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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欣惇、許光麃

楊秋河

開荒闢土、辛勤耕耘的排球園丁

壹、前言

是怎麼樣的教練能讓選手衷心地感佩為

「全能教練」？（註1）什麼樣的老師會讓球

員形容他是「排球場上的傻瓜」？（註2） 

又是哪一種教練能夠讓學生同時感覺像「嚴

父」、又像「慈母」呢？（註3）一個教練要

怎麼做，才會讓球員將他形容為「7-11排球

人」呢？（註4）

楊秋河自成為國小教師以來，辛勤開

墾，將排球的種子深耕臺南，最終遍撒全

臺。楊秋河自1967（民國56）年在臺南組織

了「苓和國小排球隊」、「學甲國中排球

隊」、「明達高中排球隊」，以及「東泰造

紙女子職業排球隊」等多個著名球隊，從地

方到國家隊教練，楊秋河在縣內、全國及國

際奪得無數優異成績；早期甚至讓球員集體

住宿家中，後學校有球隊宿舍仍舊對學生關

懷備至，訓練球隊數十年間，旗下名將無

數，爾後排球種子撒遍全臺，在臺電、臺灣

各大專院校、國中，以及國小教師中弟子無

數。為推動地方排球風氣，楊秋河於1980年

與許光代及王義雄兩位老師共同籌辦了「華

宗盃排球錦標賽」，該賽事迄今近40年，為

全臺五大排球盃賽之一，從無到有、規模從

南部擴到全臺，楊秋河直至80歲仍視之如子

女般，非常關心、年年出席華宗盃賽事。

在擔任教練訓練球隊之餘，楊秋河也

開始投身裁判事業，擔任排球裁判執法，民

國70幾年開始轉任排球控制委員，之後年年

的區運、全運會、HVL技術委員、召集人、

裁判長……等，長達40餘年風雨無阻的執法

歷程，培訓出大小裁判無數，於臺灣的裁判

領域貢獻良多。在楊秋河自學校退休後，以

64歲高齡，在2001年開始為臺灣排球界開荒

闢土，為全運會開展排球的另一領域——     

「沙灘排球」運動，楊秋河一步一腳印地從

一片荒蕪到將沙灘排球創建出現今的繁榮新

天地，可謂居功厥偉。

本文將以文獻蒐集，配合深度訪談法，

先後數次訪談被撰述者及數位學生輩的傑出

球員，輔以照片及文獻分析，以求詳實呈現

出楊秋河對於排球運動的各項卓越貢獻。

貳、生平事蹟

一、求學歷程

楊秋河在1937（民國26）年7月31日生於

臺南州北門郡佳里街（今臺南市佳里區）出

生（註5）；當時尚為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楊

秋河家境小康，父親於佳里水利會工作，負

責嘉南大圳計畫的烏山頭水庫部分；家中共

有4男1女，楊秋河排行老二，因家中也是務

農，因此自小便會幫忙在田裡工作，培育出

楊秋河勤肯質樸、刻苦耐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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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制」，就在北門高中附近的公園（今佳

里體育公園）裡面練習，當時只有一個排球

場和兩、三顆球，大家就很刻苦的利用這個

場地進行練習，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球、這麼

好的環境可以練習，不過當時雖然環境很刻

苦、可以訓練的時間也不多，1954年在臺北

參加全省的排球錦標賽時，還是取得了季軍

的佳績，當時北門高中並不是專門的體育發

展學校，算是業餘的球隊，能夠得到第三名

的成績實屬難能可貴，（註8）學校也感到非

常的高興，更在升旗典禮時大加表揚。

師範的路線，因此，當時高中畢業後便先到

了附近的苓和國小代課；而當兵時除了下午

打球以外，晚上有空的時候便刻苦用功，念

書準備小學的師範檢定考試，當時的師範檢

定考試是要在三年內把規定的科目都考過，

便算通過檢定考試；為了父母的期望，以及

自己的前途和工作，楊秋河非常努力的準

備，也順利在三年內通過檢定考試，因而成

為小學的正式教師；當時，苓和國小校長求

才若渴，甫得知楊秋河退伍，馬上打電話來

「關心」，故於1960年12月正式到苓和國小

就職。在苓和國小任期間，除了訓練排球隊

外，楊秋河自身因為運動神經優越，也代表

臺南縣參加全省手球比賽，並屢獲佳績。

1967年起實施國民教育後，各地國中的

體育老師非常欠缺，於是楊秋河又開始準備

國中的教師檢定，楊秋河一方面就職、一方

面訓練球隊，晚上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於1966年去唸了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

