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政大體育研究 第 25 期 頁 63-86（2018 年 12 月） 

 

 

大專乙組橄欖球校隊成軍趨勢探討與緩解之道： 

以政治大學橄欖球代表隊為例 

林文乙1 

摘  要 

本文以政治大學橄欖球隊代表隊過去二十年的招生與參賽情況為例，探討

臺灣橄欖球運動發展的困境。我們認為在各大學皆面對少子化衝擊的情況下，

政大一所由女生佔多數的學校能夠持續參與橄欖球大專杯，而未像其他乙組學

校中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政大橄欖球校隊有堅強且厚實的社會連帶，靠著

人際網絡所構築的支援及資源，讓政大橄欖球隊在大環境不佳的情況始終維繫

於不墜。從政大的發展我們也可得知，任何一項運動都必須有強大的社會連帶，

才能以不斷延續，臺灣運動如果有意朝專業化發展，絕對不能忽視社會連帶的

一環。 

 

 

關鍵詞：橄欖球、校隊、招生、政治大學、大專杯 

 

                                                 
林文乙，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rugbylin@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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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橄欖球在臺灣是極具代表性的運動。日本統治時期，臺北一中曾二度獲得

全日本高等學校橄欖球大會的冠軍（1935 年 與 1941 年），而橄欖球協會更是戰

後（1946 年）第一個單項運動協會，而在全盛時期，橄欖球是陸軍的軍種球，

每年的對抗賽堪稱一大盛事，也是鍛鍊男子堅強體魄的表徵。 

另一方面，橄欖球卻也是相當冷門的運動。不僅民眾常將橄欖球與美式足

球（American football）搞混，相較於其他運動，各級學校的橄欖球代表隊隊數

亦遠少於籃球、羽球、桌球等運動。若以大專校院階段來看，除體育科班出身的

甲組球員外，乙組橄欖球代表隊的招生，可說是每隊教練每一年最傷腦筋的事

情。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專乙組橄欖球隊最艱鉅的任務不是訓練，亦非比賽，而

是招生。一所學校上萬名男學生，卻有可能面臨湊不出一個由十五人上場參賽

的窘境，使得橄欖球十五制的球隊逐年減少。筆者早年帶隊參加大專杯十五人

制的比賽，有十多隊的大專乙組球隊參賽，例如北部的臺北醫學大學（彼時尚

為醫學院）、東吳大學，中部的東海大學、逢甲都是傳統球隊，但後來因種種因

素，而不再參與十五人制大專杯，顯見橄欖球在大專的發展愈來愈困難。1這種

招生不易的情況，從歷史悠久且號稱「臺灣橄欖球運動先行者」的臺灣大學橄

欖球隊獲得清楚的闡述： 

臺大橄欖球代表隊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招生……人數的多寡是球隊的命脈，

球場上只能上場十五個人，然而如果當每一個位置後面都有兩到三個人，隨時

有球員為上場作準備時，那麼球隊的成績就會進步神速（游添燈、莊國禎，2012：

16）。 

                                                 
1 由於十五人制球隊的減少，大專體總為了提升各校參與比較的意願，於近年大專杯加入七人

制的賽事，試著讓球員人數不足的球隊，可以在有限的人數下，提升國內大專橄欖球的風氣。

即便如此，七人制的球隊也非穩定發展與成長，有些球隊在出賽一年之後，又因為各種因素

又放棄出賽。 



66 大專乙組橄欖球校隊成軍趨勢探討與緩解之道 

 

全國學生人數最多、且擁有橄欖球體育資優生名額的臺灣大學，在橄欖球

隊招生面臨的困境都尚且如此，那麼其他校院的狀況又是如何？這是本研究的

問題來源，為了理解橄欖球運動在大專院校逐漸沒落的現象，本研究將透過歷

年大專杯橄欖球報名隊伍的資料，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的個案，探究橄欖球運動

在大專校院式微之因。我們認為橄欖球運動在乙組大專院校發展的情況，恰恰

是橄欖球運動在臺灣發展的縮影，乙組的困境可以進一步延伸為臺灣橄欖球運

動的困境，並試圖歸結提出緩解之道。 

本文主要分成幾個部分：首先，我們將從文獻中歸納一項運動發展的蓬勃

與衰退之因，除了很直觀的人口因素之外，我們認為各種主客觀因素，內外部

環境，參與者（學生、家長、進一步是社會大眾）的認知，都會影響到一項運動

的吸引力，並且從這些歸納出來的因素，提出「社會連帶」（social tie）這個以

往所忽略的重要因素，來分析政治大學橄欖球隊的發展以及臺灣橄欖球運動面

臨之困境。2接下來，藉由描述政大橄欖球隊的隊史，並回顧大專橄欖球賽從1997-

2017年之間整體的發展狀況，了解大專橄欖球運動過去二十年的賽事情況，從

中看到橄欖球發展的困境。最後，我們以政治大學橄欖球隊為個案，藉由比較

臺灣大學、成功大學，說明學生人數如何影響招生，並由此引申，未來在少子女

化的影響下，大學校院的學生人數減少，勢必影響橄欖球代表隊招生。這是所

有學校必須面臨的嚴峻課題。 

                                                 
2 社會連帶這個概念來自社會網絡理論，最初源自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對於求職市場的研

