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拔河，曾讓陳圳龍飽受流言攻擊、遭公司資遣，但也讓他圓了國手

夢，並兩度拿下象徵體壇最高榮譽的「精英獎」最佳教練獎。

2005年，在德國杜伊斯堡舉辦第7屆世界運動會過程中，最大的驚奇也

許就是代表台灣的中華台北女子拔河隊，這個在國際拔河運動中的新

手隊伍，竟以黑馬狂掃之姿，在全場驚嘆聲中，勢如破竹勇奪金牌！

由陳圳龍一手培訓的中華台北女子拔

河隊，從預賽、初賽到冠亞軍決賽，所向

披靡，每場賽事，全部以全勝佳績，一個

個PK掉來自全球各地的拔河隊伍，其中

尤以將拔河視為國技之一的日本隊強壓下

陣，最令人驚豔，一戰成名拿下2005世界

運動會，也是台灣在2005的世運會中所得

到，唯一一面團體金牌。

這面金牌，讓敗給中華台北女子隊

的日本女子拔河隊，當場痛失金牌連莊寶

座，日本代表隊更發下豪語：「在4年後舉

辦的2009年世運會，定將復仇」。

然而，2009年的高雄世運會，中華台

北女子拔河隊加上鐵漢教頭陳圳龍的鑽石

組合，又一次成功封殺誓言復仇的強敵日

本代表隊，在台灣全體國民眼前，漂亮奪

下世運會二連霸，捷報傳來讓全國民眾振

奮，而陳圳龍10多年來無怨無悔的付出，

如今可說收割令人欣慰的成績。連獲冠軍

證明了他與隊員們的冠軍並非偶然，而是

又一盞台灣之光的誕生。

來自宜蘭的飄泊少年陳圳龍

和洪教練的師生緣

1973年出生於台灣宜蘭的陳圳龍，在

國中階段有過一段少年叛逆時期，在摸索

人生與未來方向過程中碰撞，當時的陳圳

龍常在血氣方剛中迷惘困厄，打架或因好

奇惹禍讓他輾轉念了3個國中，國三那年，

父親帶他到基隆成功國中就讀，希望藉此

能遠離損友好好完成學業，碰巧在校園裡

遇見了來訪友的洪教練，洪教練看見陳圳

龍雖帶著桀驁不遜的眼神，但整體體能和

彈性都很不錯，於是洪教練主動鼓勵他畢

業後進入聖心高中就讀，並加入他所指導

的田徑隊，這一面之緣促成了陳圳龍與田

■ 文．攝影／藍鳳凰

▲ 拔河運動（Tug of War）比賽過程的激烈程度不
輸其他的球類運動

出生於台灣宜蘭的陳圳龍，在國中階段有過一段

少年叛逆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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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恩師洪教練的師生緣。

洪教練對田徑隊員的訓練一向以嚴格

聞名，尤其對於青少年階段的孩子，除了

教授運動技能，他更注意孩子們的德育，

日常的言行舉止、價值觀的正確性等等，

對於學生們偶爾出現的違規行為除了嚴厲

訓斥、服以公共勞務讓學生整理體育室，

清潔校園環境之外，也會在生活上幫助他

們。洪教練對學生雖嚴厲卻關愛，看到學

生有經濟上的需要總是出錢出力慷慨協

助，他的身教言教對陳圳龍有莫大影響，

讓他後來擔任教練時，正以洪教練的鐵漢

柔情的作風為榜樣。

洪教練回憶陳圳龍在高中受訓期間，

漸漸蛻變成熟，對於受訓的態度嚴肅認

真。不論天氣好壞，每天該進行的自我練

習，從不輕言停止。有很多個雨天，洪教

練從辦公室的窗口遙望著陳圳龍高瘦的身

影穿著雨衣，在操場上持續練習，讓他感

到非常欣慰。陳圳龍畢業後順利升學進入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三專部就讀，且持續進

