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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耆老

李承璇、林國棟

壹、前言

國術，乃武術之簡稱，亦即我國固有

之拳術與武學，為我國國粹之一，在文化傳

承上占有一定地位。國術包羅廣泛，博大精

深。它是我國千古以來，經由民族自衛禦侮

精神所形成的一種強國強身特有之術；也是

我中華民族精神與正氣結合而成的傳統文化

瑰寶。

政府遷臺後，整軍經武，當時民間有識

之士，鑒於強國必先強身，乃致力於國術之

推廣，而在國術推廣過程中，曾任臺北市國

術會理事長的黃善德老先生扮演著無可替代

的地位。

由於黃善德老先生年事已高，中風後身

體狀況不佳無法接受訪問，本文主要透過訪

談黃善德老先生的兒子黃鯤忠先生，另輔以

文獻蒐集、閱讀整理與分析詮釋等方式撰寫

成本文，藉此呈現黃善德老先生之生平以及

其對臺灣國術發展的貢獻。

貳、生平事略

1920（民國9）年黃善德老先生出生於福

建惠安縣東園鎮後蔡村。祖輩不僅為書香門

第，亦是武術世家，富甲一方。他出生時，

雖已家道中落，5歲（註1）即於私塾啟蒙，

並隨曾是武秀才的三叔習武強身，8歲念完四

書五經，11歲開始做詩。（註2）中學至省

城讀書，初中2年以同等學歷跳級高中，高

中2年再以同等學歷跳級福建學院法律系。18

歲那年，正待大三升大四時，發生盧溝橋

事變，對日抗戰爆發，他所考取的福建學院

遷到大後方古田避難。黃善德深感「國家有

難，匹夫有責」，虛報了一歲年齡，隻身一

人離家投考軍校，考取黃埔軍校第十五期，

從此投筆從戎，身經百戰。後因抗擊日寇有

功，被授予少將軍銜。稍後更因通曉閩南

語，被派往臺灣擔任「兩線四星」的一級督

察兼工礦警察大隊長，於是他攜妻帶兒跨過

了海峽，而這一跨就是43年。（註3）

註1	 編者註：早年一般傳統年齡計算方式為虛歲計，

即出生即以1歲計，與現今的實歲算法略有不同，

本輯之大事紀表統一以實歲計算。

註2	 搜狐新闻，〈武術名流黃善德：不以霹靂手段不

能顯菩薩心腸〉，<http://news.sohu.com/20050502/

n225428232.shtml>，2013.08.23檢索。

註3	 搜狐新闻，〈武術名流黃善德：不以霹靂手段不

能顯菩薩心腸〉，<http://news.sohu.com/20050502/

n225428232.shtml>，2013.08.23檢索。

圖1　黃善德年輕時照片（圖片來源：挹翠樓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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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他由軍界轉職警界。1951年，