究。簡單來說就是指人際之間的關係、交往以及人與人之間熟稔的程度，將會影響到各種社會

行動的成效。Granovetter 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分成強連帶（strong tie）與弱連帶（weak 

tie）兩種，兩者之間主要是人際之間的親近（close）程度的差別，從互動的頻率、感情力量、

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四個面向來進行區分，而程度將影響人際之間資訊的交流與共享，進而

改變行動的結果。（Granovetter, 1973）。本文借用了 Granovetter 的概念，但在研究上並未做概念

的操作化，而僅僅是指政大橄欖球隊校友社會連帶的展現，而這在每個校友會身上都會有類似

的現象，只是政大橄欖球隊因情感與歷史所累積的凝聚力，直接影響到在校生球隊成軍的結果，

這在其他學校則比較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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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橄欖球運動的式微之因 

橄欖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承前所述，是既有代表性，但卻又冷門。為什麼

橄欖球在臺灣的發展不彰？曹校章（2012）認為有三項原因： 

1. 協會組織功能未能發揮與善用民間。其中包括（1）協會經營策略，未能

與時俱進、（2）傳統強隊對抗型態，造就門戶之見，形成資源封閉，無

法交流、（3）劃地自限，無法吸納對橄欖球運動有熱誠之士，更遑論社

會賢達之資源投入。 

2. 協會與國際組織接軌不足。 

3. 著重競技取向，忽略基層發展。 

從這三項原因來看，有兩項因素都與橄欖球協會有關。然而，在《國民體育

法》修正案於 2017 年 9 月經立法院三讀後，大幅翻修有關「特定體育團體」（主

要指單項運動協會）相關規定，而橄欖球協會亦於 2018 年 3 月完成理監事改選，

未來如何推廣橄欖球運動並改善既有沉痾，有待時間檢驗。 

當然，大學發展運動也面臨一個更為棘手也更為難解的結構性問題，全面

影響橄欖球運動的發展，那就是少子女化。根據教育部的高教深耕計畫中敘明： 

 

少子化現象將會產生人口結構上的改變，造成教育現場生態上的變化，

例如學生人數銳減、教師人數剩出以及空餘教室利用的問題的情形。

首當其衝是我國中、小學教育，但高等教育也將面臨嚴重衝擊，臺灣各

大學校院的招生勢必受到挑戰，甚至學校合併、存廢以及後續效應將

陸續產生。（教育部，2017：4） 

 

而且根據教育部的推估（見圖 1），大學一年級新生將逐年降低至 117 學年

度的 15.8 萬人，較 107 學年度的 24.8 萬人少了九萬人。因此未來的十年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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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等教育灰暗的十年，更是大專橄欖球運動發展的黑暗十年。這是現存各校

橄欖球隊及隊友會，必須嚴正面對的課題。 

 

圖 1、大學一年級新生人數推估        （教育部，2017：5） 

若回到本文關注的問題，各級學校的橄欖球代表隊的發展及阻礙因素，既

有的文獻，多以高中（職）階段的橄欖球發展為主。 

先從六信高中這所高中橄欖球的傳統名校說起。六信高中橄欖球隊是洪清

熙先生於 1962 年創立，是南部橄欖球的重鎮，素有「北建中、南六信」之美名。

六信最輝煌的成績，莫過於在成軍後六年（1968 年）打敗了建國中學，首次榮

登高中組冠軍。不僅如此，此後連續八年（1968 年至 1975 年），更拿下國內許

多比賽的冠軍，開創了「六信王朝」（鄭吉和、陳耀宏，2012：36）。 

六信因此培育出眾多橄欖球優秀球員，而畢業校友也分散在臺灣各地執教，

推廣與向下紮根橄欖球運動。不過恰恰因為如此，反而讓六信這隻傳統勁旅，

也面臨了招生困境： 

 

這些分散在各地區的校友因為區域性關係就近就讀及地方政府要求球

員不能外流的關係，所以國中教練讓選手選擇就近的高中球隊就讀繼

續從事橄欖球訓練，北部地區所訓練出來的學生選擇基隆市八斗高中、

安樂高中、新北市淡江中學、臺北市建國中學、新竹縣香山高中就讀，

南部地區：臺南市六信高中、長榮中學、高雄市華德工家、六龜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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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此相對的也造成母校六信高中招生上的困境，在成績表現上不

盡理想。（鄭吉和、陳耀宏，2012：39） 

 

除了上述地理因素以及地方政府政策之外，鄭吉和、陳耀宏（2012：45）更

指出了結構性因素對橄欖球隊招生的影響： 

 

橄欖球在國內屬於冷門項目運動人口並不多，且橄欖球的運動性質身

體接觸高容易受傷，導致很多家長不認同，所以在運動人口上並不普

遍，更何況這些國中時代有在打球的學生很多都是來自高風險家庭或

者到高中階段可能以升學為主或者從事工作而放棄打球，近幾年也因

為少子化的關係，青少年外在誘因多不願意從事辛苦的橄欖球訓練，

而導致招生上不盡理想。臺南市雖有很多所國中橄欖球重點推展學校，

選手們可以直接從國中畢業後銜接高中，延續橄欖球的種子。但因上

述的原因造成橄欖球發展的困窘。 

 

