所以想要成功也需要

相當的運氣啊！

另外，吳阿民老師田徑生涯的啟蒙點

──楊傳廣先生，吳老師一談到他，內心滿

是懷念及感謝。當時楊傳廣非常的照顧吳阿

民老師，兩人的情誼好比兄弟，雖然楊傳廣

成名早，卻沒有忘記照顧吳阿民老師，同時

間也會告訴他一些在美國學到新穎的撐竿跳

訓練方式。1964年東京奧運過後楊傳廣就從

選手退休，而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成為中華

田徑代表隊的教練，剛好也是吳阿民老師的

教練，這一路從一起征戰國際賽場的同袍、

選手，到私下的兄弟朋友情誼，跟最後的選

手教練之間的關係，雖然兩人相差五歲，但

是卻非常的談得來以及相處相當融洽，這段

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吳阿民老師也非常的感

嘆，這位田徑場上的好夥伴、場下的好兄長

離開人世的太早。

雖然吳阿民老師生涯首次的奧運會以

受傷無法完賽而畫下句點，但能與自己的偶

像楊傳廣一同並肩作戰，以及看到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在奧運場上飄揚，已經實屬難

得。1964年的東京奧運吳阿民老師除了參賽

之外也肩負中華民國代表隊的掌旗官，因吳

阿民老師曾經在成功嶺的大專生暑訓時期有

過掌旗的經驗，所以東京奧運當時，代表隊

的總管理楊基榮先生詢問吳阿民老師是否有

意願擔任掌旗官，吳老師就一口答應了。談

到這個，吳老師滿是自信的笑著說：

註20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1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2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3	 陳永魁，〈第五屆亞運（十項運動）〉，<http://km.moc.

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100>，2015.07.10檢

索。

擔任掌旗官可以站第一個啊！前面第

一個是工作人員，後面是代表隊的領

隊，看得很清楚啊！而且東京國立競

技場看臺滿場的觀眾都在看，整個場

面很壯觀，心情上也非常地興奮，這

樣的經驗十分難得。（註21）

(三)曼谷亞運的逆轉金牌

當時因為東京奧運受傷退賽，回國後整

整休息一年，吳阿民沒有動手術，純粹讓右

腳好好休息靜養。一年過後，吳老師為了想

拚曼谷亞運國手資格，積極訓練復出。因為

休息了一年，使得腿部的肌力嚴重不足，運

動時常會有腿部僵硬的情形發生，吳阿民老

師說：「當時在右腿些微不舒服的狀況下，

力拼省運會以及國手選拔賽，果然皇天不負

苦心人，入選為1966年曼谷亞運十項運動的

國手代表。」（註22）

有了東京奧運這種大賽的經驗加持，以

及經過兩年的身心調養，讓吳阿民面對這種

大型國際賽事上更懂得如何自行調適身心狀

態，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相較於前

一屆1962年雅加達亞運的遺憾，第五屆曼谷

亞運，中華民國代表隊沒有再缺席這場為期

12天、共有18個國家、近2000名運動員參與

的亞洲大型綜合運動賽會。泰國方面也在賽

會前派專人來臺邀請，對臺灣的參賽表示重

視，而吳阿民老師不想再錯過這次機會，加

上亞洲鐵人楊傳廣在東京奧運會過後就脫下

戰袍，使得國人的目光以及希望都寄託在吳

阿民老師的身上。不過，當時賽前各國看好

在田徑十項運動這個項目的奪冠大熱門是兩

位來自日本的選手山田宏臣以及野上征雄。

十項運動的賽程通常為期兩天，最後

再將兩日成績經由計算加權相加後，最高分

數者即為冠軍，第一天的賽程結束，吳阿民

老師暫時排名第二，落後於領先者山田宏臣

340分，而另外一位勁敵野上征雄則是緊追在

後暫時名列第三；第二天吳阿民老師從鐵餅

項目開始慢慢追趕，逐步將分數追至剩下落

後74分，一步一步穩紮穩打的逼近前一天暫

時領先的山田選手。到了撐竿跳這個項目，

是吳阿民老師的專項，早先在國內的大運會

裡，撐竿跳項目就已經有突破4公尺的紀錄，

上場後果不負眾望，跳出4.1公尺的好成績，

反觀山田選手只跳出2.6公尺的高度，便一

舉將分數逆轉，計算至此吳阿民老師即以

355分領先原本排名第一的山田宏臣選手。

接下來的項目吳阿民老師繼續有著穩定的表

現，而山田選手更是被同國家的野上征雄選

手超前，故屈居第三名。直到最後1500公尺

項目完賽後，就確定吳阿民老師最終以7003

分的高分成績擊敗兩位日本勁敵山田、野上

選手，並奪得曼谷亞運會十項運動項目的金

牌。（註23）一路從落後391分追到領先450

分，真是田徑場上的奇蹟。

圖9　1964年，東京奧運吳阿民老師擔任中

華民國代表隊掌旗官，地點為東京國

立競技場（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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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阿民老師除了是當屆曼谷亞運中華