黃善德先生向當時省警務處長王成章先生建

議籌組國術會，由當時警務處長王成章先

生成立臺北市國術會，集合全臺灣國武術菁

英，為全臺第一家成立的國術會。

有感於現代社會武術文化的凋落，武藝

高強的他，業餘時亦致力於弘揚中華武術，

（註4）協助創立臺北市國術會後，又協助

創立臺灣省國術協會，後擔任臺灣「世界中

華武術聯合總會」主席，創辦發行《國術月

刊》，倡導健身強體，迄今已在臺灣這片土

地上奉獻近六十載。（註5）而過去30年多年

來，他率團走訪了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

足跡遍布美國、歐洲、東南亞及東北亞，（

註6）參加當地的「武林大會」，與當地華人

武術團體進行交流，弘揚中華武術，傳播中

華文化。（註7）

1971年，為了更快更廣地宣傳中華武

術，倡導健身強體，黃善德自己出資創辦發

行了《國術月刊》，每月一期，免費贈送給

世界各地的華人武術團體，30多年來從不間

斷，贏得了武術界的普遍讚譽。（註8）

1999年起，黃老先生退居幕後，臺灣

國武術界發展出現瓶頸與衰退現象，持續數

年。如今，黃老先生年事漸高，遂把武園集

團龐大的家業傳承給自己的兒子黃鯤忠先

生，頤養天年。然而，只要是兩岸武術交流

的事，他仍盡力參加，曾經率團赴河南、泉

州、北京、上海等地進行武技、藝術和醫學

等中華傳統文化的交流，為兩岸和平發展、

為中華振興奔走，不遺餘力。

參、國術上的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催生臺灣的國術團體──臺北市國術會、

臺灣省國術會

臺灣第一個成立的國術團體應屬臺北國

術會，它的成立乃源自武術界耆老黃善德老

先生的建言與運籌催生，依《臺灣國術傳奇

與名家故事專輯》的「紀念臺北市國術會成

立六十週年回憶錄〉一文裡有詳細的敘述。

以下依該文的敘述加以整理，記述黃善德老

先生在促成臺灣第一個成立的國術團體的歷

程。

1950年當時警務處長王成章先生在面

臨中國威脅之下，須加緊進行構建防

務和維護全省治安，卻面臨員警人力

不足而增編亦遠水難救近火之問題，

時任督察的黃善德老先生適時建議，

「兵法有云『用兵不如用民』……據

統計全省國（武）術館、社團何止千

百，練武者數以萬計，這些拳師祖源

考據多為鄭成功將士後裔，素有忠義

的心志，尤其在日據臺灣50年期間，

臺灣同胞限受國小教育，低收入者幾

乎是文盲，大部分在國術館以練武、

跌打損傷謀生。我位居督察職務，可

於視察各縣市員警察風紀及警民關係

時，搜集這些資訊較為方便。」王處

長採納黃善德老先生的建議，命黃善

德老先生立即啟程，花三個月時間走

遍臺灣各鄉、村、鎮、市，請管區警

察陪同訪問各國術館（社），告以團

結才有力量宣揚武術及武德，發揮奉

獻社會之功能，並提出組會之議，

全體欣然贊同。此外，王處長亦同意

擔任領導人，囑咐黃善德老先生負責

組織運作、文宣等工作，1951年開始

印製入會申請書、會員證、證書，分

為團體會員、個人會員，隨即按址寄

發通知限期申請入會，訂定日期召開

會員大會，同時申請政府主管機關立

案。1951年5月，由當時警務處長王成

章將軍正式成立臺北市國術會，集合

全臺灣國武術菁英，為全臺第一個國

術團體。同年9月，臺灣省國術會也由

王成章將軍擔任理事長下成立。兩會

在王理事長領導下，發揮鎮暴、偵防

之任務，頗具成效。（註9）

王成章將軍於1953年卸任臺灣省警務處

長後，因無人接替國術會，乃繼續擔任理事

長職務，至其1967年逝世，共掌理國術會16

年。

臺北市國術會及臺灣省國術會等國術團

體的成立，黃善德老先生居功厥偉，1967年

王成章理事長逝世後，臺灣省國術會由簡欣

哲接任理事長，臺北市國術會因適逢臺北市

改制升格為院轄市，遂由黃善德以副理事長

身分被推舉為代理事長。

二、膺選為改制後首任臺北市國術會領導人，

連任32年，歷程艱辛

1967年7月1日，黃善德老先生以副理事

長身份召開理監事會，獲全體理監事推舉為

代理事長，開始著手清查會籍並招募新會員

入會。同年11月在延平南路實踐堂召開會員

大會，當時兩派競選，一派以國術會總幹事

龔爾康為首（龔於1966年向王理事長請求擔

任國術會總幹事），召集900多位入會成為會

員，另一派是以本省籍林少鑫為首，召集600

多位入會成為會員，舊會員則登記186人。

註4	 厦門日報海峽周刊，〈俠骨詩人黃善德〉，<http://

www.csnn.com.cn/2006/ca462739.htm>，2013.08.23檢

索。

註5	 搜狐新闻，〈武術名流黃善德：不以霹靂手段不

能顯菩薩心腸〉，<http://news.sohu.com/20050502/

n225428232.shtml>，2013.08.23檢索。

註6	 搜狐新闻，〈武術名流黃善德：不以霹靂手段不

能顯菩薩心腸〉，<http://news.sohu.com/20050502/

n225428232.shtml>，2013.08.23檢索。

註7	 厦門日报海峽周刊，〈俠骨詩人黃善德〉，<http://

www.csnn.com.cn/2006/ca462739.htm>，2013.08.23檢

索。

註8	 厦門日报海峽周刊，〈俠骨詩人黃善德〉，<http://

www.csnn.com.cn/2006/ca462739.htm>，2013.08.23檢

索。

註9	 黃善德，〈紀念臺北市國術會成立六十週年回憶

錄〉，《臺灣國術傳奇與名家故事專輯》，臺

北：臺北市國術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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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善德先生事先面告龔爾康，身為現