（今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臺南師專）的

夜三專，並於1969年從臺南師專畢業，期間

也努力準備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且順利

在1970年考過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取得

國中教師資格；當時學甲國中的校長是楊秋

河以前北門中學時的教務主任，知道楊秋河

排球隊出身，所以一聽說楊秋河考過國中的

教師檢定便立刻派人來挖角，（註7）之後楊

秋河也在學甲國中培育出另一群排球界的驕

傲。

二、與排球的初相遇

楊秋河自讀初中時便已涉獵排球運動，

就讀北門中學期間，開始對排球運動產生興

趣，高中時期更遇到體育教師吳邁吾老師，

較為擅長排球運動，因而組織了排球校隊；

當時全都是打「九人制」，還不是現在的「

圖2　臺南縣手球代表隊賽後合照，楊秋河為後排左起第四位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3　楊秋河（前排右2）於臺南師專畢業照（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4　楊秋河排球扣球攻擊照（照片來源：

楊秋河提供）

楊秋河小學於1944年就讀於「番仔寮」

的延平國小，當時是光著腳、提著鹹草做的

包袱上學，上課常有日本飛機在天空作戰，

故而小學前兩年少有正常上課，都是上一上

就要去躲防空洞，因為上課不正常，所以日

語也學沒多少；之後到了小學三年級、1946

年臺灣光復後才開始有較正規的上課，四年

級時開始由大陸過來的「國語老師」教導；

楊秋河自小就有優良的運動細胞，參加田

徑、賽跑，還曾自製竹竿練習「撐竿跳」，

自製插竿的箱子就在沙坑練習，其中一次練

習時竹竿沒插好，直接摔下來，撞到肋骨，

呼吸困難休息了2個多月才好，但仍不改其好

動本性；（註6）中學時期就讀北門中學（現

北門高中）初中部，後升高中部，也是這期

間開展了排球園丁與排球的第一次接觸。

高中畢業之後，楊秋河便去服兵役，

由於楊秋河的父親及家裡的人希望他能夠走

圖1　楊秋河攝於苓和國小校園一角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6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7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8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054 055