民國五面金牌的其中之一，更成為繼楊傳廣

之後第二位拿到亞運十項運動金牌的臺灣選

手，所以也被封為「亞洲新鐵人」，站上頒

獎臺的那一刻，中華民國國旗緩緩升起，伴

隨著中華民國國歌的演奏，那種內心的悸

動、感動，吳老師說：「當時代表國家參加

國際賽事，是沒有任何獎金可以拿的，完全

可以說是發自於內心想為國家爭取榮耀的心

情，也是愛國心的一種表現，且這也是難得

能替臺灣在國際上曝光的管道。」（註24） 

這種「為國爭光、義不容辭」的精神，也正

是吳老師當時心情最好的寫照。

圖12　吳阿民老師榮獲1966年曼谷亞運十項運動金牌殊榮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10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奪金過程

相關報導（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註24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圖11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與日本的

山田、野上選手於頒獎臺握手合影留念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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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阿民老師對於從一路落後到最後上

演大逆轉，整個比賽過程的起伏做了一番說

明：

其實第一天賽程比完知道落後的時

候，在心情上並沒有特別的失落，也

沒有因為落後而對第二天的比賽有著

不可輸掉的壓力，心裡只有想反正還

有第二天的比賽可以去做拚搏，只要

不要像兩年前東京奧運因為受傷而退

賽，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就沒有戲唱

了。因為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其實第

一天的表現都還算是正常發揮，至於

第一天會落後320分是因為第一天剛

好都算是山田選手的拿手項目，像是

跳遠、跳高等，他可以算是一名速度

型的選手，而且剛從美國訓練回來就

直接投入比賽。比賽前也知道山田非

常的厲害，是日本的跳遠冠軍，更是

紀錄保持人，是首位突破跳遠8公尺的

日本人，而且單純就身型來說，他在

日本人裡面算是高大的，身高大概比

我還要高2公分左右，當時大家也都預

測山田會奪得金牌，不過他到第二天

的表現就不好，像是撐竿跳，他的上

肢運動能力不算好，是靠下半身的速

度在其他項目拿下分數；至於我，那

次比賽整體來說都算正常發揮，有將

平常訓練的水準發揮出來，那個時候

我在國內十項運動的成績大多在6500

到6600分左右，所以在曼谷亞運的時

候，就是希望每一個項目都要穩住、

保持水準，不要受傷就好。十項運動

這個項目，就是每一項都要平均發

展，然後不要失常，正常發揮就會有

好的成績，其實曼谷亞運那一次撐竿

跳的成績應該還可以更好。（註25）

吳阿民老師在曼谷亞運的成績非常的優

異，但仍謙遜的說是正常發揮，這也看得出

吳老師嚴以律己的精神和態度。

奪得金牌後，吳阿民老師一夕成為全

臺灣知名的運動選手，返抵國門後更受到國

人、媒體熱情的迎接，吳老師提及此事，仍