修插班市立體育學院大學部，繼而畢業於

體育學院的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他更在

就學期間覓得人生重要的生命伴侶鄭淑

芳。

陳圳龍原本是標槍選手，成績也頗

優異，高中時期的技能成績已達亞青盃水

準，雖然成績可獲晉級卻因名額有限，而

未能如願擔任國手，這對一心努力爭取成

績是體育為終身職業的運動員來說，實在

是生涯上的一大打擊，沮喪的陳圳龍一度

到恆春跑船，直到心情調適好才又回到體

育圈。

在徬徨少年時期引導陳圳龍深入田

徑運動的洪教練，同時也身兼拔河訓練教

練，他認為如今的拔河運動歷經長時間優

化技巧、技能與賽事規則，早已非單靠蠻

力可獲得成功，而是充滿力與美，戰略、

戰術和團隊合作的優質競賽。

長期在洪教練身邊耳濡目染下，陳

圳龍對於拔河運動深深著迷，不知不覺

越發深入研究。八人制拔河運動﹙Tug of 

war﹚在國際發展已有多年歷史，近年始

趨向發揚光大，尤其當八人制拔河運動導

入台灣後，更引起多方關注，是目前極具

有相當的發展潛力的新興運動。新制的八

人制拔河運動，體重分級、規則明確、比

賽節奏明快、不受場地限制等幾項特色，

正是具有發展潛力且適合東方人體型的運

動項目。

尤其拔河選手除了體能訓練外，更重

視團隊默契與戰術戰略的運用，國際間，

拔河選手的運動員壽命甚至可到50歲。

從古到今，拔河的演進過程

拔河運動在我國民間盛行已久，為古

農業社會中農忙之餘，最具代表性的活動

之一。以往拔河比賽無特殊規則，故為體

重取勝之運動項目，但今日八人制拔河比

賽，規定繩子的長短與粗細，場地大小有

一定的規格，參賽每隊選手人數固定，並

按體重分級，且「後位」選手必須要戴安

全帽，因規則明確且危險性少，又頗具趣

味性及公平性更可表現出團隊合作精神如

何展示團隊技術，發揮最大之有效力量，

是今日拔河比賽獲勝不可缺少的因素。

根據專業體育教練潘玉龍與余育樸

在「八人制拔河比賽戰略及戰術運用之初

探」一文提到，現今八人制拔河運動競技

水平日益提昇，比賽過程的激烈程度不輸

其他的球類運動。拔河運動雖為等長性收

縮的運動，側面看來雖溫和，其實團隊間

的暗力較勁是難以想像的，其中戰略、戰

術的有效應用更是影響比賽輸贏的關鍵因

素。

戰略、戰術是指在比賽中為求戰勝

▲ 陳圳龍用拔河的粗麻繩繫在綜合運動
場的樑上固定，讓選手當作臂力的訓

練

▲ 訓練器材的老舊已不是問題，能繼續
訓練才是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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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而將全隊選手作一種有計劃的運用，