開荒闢土、辛勤耕耘的排球園丁     楊秋河

三、排球園丁的起源

以前學校都會要求教師要有一個康樂活

動：每週三下午在學校的老師都一定要去運

動。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打排球，每週三下

午全校老師不論男女都會加入，早期還是九

人制的賽制，因為大家都很熱衷，所以當時

的鄉公所每年都會舉辦教職員的比賽。楊秋

河在苓和國小會開始帶排球隊，也是起因於

該校的莊必祥校長，年輕時也是臺南縣的排

球省運代表隊選手，本身就很喜歡打排球，

所以到任後就在學校推廣運動校隊，男生成

立棒球隊，女生則是成立排球隊，（註10）

並請楊秋河老師來訓練女生的排球隊，自此

也開展了苓和國小排球隊的輝煌歷史。

當時練球也沒有專用球場，都是在泥

土地訓練，畢業的校友就回來幫忙挖洞、立

球柱，煮茶、煮點心給學弟妹吃，但開始練

之後，他們就在臺南縣市打出好成績，也在

麻豆五王盃排球錦標賽取得冠軍的佳績；早

期楊秋河為培訓球隊，從1969年起的2-3年

間都是讓球員住在自己家裡，其食衣住行也

都依靠他與妻子照料，可說是全家投入奉

獻，（註11）後來轉到學甲國中任教，學校

將早期的教師宿舍改成球員的宿舍，才結束

球員集體住宿於楊秋河家中的景況；但，即

使球員不再住在家中，楊秋河仍是將球員視

如己出，清晨5:30開始晨操，練球後也常親

自煮早餐給球員們吃，只要有問題，隨時都

可以找他，就像7-11般，24小時不打烊；（

註12）同時，楊秋河訓練球隊也十分嚴謹，

對於球員的基本動作、精神和向心力都要求

很嚴格（註13），無論是男排、女排隊員，

有一件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事情：如果球員動

作做不紮實，或是練球沒士氣時，楊秋河就

會拿出水管，把整個場地噴濕，早期球場都

是泥土地，濕了當然是滿地泥濘，此時，他

會開始讓球員練習地板動作，像是滾翻、魚

躍等救球動作……球員們回想起來都表示，

只要刷過一次從人到衣服、褲子、襪子、鞋

子的泥巴，以後練球都會十分有精神，因為

一點都不想再來一次。（註14）楊秋河則回

應說，這是針對早期的泥土場雨天比賽的模

擬訓練。因此，球員們多形容楊秋河是「嚴

父」、也是「慈母」，因為他對學生的訓練

和功課要求相當嚴格，但也如母親一般的照

顧球員三餐，（註15）像楊秋河較長時間帶

女排，還會每月採青草燉雞幫女球員進補，

楊秋河更表示因為沒生到女兒，所以把每個

球員都當女兒養。（註16）

楊秋河高中畢業後便入伍服役，當兵

時正是1958年金門八二三砲戰十分激烈的時

候，楊秋河和當時7、8個同梯一同被分配到

臺中第三陸軍總院擔任護理士，主要任務是

在病房幫忙，在工作之餘便和有興趣的醫官

一起打排球，他們在醫院旁邊的空地挖了兩

個洞、立了兩根柱子、架了網子權充練習場

地，後來還組了一個排球隊，開始跟附近的

學校教師舉辦排球賽，當時更是和醫官們一

起出去比賽，也因為比賽和當時臺中的排球

前輩——陳文顯成為很要好的朋友；（註9）

後來更在醫院裡面辦排球邀請賽，也在醫院

裡面帶起了一股「瘋排球」的風氣。

圖5　臺中區排球邀請賽冠軍全體球員與院長合照，

楊秋河為前排右3（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6　1987年學甲女排攝於學甲國中女排宿舍，第一排由左至右開始紀麗花，楊秋恩，蔡緯娟，何瑞萍，

第二排由左至右紀錦莉，吳小玲，紀佩君，楊春美，陳雅媚，楊秋河（照片來源：紀錦莉提供）

註9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10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11 陳秋馨，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24

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12 紀錦莉，面訪，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新教學大

樓，2017年7月13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13 黃宏裕，面訪，第44屆永信盃比賽場地——苑裡

國小，2017年9月24日。

註14 陳儷勻，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12

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15 黃宏裕，面訪，第44屆永信盃比賽場地——苑裡

國小，2017年9月24日。

註16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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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敵，打遍全臺各大盃賽，奪冠有如探囊取