任總幹事負責辦理選務，既有對手登記參

選，應辭去總幹事一職，以免對手檢舉他利

用職權操作選舉，但龔拒絕辭職，並聲稱辭

職對他不利；黃另以婉言勸龔，起碼在選舉

期間應請假避嫌，龔仍回答請假一樣對他競

選不利。黃善德先生因而覺得龔不可理喻且

目無法紀。當時目睹兩派人馬競選激烈，大

有劍拔弩張之勢，舊會員雖登記但未出席，

為避免雙方在會場發生衝突，國術會甚至發

函申請憲兵及保安警察各十名到會場維持秩

序。選舉當日，兩派人馬來勢洶洶，自上午

11點起開始排隊簽到並憑會員證換取選舉相

關證件；會議自下午2點開始，黃善德先生

以副理事長及代理理事長身份主持會議並簡

單致詞，最後嚴肅警告雙方出席會員：「如

有人擾亂會場秩序，我立即請憲警採取必要

行動。」原先身藏武器準備現場械鬥的雙方

人馬，聽黃善德先生嚴詞告誡後改為其他方

式，龔爾康操作選務，指派六組發票員，遇

龔派人馬就多發一至兩張，林派人馬目睹發

票過程有弊，卻不能輕舉妄動，便改用買票

方式，每票從50元買到500元，當場社會局派

來的監選員表示，未出席的票一張都不能再

發，黃善德老先生表示不發會引發動亂，其

會負責善後，結果買票這一派空歡喜，賣票

這一派則喧嚷著要票，但未出席的186張選

票早被龔派人馬搶發完畢。下午6時投票結

束，大會宣布散會，同時要求雙方候選人、

現任理監事、選務人員不能離開，由憲警保

護票櫃到市黨部大禮堂。隨後，現任理監事

及選務人員、憲警在市議會餐廳訂了三桌飯

菜用餐，雙方候選人則自理。飯畢即開票，

開票結果與出席人數應一人一票，結果多出

186票，黃善德先生以主席身份宣佈依人團法

規定選舉無效，且立即在現場召開臨時理監

事會，決議三案：（一）龔爾康身為現任總

幹事宣布參選理事長，事前黃善德以代理理

事長身份面勸有對手競選理事長時，應辭總

幹事職務以避免淪為對手把柄，龔竟也答請

假對他不利，顯然著意競選，應免予總幹事

職務；（二）於三個月內清查會籍，同時受

理新會員申請入會；（三）即升格院轄市，

也需定期改選並修訂組織章程。以上所提三

案，立即經出席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

激於義憤，黃善德先生隨即宣佈參選，

當時統計新、舊會員共有2,500多人，因無

會場可容納如此龐大的會員人數，故改為代

表制，以25人為1組，每組選出1人為會員代

表，共選出會員代表102位，假臺北市黨部禮

堂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順利選出25位

理事及7位監事，黃善德老先生順利當選臺北

市升格為院轄市後的第一屆國術會理事長。

回溯至1968年，當時為首任理事長的黃

善德先生就職時，除了一紙當選證書、一顆

印信、一本會員名冊之外，別無他物，可用

貧無立錐之地來形容當時情況。當時國術會

無存款可支付押金及租金，但是，所謂「窮

則變、變則通」，黃善德老先生身為國術會

理事長，以國術會名義向銀行開戶，申請支

票本，並向屋主商量房屋押金3萬元，租金每

月1萬5千元，開三個月支票。當時，黃善德

先生以現職警官證件擔保絕對不會退票，一

旦退票不僅違法要受罰，就連公職也可能保

不住，終獲屋主同意；此外，另購買辦公桌

椅及櫥櫃，皆開三個月支票，同時出示證件

誠懇請求店主徵求同意。至於牆壁粉刷，招

牌製作所需費用，則是黃善德先生向警務處

預借一個月薪俸才得以支付。

考量以國術會理事長身分開出三個月

房屋租押金、購置辦公傢俱與診所裝潢，開

支三個月支票到期不能兌現，後果將不堪設

想；黃善德遂即攜中醫師及格證書（曾於

1948年5月赴南京參加考試並獲高分錄取及

格），向臺北市衛生局申請開業執照，然而

當時承辦人員表示「現職公務人員不能開業

僅能看診」。黃善德先生只好在診所已裝潢

完成、德圃中醫診所招牌也已然懸掛的情況

下，抱著騎虎難下之心情開始看診，並以萬

國科學濃縮製藥處方用藥。

病患登門求診日多，大有應接不暇之

勢。原來門診時間為每日上午9點至12點、

下午3點至6點，但為了方便病患，門診時間

改為上午8點至12點、下午2點至6點、晚間

8點至11點。醫乃仁術，更要有任俠仗義的

精神，診所收入用在國術會人事費、行政

費、推行國術活動後，多少仍有盈餘。就這

樣，黃善德老先生抱持著「既來之則安之，

要把沙漠變綠洲」的精神，一手包辦租借辦

公室、購置辦公傢俱、商借職員兼辦國術會

會務、公文收發撰擬等工作，終於皇天不負

苦心人，國術會經營漸上軌道，期間屢創奇

蹟，除年年舉辦國術活動外，1971年為配合

慶祝建國60週年活動，舉辦海內外國術競技

觀摩大會，除國內各縣市組隊參賽外，各國

代表團亦匯聚臺北，成功宣揚國術與帶動國

民外交；更催生了「國術月刊雜誌」於1972

年1月創刊，為專業之武術與醫藥刊物，發行

至今未曾間斷。該月刊為黃善德老先生自己

出資創辦發行，每月1期，免費贈送給世界各

地的華人武術團體，更快更廣地宣傳中華武

術和倡導健身強體，贏得了武術界的普遍讚

譽。

1974年，國術館因執行跌打損傷業務須

經常在館內擺置藥丹、藥膏等藥品，而受到

衛生機關開單受罰，於是籌備成立「臺北市

中國醫藥研究會」，可在館內名正言順擺置

藥丹、藥膏等藥品為研究實驗之用，亦可避

免受罰。然1975年9月，衛生署公布新醫師

法，導致全省國術館會員賴以維生的損傷接

骨行業遭受嚴重打擊，目睹群情惶恐不安，

身為臺北市國術會理事長的黃善德老先生，

不計個人得失想盡辦法為民請命到底，花了

兩年時間四處奔走，最終成功為全省會員向

政府成功爭取合法之「國術損傷接骨技術

員」證照，安定會員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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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展國術活動不遺餘力，海內外武壇倍極