綜合以上的討論，以六信為個案，我們可以整理出影響六信橄欖球代表隊

招生的六大因素，包括： 

1. 地理因素：學校附近是否有國中橄欖球隊； 

2. 地方政府政策因素：地方政府政策要求球員不外流； 

3. 橄欖球運動本質因素：橄欖球運動人口不普遍且受傷機率高； 

4. 課業與升學因素：希望在高中階段以升學為重； 

5. 家庭因素：球員來自高風險家庭而需要工作降低參與意願； 

6. 人口因素：少子女化的浪潮。 

進一步的問題是，六信這個個案所綜整出的六大因素，是屬於特例呢？還

是具備普遍性？關於這個問題，可藉由陳中和、徐瑋翔、蔡鈞閔（2011）的研究

來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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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和等三人（2011）以七所高中職橄欖球代表隊學校（香山、建中、淡江、

六信、長榮、暖暖、羅東）共 193 位高中選手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指出，阻礙高

中橄欖球發展最主要的因素，若以五個構面來看，依序人際關係（平均分數 3.69）、

心理因素（平均分數 3.43）、場地設施（平均分數 3.24）、教練因素（平均分數

3.04）、個人因素（平均分數 3.00），3詳細情形如表 1： 

 

表 1、阻礙高中職橄欖球發展構面及因素表（陳中和、徐瑋翔、蔡鈞閔，2011：175） 

構面 

名稱 
題項 

單題 

平均數 

構面 

平均數 

個人 

因素 

課業壓力會阻礙我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59 

3.00 

缺乏橄欖球運動專業資訊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53 

體能狀況會阻礙我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44 

宗教信仰會阻礙我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28 

受傷疑慮會阻礙我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15 

比賽賽程、時間安排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01 

裁判員比賽判決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2.95 

橄欖球之運動特性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2.45 

家庭因素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1.64 

心理 

因素 

個人球技成就感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72 

3.43 

個人興趣與偏見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59 

個人態度與動機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45 

球隊比賽成績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36 

個人經驗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33 

個性因素會阻礙我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17 

場地 

設施 

橄欖球運動場地、設施品質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39 
3.24 

橄欖球運動場地、設施使用的方便性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 3.29 

                                                 
3 在陳中和、徐瑋翔、蔡鈞閔（2011）的研究中，三位作者表示「高中職橄欖球代表隊中阻礙因

素程度分五個構面，平均分數高低依序為：人際關係＞心理因素＞場地設施＞個人因素＞教

練因素」（頁 174），但在「高中職橄欖球代表隊中阻礙因素程度」（頁 175）中，依據平均分

數高低，依順序應是：人際關係（3.69）、心理因素（3.43）、場地設施（3.24）、教練因素

（3.04）、個人因素（3.00），故上述三位作者之排序疑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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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投入 

橄欖球運動場地、設施多寡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17 

橄欖球運動場地、設施位置方便性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 3.11 

人際 

關係 

缺乏友伴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80 
3.69 

隊友之間的互動氣氛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58 

教練 

因素 

缺乏專業教練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3.52 
3.04 

教練臨場指導會阻礙我在參與橄欖球運動之投入 2.56 

 

從陳中和等三人的研究來看，似乎與前述六信高中的個案所歸納出的六大

原因，關聯性並不高。但是若進一步思考，陳中和等人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

是已經是橄欖球代表隊的球員，故而沒有「進入」橄欖球的問題，只有「投入」

橄欖球的深淺。 

關於「進入」橄欖球運動，陳中和（2005）更早之前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

一些線索。 

陳中和（2005：72-73）在 2004 年從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資料

中，選出包含 10 所附設橄欖球運動校隊4，但未參與校隊之學生，與並未開設

此一運動課程之學生為受訪對象。換言之，陳中和蒐集了 724 位非橄欖球代表

隊的高中生的問卷。這篇論文的發現，主要包括下列三點： 

1. 許多高中在學學生均看過橄欖球運動的比賽或轉播，但是實際接觸橄欖

球運動的人數較少。 

2. 除了橄欖球運動之外，其他更想參與的運動排名依序是籃球、羽球、游

泳、撞球與排球。 

3. 參與橄欖球運動因素的前三名依序是：（閒暇）時間充裕、親友共同參

與、專人指導。 

                                                 
4 此十所學校為：國立宜蘭高中、國立新豐高中、國立彰化高中、國立斗六高中、臺北市立南港

高中、私立淡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新竹世界高級中學、安樂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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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點因素提醒我們：第一、國小、國中接觸過橄欖球運動的高中生並不

多，換言之，需向下推廣紮根。第二、由於橄欖球較為冷門，因此當橄欖球與其

他較為熱門的運動「搶人」時，往往落居下風。第三、高中生接觸與進入橄欖

球，除時間充裕外，往往需要「有人帶」（親友參與、有人教）。 

綜合以上所有關於高中橄欖球隊的討論，無論是從六信歸納出來的六大因

素、陳中和等三人針對橄欖球代表隊而指出的五大構面、陳中和針對非橄欖球

代表隊發現的三項特點，都是阻礙高中橄欖球隊發展的可能因素。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則發現了一個影響橄欖球校

