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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手、教練到體育主播  傅達仁成為家喻戶曉

的籃球國寶 
    傅達仁，祖籍山東，名台視體育主播。傅達仁

為抗日將領遺孤，幼年在流離顛沛中成長，培養出

堅毅奮鬥的性格。傅達仁是第三屆東京亞運籃球國

手，曾任裕隆、台銀冠軍教練，客任馬來西亞國家

教練時，曾打敗中華隊。傅達仁是將 NBA 籃球戰法

引進國內的第一人，轉播 NBA 達二十年，擔任電視

主播三十年，轉播大小比賽超過上萬場，是家喻戶

曉的名體育主播。傅達仁播報風格獨樹一格，傅氏

語錄風靡全國觀眾，可說是籃壇的國寶。年輕時的

傅達仁凡事奮鬥不懈，力求完美；自謂七十歲信主

之後，人生哲學也有了變化，行公益好憐憫，奉行

基督精神。 

 

 
抗日烈士遺孤身世 幼年在流離顛沛中成長 
    我的一生非常的傳奇。為什麼？因為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在台灣如此奮鬥，

最後我竟然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孤兒。什麼叫「百分之百的孤兒」呢？因為我一生

下來，我的母親就死了，我的爸爸是少將，抗日戰爭的時候在黃河邊陣亡將士，

我是烈士遺族。我四歲的時候我爸爸就當了抗戰英雄了， 我那時候根本不記事

兒，所以我就是個百分之百的一個小孩，一個孤兒。那時候日本鬼子刺刀之下，

跑來跑去，藏來藏去，在濟南已經開始小流浪。什麼叫「小流浪」呢？就是到鄉

下藏著，然後呢，有機會到濟南呀，到城裡面來唸唸書。就是這樣，一開始就是

個流浪的孤兒，這是我的傳奇的開始。 

  那這種生活當然是顛沛流離，根本就不是一個安定的滋味。我的一生都在動

盪之中。然後，等到我唸小學完了，我們抗戰勝利了，那小孩子哪知道什麼勝利

不勝利？反正忽然間，那個我們的楊寶琳女士 1，她那個時候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龐敬堂的妻子，她就幫著這整個國家照顧這些孤兒，成立一個濟南抗戰烈士遺族

                                                      
1 楊寶琳，山東荷澤人，民國元年生，中國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其間擔任重慶慰勞委員會委員。

抗戰勝利後任山東省婦女會理事長。傅達仁小學所就讀的是山東濟南的抗戰烈士遺族學校，楊寶

琳為時任校長。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楊寶琳成為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山東省婦女團體），

並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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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這學校當然是臨時成立啊，那時候有軍團司令王耀武 2，就會幫忙支援。

一會兒到這個軍中要一點東西…奶粉、蛋粉、麵粉啦，三粉，我記得很清楚。有

的話，我們就吃得很飽，沒有的話對不起，吃槓子那樣的饅頭；有的話就加奶粉，

然後蛋粉炒上那個蛋，就也滿香的。反正是公家養我們，這是楊寶琳做的，為國

家，為山東省做的一件很大的好事，但到台灣了大家不知道了。   
  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孤兒很多，光軍人在抗日戰爭當中，中國人就死掉三百八

十萬，軍人喔！比軍人死得更多的是老百姓。他隨便殺，南京大屠殺就三十萬，

那就更多了。所以光軍人，我的老爸，就是為國犧牲的其中之一。但是他是將官，

是少將司令。到最近我看到那個行政院研考會登廣告找遺族，我才發覺我爸爸的

牌位在圓山忠烈祠 3。我前幾年回大陸的時候發現一本書，上面有我爸爸的名字，

抗日犧牲的少將司令，他的名字叫傅忠貴，忠就是忠孝節義的忠，貴就是貴重的

貴。我聽說在香港的電視台，也特別介紹過我的爸爸，但我沒看到。所以我當時…
唉…我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孤兒。連我爸爸的一張照片中途都掉了。是這樣子在

流離顛沛之中生長、長大。 
    後來在濟南，也滿苦的過了一段日子。上到初二，這個之後，我們的蔣夫人…

都是夫人…總統的夫人也好，都是女的。因為總統他是要到外面處理外交軍事，

蔣夫人就把這個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就又重新成立起來。4很大，整個的

四方城，就是孝陵衛下面，中山陵下面的一個四方城。就叫全國各省，這些抗戰

陣亡的子弟、烈士遺族來讀。那這個完全就不一樣了，好像一下子 upgrade 升級

一樣，吃住的是鋼絲床、絲棉被，自己有乳牛場。早上有時候蔣夫人會陪我們說：

「你們這牛奶要喝掉，要喝掉…」。有自己養的乳牛，鮮牛奶，然後四菜一湯，

那完全就安定下來。 

  這個就是國家為陣亡將士所做的事情，我們就在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在那唸書就非常的安定，吃穿好像貴族小孩一樣。那時候我們是童子軍啊，我是

打那個三角鈴的。那個制服、紅領巾兒、大檐帽，神氣得不得了。有一個帽徽啊，

指一指，坐公車就不要錢，因為他知道你們是為國家犧牲的子弟，這是在南京時

代，也是小孩子時代。校長是蔣中正，主席校董是蔣宋美齡，那我們在這樣的好

                                                      
2 王耀武，山東泰安人，1904 年生，為國民革命軍抗日名將，黃埔三期。抗日期間戰功彪炳，

被蔣介石拔擢為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3 傅達仁父親為抗日少將傅忠貴，七七事變爆發後任魯北游擊司令部司令，民國 27 年 9 月 23 日，

率眾於山東辛店屯與敵激戰，不幸以身殉國，時年 57 歲。國民政府遷台後，於民國 75 年 3 月辦

理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民國 102 年 9 月 24 日，傅達仁看到聯合報報載行政院研考會「忠烈祠

要找回烈士遺族」廣告，才知道其父的牌位已供奉在台北忠烈祠，並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首

度在家人陪同下，至台北忠烈祠祭拜。 
4 民國 17 年 11 月，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於南京中山陵園附近成立（現為南京衛崗小學），

由宋慶齡和宋美齡共同開辦。對日抗戰爆發後學校一度停辦。直至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學校於

1946 年恢復招生。傅達仁初中在考取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後，便從濟南轉往南京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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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之下，我好像是一連串的死亡與復活，也是一連串的成功與失敗。將來我

的生活就這樣，在這種曲線很大，在高潮低潮當中長成。所以呢，養成我一種奮

鬥的性格。 

  這個奮鬥性格是什麼呢？因為太窮了，一個孤兒，也沒有什麼，那人家過年

都有家，一到過年就六神無主。當時在哪過年呢，我曾經在南京國民革命軍學校

跟同學在山頭上，一掛香蕉，一包花生米，一瓶汽水，幾個好的同學一起過中秋

佳節。當然後來過年嘛，學校後來也有加菜了，還有一點味道，後來簡直不知什

麼叫家庭，什麼叫過年過節的味道了。所以我現在特別注重過年過節，過年過節

一定要有對聯啦，有什麼…放鞭炮啦。我兒子從小就跟我一起放鞭炮長大的，每

年過年都這樣。 

 

國共內戰連夜奔逃 三月不知肉味  

  那後來，當然，大家都知道國共戰爭嘛。然後徐蚌會戰節節敗退之後，我們

濟南已經失守了，山東老家回不去了，也沒有家了老實講，回去也沒有家了。所

以就跟著學校流浪，這同學大概一開始是七、八百人，中途有走掉好多，都小孩

子嘛。我那個時候是初二，然後一直到高一，就這幾班。就輾轉，當夜從南京租

了幾個大卡車，已經租不到了那個時候，逃難了嘛，都租不到了。最後我們上哪

兒去呢？我們這無家可歸的孩子，就逼著那校務主任林立誠先生，就一定要帶我

們走，他就租了五輛這個好像載豬的那種卡車，也沒有棚子的喔，下面就放那個

穀子，還沒軋的那個穀子不是米喔，一麻袋一麻袋，放那個貨車下面，我們小孩

子睡在上面。 

  那個河的浮橋到了中間斷了，有小孩掉下去，掉到水裡…喀…就哭了！然後

再爬上去，繼續逃難。逃到半夜，逃到路上都快沒人了，逃到肚皮餓得…你不知

道那個餓的滋味非常難過。就到處找，扒開一個曾經開張過的飯館的門，打開以

後什麼都沒有，只有發了霉的幾條年糕在廚房的角上掛著。拿下來趕快煮了，一

個人喝一小碗湯。半夜到到了杭州，我們當然就住中正中學，「中正」跟我們關

係太大了…現在當然中正路跟我們沒什麼關係，那時候我們的校長是蔣中正啊，

他當然借給我們教室。我們就住在西湖旁邊，中正中學，印象深刻。 

  到了半夜餓得…沿著西湖邊，多麼美麗的風景啊，可是靜得不得了，我們大

皮鞋穿著，然後在那西湖邊走路，就喀答、喀答、喀答…肚子裡面就唱空城計。

遙遠看到一燈如豆，咦…那小燈，那個什麼電石燈聽過沒有，電石做的那個燈，

就是一個銅的底下一個圓筒，一根上來，上面一燈如豆。我們就過去一看，是個

賣脆蘿蔔的。它那個蘿蔔很脆，綠的皮，裡面有紅壤也有白壤的，他用那個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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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成一條條的。那我們同學集了幾個錢兒啊，全部把它一桶子包下來，就這樣