尊崇

（一）推展臺灣國術活動

黃善德老先生領導臺灣國術界32年，

擔任臺北市國術會理事長期間，於國內舉辦

多項國術比賽，如每年舉辦國術觀摩競技大

賽、邀請國內外武術團體舉辦大型國術觀摩

（表演）競技（對抗）賽大會、主辦臺北市

「中正盃」國術競技大會、臺北市「自強

盃」國術競技觀摩大會、「中華民國總統盃

國術錦標賽邀請賽大會」、「市長盃國術錦

標賽邀請賽大會」，1988年9月28日成立「中

華民國武學總會」。另外為激勵會員進修和

不斷精進促進強身健國，亦舉辦功夫段級鑑

定，公正性在國內外獲得肯定。

2002年開始由黃善德老先生兒子──黃

鯤忠先生擔任臺北市國術會理事長，以期許

為臺灣武術恢復世界傳統武術領導中心地位

之為目標下，在黃善德老先生的指導下，於

2005年邀請大陸少林武僧團來台表演；2006

年開始為推廣國術運動，提升國術技術水

準，籌辦「全國菁英盃國術暨舞獅錦標賽大

會」，邀請國內外團體組隊參加，藉國術交

流拓展體育文化外交，帶動文化觀光；並結

合社會及學校體育活動，讓國術傳統文化技

藝持續向下扎根，提昇國術競技實力，俾利

於國際武壇發揚光大。此後年年舉辦，目前

已是國內最具規模、也最受好評的國術競賽

大會。（註10）菁英盃規模逐年擴大，參賽

人數亦逐年增加。2012年有約千人參加，賽

程超過1,200場，是目前臺灣地區規模最大也

最具權威性的傳統國術與舞獅的比賽。另值

得一提的是，2012年菁英盃首次加入競技武

術太極拳項目，並期許未來朝向全面性的傳

統競技武術比賽，擴展菁英盃國武術內涵。

除了菁英盃，自2010年起亦開始舉辦「

青年盃國術錦標賽」，第一屆比賽隊伍即有

84隊，選手572人，835場的傳統國術表演比

賽，2011年為慶祝建國100年，又舉辦了一場

大規模的國際菁英盃國術舞獅錦標賽。

除了於國內舉辦國術比賽，為發揚中

華國粹、推廣武藝學術、普及全民運動並促

進中華國術的國際發展，黃善德老先生亦協

助促成現今「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之前身

「國術組」的成立，以傳承中華固有傳統文

化，保留優秀的道統於現代文明社會中。（

註11）另一方面，為建立優秀國術教練、裁

判專業技能，黃鯤忠先生於擔任理事長後亦

協助臺北市體育總會及臺北市體育總會國術

協會舉辦「臺北市體育總會國術C級教練講

習」和「臺北市國武術C級裁判講習」，確定

教練、裁判之共同基本範圍，統一架式、培

養指導人才，提高教練、裁判素質，以增進

傳統國武術發展。

（二）拓展國術國際交流

黃善德老先生領導臺灣國術界32年，多

年來黃善德老先生推廣中華武學不遺餘力，

除國內活動外，還帶領臺北市國術會走出

臺灣。與世界各國武術社團交流建立良好關

係，在世界各地致力於傳播中華武術精粹，

為他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和讚譽。從1973年應

邀訪問東南亞開始，一直到1985期間，走遍

全世界，足跡遍及東南亞各國，並率團走訪

了美國、日本、英、法、德、荷……等世界

43個國家和地區，足跡遍布美國、歐洲、東

南亞、東北亞。每次出國均受熱烈歡迎，隆

重禮遇，所到之處萬人空巷，盛況空前，更

曾獲頒「威震海外」獎牌乙座，成為臺灣國

武術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也成功宣揚臺

灣國武術與帶動國民外交，此時臺灣國武術

發展達到巔峰。例如1984年，黃善德老先生

前往美國舊金山參訪，舊金山市政府官員久

聞黃老先生槍法奇準，特邀黃善德老先生前

往靶場觀摩12位神槍手實彈射擊表演。在神

槍手精采絕倫的射擊表演之後，主人熱情邀

請黃善德老先生也露一手。黃善德老先生謙

遜地婉辭：自己已多年不用槍了。拗不過主

人的盛情邀請，黃善德老先生最終只好恭敬

不如從命，退後10公尺，手握雙槍，朝30米

開外的「人頭靶」同時扣動板機，雙槍彈無

虛發，直中「人頭靶」雙眼，贏得滿場喝

采。舊金山市長為此特別贈送一個牌匾給黃

善德老先生，封他為「榮譽警察局長」。（

註12）同年，黃善德老先生亦獲推舉為世界

武學聯合總會主席。（註13）於1985年訪問

美國期間，適逢他65歲生日，美國7所武館學

校上萬名非華裔學生，連袂簽名為他祝壽，

美國電視、報紙等媒體曾對此做過連續報

導。（註14）黃善德老先生畢生致力弘揚中

華武術，傳播中華文化，於國民外交進展貢

獻甚鉅。

註10	 臺 北 市 國 術 會 ， 〈 關 於 本 會 〉 ， < h t t p : / /

taipeikungfu001.pixnet.net/blog/post/33143478-

%E9%97%9C%E6%96%BC%E6%9C%AC%E6%9C%83>

，2013.09.01檢索。

註11	 唐克杰，面訪，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0號11

樓／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2013.10.23。

註12	 黃鯤忠，面訪，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0號11

樓／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2013.09.26。

註13	 國術月刊雜誌社，〈黃善德譽滿國際〉，《國術月

刊》，臺北：國術月刊雜誌社，1987。

註14	 黃鯤忠，面訪，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0號11

樓／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2013.09.26。

圖2　黃善德（中）於美國交流照片

（圖片來源：挹翠樓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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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啟兩岸武術交流