隊或非橄欖球校隊學生進入橄欖球最重要的因素：有沒有「親友」參與橄欖球

運動。進一步來說，所謂的「親友」，可以理解為更為廣泛的「社會連帶」，也就

是各式各樣的人際網絡，包括了同學、學長學弟、師生以及校友等。因此，若要

改善招生狀況，我們認為必須從社會連帶著手，而在底下的討論中，政治大學

雖然男學生人數比例較低，但之所以能夠每年參與十五人制的大專杯比賽，社

會連帶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這與政大橄欖球隊的歷史有關。 

參、政大橄欖球隊的發展簡史5 

一、辛苦草創 

1961 年，政大橄欖球隊成立了。草創之初，雖然人數不算少，一度達到 30、

40 人之譜，但當中來玩的多，真正會打球的沒幾個，下場比賽的戰力拼拼湊湊，

第一年自然成績欠佳。不過隨著多位高中好手陸續加入，大家練球又十分認真，

政橄可說進步神速，很快就在各大賽事中取得名次。這個時期的靈魂人物首推

1965 年的隊長范峰勝，他出身建中橄欖球隊，算是一開始政橄陣中對橄欖球運

動最熟悉的，於是他一肩挑起帶領全隊練球的工作，球員兼教練，為政橄打下

                                                 
5 本段歷史整理自《政橄五十》（政治大學橄欖球隊，2011）。 



 

大專乙組橄欖球校隊成軍趨勢探討與緩解之道 73 

 

了基礎、打出了江山。 

政橄初成立階段勢單力薄，政大不把橄欖球當作重點栽培項目，苦無奧援

的窘境下，教練由球員自己兼了，其他資源也得靠球員自己想辦法，「沒有名氣

的時候，連出去比賽跟學校請公假，學校都不給，是後來稍微出名了才能請公

假，集訓的時候學校也會給一點營養金，讓大家可以吃個蛋啊、燒餅油條甚麼

的。」何宏志回憶那時的辛苦說。因為大學生的上課時間各自錯開，很難湊齊全

隊練球，比賽前幾個禮拜集訓時，就固定挑大家每天早上六點到八點沒課的空

檔來練球，住宿舍的住宿舍，沒住宿舍的只好集體睡在政大對面一家撞球場的

樓上。 

范峰勝坦言：「橄欖球隊是自生自滅！」有一次球隊要赴臺南比賽前，學校

一直對這件事不置可否，范峰勝氣不過，召集所有隊員排在球門下，揚言要去

見校長，結果校長沒見著，見了訓導長，「我說要比賽了，學校到底要不要給我

們去，不給的話我們就自費報名，用社會組的名義，不用代表政大了！」最後還

是報了名，學校也還是沒給錢，政橄遠征臺南。  

二、成長茁壯 

政橄運作了幾年之後，一切漸漸步上軌道，隊員們先天資質優秀、後天練習

認真，整個球隊顯得鬥志高昂。當時大專橄欖球賽不分甲乙組，臺大和政大都

算是實力堅強的學校，也可以說是世仇，常在球場上爭得你死我活，留下許多

精采回憶。這個時期的核心人物楊添福，1965 年加入政橄，不但在校階段積極

活躍，甚至在畢業 17 年後熱心籌組政橄校友會，讓幾十年來的新舊隊友有了一

個互動的平臺，除了聚會聊天、聯絡感情之外，對於目前政橄學弟財力物力、技

術訓練上的支援，更發揮極大作用。 

高中橄欖球名校建國中學的學生畢業後，多數考進臺大與政大，因此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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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隊陣營中都是人才濟濟。臺大接收了比較多建中好手，不過有段時間，臺北、

臺南、基隆、宜蘭四個縣市代表隊的隊長都在政橄的行列中，實力仍可與臺大

一搏。楊添福分析：「臺大科系多，所以人數比較多，15 人制的比賽我們很少贏

臺大，不過 7 人制的比賽我們就常常贏，應該是全國第一。」 

一起贏球、一起吃苦，政橄隊友之間的好感情不在話下，對政橄的感情尤其

深，畢業後持續回校指導、資助學弟的很多，只是各自做各自的，沒有什麼系

統。1986 年，楊添福決定加以整合，出面成立校友會，「很多人畢業就回鄉了，

幾位在臺北的比較常回學校，我想這樣零零星星的支援不如整合起來，有組織

的話力量比較強大，跟學校配合也方便。」楊添福找了陳榮貴、屈良幹、余成汴

等幾個學弟幫忙，跟前後屆隊友聯絡，有計劃地彙整資料，製作出通訊錄，「很

多人沒有資料，就先把名字列出來，再慢慢去找，尤其希望各屆的隊長可以提

供訊息。」他們幫每個人編號，四位數的號碼，前兩碼是屆數，後兩碼通常 01

就是隊長、02 就是副隊長。經過這一番大工程，從此以後一長串名單條理清晰、

一目了然，報出號碼就知道誰是什麼輩份。 

校友會有章程、有會長，定期開會碰頭，作用不僅聯誼而已，更重要的是回

饋母校，「我們提供在校生獎學金，希望他們除了打球，也要把書念好，這樣家

長才不會反對。」另外就是作為球隊比賽的後援，捐款資助集訓的營養金、裝備

花費等等，讓學弟們享有更充沛的資源，「照顧在校生，讓球隊可以永續發展。」    

擔心學弟自行在校練習，切磋的對象太少，校友會學長有空就會回學校跟他們

一起打球，「經驗豐富的老大哥陪學弟練球，會特別保護他們、照顧他們。」政

橄校友在政界、商界、學界等各個領域都表現傑出、頗有成就，透過校友會完整

綿密的奧援網絡，給予政橄的幫助很可觀。橄欖球隊中抽象的學長學弟倫理觀

念，在校友會的催化下，具體形成實際且長久的互動關係，使得這一群人更像

個大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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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天闢地的草創階段，歷經幾年人力與實力的累積，政橄終於進入一個