滿是笑容的說：

那時候剛下飛機，傻傻的就出關，結

果看到很多民眾來接機，還有來掛花

圈以及記者媒體的爭相採訪，一時實

在反應不過來，因為真的太突然了，

以前完全沒有看過這樣的場面。出機

場後，三位當時的金牌選手（吳阿

民、紀政、吳道源）就一人搭乘一輛

吉普車在臺北市區遊街，最後面則是

代表團的大巴士。民眾沿路一直放鞭

炮，我就站在吉普車上一直揮手，那

種感覺很像在選總統，而且當時回國

是降落松山機場，而不是桃園機場，

所以吉普車就從機場前面的敦化北

路，一路開到西門町中華路，最後在

中華路繞一圈之後進去中山堂參加代

表隊的餐宴，那種感覺從來沒有過，

也感到非常驚訝！（註26）

(四)累積能量的日本深造之行

吳阿民老師在奪得1966年曼谷亞運十項

運動金牌後，時隔兩年，透過當時駐日代表

閻承惠先生的幫助到日本深造留學，除了在

日本體育大學插班唸書外，也參加當地的賽

事，並締造不少佳績，揚名東洋，包括了日

本全能錦標賽以及東京田徑賽，十項運動的

金牌，吳阿民老師談到這段過往表示：

當時真的非常感謝駐日代表閰先生的

幫忙以及贊助學費、生活費，算是自

己人生的一個轉捩點。會去日本的原

因也是希望自己回來臺灣後可以擔任

教練，而且以前專心當運動員的時候

都沒有機會好好讀書，所以剛好想藉

由這個機會讓自己多讀一點書來充實

自己，因為要當教練自己肚子裡至少

也要有一些東西才可以。雖然後來因

為護照過期，沒有辦法再繼續延期待

日本的情況下，只好中斷研究所的學

業回來臺灣，但如果我沒有去日本，

應該也沒有機會再好好念書，而且當

時除了念書也有在日本參加當地的比

賽，可以算是另一種移地訓練，這對

我在墨西哥奧運的表現也是有非常大

的幫助！

異地打拼縱然辛苦，但是視野的

開拓，以及國外的訓練及比賽環境，

對整體身、心靈的幫助非常有益，更

能儲備能量，備戰1968年墨西哥奧

運。後來在墨西哥奧運的成績雖然不

錯，但非常的可惜沒有再替自己以及

臺灣奪得獎牌，其實我在墨西哥奧運

的成績比兩年前曼谷亞運還高200多

分，但是還是不敵其他國家的好手落

敗。因為當時大家都接受國外的訓

練，而那時臺灣要出國比登天還難，

不過我對自己的成績還是非常滿意，

因為是亞洲最高的成績。（註27）

註25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6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7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

年 0 8月 0 7日；教育部體育署，〈終身成就

獎　吳阿民〉，<http : / /www.sa .gov . tw/wSi te /

ct?xItem=6909&ctNode=1052&mp=11>，2015.07.10檢

索。

圖13　1966年，曼谷亞運吳阿民老師返

抵國門，於松山機場受到熱情迎

接（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圖14　吳阿民老師與其他兩位金牌選手一同接受先總統蔣中正的接見

（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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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返杏壇，培育後進