share 充饑啊，填填肚子。那是當天到杭州的一天，也是難忘的一天。 

  那第二天呢，更難忘。我們那個學生長張子修，在那邊當伙夫，那個中正中

學的大鍋，我們的穀子啊，麻袋裡是穀子，哪有米呀，那一晚就用這煮了一鍋飯

呢…「開飯囉！」…是什麼飯呀，那時候每個人吃飯用的都是牙缸子，刷牙的牙

缸，然後分一點兒在碗裡面，然後弄點兒什麼蔥葉子燙燙，喝一喝，還是可以飽，

填肚子的。到了隔壁幾步，很難忘的一件事兒，就是岳飛和秦檜的岳王廟 5，秦

檜就跪在岳飛的面前，身上全是被吐的鼻涕、痰，我們去看過這個。然後西湖這

麼美啊，根本就不知道，以為它是個河呢，就看看雷峰塔 6，也沒有心情遊玩。

可是有個地方常常去，就是杭州有個電影院，有些流亡學生我們這些人啊，去了

反正看白戲，指指帽徽就進去了。這也是在流浪途中的一個點滴。 

  後來在杭州住了一個多月。等車啊，大家逃難，沒有火車，就一個單位一個

單位等。我們是聯勤，我們是陣亡將士的子弟，我們是烈士遺族，屬於聯勤單位

管。那個時候是黃仁霖吧 7，蔣夫人要他照顧我們怎麼逃難。等了一個月大概有

了幾節車廂，是配給我們的。我們就準備走啦，反正也沒什麼財產嘛，就是鍋碗

瓢盆，稀哩呼嚕就上那個車盒子了。但是我們有軍訓的鳥槍，鳥槍是點二子彈的。

我們個子大點的同學，每個人發一隻鳥槍，穿那個制服，就站在那個車廂的門口，

表示煞有介事。 

  那時已經是聽得到槍砲聲了，在槍砲聲中有一列火車，就噔噔噔…一站一站

地停。噔噔噔就是很慢哪，一路還有其他的單位，噔噔噔…走一站，噔噔噔…走

一站。我記得最清楚是沿路經過金華，金華火腿有名啊，可是哪裡吃得到火腿呢，

就有那個小販賣便當飯盒，在金華站，就吃了一個飯盒。其他呢，我們沿途埋鍋

造飯，吃的就是那個唰啦唰啦響的穀子，沒有完全去皮的。你們大概想不到，怎

麼可能嘴裡面是交響樂的聲音啊，吃起來唰啦唰啦響。菜是什麼東西？哪有煮什

麼菜，就一片紅糖，咬一紅糖，然後唰啦唰啦一下。然後煮一碗湯，沿途吃蔥葉

子和高麗菜。 

  就是這樣沿途這樣流浪，火車走走停停，聽到槍砲聲就要停了，然後前面中

間有個站，我們比較小，還有大點的同學，後來想起來很危險。就是中間有個站，

第二天要開車的時候，那個「詹天佑」8，就是掛車廂的那個鉤，前面一個單位

                                                      
5 杭州西湖岳王廟，位於浙江杭州西湖西北角，是祭祀中國南宋抗金將領岳飛的名廟。 
6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因《白蛇傳》傳說而聞名。 
7 黃仁霖，1901 生，江西安義人，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曾隨侍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時任聯

勤副司令，遷台後於民國 43 年擢升聯勤司令。 
8 傳統火車掛鉤，因是詹天佑所發明的，別稱詹天佑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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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鬆掉了，車開了，要把我們捨下來。我們大概有四個車廂吧，我們幾個大

同學拿著槍去追，追到前面那個小子聽說也拿手槍出來問：「你是哪個單位

的？」，「都同個單位嘛！」，「你給我弄下來幹什麼，趕快掛上去！」呵呵…要不

然現在不曉得到哪去了，這也是一個插曲。 

  還有一個焦點是難忘的，就是我們這四個車廂是有單位的還好，沒單位的難

民坐在車頂，趴在車頂。被子啊，棉襖啊，什麼都在車頂，有沒有吃的也不知道，

反正在車頂跟著我們流浪。經過山洞的時候，如果面向山洞坐的這些難民，他看

到山洞他就會低下頭來就過去了；背對坐的，兩三個月逃難走走停停，坐得累得

要死的，不知道山洞就被那山洞給刮下去摔掉，就再見了。這都是真的事，那車

頂上都是人啊。 

  輾轉逃到了廣州，廣州當然越離越遠，逃難當然離越遠一點，可是也不平靜。

在廣州上哪住呢？差不多剩五百多同學，他們交涉的一個夏教鄉 9，不是廣州的

都市。夏教鄉有個梁氏宗祠，這永遠忘不了，很大，他們的宗祠很大，就是有錢

的人。像以前胡雪巖 10，有多少層樓，什麼鹽牙膏都有，對不對，十二金釵一個

金釵一棟樓。他們那個梁氏宗祠很大，青磚青瓦很高，當然裡面供著他們祖宗，

都遮起來，就答應我們睡在那兒。我們就每個人，就找一個角落，最基本的軍用

蚊帳，有草蓆，有毯子，就是我們流浪生活的必需品，還有牙缸。牙缸永遠是鐵

的，外頭有油漆的，又刷牙、又當飯碗、又當湯瓢、又當湯碗，這一路流浪就是

這樣過來。 

  那在夏教鄉一住就是四個月，為什麼？等船哪。哪有飛機載你呀。就等船到

台灣，因為那時候國民政府還不知道到哪裡去。只有像楊森他們才被總統推著上

了飛機，後來我們都是好朋友了，楊森跟我合照的照片，他是體協會的會長，就

被蔣老總統、蔣公送到台灣來了 11。我們哪有飛機？當然等船，等船的期間，稍

微豐富了一點，吃得飽了。那個米呢，也不是穀子了，換了，但也是吃不飽餓不

死的那種生活了。三月…應該是四月，都不知肉味吧。哪有肉啊～每天吃什麼，

都是高麗菜、蔥葉子，我還是講這個，因我一路都和它們為伴侶。我到現在看到

蔥葉子，看到高麗菜，再見。 

 

                                                      
9 廣東南海縣夏教鄉（現屬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鎮）。 
10 指位於杭州的胡雪巖故居，胡雪巖被譽為一代巨賈，同時也具有清朝官員身份。事業有成後，

大興土木，營造庭園，姬妾成行號稱「十二金钗」，分住院內長弄中各樓，按序各占一室，是江

南晚清時期富豪宅邸的代表。 
11 楊森，1884 年生，國民革命軍川軍高級將領。民國 38 年 12 月第二次國共內戰尾聲，楊森經

蔣介石安排，從成都市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到海口，然後轉飛臺灣。來台後，楊森於 1962 年 9 月

起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並兼任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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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四川船抵達台灣    難忘過年殺狗烹煮事件 