物，無論學甲國中時期，或明達高中時期，

皆多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

因為楊秋河對於排球的熱衷與投入，

幾乎每一代子孫都有排球選手。楊秋河1960

年到苓和國小任職後，於1962年與林麗玲結

婚，婚後連生了4個兒子，4個兒子現也都已

開枝散葉，有了第三代，代代都與排球關係

匪淺。楊秋河的二兒子楊崑宗接續楊秋河的

步伐，既擔任排球教練，也擔任裁判，更在

楊秋河退休之際，接棒帶領學甲國中的排球

隊數年。孫子輩像是楊崑宗的兒子楊家豪也

曾是學甲排球隊一員，之後考到建國中學，

直到現在大學畢業了，仍在排球界從事排球

運動推廣及排球球衣製作；（註18）楊家豪

的堂弟現在是嘉大的校隊，也是自國小便參

加排球隊；楊秋河的孫女也有2位曾是學甲國

中排球隊的一員，其中，楊秋河小兒子的大

女兒楊怡真是排球世家目前最新鮮的代表，

她曾在高中及大專排球聯賽中勇奪最佳舉球

員，參與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女排的六連霸

業，目前效力於「中國人纖企業女子排球

隊」，也在企業排球聯賽中屢獲最佳舉球員

之殊榮，多次入選國家代表隊擔任舉球員，

包含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她亦是臺灣女

子排球代表隊的當家舉球員。（註19）

楊秋河老師不單單是桃李滿天下，更

是一家大小都為排球界付出；更有無數球員

因為楊秋河的關係，也走向職業排球運動之

路，學甲的排球園丁不僅是耕耘自家、更是

改變了無數人的一生。

當年臺南各地都很關注排球項目，學

校、校友、在地的鄉親無一不熱衷於此，苓

和國小的排球隊更是打遍南臺灣無敵手。在

59學年度（1971年）時，臺灣省體育會排球

委員會舉辦第一屆全國「中華盃師生排球錦

標賽」（以下簡稱中華盃），楊秋河帶領的

苓和國小女排隊取得國小組冠軍。謝美華、

陳秀鳳等臺電名將都是楊秋河在苓和國小排

球隊培訓出來的學生，其他的學生也是各行

各業都有，像黃寶燕等人後來是去就讀國立

臺灣體育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楊秋河教學認真，不但帶領升學班，

還帶女排校隊，而且另外也有音樂方面的興

趣，帶領學校的樂隊，實在非常多才多藝。

後楊秋河順利在1970年考過中等學校教師檢

定考試，取得國中教師資格後，學甲國中的

校長便立刻派人來挖角。楊秋河更在1973年

於臺南縣運動會首創將學生體操配合自己編

排的音樂組曲進行表演，引發各個學校的驚

艷和追隨。（註17）當楊秋河離開苓和國小

轉任國中教師時，該屆畢業的球員就整隊跟

著到學甲國中就讀，之後則就讀明達中學的

高中部；當時學甲國中的女排可以說是所向

圖7　1988年學甲國中女排獲五王盃冠軍，楊

秋河為後排右2，後排右1為協助楊秋河

管理球隊的許光代老師（照片來源：楊

秋河提供）

圖9　楊秋河訓練的球員於學甲國中及明達高中時期，多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錦旗

（照片來源：筆者於楊秋河家中拍攝；楊秋河提供）

圖8　1989年學甲國中女排獲莒光盃冠軍，楊秋

河場邊指導照（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17 陳秋馨，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24

日。

註18 謝玲玉，〈讀門絶招　為練球拚命讀書　他推甄

上建中〉，《聯合報》，2006.07.06，A15版。

註19 曾毛兒，〈將汗水化為甘露 楊怡真用堅持寫自己

的故事〉，《運動視界》，<https://www.sportsv.net/

articles/6526>，2017.07.2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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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闢土、辛勤耕耘的排球園丁     楊秋河

參、在體育運動的特殊成就或貢獻

一、排球園丁細細耕耘，作育英才無數

楊秋河老師自從事教職、初帶領球隊之

時，便讓從零開始的苓和國小女子排球隊在

各項比賽中獲得佳績，更在1971年第一屆的

中華盃奪取國小組冠軍，讓「苓和國小排球

隊」的名稱響徹全臺。隨著楊秋河從國小轉

換跑道至國中，便使「學甲國中女排」在成

立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取得1973年的全國

「莒光盃」排球錦標賽國中女子組冠軍；值

得讚賞的是，楊秋河訓練球員的原則是不影

響學業，每天早晨5:30-7:00做前半練習，下

課後再從4:30-6:00接續做後半練習，比賽或

友誼賽則是在假日下午舉行。（註20）

更讓人甘心的是，球員的生活是採取

集訓的方式，早期所有的球員們都是住在楊

秋河老師的家中，球員們都受楊秋河及其妻

子的照顧，夫妻倆對待球員愛護備至，（註

21）為使球員均能一心向上，求取佳績，楊

秋河更以其微薄的收入抽出一部分來供應球

隊開支。楊秋河對排球隊的無私奉獻，也影

響學甲國中上下，除了有數十位教師每月也

提出一部分薪資作為球隊經費外，學校也為

了排球隊專門改造教職員宿舍，設立了球隊

專用宿舍，以利球員集訓。此外，學甲國中

也首創臺灣另一種新興排球隊——媽媽排

球隊，當時學甲國中的總務主任是娶日本

妻子，故其日文非常流利，也與日本的教

練——德間逹太郎交好，（註22）在學甲成

立媽媽排球隊後，也曾赴日交流，之後日本

圖10　1962年楊秋河與林麗玲結婚照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11　楊秋河家庭照（註：當時老四尚未出生）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13　1974年學甲國中至日本比賽，賽前授旗照於縣府，後排左1為楊

秋河，左4為臺南縣排主委、學甲國中校長、臺南縣縣長及球員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12　珍貴的排球裁判父子

檔：楊崑宗、楊秋河

（右）（照片來源：

楊秋河提供）

圖14　1974年臺日親善排球大

會紀念（照片來源：筆

者江欣惇攝）

註20 林漢明，〈學甲國中　一鳴驚人〉，《中華排球

雜誌》，5（臺北，1973.05）：50-51。

註21 陳秋馨，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24

日。

註22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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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闢土、辛勤耕耘的排球園丁     楊秋河