自1989年首次踏返大陸土地之後，黃

善德老先生每年必回幾趟大陸，除了回家掃

墓自不可少，也時常率團赴大陸進行武技、

藝術和醫學等中華傳統文化的交流，或到廈

門觀光休養。如2004年，黃善德老先生曾應

邀回到福建參加第六屆中國泉州旅遊節；另

亦擔任顧問率團前往北京交流。2009年，時

任世界中華武術聯合總會主席的黃善德老先

生，以90歲高齡仍專程從臺灣趕赴大陸觀看

以「 同根同源、以武會友、共促發展」為主

題、在廈門舉行、共有1,200多人參與的「

海峽兩岸傳統武術交流大賽」。當時黃善德

老先生表示兩岸武術同根同源，此次武術交

流比賽為兩岸武術愛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切磋

技藝的平台。希望兩岸武術交流日見日新，

有更多的武術愛好者繼承和發揚中華武術文

化。（註15）

四、獨資發行中華武術月刊，宣揚武學

1971年，配合慶祝建國60週年活動，

舉辦一次海內外國術競技觀摩大會，國內外

代表團匯聚臺北，盛況空前。閉幕當晚有一

海外隊伍，其領隊為當地僑領，當場目睹盛

況，建議黃理事長應創辦一份專刊，以廣傳

播，亦為千載紀念刊物。黃善德老先生接受

他們的善意建言，也認為有必要之勢，閉幕

後，黃善德老先生隨即召開理監事會報告創

辦一份「國術月刊」之必要意義，但國術會

存款匱乏，徵求各位理監事認股合辦，當時

理監事多屬中老年人，而日據時期限制臺灣

人民僅能接受國小教育，中文程度低，便否

決認股合辦之提議，黃善德老先生於是決定

個人出資創刊，當時向全體理監事公開表示

「月刊發行後若有利潤歸國術會、虧損則歸

我，就算傾家蕩產也要辦到底，有生之年絕

不停刊」，「言必信，行必果」乃黃善德老

先生立身處世之原則。因此黃善德老先生隨

後即準備申請文件及保證書向政府主管單位

申請發行許可，1972年開始發刊，發刊三年

共虧損七十多萬，會員入會、機關學校、國

外國術團體皆為贈閱，由於內容分為八大

類：詩詞、歷史故事、山川景物、中藥種類

效用、名人介紹、養生保健、國術活動、武

藝研習，漸漸引起讀者興趣，發刊數日益增

加，訂購數亦日多，發刊第四年終達收支平

衡，發行至今即將屆滿42年。

圖5　歷屆國術月刊照片（圖片來源：臺北市國術會提供）

圖4　2009年黃善德老先

生最後一次帶隊至

中國參加海峽論壇

（圖片來源：臺北

市國術會提供）

圖3　2005年臺北市國

術會與嵩山少林

寺訪問團交流

註15	 新浪網，〈以武會友共促發展	 兩岸傳統武術交流

大賽廈門開幕〉，<http://news.sina.com.cn/c/2009-

05-17/191215638723s.shtml>，2013.09.01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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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爭取權益