  一直等到有船了，那個船是四川輪，什麼金剛輪改裝的商船。我們就在黃埔

軍校住了一夜，它靠碼頭嘛，就上船。我這個人就是奇怪，我很多過敏。阿斯匹

靈不能吃，磺胺藥片不能吃，一上船就找不到我了，一定暈。我後來採訪，後來

採訪軍事，軍事線我跑，到基隆一上船一到外海就見不到我了。我就一路吐，躺

在那不知人事。到了睜開眼一看，怎麼到基隆港了。到基隆港第一件事，剩下的

唯一一塊大頭，換成那時候是老台幣，一大堆，買了一掛香蕉，因為在大陸很少

吃得到香蕉。大陸的水果行，香蕉都掛在最外面，但都是黑的，可是它裡面沒有

壞，很奇怪，那皮早就黑了，掛那當樣品的，聞香的。呵呵…。 

  所以一到台灣，這麼大的香蕉，買一掛，用報紙包起來。然後呢就車廂根本

就沒有玻璃，就朝外面看著風景，就吃香蕉一路吃到台北，慢慢的，開很慢嘛。

可是那裡有一件事我很難忘，那個火車，我們進到站，那個車廂之破，怎麼可以

有這麼破的車廂啊！不但是沒玻璃，那木頭的…你們也許有記憶了，那個木頭盒

子做的車廂，板凳很硬的椅子。可是我們那個棉被、毯子、蓆子、蚊帳呀、破棉

衣呀，一大堆。過那個月台，像ㄅㄆㄇㄈ那ㄇ字型，很遠耶。從這邊走上去，累

得同學上去後休息一下，再下那樓梯，才能到第二月台，才上台北的車。 

  到台北住哪裡呢，不知道。大橋國小，現在的延平北路頭上，那個大橋旁邊

有個大橋國小，當年哪有像現在這樣，那個地都是泥巴，都是土。我們就在那，

他借給我們幾間教室，我們又是草蓆軍毯加蚊帳。又在那裡住了差不多一兩個月

吧，將近快兩個月。因為我們小孩不知道，上面怎麼交涉，怎麼命令，他們連國

家大事搞不定了，我們怎麼有地方住。那仍然是蔥葉子、高麗菜，一大鍋，把那

水煮開了，把那高麗菜煮爛了後放上沙拉油。那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摻別的油啦，

誰還管啊…一桶沙拉油倒進去，然後那個大的瓢，一瓢鹽放進去，煮開了煮爛了，

來，牙缸拿過來，每個人一勺。這是連飯帶那玩意兒就一餐，一路都這樣，吃到

後來營養不良。現在你們都沒聽過，夜盲症你們聽過沒有，早就絕種了，疥瘡你

們聽過沒有，長那個疥，營養不良長那一個包一個包起來化膿，夜盲就一到晚上，

前面同學走著走著就倒了，看不見。吃魚肝油就好了啊，根本就沒有營養嘛。 

  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到了過年，我們的同學就養了一條狗，一直跟著他，

跟他有感情。但是我們又七、八個好同學就說服了他，就把這條狗殺了，就在那

個大橋國小後面的防空洞。那時候防空洞每個地方台灣都有，現在不知道有沒

有，在那防空洞旁邊，偷偷的，用大臉盆把那隻狗就煮了，放薑啊、蒜啊，稻草

洗乾淨了，把它燉熟了。燉熟了以後就過年啊，買了米酒，那時候什麼樣的米酒

不知道，反正我是小孩子我又不喝酒的，反正他們有那個大的同學，反正就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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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酒啦，擺在那理準備吃啦。坐在那個旁邊，大家都沒動筷子，然後那個主人，

狗主人哭起來了，哭哭哭，他老兄起來，把那一鍋肉咕嚕…倒到水溝裡去了。這

幾個同學沒有打他也沒有罵他，一聲話都沒有講，大家就散了，也很難過。看他

哭得哇哇地哭，這是我們這個孤兒，從小孩到初二的我的一段流浪過程，那算到

了台灣以後了。 

 

師大附中時期  打籃球唸書成生活重心 

  後來不曉得上面怎麼交涉，我們就在師大附中上學。附中呢把體育館拿出

來，作我們的宿舍，都是雙人床，全新的，蔣夫人募來的，募款啊，聯勤募來的。

然後新棉襖、新大衣、新棉被，新蚊帳，又一段新的復活的日子。然後我們繼續

打籃球，在那個附中鬥牛，那時候我就開始有球隊了。附中這段生活呢，非常難

忘。從遺族學校到山上，一直到附中，我們有個特性。大家比唸書，也沒有什麼

娛樂的東西。在濟南全校只有一個球，一個籃球，那籃球都是大同學霸著，那籃

球是牛皮做的，裡面有個膽，兩層，有個管子，打氣完了以後，把它塞進去，像

穿鞋帶一樣，把它弄緊，再塞進去，就打。但那個球，我們是打不到的。下雪的

時候他們中間搭一塊空地出來，搶搶搶，那個球掉出來，我們小孩趕快搶了球，

偷投一下就跑。大孩子就說：「你再跑，不能來，你再動這個球，胳臂給你扯斷！」

就是這樣一段生活。 

    到了大橋國小我還打籃球，在哪打啊，我們有球了啊，一顆破籃球，後來那

時候就用橡皮球了，不是牛皮了。在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公園，有兩個籃板 

是用木頭做的，籃框所有螺絲都鬆了，稀哩嘩啷，要掉的樣子，當然也沒籃網啦，

就用那個打。天氣很熱，旁邊我記得很清楚有個小孩，掛在脖子上一個木頭盒子，

賣枝仔冰。他心想你們這些小子渴了一定買我的冰棒，哪有錢啊，一分錢一個，

等了半天他就看我們打球看起來了，我們渴了怎麼辦呢，旁邊有個水槽，就是博

物館中間樹林那個時候有個籃球場在那裡，那洋灰地有的都破了。那我們找那個

水槽想喝水，結果一喝喝不到，因為那個水龍頭是銅的，被偷了。那個洞那個水

是向下流，你喝什麼啊，脖子也搆不到，就用那個硬的樹葉子插進去，就喝，插

進去後那個水翹起來後就…剛好。喝喝喝喝喝，喝的時候喝完了，又去打，打玩

了渴了，就再抓樹葉子再插，這是我流浪中的籃球生活，籃球生涯，是忘不了的

事情。哪有人這樣搞啊，哪有水喝，沒水。現在到處老早帶著好幾瓶礦泉水，也

不在那打了，在體育館打。不可同日而語也。真是顛沛流離的一生。 

  後來到了附中以後當然是有球隊，那個大禮堂做我們的餐廳，體育館做我們

的雙人床。後來校慶我還回去，還到那個體育館他們現在又可以打球了，我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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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他們的教練。這個是回憶一下，而且他們校慶我還去講過話呢。吳伯雄、連戰，

什麼邱文達好多立法委員，都是師大附中的，師大附中出很多人才。連那什麼太

空人王贛駿，反正很多人才都回去齊聚一堂，大家每個人講幾句話，新同學，還

有跟我合照的一大堆。這個是年輕無限的回憶。 

  師大附中我們有很認真，我們都唸書唸得很好，不是吹牛。孤兒你幹嘛你不

唸書？有的就混太保，那個時候台灣的十三太保是最早的流氓組織。也不是流

氓，行俠仗義的，是空軍退下來的那幾個，我們就在師大附中那兒有幾個像葉飛，

我的同學周發家，開始組織了一個九兄弟，一天到晚打架，打抱不平行俠仗義。

用的武器是什麼呢，腳踏車的飛輪，和我們的憲兵大皮帶，帆布的有沒有，一個

釦一個釦，那個不得了啊，像雙節棍一樣。我們那時候的飛輪，那個齒輪不是很

尖嗎，一邊沒辦法握就用膠布纏纏纏，把這邊齒輪纏上，握住，當拳頭這樣，來

打架。打著打著就有警察憲兵抓到，憲兵把證拿出來一看：「戶長蔣中正？真的

假的，你們這小鬼」。什麼假的真的，你打電話問，真的是戶長蔣中正。「回去回

去回去！」反正打個架也沒什麼。這個是我們經過的實際經過的難忘的經驗。 

  但是玩歸玩，打球歸打球，唸書絕對拼命，我們整個一班，初中畢業成績好，

直升高一，師大附中，然後呢有幾個同學升高一後，他考取台大了。像台視的副

總經理熊湘泉，就是我的遺族學校同學，高一考取台大的，還有莫速兒，莫速兒

現在還住西班牙的中央社的記者，跟我同班的，都是我同班好同學，我呢，就打

球，然後呢書也念得很好直升高一。直升高一還有一個很難忘的記憶。我們這班

都是男生，這高一第一次上那個音樂課，大家也鬧哄哄的，班長就喊：「別鬧了！

老師來了，坐好。」一開門，進來一個年輕貌美穿旗袍，身材又好又漂亮，她一

進來看我們鬧哄哄，她又出去了。我們大家就說這音樂老師漂亮啊，這是誰啊？

後來，我成了名記者以後，她還跟我同台過，還帶他兒子跟我跟我簽名，她就是

申學庸 12。哈哈哈～傳奇故事太多了，這是在附中的另外一段插曲。當然籃球也

拿冠軍。 

  升了高一以後，忽然間，蔣夫人下了一道命令，就說你們的爸爸都是為國犧

牲的，你們現在也都差不多快二十了，十七、八歲了，十八歲以上就可以當兵了。

不到十八歲要選個一技之長，我都可以跟你們分發，你們只要填出學校來。不曉

得什麼原因，這個命令一下，年紀大的同學，都到陸軍官校去了。那我們呢，我

填什麼？就瞎扯，想不到，反正喜歡吃嘛，就填那個農產製造，什麼鳳梨罐頭，

什麼糖啦。我喜歡吃，就填了這個。接下來就把我分發到屏東農校，其他人的分

                                                      
12 申學庸，民國 18 年生，臺灣著名聲樂家，畢生致力於聲樂演唱與音樂教育領域。民國８２至

８３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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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台南工專，技職場將來出來有職業的。我們繼續有公費，有公援。和那軍人

一樣領那眷糧，眷糧撕一個，票上面有什麼油米鹽，一個月大概換個三、四十塊，

就憑那個來生活，很苦又苦起來了。 

 