（一）重返校園

在墨西哥奧運過後，雖然吳阿民老師才

三十而立，但漸漸地從田徑場上退下，替自

己的選手生涯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對於吳

阿民老師為何選擇在墨西哥奧運過後淡出田

徑場，他表示：「覺得自己已經差不多了，

而且也成家、生小孩，內心希望安定下來 ，

所以將重心轉移至家庭。」（註28） 

畫下一個句點，也代表著另外一個人

生的開始。退下田徑戰袍的吳阿民老師選擇

重返最熟悉的地方──校園，繼續作育英

才、傳承經驗。剛從日本學成歸國的吳阿民

老師原本受到省立體專校長的邀請，到該校

擔任助教，但後來因故沒去成，所以1972年

就回到臺北工專擔任體育組長的職位，因為

兼行政職務的關係，所以在學校只有四堂大

學一般體育的課程，另外也開設桌球選修課

程；至於為何會開設桌球選修課程，吳阿民

老師也打趣的講：「桌球剛好也是自己的興

趣，也是平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不過最有趣

的是，上課的時候常常會遇到學生來跟我單

挑，當然最後是輸給我啦！」（註29） 

除了在臺北工專之外，其實吳阿民老師

在1973年到1981年也有到輔仁大學體育系兼

課，教授田徑專項，吳阿民老師也談到教授

兩種不同類型課程的差異：

大學的一般體育課程，算是屬於比較

輕鬆的性質，主要是讓平常忙於上課

的學生有時間讓身體活動活動，但也

頗充實。至於體育專項的課程就比較

複雜許多，在課前必須做足準備，教

授時還得針對每一位選手進行個別的

指導，以及替他們安排合適的訓練課

程及菜單，也慶幸我在日本學到的東

西有派上用場。（註30） 

除了在校擔任教職之外也培育田徑的後

起之秀，例如兩次獲得亞洲田徑十項運動金

牌的李福恩以及亞洲田徑十項運動金牌、亞

運十項運動銀牌的古金水，他們都受過這位

優秀田徑的前輩指導，吳阿民老師談到這些

時說道：

其實這個是配合楊傳廣一起指導的，

那時楊傳廣是執行教練，我只是助理

教練，而兩位選手中李福恩原本是練

跳高，屬於速度型選手；古金水是撐

竿跳、標槍選手，他們倆個也時常在

比賽中較勁。楊傳廣與我在高雄左營

的國訓中心從青少年就開始訓練他

們，沒想到他們能在高中的這個年紀

參加區運會就有這麼好的成績，我也

非常的開心。（註31）

（二）田徑場上的角色轉換

從運動員身分退下後，吳阿民老師並沒

有就此離開這個給他一輩子無限感動的田徑

場，而是由選手身分轉變為教練繼續在田徑

場上付出，幫助更多臺灣優秀的田徑選手，

在國際賽場上發光發熱。1973、1975年出任

第一屆、第二屆的亞洲田徑錦標賽教練團成

員之一，1994年廣島亞運吳阿民老師更是創

下擔任國家代表隊教練的輝煌時刻，寫下1金

2銀1銅的輝煌成績，當年的金牌是由我國女

子田徑好手王惠珍的200公尺奪下，這也讓中

華隊隊旗得以在頒獎現場升起。吳阿民老師

說道：

其實廣島亞運原本就預估有奪牌實

力，田徑隊原本的目標設定是2金1銀2

銅的成績，而女子好手王惠珍贏得200

公尺金牌，卻在100公尺比賽落敗，有

點可惜；另外就是4x100的接力賽，原

本是預估有銅牌甚至是銀牌的水準，

但是最後也沒有拿到獎牌，有點小遺

憾，但這也算是臺灣田徑隊近年來最

好的成績。（註32）

1972年開始從事教職的同時，也進入

到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任職，1993年出任協會

秘書長，協助許多協會的行政事務，包括選

訓、顧問的事務，對原本就是選手的吳阿民

老師來說，如何訓練選手以及要給選手怎麼

樣的支援，吳老師最清楚，而這份任務也就

如魚得水。（註33）

從選手、教練、老師以及協會行政，這

一連串的職務也讓吳阿民老師的田徑歷練非

常的完整，對臺灣田徑界來說也是一個不可

多得的無價之寶。

三、閃耀人生，獲獎無數

吳阿民老師的田徑人生，獲獎無數，

獲頒過光復國小、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的傑出校友。時間往前推，在

曼谷亞運的時候上演驚奇大逆轉奪得十項全

能運動的金牌後，隔年1967年榮獲第五屆「

全國十大青年」的表揚，1997年也獲得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所頒發的「績效卓著」

獎、以及1999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

原住民之光」獎，2011年建國百年的時候更

獲得有著體育界最高榮譽的獎項「運動菁英

獎」這終身成就獎之殊榮，也表示國家對吳

阿民先生一輩子在體育界及教育界培養體育

種子的感謝之意，這對吳阿民老師來說也絕

對意義非凡，吳老師開玩笑的說：「當時接

到獲獎通知的時候，心裡想說終於得到這個

獎了，也表示我已經完全的退休，而我這一

生投入在體育圈，最後還可以得到這個安慰

獎。」（註34）

註28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29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30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31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月07

日；陳鴻雁，〈田徑十項英雄──吳阿民〉，《國

民體育季刊》，40.4（臺北，2011.12）；78-83；陳永

魁，〈第五屆亞運（十項運動）〉，<http://km.moc.

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100>，2015.07.10檢

索。

註32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33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 終 身 成 就 獎 　 吳

阿民〉，< h t t p : / / w w w . s a . g o v . t w / w S i t e /

ct?xItem=6909&ctNode=1052&mp=11>，2015.07.10檢

索；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

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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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阿民老師於1966年獲得亞運十項運動