1975年9月，衛生署公布新醫師法，其

條文之嚴苛，將導致全省一萬多家國術館都

要關門。所有國術館負責人都是祖傳師授，

世代相傳，專為病人治療跌打損傷，藉以養

家活口之計，一旦關門，何只百萬人生計陷

於絕境。「是可忍，孰不可忍」黃善德老先

生乃邀臺灣省國術會簡理事長共為國術館會

員謀生之路，因向衛生署據理請願放寬限制

未果，不得已採取單打獨鬥行動，先請數十

位立法委員向衛生署署長請願，時衛生署署

長王金茂以總統命令公布為由，聲稱不能放

寬，更無法改變，故最高民意代表為民請命

亦未果。黃善德老先生為會員請命義無反

顧，至於個人毀譽得失在所不計，在情急之

下，以中央陸軍官校校友身份求見時行政院

長蔣經國先生，攜中央陸軍官校畢業證書（

校長為蔣中正先生），順利獲接見後，口頭

向蔣院長報告分析利弊，並取出隨身請願文

書呈上，蔣院長隨即批示：「本案交衛生署

妥善處理。」

衛生署收到蔣院長批示後，急訂「子法

九條」。然法條名為救濟實為扼殺，其中第

三條： 1967（民國56）年6月2日以前加入國

術會為會員者，由國術會造冊呈報衛生署核

發「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證」方可執業。第

四條：限於3個月登記並呈衛生署審核，逾期

不受理。第九條：中醫師在場才可執業，否

則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吊銷證書。黃善德

老先生深感子法第九條簡直荒謬絕倫，據當

時統計衛生署核發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證共

5,000多件，全省開業中醫師僅1,500多人，

就算是中醫師全數歇業，亦無法分身指導；

另中醫師不習跌打損傷之術，此根本為外行

指導內行，不切實際。

子法一經公布後群眾嘩然，會員憂喜交

加。喜者，可登記取得國術損傷接骨技術院

員證繼續執業；憂者，除臺北市國術會及臺

灣省國術會於1951年先後成立外，其他各縣

市國術會皆於1967年以後相繼成立，依衛生

署公佈子法規定不能登記。可行的辦法是，

加入其他縣市國術會的會員只要曾於1967年

以前來臺北市謀生，亦可申請加入臺北市國

術會。只要會員提出1967年以前入會證件，

皆統一由臺北市國術會造冊呈報衛生署。

當時會員提議以募款用於向衛生署請

命，就算負擔再艱辛也願意一起籌措應急，

但黃善德老先生則嚴詞斥責：「我是現任警

官，從任職官職以來不取老百姓一分錢，就

算用錢賄賂衛生署官員，他們亦未必敢收，

現在我為會員請命，爭取合理生存權益是我

的職責所在，你們不用出任何一分錢，只須

靜候佳音即可。」

豈料衛生署以為黃善德先生替會員偽

造年資，以偽造文書罪名將之移送警務處偵

辦，由刑警總隊承辦，偵查歷時兩個多月，

以查無實據簽請結案。黃善德先生立即面告

警務處長應依法報請地檢處核辦。收到地檢

處約談信件後，黃善德先生立即到地檢處向

羅首席報告：「衛生署控我偽造文書是事

實，並非為自己或某一特定人士圖利，而是

為解決嚴重社會問題而為，查全省數以萬計

祖傳師授，世代相傳，專為病人治療跌打損

傷為專業，藉以養家活口謀生之計，一旦衛

生署新醫師法及子法九條公布執行，皆淪為

失業人口，生計陷於絕境，情何以堪！」羅

首席聆聽此番懇切報告後，立即指派檢察官

開庭偵訊。過一個星期後，亦獲不起訴處

分，其判決書分送原告及被告。

衛生署心有不甘，竟函請調查局查辦，

當時調查局素稱恐怖機關，會員收到調查局

約談通知書後不勝惶恐，黃善德先生囑咐

會員切莫驚慌，從容面對調查局約談，並向

調查局說明：未在臺北市執業之會員，皆是

1967年以前因來臺北市從業謀生而加入臺北

市國術會成為會員，後來臺北市生活水平漸

漸上升，覺得無法負荷，即回鄉執業並加入

其他縣市國術會。

黃善德先生恐會員應訊時受到刑求，

乃以電話聯繫臺北調查處處長說：「所有赴

貴處受約談之會員並非販毒走私、殺人放火

的罪犯，不得刑求。」然而調查處之全面約

談曠日廢時，會員因不能執業而造成嚴重社

會問題，黃善德老先生隨即到調查局與沈局

長見面，並向沈局長表明來意、分析利弊得

失，沈局長聽完報告後，對於黃善德老先生

為會員請命、不懼公權力之勇氣心生感佩，

便拿起電話命臺北調查處停止調查，全案移

送臺北地檢署偵辦，承辦檢察官傳本會全體

理監事到案偵訊，結果仍獲不起訴處分，依

法獲兩次不起訴處分則該案不再審。

基於為會員爭取生存權益之職責，黃

善德先生準備依法反控，於是自行撰寫自訴

狀，帶著自訴狀影本到衛生署面見王金茂署

長說：「要求你即日起核發國術損傷接骨技

術員證書，否則我將攜自訴狀向地方法院刑

事庭對你提出告訴，屆時對簿公堂，我成英

雄，而你王金茂就成了狗熊。」並將自訴狀

影本遞交給王金茂後從容返會。途中接到衛

生署來電將派車運回5,000多張國術損傷接骨

技術員證，原本想要求先修法再領證書，但

考慮無立場可繼續爭取修法，為藉保長治久

安，於是黃善德老先生放棄自訴，由臺北市

國術會隨後發出通知並排定日程通知會員前

來領取證書。計算自1975（民國64）年新醫

師法公布後，全省國術館會員賴以維生的損

傷接骨行業遭受嚴重打擊開始，黃善德老先

生目睹群情惶恐不安，一旦惡法實施，殘民

以逞。當時身為臺北市國術會理事長之黃善

德老先生不計個人得失想盡辦法為民請命到

底，花了兩年時間，初步獲得勝利。

戒嚴結束後，政府當局開放黨禁、報

禁、並開放集會自由，當時黃善德老先生深

感爭取修法、單打獨鬥十多年，勞而無功，

非藉群眾力量不可，回想既然國術館會員成

千上萬，生存合理權益寄託於其身上，鼓起

勇氣再出發，於是引經據典寫下訴願書，召