戰術上的應用需掌握原則，以發揮自己

的優點，針對對方的弱點攻擊，以達克敵

致勝的目的，故決定拔河比賽的樞紐是戰

略，實行戰略的手段是團隊的戰術，戰略

的擬定得體自可得心應手，而戰術的有效

發揮，易於實現戰略的目的，兩者相輔相

成，決定了比賽的結果，對於對手實力

可經過客觀的量化數據與主觀的肉眼觀察

加以分析，以利於下一局對戰前擬定好戰

術、戰略，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

從田徑單項轉入訓練專業拔

河團隊之路

陳圳龍除了本身對拔河的濃厚興趣

外，後來在好友建議與家人的支持下，退

伍後一頭栽進拔河運動，並順利成為國

手。2000年臺北體育學院正式成立拔河隊

那年，陳圳龍和女友鄭淑芳也步上禮堂、

共組家庭，愛的結晶陳品勳今年已經9歲。

陳圳龍剛成立女子拔河隊時，因人手

不足，強力邀請排球選手出身的太座鄭淑

芳加入，現在更擔任該隊的隊長，以他教

練的專業角度來看，鄭淑芳具韌性與認真

的重要元素，加上對運動的學理和實務經

驗的素養高，絕對可成為團隊新成立的重

要支柱。

陳圳龍義務擔任南港高工、臺北體院

男子拔河隊14年（自1997年起）、女子拔

河隊教練10年（自2000年起）以來，完全

不支薪，只有當選國手時才有支領公部門

的選手伙食、服裝等費用補助，以及在高

雄世運集訓期間的教練費和交通費補助。

原本陳圳龍任職於某知名運動器材公

司擔任業務員，因為太投入拔河比賽，結

果被公司資遣，現在則是在北體擔任兼任

專才老師。而鄭淑芳直到2008年才考上南

港高工夜間部代理體育老師，但即使工作

不穩定，拔河隊之於陳圳龍除了身為運動

員對於運動堅持與熱忱、國家的榮譽外，

夫妻倆和這一群投入訓練的選手隊員們所

建立的深厚感情，讓他們儘管時而遭受流

言攻擊或現實挫折，總能重拾起初的執著

和信念。

缺乏資源的克難訓練過程

努力組成這支女子拔河隊後，這個隊

伍的訓練是紮實、艱辛又克難的，由於臺

北體院沒有適合的練習場地提供訓練，陳

圳龍透過南港高工夜間部主任余育樸的協

助下，使用南港高工校內的綜合體育館當

做練習場地，而拔河隊現在練習肌耐力與

重量訓練的器材，也是他們自行從體專準

備報廢的器具中搶救載運過來的，陳圳龍

說：「只要安全沒有問題，這些設備對我

們來說都是賺到了。」儘管器材原本包覆

海綿的膠皮已經破損，海綿已經部分裸露

而出，或是軸承鏽痕橫生，有器具能繼續

訓練才是第一要務。

雖然沒有支薪又失去原本穩定的工作

收入，陳圳龍仍不惜自掏腰包赴日本的拔

河隊訓練營取經。日本的拔河代表隊是由

民間大型企業宅急便出資認養，選手與教

練的食衣住行，都獲得全方面的保障與照

顧。由於沒有後顧之憂，故此，日本拔河

隊的實力堪稱全世界屬一屬二。

陳圳龍透過友人的安排，10年間數度

到日本進行見學參訪，參訪期間他就與日

本的拔河隊伍一同進行訓練日程，人家做

什麼練習他全部跟著做，同時仔細觀察實

力堅強的日本隊的訓練重點，他發現日本

隊對肌耐力和團隊默契這一段特別重視。

▲ 拔河隊的訓練是紮實、艱辛又克難的

▲ 單體重達48公斤的大型廢輪胎，可訓
練負重和施力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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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後，陳圳龍特地和朋友到輪