金牌後，截至2015年仍無臺灣男子田徑選手

能於亞運奪下金牌，所以吳阿民老師獲頒體

育界的終身成就獎，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肆、結語──從小扎根，完整訓練

吳阿民老師將一輩子的青春都奉獻給體

育界，對田徑這項運動的貢獻更是難以用文

字來衡量，雖然吳老師現在與妻子、小孩共

享天倫之樂，但仍關心臺灣田徑運動，對於

現在及未來的發展，吳阿民老師表示：

田徑這項運動是必須要從小開始訓

練、從小就要扎根，然後每一個田徑

項目的基本動作都很重要，要徹底的

做好、做完整，例如短跑選手的速度

訓練就非常重要，像是跑步的腳跟身

體要根據運動的力學原理去修正，再

加以訓練，熟能生巧之後就自然而然

的會越跑越快，不然一直埋頭的跑，

沒有用對正確的方法，再怎麼跑也跑

不快。所以相關單位除了要從小就灌

輸選手良好的觀念之外，也要擬定一

套完整的培訓制度。（註35）

對於臺灣田徑運動要如何在國際賽場上

有好成績，吳阿民老師更是語重心長：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除了基本的訓練

菜單外，還得面對於比賽時適應比

賽的調整，這個部分就要看教練的

安排。再者，一年四季中間鍛鍊的

方式也不太一樣，例如冬天的時候

是所謂的鍛鍊期，是基本的體能訓練

以及技術的調整，像競賽期就是為了

即將來到的比賽進行備戰，而過渡期

就是比賽過後用來調整身心的一個時

段。最後，臺灣選手常常在比賽的關

鍵時刻，可能看到觀眾席上的觀眾這

麼多或者一同競爭的對手長得比自己

高大，就錯失良好的機會或是表現失

常，所以選手的心理素質就顯得非常

重要。選手平常就要模擬比賽的情

形，或是透過運動心理的輔導，讓選

手能在賽場上表現出平常的水準，甚

至就能有更突出的表現。（註36）

現在已過古稀之年的吳阿民老師也已

經從田徑場上完全退下，和妻子簡女士享受

幸福的退休人生，吳阿民老師也感念妻子在

過去仍是選手時期，長時間的在田徑場上訓

練，以及出征於各國間為國家奮戰時，在背

後默默的支持，這一股力量也是吳阿民老師

前進的動力之一。吳阿民老師除了以田徑作

為對生命的承諾之外，育有一男一女的吳阿

民，在養育子女上面也是有一套，女兒有著

臺大法律系的高學歷、兒子也從北京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載譽歸國，目前正在為2016年的

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奮戰。（註37）

圖15　吳阿民老師全家福，攝於2015年花蓮縣光復鄉（圖片來源：吳阿民提供）

從吳阿民老師這樣嚴謹看待任何事物的

態度，不難瞭解到為何他能屢次在國際賽場

上奪得佳績，如此鮮明的人格特質，使得吳

阿民老師在體育界及教育界上面有一定的地

位，更值得大家尊敬以及效法學習。

而筆者在這一連串的資料蒐集以及與吳

阿民老師的訪談過程當中感受到吳老師對田

徑的熱愛，臉上更是露出驕傲的神情，而這

些綠茵場上的風光，背後也是一個人無數次

的練習以及挫折所堆積起來的。吳阿民老師

所提供一張張陳年的老照片，讓筆者彷彿走

進時光的隧道，一同參與了吳阿民老師光輝

的田徑人生，而他將一生都奉獻給田徑的精

神更是令人敬佩且是值得所有後輩們學習的

楷模。

註34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 終 身 成 就 獎 　 吳

阿民〉，< h t t p : / / w w w . s a . g o v . t w / w S i t e /

ct?xItem=6909&ctNode=1052&mp=11>，2015.07.10檢

索。

註35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36	 吳阿民，面訪，臺北市士林區喫茶趣，2015年08

月07日。

註37	 陳鴻雁，〈田徑十項英雄〉，《國民體育季刊》

，40.4（臺北，2011.12）；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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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吳阿民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8 27 7月19日出生於花蓮光復鄉馬太鞍部落。

1951 40 13 花蓮縣光復國小畢業。

1958 47 20
花蓮師範專科學校（現國立東華大學）畢業。

回國小母校任教並開始接觸田徑十項運動。

1961 50 23 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十項運動金牌。

1962 51 24
參加臺灣省中上運動會獲十項運動金牌。

代表參加第四屆雅加達亞運，但因中國打壓導致我國無法參賽。

1964 53 26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畢業。

代表參加東京奧運（首次參加奧運）。

1966 55 28 參加第五屆曼谷亞運獲十項運動金牌。

1967 56 29
獲頒第五屆全國十大青年。

結婚成家。

1968 57 30

赴日本體育大學深造。

參加日本全能錦標賽獲十項運動金牌。

參加東京田徑賽獲十項運動金牌。

參加墨西哥奧運。

1970 59 32 就讀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現筑波大學）體育心理研究所，為期一年。

1972 61 34 歸國後至國立臺北工專（現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擔任體育組長。

1973 62 35 擔任第一屆亞洲田徑錦標賽教練。

1975 64 38 擔任第二屆亞洲田徑錦標賽教練。

1993 82 55 擔任中華田徑協會秘書長。

1994 83 56 擔任廣島亞運田徑代表隊總教練（成績：1金2銀1銅）。

1997 86 59 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頒「績效卓著」獎。

1999 88 61 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頒「原住民之光」獎。

2003 92 65 自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退休。

2011 100 73 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現為教育部體育署）頒「運動菁英獎──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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