集各縣市國術會理事長討論舉辦一場理性抗

爭，在中正紀念堂大孝門人行道上，當天下



034

武術耆老 --- 黃善德

035

午1點開始整隊。由黃善德老先生擔任領隊

總指揮，命令隊伍走人行道，不可走至快車

道，只准喊話，不准破壞公物或製造暴力擾

亂秩序，同時散發文宣爭取各界同情支援，

當時黃善德老先生的兒子亦擔任糾察幫忙維

護秩序。衛生署請500名鎮暴警察準備武力

鎮壓，但鎮暴警察目睹遊行隊伍井然有序的

進行理性訴求，並無擾亂公共秩序及損毀任

何公物之行為，鎮暴警察反而轉為欣賞又讚

嘆！當時隊伍停留在衛生署對面大孝門人行

道上，該署官員傳話准黃善德老先生帶10人

進署談判，未果，隊伍便依序進行到立法

院、監察院、行政院分別遞上請願書，當天

下午5時解散。翌年仿照第一次遊行，再集

合第二次，總共3,000人，一樣理性有秩序

的進行遊行訴願，且率10人代表進衛生署談

判，與當時衛生署長施純仁引經據典積極辯

論，施署長終於無言以對，應允於半年內修

法，不久施純仁卸任，由立法委員張博雅繼

任衛生署長，黃善德老先生於一星期內晉見

張署長要求修法以安眾心，張署長對本案深

表關切，立即召集該署有關人員面示必須於

最短時間內妥予修法，豈料該署有關人員懈

於配合一拖再拖，迫不得以再召集第三次遊

行，張署長急派該署中醫藥研究委員會主委

黃旺德親自到臺北市國術會向黃善德老先生

報告，絕對在最短時間內公布令人滿意的辦

法。果然在1993年公告：傳統民俗療法包括

圖6　黃善德老先生為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爭取權益（圖片來源：挹翠樓詩稿）

跌打損傷等十多種不受醫師法管理，從業者

可自行選擇執業。隨後黃善德老先生立即申

請成立「中國傳統民俗療法協會」，同時提

經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公約並要求會員遵從，

連續十多年來為民請命終告完成。

肆、結語

黃善德先生一生勞功赫赫，威震武林；

卻又溫文爾雅，詩播馳名，在臺灣堪稱文武

雙全，獨樹一幟。而回顧黃老先生在推廣臺

灣國術的貢獻上，從最初催生臺灣最早的國

術團體，使臺灣國術在發展上，自無組織的

一盤散沙到有組織的穩定成長；爾後接著又

肩負起為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爭取權益的重

責，幫助了當時眾多以此為生的習武之人；

最後又扮演著開啟兩岸及國際武術交流的先

驅角色，將中華武術弘揚全世界。沒有黃老

先生的領導、組織與推廣，傳統國術不可能

達到獨步於全球的地位，並獲得普遍的讚譽

與尊崇。（註16） 昔日其領導的臺北市國術

會，為當時國術界豎立一個新的標竿，使各

立山頭的國術界終於有一個領導中心，更在

面對創業期間篳路藍縷及各個時期的奮鬥挑

戰中，展現犧牲奉獻、堅持到底、屹立不搖

的精神，創造無數輝煌歷史。黃老先生推廣

策畫之精神，令人欽敬。黄老先生曾說，中

華的傳統武術在臺灣保存得十分完整，而中

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對他一生都影響至深。

因此他為弘揚中華武術，先後創立臺北市國

術會、臺灣省國術會等10個協會。（註17）

除了推廣國術，黃老先生亦承襲了習武

之人行俠仗義的俠義精神，曾多次為社會不

平之事發出不平之鳴。從早期為國術損傷接

骨技術員爭取權益，不惜與政府相關機關展

開抗爭，晚年亦曾因太極門案件再次為人權

發聲，充分展現一身傲骨風範。黃老先生曾

說，他與岳飛同月同日生，一生對岳飛景仰

不已。在他12樓的「武聖殿」裡，供奉的就

是岳飛、關公和達摩三位英靈，這是他所領

軍的武園集團屬下所有協會、團體共同的精

神教育中心。（註18）

「不以霹靂手段，不能顯示菩薩心腸。

」為黃老先生終身做人做事之座右銘，此一

座右銘一則警示做事必須果斷而不武斷，爽

朗明快，一則奉勸做人包容行善，處處先為

他人著想。這句話不僅彰顯了黃老先生的畢

生行誼，亦傳達了其致力推廣的武術文化，

不僅是一項技藝，它本身還有武德精神層次

的文化在裡面，希望藉著黃老先生之子黃鯤

忠先生的傳承，使做為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的

傳統國術武學得以繼續長久發展下去，不僅

在臺灣，也能在全世界發揚光大，讓全世界

的人們也都了解武術文化博大精深的意涵，

創造一個更祥和更美好的世界。

註16	 唐克杰，面訪，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0號11

樓／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2013.10.23。

註17	 中國武術網，〈臺灣武術界名流黃善德:武術是兩

岸民間交流的最好橋樑〉，<http://www.wh-wushu.

org/wushu/show_article.jsp?id=1337>，2013.09.23檢

索。

註18	 搜狐新闻，〈武術名流黃善德：不以霹靂手段不

能顯菩薩心腸〉，<http://news.sohu.com/20050502/

n225428232.shtml>，2013.08.23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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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文采武略俱全