陣容與戰績都亮眼的輝煌年代。當時球隊人數堪稱穩定充足，不論平日練習或

上場比賽都能順利調度、游刃有餘，征戰各大賽事自然也就成果豐碩。不過後

期因為大四學長畢業，面臨青黃不接的斷層，榮景不再。 

三、困境求生 

1970 年代，政橄成軍 10 年，卻未有 10 年茁壯的風光。由於人數少，場地

和設備等資源也不足，政橄的運作顯得捉襟見肘。幾個隊友因此發想出「政橄

不倒」這個口號，激勵大夥兒勉力延續政橄的生命，雖然不會在比賽場合高調

宣示，但「政橄不倒」四個字被印在贈送給畢業學長的紀念牌上，一屆一屆傳下

去，成為政橄的重要精神象徵。也因為如此強大的團結和凝聚力，這個時期儘

管看似慘澹經營，政橄並未一蹶不振，戰績倒也一直得以維持在大專杯前四名

上下，差強人意。 

人數不足是這個時期政橄所面對的頭號問題，以文法商科系為主的政大，

男生本來就少，「女生比較聰明，來讀政大，男生都去讀別的學校啦！」1982 年

的隊長唐怡德開玩笑打趣道。讀政大的男生也多半比較斯文，不像理工科男生

那樣活潑外向、敢衝敢撞，對於橄欖球這麼具有挑戰性的運動接受度不是太高。 

青黃不接的程度，1983 年大三時才加入政橄的祝仲康尤其印象深刻，「張宗

培老師來的第一天就問隊上狀況如何，隊長回答『球比人多！』」當時張宗培還

以為國立大學果然有錢、設備足，殊不知並不是球多，而是人太少。橄欖球賽一

隊需要 15 個人，政橄經常必須全員都下場，最不濟的時候，甚至 13、14 個人

也要硬著頭皮出賽，以少打多。 

種種不利的條件、艱困的環境，反而更激發了隊員們的向心力。1975 年因

為一群大四學長畢業，政橄的人數瞬間減半，當年加入的黃漢滄和同屆幾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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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於是喊出「政橄不倒」的口號，幫自己加油打氣，「總希望解決生存的問題嘛，

不要在我們手上毀掉了！」政橄有項傳統，會在每年的送舊活動中，製作紀念

牌獻給畢業的學長，當時「政橄不倒」四個字就被印在紀念牌上，成為政橄人傳

承覆誦的信念，每當吃飯聊天的場合，大家也常把「政橄不倒」掛在嘴邊，激勵

士氣。天天集訓練球，加上濃厚的革命情感，使得隊員彼此之間默契十足，關係

非常好，有種男子漢的相知相惜。政大附近沒有什麼娛樂場所，連撞球場也沒

有，大家有空就是練球，把練球當作在玩，就連晚上睡不著覺也是幾個人抓著

球就摸黑出去練傳接球，累了再回去睡覺，感情自是越練越好。綜觀此一時期

的政橄，人力單薄、資源有限，在客觀條件不利的情況下，打的是士氣、是衝

勁，也是彼此之間無可取代的感情和默契。 

1986 年 6 月 1 日，政橄校友會成立，重新凝聚了各屆 OB 與隊員之間的關

係，在這一年間，政大橄欖球隊打出了隊史上的一波戰績高峰，包括拿下全國 7

人制橄欖球賽錦標賽不分組的第 3 名，還有第 16 屆大專杯橄欖球錦標賽大男乙

組的第 4 名；隔年 1987 承接這股銳不可擋的氣勢，勇奪大專杯第 3 名，讓政大

橄欖球隊重新回到睽違多年的大專杯決賽行列。承接學長學弟制的傳統，球隊

在這段期間相當倚賴學長帶領訓練，其中，在政大後山指南宮階梯上進行的魔

鬼訓練，讓每個人都印象深刻；當然，晨訓結束後享用一頓由 OB 捐助經費所提

供的豐盛早餐，不但為一整天帶來活力，也溫暖了每個球員的心。 

1989 年大專杯隊員只剩 15~16 人，在 1989 年的隊長陳樹人帶領下，原班

人馬連續打了五六天，從預賽開始打到準決賽，即使有人受傷也沒人可以替換，

只能咬牙硬撐下去，膝蓋韌帶受傷的吳永瑞就是在這年比賽中使得傷勢加劇，

大專杯結束之後就回南部老家開刀靜養。面對難以避免的運動傷害，OB 總是會

提供受傷球員在醫療經費上的協助，當時一般受傷有 3000 元慰問金、傷勢嚴重

需要開刀者則有 6000 元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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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0 年，師大體育系畢業，前青年隊國手林文乙教練退伍進入政大執