胎報廢場帶回數個單體重達48公斤的大型

廢輪胎，在輪胎上繫上粗麻繩，訓練時再

在平放的輪胎上，加上數個10到30公斤的

鉛盤，然後讓選手在肩臂上繫上自製謢具

後，繞肩拖行來回數百公尺，訓練負重和

的訓練不但時間長又集中，最特別的就是

將男子組對女子組同步訓練，這個舉措無

異又將女生的質素與體能都大大提升。

凝聚力與美的展現  

始獲國際賽事肯定

設置的體委盃室內拔河錦標賽，在陳圳龍

領軍的拔河隊預計爭取女子520公斤以下

級資格的消息曝光後，其他隊伍就未報名

參賽，因此隊伍未比賽就直接取得冠軍頭

銜及世錦賽資格。

2009年7月世運會在高雄舉辦，自六

月起集訓，這支隊伍開始停止休假。除了

要正面對抗誓言復仇的日本隊和荷蘭隊，

以爭取世運會的冠軍衛冕，他們更有國人

面前出賽的壓力。結果7場比賽皆以連勝勝

出，7戰全勝為地主留下金牌，再度贏得漂

亮！

和其他隊伍最明顯的差異，這支隊

伍在比賽前後她們幾乎是安靜而沉默不語

的，沒有在拔河比賽時口中喊著「1、2，

殺！1、2，殺！」的喧鬧氣氛，這支女子

隊伍身上散發一股濃烈的肅殺之氣，足令

對手不寒而慄，更讓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陳圳龍說：「拔河是3分鐘見勝負的

比賽，氣氛、節奏、施力時間點加上隊員

心態、體能都是不可掉以輕心的細節。要

有很強的榮譽感和熱情與動機，隊員才可

能日以繼夜毫不厭倦持續練習，世界級的

比賽場上沒有任何僥倖可言，只有堅持再

堅持的苦練。」對這個隊伍的每一個成員

而言：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理由！

這句話已如細胞深入體內，所有的賽事他

們都嚴肅已對。而征戰10年，這群女將

的手掌也留下不少傷痕，雙手攤開，隊員

們手上長著一層層厚繭，記錄多年來的努

力。

近半選手離隊，新的女子拔河隊待磨

練，今年無緣代表國家問鼎世界拔河錦標

賽三連霸。

在2009年世運會，中華臺北女子拔河

隊在國人面前，以7戰全勝之姿衛冕奪金

牌，並與陳教練在同年運動精英獎中獲得

「最佳運動團隊」和「最佳教練」兩項大

獎。然而隨著隊員陸續以學業、工作、婚

姻等理由離開，因為近半隊員生涯規劃離

隊，今年對這支力拔山河的娘子軍而言，

是另一個不同的開始。陳圳龍目前還在徵

選新血，希望人數補齊後重新出發！

陳圳龍也自省：「拔河隊拚出佳績，

成了指標隊伍，對隊員的要求也更嚴格，

有時會擺臉色給隊員看，或許這也是部

分選手離隊的原因。」隊員有一半換了新

面孔，這支嶄新的女子拔河隊還需時間磨

練，但因去年體委盃拔河賽表現不佳，今

年無緣代表國家問鼎世界拔河錦標賽3連

霸。對於無法前去連霸，陳圳龍抱持平常

心看待，希望經過3、4年訓練，這支隊伍

能再攀顛峰！

參加拔河隊的學生們，似乎都將訓

▲ 大環境對於運動員的未來不夠重視的前提下，難以讓優秀運動員生涯得以延續

施力的技巧，而臂力的訓練除了運用張羅

來的報廢機具外，他還用拔河的粗麻繩繫

在綜合運動場的樑上固定，讓選手當作單

槓練習，並透過活動設計，讓選手培養戰

略能力與團隊默契。

和其他國家的拔河隊相比，這個隊伍

近年來，他們戰功彪炳，從2005年

德國世運到今年高雄世運會，以及2006、

2008年兩屆世錦賽等等，這群娘子軍已經

在世界級大賽四連霸，奠定拔河常勝軍之

姿，因為實力在國內高出其他女子隊伍太

多，2007年為世錦賽代表隊國手資格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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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中的艱苦當作平日生活的常態，「很多