黃善德老先生不僅國術功夫了得，由於

出自書香門第，在文學上的造詣絲毫不遜於

他在國術的成就。黃老先生5歲即啟蒙於私

塾，8歲念完四書五經，11歲開始做詩、填

詞，同時開始寫日記，雖處於戰火密布驚濤

駭浪時刻，無一日或輟，或家居或烽煙遍地

或在異國他鄉，所到之處，即興抒懷詩詞，

雖時逢戰亂多半散失，多年來仍陸續彙集成

計6冊《挹翠樓詩稿》，其才華充分展現在自

己所著的6本《挹翠樓詩稿》中。（註19）

《挹翠樓詩稿》主要是黃老先生自己

紀錄平日所感以抒懷遣興，如其於《挹翠樓

詩稿》中即曾述及：「余生於耕讀之家，長

於戰亂之世，掙扎奮鬥於洪濤逆浪之境。故

於所到之處，所遇之人、事；每有所感，輒

為於抒懷遣興之作。詩以言情，志乃寓焉。

尤以童年承歡膝下，葳依終日，舐犢情深，

終生難忘。先君常撫余頂，講述岳飛精忠故

事，勉以效忠效孝訓示，欽聆之下，肅然起

敬，立志效法，作終生典範。八歲學音律，

九歲讀唐詩宋詞，略有心得。嗟呼！先君是

年冬不幸棄養，遭此劇變，哀慟不已。為追

懷效忠效孝遺訓，自號「子岳」，藉資勉

勵。十一歲初春，郊遊遇雨：先叔父命余即

景作詩，遂賦七絕一首，詩曰「一望長空碧

宇開，江山萬里任徘徊。疾雷激發英雄志，

無數芳梅帶雨來。」（註20）

黃老先生的6集《挹翠樓詩稿》內容或為

記志述事以遣懷，或為仰慕先賢嘉言懿行，

為立身行事之守則；時而詠物遺懷，時而旅

遊吟稿。大部分皆憑一時感觸而成。因其從

不反覆推敲，其友人常戲稱，作詩若奔馬何

其快速！（註21）不論是詠物遣懷還是旅遊

吟稿，皆顯示黃老先生不僅是有膽有識的國

術高手，文學造詣更是深厚，同時亦有著浪

漫的情懷，是文武雙全難得一見之武才。

註19	 黃善德，〈自序〉，《挹翠樓詩稿》，臺北：德

一電腦，2007。

註20	 黃善德，〈自序〉，《挹翠樓詩稿》，臺北：天

瑪企業，1995。

註21	 黃善德，〈自序〉，《挹翠樓詩稿續集》，臺

北：天瑪企業，1995。

圖7　黃善德老先生文學創作（圖片來源：臺北市國術會提供）

圖8　黃善德老先生獲世界桂冠詩人資格證書

（圖片來源：挹翠樓詩稿）

圖9　黃善德老先生當眾賦詩揮毫

（圖片來源：挹翠樓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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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黃善德老先生畫作（圖片

來源：挹翠樓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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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黃善德先生大事記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1920 民國9 出生於福建惠安縣東園鎮後蔡村。

1924 民國13 4 私塾啟蒙，11歲即可作詩。

1930 民國19 10 中學至省城讀書，初中2年以同等學歷跳級高中。

1932 民國21 12 高中2年以同等學跳級福建學院法律系。

1937 民國26 17
大三畢業遇抗戰，決定投考軍校。
為黃埔軍校第15期，與孔令晟同期（警政署第一任署長）。

1945 民國34 25 抗戰勝利，升至少將，抗戰勝利後被派福建做「保安司令」兼地方官。

1946 民國35 26 跟隨長官來臺，至警務處，成長官得力的左右手。

1948 民國37 28 5月赴南京參加中醫師資格考試並獲高分錄取及格

1950 民國39 30 位居督察職務。

1951 民國40 31
協助「臺北市國術會」於5月成立，以及「臺灣省國術會」於9月成立，發揮鎮暴與偵
查任務。

1957 民國46 37 借調至臺北市政府擔任水肥大隊（現為環保局）總幹事。

1968 民國57 48 於6月初就職為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後的第一屆國術會理事長。

1971 民國60 51
成功舉辦海內外國術競技觀摩大會。

個人出資創辦「國術月刊」，發行至今將屆滿42年。

1973 民國62 53 應邀率國術團參訪東南亞地區友好團體

1974 民國63 54
舉辦（國術）總統盃，風雨漫天中之五天賽程獲五千多名觀眾熱情支持。

10月，在高雄市主辦總統盃國術競技大賽。

1975 民國64 55
9月衛生署公布新醫師法，全省一萬多家國術館面臨關門危機，為會員向衛生署請
命，花了兩年時間，助會員取得「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證」繼續執業。

1978 民國67 58 臺北市國術會永久會址落成啟用。

1979 民國68 59

舉辦自強盃國術競技觀摩大會。

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於臺北市國術會成立中華學術院國術研究中心主任，為後來的文大
國術系催生。

1985 民國74 65 首次出訪美國。

1988 民國77 68 9月28日成立「中華民國武學總會」。

1989 民國78 69
成立中華民國武術協會與氣功協會。

臺灣第一位率團至大陸福建參加兩岸武術交流大會，為兩岸武術破冰之旅。

1990-92 民國79-81 70～72 年年帶領全省業者進行民俗療法請願。

1991 民國80 71 舉辦第一屆中華武術氣功國際觀摩邀請賽大會。

1993 民國82 73 促成政府公告傳統民俗療法不受醫師法管理，從業者可自行選擇執業。

1994 民國83 74
舉辦第二屆中華武術氣功國際觀摩邀請賽大會。

籌組成立世界中華武術聯合總會。

2013 民國102 93 於臺北仙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