之後，1995年世界青少男排球賽亞洲區

資格賽，也是由楊秋河擔任國家隊教練帶隊

至東京比賽並獲得亞洲區冠軍，進而獲得參

加在波多黎各舉辦的第四屆世界青少男排球

錦標賽的機會。（註27）賽前除了配合楊秋

河在學甲國中集訓外，也在賽前一個月至委

內瑞拉移地訓練，並開創中華排壇新紀錄，

獲得第五名的佳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

年的世界青少男排球賽開幕入場時的進場旗

幟是「中華民國國旗」。楊秋河回憶道：  

「可以拿國旗進場參加國際賽開幕，現在已

經完全不可能看到了，這真是值得紀念的一

幕。」（註28） 

楊秋河有「全能教練」之稱，是因為他

自1966年開始訓練排球隊以來，訓練的組別

橫跨了女子組／男子組、國小組、國中組、

高中組、社會組、媽媽組到國家級球隊，   

（註29）訓練的對象性別不限、年紀不限、

層級不限，只要經過楊秋河調教一番，均能

有好表現，訓練球隊數十年來，所獲教練獎

無數，便是最好的證明。

及韓國隊皆曾來臺交流訪問，日本媽媽隊更

於1974、1981年間來訪多次，舉辦臺日親善

排球大會，還留下全隊的簽名球；現今臺灣

少有的媽媽九人制排球隊，也是當年學甲媽

媽排球隊的延伸。（註23）

當年學甲國中的女排打遍全臺各大盃

賽、所向無敵，拿冠軍毫不費功夫；後來學

生自學甲國中畢業後，便整批就讀明達中學

的高中部，機緣巧合下，位於高雄的東泰造

紙公司和楊秋河連絡，表示要贊助楊秋河成

立社會組的球隊，因為東泰的董事長是學甲

人，也很熱愛排球，所以1976年便成立了「

東泰造紙女子職業排球隊」。後來那批球員

也曾代表國家出國比賽，楊秋河回憶：

當時明逹那批球員去臺北國手甄選

時，明達背景的球員主力5人，故有

另加一個其他隊的一起打，是為忠孝

隊，共4隊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4隊，打循環賽……，5個人雖然身材

没有別人好，但是都十分拼命……後

來就打了冠軍，最後因為我們打完冠

軍，我們這就入選3人為國家隊……  

（註24） 

1976年，楊秋河擔任國家隊教練帶男子

排球隊至夏威夷參加泛太平洋區青年排球錦

標賽的國際賽，同年女子排球隊也至日本參

賽。當時的臺灣省體育會排球委員會在國際

上並沒有會籍，是泛太平洋區青年排球錦標

賽的主辦國方面出了點小差錯，將本來要發

至中國的公文發到臺灣來，既然收到邀請，

臺灣方面就派隊參加；（註25）當時比賽到

最後時，是美國取得冠軍，臺灣和日本要競

爭亞軍和季軍；但是到了賽前，日本隊卻提

出抗議說臺灣現在並沒有會籍，拒絕和臺灣

男排比賽，最後判定臺灣和日本並列亞軍。

（註26）

圖17　泛太平洋區青年排球錦標賽賽前，

由體育協進會理事長黎玉璽將軍授

旗於臺灣省體育會排球委員會理事

長許金德（左邊持旗者），楊秋河

為後排左1（照片來源：中華排球

雜誌，1976；楊秋河提供）

圖18　中華青年男女隊出國前在慈湖向總統　蔣公致敬後會影，楊秋

河為後排左2（照片來源：中華排球雜誌，1976；楊秋河提供）

圖15　1981年日本媽媽隊來訪留

念簽名球（照片來源：筆

者江欣惇攝）

圖16　1982年學甲媽媽排球隊至日本交流賽，楊秋河為後排左1

（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23 莊豔慧，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9月11

日。

註24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25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註26 劉昭義，〈參加泛太平洋區青年排球錦標賽報

告〉，《中華排球雜誌》，3（臺北，1976.10）：     

13-16。

註27 張合富，〈1995年世界青少男排賽亞洲區資格

賽——中華青少男排球隊榮登王座〉，《中華排

球雜誌》，66（臺北，1995.08）：20-23。

註28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29 莊豔慧，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9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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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闢土、辛勤耕耘的排球園丁     楊秋河