就讀屏東農校  辦伙見證省籍對立 

  然後在屏東農校，我就是練身體，因為我那時候有點瘦，個子也長高了，整

天那個單槓、雙槓，練得那個肌肉穿那圓領衫，前面好像兩個饅頭一樣，鼓得神

的不得了，當籃球隊長，拿屏東縣冠軍。然後我個人喜歡寫作，我可以開夜車喔，

那幾天幾夜沒睡覺，就壁報是用寫的嘛，寫壁報還有一個邊，美術邊、插畫、刊

頭，還有裡面的文章，都我一個人做。我就寫一個個人壁報社，參加屏東縣比賽，

得冠軍。反正沒事幹啊一天到晚。 

  最難忘的兩件事情，在屏東農校發生。一件事情是那個宿舍是榻榻米的房

間，我們這邊大概有二十來個人，那個本省的高年級的同學也有二十來個人，就

這麼一棟，有個舍長，舍長就是一個老師，剛去的時候，吃飯那個伙伕，就是採

買會輪流嘛，輪到他們買菜就是煮米醬燒魚，還有味噌湯，然後我們我們就倒掉

不吃。輪到我們，我們就買那辣椒炒牛肉，他們也刻意倒掉。大家都得輪流買菜，

後來不行，就開會，怎麼辦呢？現在想想看，那個米醬燒魚，那個味噌湯還真的

好吃，但那個時候就是排斥、反對。那辣椒炒牛肉就不好吃嗎？也好吃，他們就

是倒嘛，我們也倒。後來老師就開會，不行，就擬定菜單。這個是最早的族群問

題，雖不像現在，但就是一件小事情上，更何況是言語上。 

  憑良心講，我們是山東人，有的是浙江人，一大堆，中國人本來就是多民族，

漢滿蒙回藏，可是他們不知道，台灣話就是閩南話的一種，不知道嘛，新加坡也

在說，泰國也在說，所以呢就是語言。現在那個四川辣鍋，我們照吃，台灣人照

吃啊，你什麼台菜我們也照吃，客家菜，照吃。我還到楊傳廣家裡喝那小米酒,，

他家給我什麼小米酒，小米酒裡泡那個生的小魚，腥得不得了，乾杯乾完，一喝

就醉，他是那種文化嘛。所以要融合，但是不了解，怎麼可以拿這個作為獨立、

對抗的文化呢。所以國民黨在大陸當年為什麼不跑到菲律賓去，菲律賓不是中國

的地方嘛，沒有台灣國嘛，台灣就是屬於中國的地方，當然向台灣逃。 

  現在很多臺灣同胞都懂，到大陸做生意，哇這麼大，一個山東省等於十二個

台灣大，福建省等於六個臺灣大，說的話一樣。是慢慢了解了，可是還在為了對

抗而對抗，還是在對抗。就像把那個味噌湯和那個米醬魚向桶子裡一倒，把那個

辣椒炒牛肉向桶子裡一倒。我這個小故事，從那個時候可以說明我們什麼族群對

抗的這個原理。只不過瞭解了，你再對抗，那就是為對抗而對抗了。我希望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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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話是我親身歷史的見證，能夠提醒大家。 

  我們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都一樣，身分證有不一樣嗎？都是一家人，都

是一國的人，什麼胡錦濤、什麼歐巴馬來了，雖然有人幫他辦，他還是要辦入台

證啊。我們就不需要，就是小偷也是中華民國的人，我就想，拿這個身分證就團

結了我們一家人。菲律賓入籍的人很多，也有身分證和健保，可以投票啊。有綠

卡就不一樣，你是他的國民，你到哪裡受欺負國家就保護你，要有這個觀念。我

就用我這個小故事，順便幫我做歷史的見證，提一下，我覺得對我們國家和人民

是有好處的，這是我親身經歷。 

   還有一個難忘的好玩的事！那個榻榻米房間，蓋著被子對不對？對不起啊各

位，我們山東人以前是睡「熱炕」13的，對不對？就這樣光屁股睡覺，根本甚麼

都沒穿，蓋著被子真舒服睡得很熟，半夜一地震，向外一跑，趕快回來拿著被子

一纏，跑到那個稻田、菜圃那裡藏著。地震的時候嚇得不得了，現在再地震我們

都不跑了…這也是很難忘的一件事情。 

 

立定灌籃天賦  為打籃球轉讀文山中學   

     到台灣來以後，後來當然，我的興趣是文嘛，這是上帝給我的才華和思想。

祂給我這腳弓，特別地彎，這腳弓跳得很高。我現在當然老了，以前我這一彈，

雙手立定灌籃！我就想我要考乙組，但是那時候的職業學校不能考乙組，現在不

知道是不是，只能考丙組，說不定考乙組我現在是農學博士了說不定。人有很多

岔路，很多里程碑，我就忽然間想，到了高三了，拿了很多榮譽，學校拿我當寶

一樣。我想不行，我要「轉學」，怎麼轉啊一個小孩﹖反正我在屏東是籃球隊長，

我那時候就跳得很高，身體也練壯，就跑到大廳看有哪個學校是提倡籃球的。有

幾個學校，板中、文中，那時候建中還沒有。我就跑到文中 14，就找那個錢心喬，

他是文中籃球隊教練，他也是訓導主任。 

我就暑假時去找錢老師，他說你是哪裡？我說：「我是屏東上來的，然後錢

老師，我會打球！」他一看我這個子一八０左右，身體也滿壯，「你會打球？可

是我們這球隊是全國數一數二的，都快傍晚了…」，我說：「錢老師有沒有球場

啊？」他說：「有啊！說明天來打給我看看。」我說：「有球場我們現在去好了！」

就從他宿舍出來，操場，有個球場。我說錢老師我不要打了，我就籃球框下面一

跳雙手抓籃框，吊在上面。他就說：「下來下來，明天來報到！」你有沒有轉學

證書啊？因為不能用農校的轉學證書，我就用校長蔣中正的那個同等學歷，等一

                                                      
13「熱炕」是北方天寒時所睡的一種可供保暖的床鋪。 
14 文山中學，即現今新北市立文山國中。文山早年為完全中學，有初中與高中部，籃球隊實力

堅強，包括傅達仁、葉虎、劉俊卿與陳金郎等籃球國手，都是文山中學籃球隊培育出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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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你們可以看到那個證書，然後就第二天報到。暑假，就先軍中服務，就開始打

籃球了。 

後來，高三就在文山中學，也是拼命打球和唸書。籃球拿了冠軍，打遍天下

無敵手，我們文中，不是吹牛的。建中後來成立一個球隊，甚麼程偉、唐志強找

了五個大個子，後來我是回去當教練，贏他三十幾分。反正文中是籃球出名，畢

業的時候我是前三名畢業的。 

 

開夜車抱佛腳準備聯考   飢貧中考取行政專校 

那時候只有三個大學，台大、師大、行政專校 15，後來的法商學院，現在的

台北大學。我反正一定是想考文組，剛打完冠軍賽，還有一個多月就考聯考，怎

麼辦呢？這也是一段故事。因為已經畢業了，高中他也不管你了，你還是可住這

鐵皮屋，然後你考上學校再說吧。那時候籃球界已經有人在找我去幫他們打，可

以吃飽飯可以吃酒席的球了。然後我就說這一段時間不打球，要考聯考。然後就

住在我那位高一就考取台大的同學那，暑假都走啦，他的宿舍只有他一個人，我

就睡隔壁床，住那而唸書。已經是在那鐵皮屋開夜車開一個月了，開夜車的時間，

那時有一種咖啡，就包著糖，那個方塊的…你們根本就忘了，方塊是沙糖、白糖，

裡面是黑黑的咖啡。我一次拿那個刷牙缸放六、七顆，一要睏，就喝幾口，那精

神…一直開了一個月的夜車。考完學校出來，那根本就是眼睛都快看不見了，就

是晚上開夜車到凌晨四點，睡兩個多鐘頭，六點多又起來了，桌子上寫著幾個字：

「考不上要當兵」。 

那時哪裡有唸書！一天到晚打球那時候，就憑三個字「開夜車」。開夜車臨

時抱佛腳，沒這麼多大學考啦，就三個。師大我又不想讀，讀完出來要當兵兩年、

當兩個月的老師。然後就住在那個宿舍，窮得要死，我那同學還有一點錢，就接

濟一點，那我在住鐵皮屋的時候也有個同學，也有點錢。可是我們窮到甚麼程度，

光喝咖啡也不行，就是把他的錶當了，煮地瓜稀飯。因為那時候你離開學校就沒

有公費，連那個眷糧票都沒有，你只要上學就有，我們乙組後來就是這樣。所以

一放假就苦的不得了，接下來這個故事就精采了。 

在台大住的那時，營養不良會鬧痢疾，很怪，一拉肚子，頭昏眼花的，搞了

幾天，後來忽然間好了。台大有個福利社是榻榻米日本房子改的，它早餐賣客飯，

外面沒有的。甚麼叫賣客飯呢？就是一塊錢買一片五花肉，放半瓶醬油，鹹嘛，

舀一點就一碗稀飯。那拉肚子剛好，一鍋稀飯就被我吃光了。老闆說：「同學你

哪個學校的，下次不要來了，別人都沒稀飯吃了。」我就紅著臉跑掉了。這當然

                                                      
15 即國立臺北大學之前身「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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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不舒服，可是我心想也吃了人家太多了，別人去舀都空了。這客飯的稀飯是