教，開始帶領政大橄欖球隊，也是政橄第一位橄欖球專業教練，但這一年因為

場上球員新生居多，大多經驗不足，大專杯比賽中遭對手毫不留情的宰殺，多

場比賽都是以落後 50 到 60 分的懸殊比數落敗，曾銘賢說，每個人心情大受打

擊，但是林教練不忍苛責隊員，只能默默在旅館喝悶酒。隔年隊上發憤圖強，差

一點就打進大專杯前四強，一掃前一年的陰霾。 

政橄過去四十年，始終缺少一位專任教練陪伴大家練習，憑藉的是學長帶

著學弟自發性的訓練，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與比賽。當時球隊可以分成兩

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沒有專業教練，第二階段是有專業教練，段天平說，「從林

文乙老師開始成為分界點，原本橄欖球比賽是不分組，後來開始分組後，政橄

慢慢的被歸類在乙組，就比較少有機會和國手一起練習。」 

在經過 1994、1997 兩屆大專杯季軍，2000 年後的政大橄欖球隊，雖然戰績

未再創下亮眼的表現，但始終仍舊秉持著一貫的精神，球隊穩定而且平順，朝

向一個簡單又明確的目標持續前進。雖然，少了過往那些場上的豐功偉業和英

雄事蹟，姑且不論輸贏，維繫政橄不滅的仍是與過去相同的好感情。 

政橄像個大家庭，從學長傳承到學弟，傳的是一份榮譽感和彼此的打拚後

的互信。學弟尊重學長、學長照顧學弟，如同我們大一剛進球隊時，學長會對學

弟循循善誘，上下相傳，維持一貫不變的傳統。學長除了在球場上給予指導鼓

勵和一起訓練外，就連球場外的生活上，也不遺餘力。「家人當初沒有人知道我

在打球，練完球後，衣服還是學長幫忙一起洗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加入

政橄、留在政橄、或已從學校畢業，心中那份為球隊、隊友付出的想法，不變。 

政橄倫理的落實從學長、學弟互相尊重與照顧，一窺而知。例如學弟應該尊

重學長，做好本分，這包括練球、收裝備、擦球等；學長理應照顧學弟，則是在

指導學弟打球技巧、傳授經驗，三不五時會給學弟打打氣，不外乎請學弟們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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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一頓，不僅能聯絡彼此感情，還能讓學弟們心無旁騖的專心練球，沒有經濟

負擔。 

原本對橄欖球一無所知的一群人，到後來，卻因為橄欖球結緣，埋下了許多

難忘的回憶和經驗，在場上和隊友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流血、一起流汗，共同

奮鬥的每分每秒，即使輸球，每場比賽或是練習過程中的每個細節，個個都是

很珍貴而難忘。若不是因為政橄，這群人或許一輩子都無法體會這些難得的經

驗，也無法共同寫下這些回憶。不管畢業多少年，甚至彼此年紀相差再多，在政

橄的時光，就是大家共同的語言。 

政橄從成立至今將近一甲子，歷經草創期的艱辛、中間期的強盛、恬淡期的

式微，一路至此，球員們來來去去。風雨中的 50 年，曾風光得冠，卻也嘗過挫

敗的滋味，但不論如何，那扇政橄大門始終開著，裡頭的每一位隊員，依然心心

相繫。 

肆、大專杯參賽隊伍之分析：政大橄欖球隊的案例 

一、大專杯參賽隊伍分析：1997-2018 年 

從草創到困境，政治大學橄欖球隊已經有將近六十年的歷史，歷經大專橄

欖球發展的起伏，政治大學橄欖球隊的實力雖然不是最突出，卻是在眾多男生

佔多數的理工科學校中獨樹一格。近年來，受到橄欖球運動在臺灣式微的影響，

政大的成軍也愈來愈不易，但是政大另外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當各個學校

紛紛因為球員人數不足將重點轉移到七人制橄欖球賽的時候，政大卻一直努力

堅持在十五人制的正常出賽，把大專杯十五人制的出賽，當作是一項傳統的延

續，有時候甚至為了避免先比賽的七人制讓選手受傷而造成十五人制人數的不

足，甚至放棄賽程比較輕鬆，碰撞也相對沒有如此激烈的七人制。 

從 1997 年到 2018 年，在這 22 年中，15 人制的出隊數，依次數遞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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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 隊有 7 次、7 隊有 5 次、5 隊有 4 次、8 隊有 2 次、9 隊有 2 次、10 隊 1

次、11 隊 1 次。平均出隊數為 6.91 隊。因此，可以看出自 2011 年開始至今，

大專乙組 15 人制的出隊數，皆低於近 22 年之平均數。 

除此之外，這 22 年來，大專杯橄欖球賽乙組的參賽隊伍，我們從圖 2 還可

以整理出三個特徵： 

1. 2000 年之後，15 人制的比賽，參賽隊伍沒有一年達到十隊。除 2003 年

因 SARS 之故僅有五隊參加，其餘最少參賽隊伍多維持在六隊。 

2. 15 人制保持年年參賽的隊伍僅有三隊，即陸軍官校、政治大學、成功大

學。 

3. 2004 年開始引進 7 人制，參賽隊伍雖有增多的趨勢，但並不穩定。 

 

 

圖 2、1997-2018 年大專杯橄欖球賽乙組參賽隊伍 (筆者依據歷年賽程統計繪製) 

 

如前所述，出隊數最多次是 6 隊，共有七次；這六隊可以說是大專乙組橄

欖球賽的「老班底」，包括：陸軍官校、成功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學、海洋

大學與中正理工學院。前言提過的逢甲大學、臺北醫學院、東海大學等學校，若

以超過三年未出隊參賽，則包括了：逢甲大學（2009 年之後即無出隊，但仍持

續參與 7 人制）、臺北醫學院（2000 年後即無出隊，但於 2018 年重新參與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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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東海大學（2017 年開始參與 7 人制），這些都是歷經球員斷層後力圖重建