孩子們的生活其實都很清苦自勵」陳圳

龍說：「在隊上的孩子們，不管是男子組

或女子組，有很多來自單親家庭，或是低

收入戶，由於我自己曾經被洪教練這樣關

照過，現在看到他們好像看到年輕的自

己，我和太太也願意花更多心思來照顧他

們，但是僅靠我們的關心其實仍然是不足

的。」陳圳龍最擔心這群孩子們的，還是

運動員將來的出路與生涯規畫。

運動員困境 需政府和國人關

心

陳圳龍提到拔河隊的困境，以目前的

運作狀況，男、女選手都無法長期培訓，

對於以團體運作的競賽隊伍而言，一旦處

於更換新選手的狀態，成績就無法穩定成

長。

在2005德國世運會女子中，與隊奪

冠的女子拔河隊20歲優秀好手王嘉琪，和

新加入拔河隊19歲的高玉珍，都喜愛這個

團隊，訓練中吃苦，手掌的傷裂了又好，

好了又裂，磨得比一般男生都粗糙也不喊

苦，只期待爭取榮譽為國爭光，卻不免憂

心將來的出路，同樣20歲的魏宏毅參加男

子組的集訓，他積極努力想考取證照，希

望參與熱愛運動的同時，在未來也能有個

安定的生活。

遙想當年一群在台東山地的學童以

石頭和竹棒代替棒球器具練習，克難成軍

紅葉棒球隊，打下1968年令國人難忘的

戰役，擊潰剛奪得第22屆世界少棒冠軍的

日本關西少棒聯盟和歌山調布隊，為國爭

光。如今在紅葉少棒紀念館裡，牆上掛著

當年擊敗世界冠軍隊伍的紅葉少棒隊名人

錄，當年小將們的攻守位置圖，以及獲勝

時，小將們用球棒挑著一箱可口可樂當獎

品的珍貴照片，任人唏噓憑弔。是令人感

慨的是，大多數人都在壯年往生，而尚在

人世的三人也為了維持生計散居各地。

鑒於整體環境對於運動員的未來不夠

重視的前提下，難以讓優秀運動員生涯得

以延續，遑論將寶貴經驗向下一代延伸，

由於拔河並非亞、奧運項目，在國內獲得

的注目少，資源自然缺乏，選手們的未

來也不若亞、奧運奪牌選手般稍為

穩定。每個隊員經濟情況擺

盪，有人來自單親家庭、

有人還是學生、有人則

是待業中，但大家吃苦

當吃補， 1 0年來咬牙

苦撐，讓陳圳龍相當心

疼，雖然有許多企業單位

提供鈦產品、比賽鞋、比

賽訓練服裝、訓練器材等

裝備贊助，還有一位鄭姓

友人近年開始對女選手們

提供每日200元的伙食、交通補助。但是

未來前景和安定的生活才是讓體育環境建

全最重要的一環。

儘管拔河隊今年因世運賽事，於參賽

期間獲得參賽補助，陳圳龍希望政府、國

內企業能再多關心一些為國爭光的隊伍。

他也更期待公部門單位能為選手規劃獲取

「專業教練」資格的機會，讓他們的生活

更有保障，如此才能讓國內的體育風氣健

康茁壯。

另一方面，臺北市景美女中拔河隊

參加今年2月份，在義大利羅馬舉辦的

「2010世界盃拔河隊錦標賽」中，發揮堅

強的意志力與韌性，在冠軍賽中逆轉擊敗

強敵中國隊，抱回世界冠軍，讓「景美女

力士」之名揚威國際。

在奪下540公斤級世界盃

冠軍之後，緊接參加3月7號

舉行的亞洲盃選拔賽，為了

可以參加500公斤組的亞洲盃

選拔賽，已經密集進行減重計

畫，平均每位同學必須減重5公

斤，勢將減少餐食，並加倍運動

量以達陣。 

我拔河競賽在國際間屢有佳

績傳出，可見在這個領域耕耘的

人並不少，這些運動項目不若棒球、籃球

有票房能吸引觀眾，或是像亞、奧運項目

的選手，能稍微多得到一點關注，然而唯

有整體社會重視體育，給予支持以及均衡

發展的空間，才能帶動國內的體育風氣。

代表國家團隊贏得的榮耀，背後是一

股堅持與韌性，還有辛勤的付出。雖然贏

得了金牌與喝采，他們更需要的是國家和

國人的支持作為靠山，讓他們走的更遠更

長久。

 

▲ 隊員們手指及手掌上一層層的厚繭，
記錄多年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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