不要錢的，所以有這段故事。 

後來那個地方，那個日本建築改成大禮堂的一角，我成名以後台大請我回那

裡演講，演講完以後，我的腳下就站在當年福利社那個地方，久久不去，眼泛淚

光。想起這段過去…怎麼會這麼窮！當然窮，沒有親戚，父母在哪裡從來不知道，

窮的日子太多了！這太難忘的故事，腳下踩的是我當初讓人家趕出來的地方，現

在你們請我到這（台大）來演講，感慨萬千啊！這是一個插曲。 

我在文中打球後，後來考上行政專校社會系，為甚麼？全臺灣的大學只有它

有社會系，我就選這最新的社會系，後來就改成法商學院，我就繼續唸，繼續修

學分，後來變成台北大學的傑出校友 16，這是後話。傑出校友有很多人，像江丙

坤、林中森啊，現在還在位子上，都是傑出校友，都是校友會一個桌子吃飯的，

張平沼是我們理事長。 

 

大學甲組籃球嶄頭角  第三屆亞運籃球國手奪銀 

那在文中打籃球的時候已經受到各甲組球隊注意，那時候甲組球隊在憲兵球

場賽球，有七虎、大鵬、鐵路隊，還有陸光陸軍隊，就是軍中公家的單位養球隊。

那我們就成立了個學生球隊，就看上我了。就是劉世珍先生，台灣省體育會的總

幹事 17。他這個球隊呢，都是大學生，有陳祖烈啦…好多。然後我就進了法商學

院後，我就在旁邊租了個房子，四個雙人床，八個人睡大概四坪的一個木板屋，

違章建築啦。餐廳呢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所以外頭一下大雨，裡頭就下小雨，站

在那個水裡面吃飯。行政專校當時怎麼搭那種東西呢？很奇怪，用竹子搭屋頂。 

    那就開始我籃球生涯，那就在甲組裡面漸露頭角，然後呢就有很多球隊挖，

就另外明星隊也挖角，就訪問東南亞。訪問東南亞就開了竅了，那出去就是名聲

漸漸地大了，就創下了籃球的位兒，誰要出國都要找我去代打，你先打我們隊…

出國嘛，反正加強陣容。就是生活比較好一點，打得憲兵球場旁邊的「真北平」

啊，還有「狗不理包子」，你隨時來，吃飯不要錢你就吃吧，就是這樣。就打得

那球迷…那時候已經有很大很大的球迷。因為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娛樂的，只有看

球。 

    如果有錦標賽我就住在三軍球場，三軍球場那很豪華啊！那雖然是棚子搭

                                                      
16 傅達仁民國 45 年畢業於台灣省立法商學院社會系，民國 95 年獲選為國立台北大學第六屆「藝

文體育類」傑出校友。 
17 前臺灣省體育會總幹事劉世珍，民國 15 年生，河北省人。民國 39 年政府遷台後對於台灣籃

球運動推展不遺餘力。曾榮膺國際籃球裁判、擔任過全國籃球協會秘書長、亞洲籃球協會成立的

發起人，亞洲籃球協會技術委員會副主席、我國籃球協會副理事長、技術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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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裡面有地板、有宿舍，反正住在那籃球架下面，排隊買票的人都帶著毯子，

從一女中門口繞一圈，那邊有小吃店繞一圈，排到第二圈…看籃球。你看那多瘋

狂啊那時候！那時候我的老校長，主席校董蔣公，他們兩個就接見。因為我們那

時候是打「介壽盃」第一屆，是公開招考選上的，就是國光隊 18。那時候塊頭已

經很大了，和菲律賓、韓國、日本打，都猛撞耶。這個就是當初已經在籃球界竄

出了位兒。後來那時候是二十二歲左右吧，打國光，就連續參加四國五強，中、

日、韓、菲，加「克難國光」，叫四國五強。這個盃非常的轟動，那個體育館每

次爆滿一萬多人在三軍球場，是一個時代。憲兵球場打到吃飯不要錢，是一個時

代，三軍球場是一個時代。 

    那打得轟轟烈烈就當選國手，第三屆亞運在東京，那個我們六十年來第一次

贏菲律賓，我還有留那照片。贏了菲律賓那是大家慶祝得不得了，結果華僑晚上

拼命請吃宵夜，結果第二天輸給日本。輸日本是不太可能，不過它是地主國，就

三隊比分，比成了銀牌，這個很冤枉啦！應該比分我們是冠軍，結果他那記分法

不一樣，我們變成銀牌。我就是在我一生的籃球記錄，得到第三屆亞運銀牌的籃

球國手 19。 

 

警廣播報體育風靡一時  兼職籃球教練 

    回來以後，到處就請，就有飯吃了，然後警察廣播電台，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時候沒有電視，警察廣播電台就找我去：「你為我轉播籃球好不好？」我說：「好

啊！」然後我在那裡就認識了我的太太，20她是播音員，她就矯正我的國語，一

口山東話那時候，跟她練國語。轉播到甚麼程度？那個受歡迎的程度啊…那時候

郵政局寄明信片猜獎，誰是亞洲女籃前四名，這明信片啊，像我這客廳，比這個

高的樓，都滿了！每天一麻袋一麻袋地送來，就這麼多聽眾。我轉播亞洲足球賽，

我們拿冠軍，都是香港的球員，甚麼南華、東方的球員，張子岱、張子慧，甚麼

黃志強，跳起來像飛魚一樣球頂進去，我們最後拿冠軍。那時軍中集合是用大喇

叭，集合起來聽我轉播 21。 

                                                      
18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官網記載，國民政府來台後，籃球運動也跟著軍隊來到台灣。在軍種比賽

的時期，海光、大鵬、七虎各自代表海空陸。由於球賽太過激烈，所以也引發許多衝突場面。蔣

經國因此號召組一支聯隊一致對外，所以就於民國 40 年成立「克難隊」，而位於總統府前的三軍

球場，則在民國 41 年正式啟用。克難隊在幾年後，又組成國光隊，傅達仁就是出身國光隊。 
19 第三屆亞運會於 1958 年 5 月 24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共 16 國參賽，我國共獲 6 金 9 銀 10 銅。

傅達仁為該屆籃球代表隊國手。 
20 傅達仁妻子鄭貽，本名鄭正玨，是前國民黨立委雷倩的生母。 
21 我國自 1960 年代參加亞運及亞洲盃足球賽，受到當時的外交和政治背景影響，為全力求勝，

球員的遴選主要來自香港的華僑好手，以香港南華、東方足球隊員為主。1968 年第四屆亞洲盃

足球賽，亞東區預賽由我國主辦，中華隊以三勝一和成績，獲得亞東區預賽冠軍，掀起國內一陣



14 
 

    台長用梯子上去抽獎，因為明信片太多了。那時候台長對我之好啊！後來我

就轉為教練，轉教練的時候呢因為我在當球員的時候，打到都沒有球員敢上場，

教練站起來找人，球員都向後跑，為甚麼？緊張一兩分的時候一輸球，記者罵得…

恨不得用番茄打你。教練沒有方法，都是土法煉鋼，就憑控球後衛在上面叫，你

到右邊啊…這樣。我就到美國去學教練，22回來我就教一個高中籃球隊，把甲組

籃球隊打敗，然後把中華白打敗，最高的六呎二。這個叫「警聲籃球隊」，就是

警察電台用「警聲」兩個字。我就一面兼差，我兼了四個差，因為沒錢嘛，兼差

就是當教練，警察電台拿一份薪水，小孩教練呢，沒有薪水，義務教他們，因為

年輕嘛。教他們打那些大的，打贏了！用新的戰術嘛，樂得不得了。 

    後來只要一到發薪水的時候我就四、五個信封，拆開，拆開，絡起來，一大

把鈔票。就買了台速克達摩托車。這個是在警察電台的時候，還兼了報紙的專欄，

那個有華僑日報、有大眾日報、大華晚報，現在都沒了…兼那個體育邊欄寫作。

因為我得過全國高中論文比賽的第三名，在屏東農校的時候，所以我就很喜歡寫

作。 

 

知遇恩人段承愈   赴任馬國亞錦教練擊敗中華 

    警察電台的台長段承愈先生，是我的恩人 23。那個時候我到馬來西亞當國家

教練，因為我當了教練有點名氣以後，裕隆籃球隊第一任教練就是我，第一任教

練名將如雲，我就當然拿了冠軍了。我國手得了銀牌回來就轉教練，裕隆拿了全

國冠軍，就到飛駝當教練。駱駝，那是聯勤的，又拿了冠軍，我又離開 24，反正

警廣是我的基本的職業。 

    後來馬來西亞招考教練，要用雙語可以教學，用英文用華文，然後又可以做

示範動作。我剛好二十八歲，在警察電台我就跟台長講我想去考。他說你考上再

說。結果考取了，然後就要到馬來西亞啦，他這轉播呢，已轟動得不得了，要怎

麼找別人？他說達仁啊，你去我不反對，這是個前程，但警廣也是你的根，就批

了四個字：「停職留薪」。這薪水照給你，我在馬來西亞當教練還有一份薪水，這

是台長這一件事情對我的照顧，說明了一切。 

    然後警察電台就在現在的警政署有個宿舍，他配給我一個單身宿舍，另外新

                                                                                                                                                        
足球熱潮。 
22 傅達仁 27 歲時赴美參加 NBA 塞爾蒂克隊名教頭 Red Auerbach 籃球訓練營，把 NBA 戰術引

進台灣。 
23 前警廣總台長段承愈，民國 8 年生，江蘇徐州人，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民國 43 年 3 月 1 日