的球隊。 

在大專杯 15 人制的比賽中，從未斷層過的球隊，只有陸軍官校、政治大學

與成功大學三校。以學生人數的男性比例來看，陸軍官校自然不成問題，絕對

超過九成；但政治大學與成功大學則呈現相對懸殊的比例。然而考量到一般大

眾的認知，認為政大為文組學校、成大為理工科學校，學校性質的不同，可能會

影響招生人數與性別組成，因此納入完整建置各學院、且僅有 2003 年因 SARS

而未參與 15 制的臺大做為對照，近九年（2009-2017）的學生人數與性別比例，

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治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學生人數 

年分 

政大男學生總數 

（佔全校學生比

例） 

臺大男學生總數 

（佔全校學生比

例） 

成大男學生總數 

（佔全校學生比

例） 

政：臺：成 

2017 7,216（44.13%） 19,054（59.91%） 13,490（63.48%） 1：2.64：1.87 

2016 7,189（44%） 19,084（60.04%） 13,536（64.09%） 1：2.65：1.88 

2015 7,082（44.30%） 19,150（60.30%） 13,811（65.04%） 1：2.70：1.95 

2014 6,919（43.10%） 19,124（60.16%） 13,983（64.44%） 1：2.76：2.02 

2013 6,796（42.67%） 19,484（60.57%） 14,230（64.74%） 1：2.87：2.09 

2012 6,919（43.17%） 19,725（60.32%） 14,684（65.50%） 1：2.85：2.12 

2011 6,831（42.71%） 19,756（59.72%） 14,862（65.36%） 1：2.89：2.18 

2010 6,857（42.75%） 19,915（59.39%） 14,853（65.54%） 1：2.90：2.17 

2009 6,811（42.99%） 19,860（59.47%） 14,784（65.89%） 1：2.92：2.17 

來源：筆者統計與計算自政大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統計資料 

 

在表 2 中可以看出，政大的男學生比例約為四成、臺大約為六成、成大約

為六成五。假設三校中每位男學生參與橄欖球隊的機率相同，那麼也可以發現，

在政大召募一名橄欖球員，在臺大可召募超過 2.5名，在成大則可召募將近 2名。 

因此，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政治大學橄欖球隊能在男學生人數、比例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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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還能年年成軍參與 15 人制的比賽？是甚麼因素致使「政橄不倒」呢？ 

筆者先前透過檢閱高中職階段影響學生參與橄欖球運動的研究，得出了「親

友參與」是重要因素，進一步提出以各式各樣人際網絡為核心的「社會連帶」的

概念，做為影響學生參與橄欖球的關鍵原因。 

所謂「社會連帶」，可以理解為人與人、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互動

所形成的某種關連。此種強調「社會連帶」在運動社會學的研究上並不獨見，運

動社會學同時也是社會學理論大師埃里亞斯（Norbert Elias），便是以各種「社會

連帶」共構的「型態」（configuration）來研究體育運動（例如足球）的發展歷程

（Elias and Dunning, 1986）6。以本文的研究問題來說，這些連帶至少包括了：

教練與球員、在校球員與畢業球員校友、學長與學弟、橄欖球員與非橄欖球員

等等。接下來，將利用「社會連帶」的概念，來說明政大橄欖球隊的運作狀況。 

二、政治大學橄欖球隊 15 人制年年出賽原因探討：以「社會連帶」

為焦點 

如上一節所述，政治大學橄欖球隊創立於 1961 年，筆者從政大橄欖球校友

會中，訪談過去二十年畢業的校友，整理出下列以「社會連帶」為核心的因素，

是如何影響這批校友當初「進入」與「投入」政大橄欖球隊： 

1. 開設橄欖球課程：由於橄欖球課程，固定每一學期皆可讓約 40 名學生

接觸橄欖球，是挑選有興趣或有潛力的球員最好的方式。 

2. 舉辦系際杯比賽：儘管政大的學系不多，但仍可藉由舉辦系際杯，強化

大二以上學長召募新生，且透過同系之故，多了讓新生進入與投入橄欖

球運動的人情誘因。 

                                                 
6 事實上，Norbert Elias 就曾說過：「對體育的認識就是對社會的認識」這樣意味深長的話。（Elias 

and Dunning 19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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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校友（OB）陪練：政大橄欖球隊在每週五晚間的練球，往往吸引多