創建台灣省警察廣播電台，即現今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台。1963 年段承愈續創辦《警光雜

誌》，任發行人兼社長。民國 52、60 年連任兩屆「中華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 
24 裕隆集團於 1965 年 6 月成立裕隆籃球隊，是國內第一個由企業家組成的甲組籃球隊伍。而甲

組籃賽中的傳統強隊飛駝隊，前身即為聯勤總部七虎籃球隊，聯勤的標誌即為「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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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蓋了，他配給我一棟，兩房一廳的宿舍。他對我這是我的恩人，然後我在

五年的時間，我就轉播，任何我都轉播，甚麼美國總統大選、轉播球賽之外，甚

麼火警都現場轉播。因為你廣播沒有畫面啊，你當然要…哎呀，這火苗大概是從

哪起來，越來越大了…就這樣嘛。甚麼都轉播過，在警察電台訓練的基本功，廣

播界如此的受歡迎。我在警廣得了廣播金鐘獎，和台長他們合照，這是難得的經

驗，我們現在段台長已經蒙主恩召了，我永遠忘不了他的恩澤。 

    後來到馬來西亞當教練，我那時是更絕了，在泰國亞洲盃，把中華隊打敗了，

因為劉世珍是我老師，他是中華隊領隊啊，打之前我就問他：「教練，萬一我馬

來西亞贏了中華隊怎麼辦？」「你儘管贏啊～你不輸二十分才怪！你這小子瞎

扯。」因為我們那球隊憑良心講，實力等於我們高中球隊差不多，可是我去了呢，

我就改變陣容，改變訓練，在曼谷把中華隊打敗了 25。大新聞啊！那個中華隊半

夜回來，所有報紙還預留版面，因為他們要找半夜飛機回來，怕挨雞蛋打你知道

嗎？當時是大新聞。台視黑白片剛成立不久，就在那裡訪問了。後來我回來的時

候還派記者訪問我，反正很轟動就是了。 

 

考進台視播報體育  電視語言清晰生動 

    回來之後呢我就考進了台視。台視那時候開始黑白片，走之前那個副總經理

李威融先生，就說你回來後可以改變改變，現在不是廣播時代了。我走的時候就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登出來，那個時候台視剛成立只有一家，他們在轉播時，觀眾

就把他們的聲音關掉，聽我警察廣播電台廣播，看電視畫面。這登出來不得了，

他們氣得要死。然後他就說…達仁你來考一考嘛，我說好。結果那個總經理他口

試、試鏡，寫那個中英文自傳，還有寫一篇轉播稿，就進了台視。進台視的時候，

段台長也說，送行嘛，就說這饅頭發大了，我們蒸籠太小裝不下了，他到台視我

們就祝福他…你看這台長這麼好。 

    我到台視又一個貴人，副總經理李威融先生：「達仁，體育這塊交給你發揮

了！」那時候觀眾都是關了電視聲音聽我轉播，他當然是得到了一個專業的，又

是國手又是教練的人才，又是廣播。所以呢，我採訪過七屆奧運，然後轉播大小

比賽，一生大概超過一萬場。可是呢，我不是光跑體育，醫藥、衛生、警政，有

很多都是我跑。尤其是體育的開幕典禮，如果說台視車沒到，不能說我傅達仁沒

到，他不開幕。然後台視一來，那個來來來…放鞭炮，本來九點開幕就變十點。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 Camera 那時候，是 Bell & Howell 上弦的，那麼小一個 26。然

                                                      
25 民國 58 年第五屆曼谷亞洲籃球錦標賽，傅達仁擔任馬來西亞國家隊教練，運用混合防守隊型，

以八分之差擊敗中華隊。 
26 Bell & Howell，美軍二次大戰在戰地用的攝影機，也是我國電視台最早期使用的底片式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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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者來了以後，一緊張從那個準星鼻子一拉開一用力，弦斷了！然後總經理周

天翔在旁邊，叼個雪茄：「買機器！買機器！」，趕快又買一個 Bolex，然後又買

Arricam，Arricam 就是有聲的可以錄音的。我說的這些都是 silence，都是默片，

配音的，他旁邊有個磁條，所以我都知道這個東西。 

    後來在台視，憑良心講，台視培養了我，台視以我為榮，我也以台視為榮。

這互相的，沒有台視環境，我也不會有這麼大的…走到天涯海角。管你是芝加哥、

紐約、洛杉磯，甚麼澳洲的伯斯、雪梨或者任何…我跑遍全世界，莫斯科，只要

有華人的地方在街上：「咦～這傅先生嘛，你怎麼…」不是說我驕傲，因為我現

在是基督徒，我後來七十歲信主，跟著孫越。所以現在到現在為止，一上計程車

就會被認出來。現在我大概做電視做了五十年，廣播九年，寫文章那是一直沒有

斷過。 

  我說上帝賜每個人的恩賜不一樣，我就是講話不用稿子，絕不重複。你要做

電視記者和主播，不要囉囉嗦嗦的，甚麼：「這個球打得非常非常地精彩，進得

非常非常地漂亮，觀眾非常非常地捧場…」這麼多「非常」幹嘛？不能亂用重複

的字啊！「後來呢，後來呢，又後來呢…」各位青年朋友，不要老說這重複的後

來後來，誰知道你後來啊，不能夠有這重複的字。還有，做電視記者或者廣播，

你的句子，最長二十個字之內一定要一句話完成。不要用好多句話去解釋那一句

話，弄不完。 

  譬如說：「這個球進得漂亮，我想當年曾經有個人也是這樣子投，然後現在

還有四、五個人都是這樣…」你解釋個甚麼！「右邊四十五度角切入上籃，空中

挺腰，擦板得分！」就講完了嘛。二十五個字以內，有沒有老師教過你們，我在

世新我教過，我就跟他們講不要老太太的臭裹腳，又臭又長。你一定要斬釘截鐵

白話文，讓人家講得又清楚又過癮。甚至於在緊張的時候都喊出來：「哎！我的

媽呀～」我在播棒球的時候就這樣，關鍵球的時候郭泰源的球投出來，要不就贏，

要不就輸了，要不就擦棒球。那個球一投出就說：「哎唷，我的媽。」全場一點

聲音都沒有，電視機前的觀眾站起來，也不講話。「好球，再見三振！一比零中

華隊冠軍！」你們要抓住重點，要生動，抑揚頓挫，高低和平，要抓住這些竅門，

我在這趁機會教你們一點，就這樣了。 

  所以電視的工作三十年，從記者做到…我們那有個制度的。在美國是雙軌，

在美國是資深記者拿的薪水比經理高。像 Walter Cronkite，像 Peter Jennings，都

報到七十六歲，七十八歲還在報 27。我們這裡都是用小女孩兒，唉！我就說我們

                                                                                                                                                        
採訪攝影機。有三個鏡頭可以轉動切換，底片裝上去以後要上緊發條，才能夠拍攝。 
27 Walter Cronkite 為前美國 CBS 電視台老牌主播，自 1962 年至 1981 年主播 CBS 晚間新聞，曾

被票選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人」。Peter Jennings 為前美國 ABC 電視台晚間新聞王牌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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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主播，你把兩條街兩邊一堵，一抓一大堆。很容易，有讀稿機嘛。只要你

口齒清白，面目清秀，然後年輕貌美就可以了。那時候不行，那時候我們主播都

有一套東西的，都要有實地採訪經驗，要有專業。像我轉播球賽，體育給我，憑

良心講，沒得打啦，我又是球員，又是國手，又是國家教練，又是廣播，可以說

我像畢卡索的畫，把腳趾都畫在鼻子上，把鼻子畫在屁股上，甚麼都是。因為我

不但是轉播球賽，而且我報新聞，播新聞，跑新聞，報氣象。 

 

對打友台氣象  靈機採訪創收視第一 

  我報氣象，這個有紀錄的，因為任立渝先生在我們台視跳槽了，到中視一千

萬一年，所有的氣象他包了。我們這邊開主管會報，我那時候已經升到經理了，

經理是一級主管沒有幾個。總經理李聖文說，體育部經理來代打，因為我是不用

稿子的。因為氣象這種東西，中間三分多鐘的內容不能改，二十八度你報三十度，

你犯法，犯氣象法。你報這麼熱人家賣便當的就少做幾個，怕壞了，你們懂嗎？

所以中間不能改，每一個單位都一樣唸。但是前後，我的電視語言，絕對吸引你。

所以我就出來代打，從第一天一直贏到他最後一天，我代打三個月。 

  第一天，我就是剛好碰到達賴喇嘛訪問台灣，我就訪問他。28第一天我緊張

死了，但我心想我第一天就就要打死你。開玩笑，哪能看你氣象呢？他那時候已

經是冠軍了，他是氣象預報組的組長。可是他講話沒什麼魅力，沒什麼功力。然

後我等了好幾個鐘頭，人家說，有人要暗殺達賴…我一去就…傅達仁你來啦，我

就帶著攝影師用那夾克包著機器，說：「我來了！」就進去了。所以資深記者不

用證，臉就是證。進去以後，一直等他。怪怪，五點多了還沒來，他一來我就發

第一個問題。我說，聽說你這喇嘛很高的功力，能夠呼風喚雨，「Can You stop the 

rain ?」台灣已經下了七、八天的雨了。他說：「No, No, No!」，西藏是高原，下

雨叫甘露水，所以下雨是我們的福音，當然你暴雨成災也不行。三十秒，馬上發

新聞：「傅達仁和達賴談氣象」，當晚收視率爆，爆到甚麼程度？ AC 尼爾森收

視率調查有八十個，我是排第一個－「台視新聞氣象」。就那四分鐘，其他後面

甚麼楊麗花，甚麼連續劇都在後面。 

  第二天，台北捷運開張，那時候是阿扁剪綵，我也去了，禮拜天，天氣好。

我們就找了幾個學生作訪問，他們說：「我看了你們氣象報告，尤其你傅達仁報

氣象，有趣！看了你們的報告我才出來玩，坐免費的捷運」。又是一個驚奇的開

頭。反正每天都一個，開頭就把你吸引住了，吸引觀眾你要靠創意。「靠創意」

就講到我訪問那個拳王阿里，等會你們會看到我的影片，阿里中國人沒訪過他，

                                                      
28 1997 年 3 月 22 日，達賴喇嘛應中國佛教會邀請，首度訪台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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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唯一的一個，他過境，被我逮到，那時候是 Film 攝影機，我跟攝影小鄭講，

我是唯一跟他講話的，你到時不要關機器全程錄。然後阿里一下樓梯，我說：「阿

里，你好強壯你可以跟我打一場嗎？」他馬上啪啪地就打，我就躲。「噢～你可

以躲開我的拳頭！」錄進去了。怎麼這個記者讓阿里打他呢？你是記者你會這樣

採訪嗎？你問他兩句就不得了了，跑了，害羞了。跟你講，做記者臉皮要厚到甚

麼程度呢？一槍打在你臉上，別人受傷了，彈回去了，要厚到這個程度，也就是

說你要有辦法。 

 

採訪 30 秒給足創意   兼職籃球教練展長才    

我採訪那個黑珍珠比利，我們在比腿，因為他是足球的王，然後我一拉褲子

裡面是衛生褲，那個片子上有。五秒，幫你打個五秒，我沒有佔你的時間，回報

公司，「你給我一分二十秒」，我說太少了吧！我還訪問他老婆耶！公司說，「好！

給你一分半。」一分半就很奢侈了，一分半大獨家訪問阿里。你們長篇大論有甚

麼用？你看我的片子，你沒想到這個記者怎麼這樣做法，就是每一樣東西你給我

三十秒，我都跟別人不一樣。舉例以明之，希望各位青年朋友，你們後進當然會

比我好，後來居上。你一定要學到創意，隨時動頭腦，你寫作一定要好，要快，

你要用嘴巴寫作，不是用筆啊，要用嘴巴寫作。非常的快、順、白話、不囉嗦、

又有趣、又有專業、又有抑揚頓挫、又有高低不平，像彈鋼琴一樣，要有節奏。 

那我在電視得了第一屆的金鐘獎，第一屆的金鐘採訪獎 29。拿起來給你們看

一下，看它都生鏽了，頭都晃了，這是我第一屆的金鐘禮，現在走到鵝鑾鼻都有

老太太送西瓜給我吃，各位同學我不是亂講各位青年朋友，有的人是追求財富，

有的人是人去留名，雁去留聲，留個好的名字給人家讓人家回憶，可是不是容易

得來的。你每一個三十秒都要有創意你做得到嗎？我不是給你吹牛，我絕對做得

到，你給我十秒就好。 

這個是台視做電視，又得了金鐘獎，打籃球當了國手拿了銀牌，當教練，冠

軍，做了國際的教練，後來被請做亞洲籃球明星的教練，在台灣全勝。籃球明星，

你說是甚麼對我跟你講，韓國五個人，菲律賓五個都是頂尖的人物，甚麼小木馬、

許武仁，申東坡，那些都是我的球員。一個禮拜給他們練球，在台灣，全勝。我

的教練是有天才的我不是吹牛。上帝你要赦免我，你給我的才華真的是這樣，我

當教練是丙組的球隊，把你甲組的球隊打得頭昏眼花，都打敗。因為我有特殊的

戰法。我在當籃球教練的時候，三十年以前，只知道區域防守，和一對一，你一

個盯一個一個盯一個盯死他。盯這樣有甚麼用啊，盯不死他，所以我個時候我就

                                                      
29 自民國６９年起電視金鐘獎改頒獎方式，傅達仁獲得個人技術獎─採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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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很多的 combination，混合防守。那譬如說一個盯人四個區域，兩個盯人三

個區域，全場四個盯人一個區域。我的變化很大，雖然不像諸葛亮個甚麼陣法，

可是我的陣法也很特別，所以這個當時我籃球教練繼續做的話，應該是另外一條

路，可是我們的籃球教練沒有前途。後來台銀成立球隊，我從馬來西亞回來，進

了台視忙得要死，忙得我以前吃不好，胃開刀，切掉一半住在榮總，又十二指腸

出血，出了十幾次，然後外科主任說：「達仁，切掉了吧！」那個時候一定要切

到三分之二，不然胃酸過多，我給你切一半。那個李杰，動刀最有名的醫生，切

掉一半，我住到榮總，台銀三個領導，每個禮拜都看我一次，說你出院無論如何，

你要當我們的教練，你兼差嘛，就坐在我病床。 

我說不行，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後來我出院，好！我答應，我做你們的總顧

問，總教練，執行教練我徒弟，介紹我陳忠興去帶他們練球，怎麼練都是我寫出

來，督導，然後臨場我去，又拿了全國冠軍。那已經在台視，拜託台視薪水等於

五個教練的錢，比部長還要高。你們不要笑，當時的台視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

薪，年終獎金十一個半月。然後業務部開會，不是拉廣告是刪廣告，太多了！然

後那個廠商拜託：「你不能刪，我明天產品要上市」。好，你搭四個節目。凌晨的

一個，半夜的一個，下午一個你都搭，買一個廣告花四個廣告的錢。你說那個錢，

他不發給你怎麼辦呢？然後財務部開會是討論甚麼，怎麼加薪不是減薪，都發了

怎麼辦，三節也都發了，這樣吧，繳所得稅，再發半個月好了！誰去跟你當籃球

教練啊！早上晚上都要教球，人家打球還要看，拜託！還要跟球員睡一起，誰去

啊。 

我老實講我當教練只要隨便動個腦筋。我最後一次的教練，就是七十八歲的

時候吧，SBL 明星賽在高雄，七個傭兵都外國人，都很高，加五個女球員，上場

必須要兩個女的三個男的，對面是我們國手青年國手的聯隊。30我好久沒當教練

了，請我去客串，我心想輸了可丟臉了，我這是是馬來西亞國家教練打敗中華隊

的，那老外集合起來我說：「我們沒有訓練，沒有練習，但是我們今晚必須贏得

這場比賽！兩個女孩，三個男孩組成的這個球隊必須勝利！」我就教他們防守方

法，進攻的方法，那場球呢最後贏了三分球，因為那女孩子和男孩子打在一起，

很難守。當然我有很多辦法，每個洋人都要用到，每個女孩子都要上場，又都要

上，又要贏球，這是我最後一次當教練，這前年的 SBL。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堅決

退出教練，在台視，後來從記者升到副組長，升到組長，升到副理兼組長，升到

體育部的經理。退休年齡到了，升到經理退休金多，你當小兵退休金少。八十歲

我還演連續劇，我等下跟你講我甚麼都做過，電視的節目，沒有我沒做過的，剪

                                                      
30 民國 101 年傅達仁擔任第九季 SBL 全明星賽土洋對抗賽的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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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我也會喔。 

 