位畢業校友回球隊，除指導球技外，還包括了經驗傳承、參與球隊的感

想等，提高現役球員的投入程度與參與感。甚至有畢業校友在時間許可

的情況下，參與在校生的集訓，對於練球效率、團隊凝聚的效果更是顯

著。 

4. 畢業校友座談：由於政大橄欖球隊畢業校友中，不乏社會上知名人士7，

可藉由舉辦校友座談會讓校友們現身說法，分享當年在學讀書、打球以

及出社會之後經歷。 

5. 學長、學弟制度的運用：政大橄欖球隊是遵循學長學弟制精神的運動團

體。學長學弟制，是促進團體凝聚的一種方式（當然有其副作用），例如

在練球時，若有學弟犯錯遭受懲罰，由學（隊）長執行，並採連坐；但

在球隊餐費，則由學長們分攤支付。 

6. 校（隊）際交流：政大橄欖球隊除了在歷年隊慶皆會邀請社會球隊臺北

市巨人橄欖球俱樂部參與外，也會邀請如海洋大學、臺大前來共襄盛舉。

其中政大與海大的「政海賽」，更是行之有年，透過移動到他校比賽，除

切磋球技之外，更是對內強化球隊、對外聯誼的重要模式。不僅跨校，

政大橄欖球隊更跨國。在隊友會的協助促成下，在 2016 年更邀請了日

本關西地區的傳統強隊「京都產業大學橄欖球代表隊」到政大比賽。當

然，各項杯賽（如大乙聯盟爭霸、中正杯、清忠杯等）的參與，更是不

在話下。 

7. 非正式聯繫：球場之外的球員間互動，稱之為非正式聯繫，此亦是讓新

進球員願意持續投入的影響因素。基本上，資深球員應主動關心新進球

                                                 
7 如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何飛鵬、老爺酒店總經理沈方正、音樂製作人陳子鴻等，皆曾參

與過此座談會。 



 

大專乙組橄欖球校隊成軍趨勢探討與緩解之道 83 

 

員，例如在學生宿舍的互動。而除了練球、比賽之外，利用寒、暑假等

時間，舉辦球隊的旅行或其他娛樂活動（如烤肉、唱歌），也是增加球隊

感情及凝聚力的方式。 

除了社會連帶的因素外，經濟誘因亦不可少。前述高中（職業）階段的文獻

也指出，閒暇時間是影響參加橄欖球運動的因素。此處的閒暇時間，除了課業

之外，還包括為賺取日常所需費用而投入的打工時間。因此政大橄欖球隊早在

1996 年就已經發放獎學金，其中一度設立年度獎學金，以每個月三千元的資助，

協助球員可以專心在課業與球隊，減少課外的打工時間。這些獎學金都是校友

會的支持，發放對象不僅侷限於球員，也包括經理，希望能減輕球員的經濟負

擔，並勉勵球員與經理，必須球隊與學業兼顧。 

事實上，進入與投入橄欖球運動，是一件相對不為同儕所理解的事情。橄欖

球運動相對冷門，社會認知度不足，因此光是說服同學或親友，就是一件比參

與其他熱門運動還要麻煩的事情。故而，如何讓新進球員感受到陪伴

（companion），皆是每一個球隊必須面臨的課題。上述藉由政大橄欖球隊如何

藉由社會連帶的各種方式，達成年年出隊參與 15 人制的比賽，可為借鏡。 

伍、結  論 

本文藉由近 22 年（1997-2018）大專杯乙組橄欖球賽的資料，呈現出從 2000

年之後至今，便無兩位數以上的球隊報名 15 人制的比賽；而近三年也只有六隊

報名，低於 22 年的平均 6.91 隊。甚且這六隊幾乎是長年參與的傳統學校。這是

大專校院階段的橄欖球運動發展的隱憂。 

面臨此種狀況，為了提升各校參賽意願，大專體總於 2008 年至今，均加入

了 7 人制的賽事8，試著讓球員人數不足的球隊，可以在有限的人數下，也可參

                                                 
8 在 2004 年，首次舉辦大專杯 7 人制；又於 2006 年再度舉辦。但是自從 2008 年至今，才開始

年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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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賽事。 

然而，從歷年參賽隊伍觀之，7 人制的引進，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1）

擴大了參與的學校數；（2）讓早年能夠出賽 15 人制但中斷的球隊，又能重回橄

欖球場，像是逢甲大學、東海大學以及臺北醫學大學等學校9；（3）吸引新學校，

例如崑山科大、聖約翰科大以及高雄醫學大學等。不過，憂的是，在與以往僅有

15 人制比賽同樣的賽程中，同時報名十五人制及七人制的球隊，必須要在一週

內以極高的頻率出賽，此對參賽球員是嚴峻的體能負擔，也增加受傷風險。因

此若不改革賽程，引進七人制，恐怕只是增加長年參與 15 人制比賽的球隊的負

擔，甚至導致這些傳統學校離開橄欖球場。 

另一方面，臺灣少子化的問題，不但影響許多排行較差的大學之生存，也影

響著大學體育的發展。少子化的衝擊是全面的，而且短期之內不可能改變，體

育或者說校隊招生，只是連鎖效應下的一環，各個大學與校隊如何在同樣的困

境下維持球隊的歷史傳統，可說是各隊不可迴避的問題。 

然而，回到各校、各隊，重點工作仍然是招收新進球員，以及讓球員留下

來，成員能夠上場比賽的戰力。本文藉由整理高中職橄欖球隊的研究，歸納出

「社會連帶」這一項不為重視的因素，並介紹了政大橄欖球隊這支年年參賽 15

人制的球隊的運作方式，希冀拋磚引玉，提供實用的操作方式，讓越來越多大

學生能投入橄欖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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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fficulty and solution of running a college 

rugby team: The case of NCCU rugby team 

 
Wen-I Lin  

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Rugby 

Tea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running a college rugby team 

is the social ties and solidarity developing among the ex-teammates. Comparing to the 

male students dominating school, such 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CU has long been suffering for the shortage of players 

especially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owever, this team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College Cup without interruption when other schools stopped 

participating one or more times. Using the data of gender ration in three schools and 

the oral history of NCCU Rugby Team, I demonstrate how the social ties and 

brotherhood of our team in sustaining the existence of thi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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