 一生傳奇  電視黃金時代躬逢其盛 

我這一生呢充滿了傳奇。王偉忠一見我說：「你是傳奇啊！」。我的這一生真

是傳奇，從小孩到求學一直到打球，一直到大學畢業，一直到當兵…因為他們組

長一個命令，四國五強就在三軍球場當兵。真的，國家需要我嘛。後來就是電視

台，從慢慢的從一台黑白片，到彩色，到三台，仍然是黃金時代，仍然是一年要

發十一個半月的獎金。黃金時代我都趕上了，後來我退休是按照法定年齡六十五

歲退休，你們現在還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我，六十五歲，退而未休啦。 

一退休我就在中視轉播 NBA，NBA 球賽是我買進來的，是我帶進來的。那

當時老外很奸，剛開始的時候，他一場球賽才五百美金，現在幾十萬台幣、一百

萬，因為有線在競爭。他一物三賣，當時是只准無線的，後來他說可以兩賣，有

線電視他們也可以播，他賣給我們了又賣給他們。後來又說，衛星電視也可以賣，

一場球可以三賣，一個 NBA 可以三賣，這是電視的演變。 

電視演變後來有兩個故事可以講，就是從 Film 到 Tape 我都碰到了，Film 時

代我在那個阿拉斯加，很冷，冰天雪地之下打雪仗，他們那女孩子向我脖子裡塞

雪球，我用雪球打她們，因為他們很少見雪，過年我就拍一段這個三分鐘的影片

回來，含訪問…凍到用跳的訪問。完了攝影說：「達仁，再來一次！」為甚麼？

因為影片凍住了，不轉了。就跑到室內隔著玻璃再拍一次。 

然後跑到泰國的亞運，就紀政摔壞腿的那一次 31，熱到甚麼程度，攝影排了

所有的教練，一個人講一句話，站在門口，太陽是白的，好大。然後訪問到一半，

「不行了！達仁，片子曬化了～」，我就：「好好好，各位請回。」這都是我碰到

的傳奇故事太多了，你們聽過這種故事嗎？化掉了、凍住了。 

 

跟隨孫越信主  做遍各類型電視節目 

所以有很多我的人生的傳奇，我的人生的哲學就是孤兒，孤兒的看法不太一

樣，到哪裡都不安靜，沒有安全感。都要到一個頭就要變，籃球打到國手變教練，

教練打完了廣播，廣播完了電視，電視完了最後信主，歸主。因為以前我歸主籃

球隊來訪問台灣的時候，打球哪裡搆得到，六呎十一大傢伙，哈德門、許彼德，

還記得這兩個人嘛，然後他一跳起籃板搶不到，我就拔他腿上的毛，一拔他球就

掉了，然後下次回來他又拐子，蹦地下來…裂開。我就想，你不是基督徒？為何

                                                      
31 1970 年紀政在泰國曼谷以 11 秒 63 獲第六屆亞運女子 100 公尺金牌，但卻因舊傷在 400 公尺

決賽中途跌倒無法完成比賽，結束她的運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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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球如此粗暴！現在我知道了，基督徒要奮戰的，要征戰的，不是當懦弱的，

唯唯諾諾的人，是靠主得勝的，我是孫越帶我進教會，我現在藝人之家做禮拜，

一切要做很多的公益，要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所以我以前的人生哲學是

「奮鬥」的人生哲學，現在是「行公益、謙卑柔軟」的哲學。上帝高舉謙卑的人，

阻擋驕傲者，請各位記住，絕對是對的！ 

我以前驕傲得眼睛長在頭上，五星上將過去，我一星都沒看到，因為我忙得

要死。忙歸忙，你也要做人。現在想想，要不然更成功，老早當個立法委員，當

個小官是不在話下，不過我志不在此。記者是沒大沒小的，記者是最大的，所以

一生從事新聞，一生從事電視、報紙、廣播，都做了。運動員又當了球員，又當

了教練，又當了領隊，甚麼都做了。然後電視我報新聞、採訪新聞、報氣象、主

持叩應節目，然後綜藝節目，和沈春華主持「大家樂」，引起臺灣的大家樂賭風，

就是我的節目。因為那時候是過五關，猜那個黑的白的，黑的白的你五個都猜中

就五萬塊。所以他們就拿這個來賭，這個是綜藝節目金鐘入圍。後來又主持「金

氏世界紀錄」，金氏紀錄你們年輕人知不知道？指甲最長的人、頭髮最長的，然

後針可以穿過去的，還有甚麼拿這個牙齒咬著繩子拉汽車的，收視率很高。那是

退休以後，衛視中文台。後來又做了東森的小巨蛋的總監，東森的顧問，然後在

東森做個節目。是「美食達仁小潘潘」，也播了好幾年，連吃飯的節目都做過了。

上帝請你赦免我，我不是吹牛，這是你給我的才華，我做了這麼多事情，榮耀歸

於上帝，但是我做到了。 

 

年輕奮戰成功  年長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 

   人生就是你要做到，要有個目標，基督徒要有個標竿，標竿就要成為行公益

好憐憫，謙卑的人。忍耐很重要，要恆久忍耐。這是講愛的事情，人要愛人，不

是光愛你自己，愛你的鄰居勝於愛自己。甚至於愛你的敵人，你做不到嘛！怎麼

做不到，基督徒就這樣做的。人家打你右臉，左臉也給他打，怎麼可能？這不是

傻瓜嗎？謙卑柔軟可以救你命！所以現在我人生哲學有了變化，開始年輕人是奮

戰成功，而且是孤軍奮戰。我甚麼東西都要想的到…「你這攝影機位置擺的如何

如何…」、「我那個句子你到底剪接進去沒有…」，甚麼都要完美！因為我 O 型血

型，就是要一百分，做甚麼事情要一百分，九十九就很不舒服。 

    我以前有專任剪接師，我配音配得很棒，「這個球打得好遠，像長了翅膀一

樣…哇，全壘打」。突然間，我的聲音很大，他把背景音調得更高，把我聲音壓

掉…那你還有甚麼味道！你要四六之比。我就告訴他，你看連這個我也是要求，

就是要求完美，事先策劃就是創意，事後製作要完美。你背景音要四六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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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這麼興奮，現場哇啦哇啦的聲音給你壓過去，觀眾都霧煞煞你在講甚麼？各

位青年朋友，面面俱到，你要有奮鬥的人生，你要有目標，你要謙卑柔軟。 

    我不是亂講，如果我謙卑柔軟，那時候我名氣很大了。憑良心講，到哪裡紅

到哪裡，然後我採訪到屏東，真的農民抱著大西瓜追，我們採訪車開著，「傅先

生這你要帶著，給你！」謙卑柔軟，就算你當了總統也好，當了甚麼都是要謙卑

柔軟，你才能夠沒有阻力，更成功。所以人生要把這幾個點抓住。年輕的時候一

定要燃燒你的青春，到一個你有興趣的事業上，你燃燒當然會發光，你懶懶地當

然燒不起來，發甚麼光，黑暗早把你吞掉。所以各位，人生是一連串的奮鬥與吃

苦，一連串的成功與失敗，一連串的死亡與復活，一連串的喜樂與痛苦。 

 

期許媒體與司法應客觀公正  自我奉行基督精神 

    我可以說是一生從事新聞電視，就是媒體。我覺得感覺到媒體太亂，媒體要

有原則，原則是甚麼？事實嘛。你報導要有事實，要公平客觀，六個字，「事實．

公平．客觀」。不要捏造，不要分藍綠，你新聞分藍綠搞甚麼。一個事情藍的說

對，綠的說絕對錯，那殺了人也是綠的說殺的對，藍的說要坐牢，社會政治就亂

了！就因為你媒體。我還有一個建議，那亂象他故意做秀，然後立法院質詢議員

要打人的時候拿著鞋子，你不要拍他嘛，你不要播好嗎？他一看我一這樣你就來

拍就播了，而且播好幾遍，我當然要搞，當然要想點子，一定上頭條的…。 

    媒體不要這樣，媒體要是這樣會亡國的，還有媒體和司法，是我們的秤。這

秤要公平，幾兩就是幾兩，可是我體重八十公斤，有次在磅秤一秤只剩二十公斤，

我以為得癌症了，結果秤壞了。我們台灣的社會，我的的司法和媒體的這個秤，

你秤壞了人怎麼活。八十公斤變二十斤怎麼活，不是我瘦了是你秤壞了。真的憑

良心講，我的建議是絕對客觀，我退休了我不怕誰，我也很公正。 

    所以要救國，媒體要事實、公正、客觀。司法更要秤不能壞，更要公正，而

且，政治藍綠，你鬥爭是要為了國家和百姓鬥爭。你都是為了私人，為黨，為一

私之爭，為黨而爭而沒有國，你有中華民國身分證嘛拿出來，都一樣，你是自己

人，你那身分證又不是綠的，我那身分證又不是藍的，身分證都一個顏色嘛。我

的話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亂鬥爭，你要行公益、好憐憫、愛你的鄰居勝於你自己，

你就不會亂鬥了，你要發揮基督精神。老美憑甚麼變成這麼強國，它就是基督教，

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就是誠實，甚麼尼克森、柯林頓要被彈劾下台，都是為了「誠

實」兩個字，不是為了他的罪，他就是第一條叫「誠實」。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誠實第一，這就是基督精神。我不是向你們宣傳宗教，因為我以前是信關公的，

到廟裡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你後面跟著好幾個三個女的一個男的，要趕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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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辦桌，化解。錢沒了，劫卻沒化掉。哪裡有鬼？你禱告就好了。誠實，行公益

好憐憫，謙卑柔軟的心。說個順口溜，「謙卑柔軟像麵條，面帶微笑似老蕭 32」。

這兩句話受用無窮。 

                                                      
32 老蕭指的是前副總統蕭萬長，在政壇素有「微笑老蕭」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