楊秋河培育出來的選手，每次會面楊秋

河都會鼓勵他們，要盡量繼續進修學業，也

因此改變無數學生的人生：

之後那批學生……像謝美華和陳秀鳳

就去了臺電、黃寶燕在中教大繼續

唸，有的就沒有繼續讀；後來訓練出

來的像是臺電的紀錦莉、陳麗雲都是

成就不錯的學生；……另外像是臺體

的莊豔惠也是當時跟著我們一起練

球，之後順利考上體專，現在就臺體

大，還有遠東科大的陳小曼、陳儷勻

在輔大這批後來有唸上去的，現在都

是大學教授……；男生也有，像在

大葉的黃宏裕也是從小琉球跑過來

唸……淡江的教練楊總成，也是我這

邊的國中訓練出來的，後來就去唸輔

大。（註30）

另外，像楊幼梅、劉順松等都是楊秋河

帶去參加泛太平洋排球賽的學生。楊秋河每

日不懼嚴寒與酷暑，招募有興趣於排球運動

的各級學生，楊秋河細細耕耘的地方，從國

小排球隊、國中排球隊、媽媽排球隊國際交

流，到國家代表隊教練，這一生作育英才無

數，在2000年自學甲國中退休時，楊秋河還

同時獲頒全國「資優優良教師獎」，以及服

務滿40年的「資深優良教師獎」，並至臺北

中山樓由總統頒獎。2016年，適逢楊秋河大

壽之日，其所培育的、遍佈全臺的學生輩齊

聚楊家，同為楊秋河賀壽。

楊秋河對排球的熱忱改變了許多女孩的

未來，特別在那個時代，女生往往國中一畢

業就到工廠做女工一輩子，卻因為遇到了他

而產生轉機，（註31）楊秋河一手造就謝美

華、陳秀鳳、紀錦莉等臺電名將，以及莊豔

慧、陳儷勻、蔡瑋娟、黃淑玲、黃宏裕等各

大專院校名師，培育國手無數，可謂桃李滿

天下。

圖20　楊秋河於學甲國中集訓1995青少年臺

灣代表隊（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19　1995年世界青少男排球賽亞洲區資

格賽冠軍，楊秋河教練於東京賽事

會場（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22　在波多黎各帶中華民國國旗開幕入場的

世界青少男排球賽，我國入場依序為舉

旗手胡智民、領隊王儀祥、教練楊秋河

（照片來源：中華排球雜誌，1978，封

面內頁；楊秋河提供）

圖21　世界青少男排球錦標賽出發前在機場全體隊職員合照，

楊秋河為第二排左起第六位（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30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31 陳儷勻，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 2017年5月1

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兼任

助理教授。

圖23　楊秋河八十大壽，第一排左起李月華，楊秋

河，楊雅妃，何瑞萍，楊秋恩，蔡緯娟，第

二排左起吳靜婷，陳儷勻，楊春美，紀錦莉

（照片來源：紀錦莉提供）

圖24　楊秋河學生輩，左起莊豔慧、劉小曼、陳儷勻、

林麗玲（楊秋河妻子）、楊秋河、紀錦莉、楊春

美（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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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臺五大盃賽——全國「華宗盃排球錦標

賽」幕後推手。

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在2017年已邁入第

三十八屆，歷史悠久的華宗盃，是為了紀念

故省議員陳華宗（1904年3月10日－1968年11

月10日）守正不阿的辦事精神，和對地方的

貢獻，並希望利用全民的體育活動，喚起更

多的人來效法「華宗精神」。（註32）

自1980年起，學甲鎮公所開始舉辦華宗

盃排球錦標賽，為全國五大排球盃賽之一。

（註33）對於華宗盃的起源，楊秋河老師回

憶道：

早期學甲有一個開磚窯的黃瑞仁先

生，他擔任地方排球委員會的主任委

員，當時學甲國中的排球隊和東陽國

小的球隊都打得不錯；所以黃瑞仁先

生和我以及王義雄老師和許光代老師

的先生黃進澤一起去找主委，說要辦

一個臺南學甲地區紀念鄉賢陳故省議

員華宗先生的比賽……，後來再去公

所找鎮長講，最後公所才委由學甲國

中承辦。（註34）

因此楊秋河老師等人便於1980年共同籌

辦，開展了至今已近40年的「華宗盃排球錦

標賽」。第一屆時是只有針對雲嘉南地區，

辦了三、四屆之後，參與的球隊越來越多

隊，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今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註35）於是建議將華宗盃列入

全國盃賽，由臺灣省體育會排球委員會提供

技術指導，後便於1985年的第六屆華宗盃排

球錦標賽擴大為全國賽事，並邀請臺北和高

雄等院轄市參加；當時參賽球隊已將近100

隊，因為陳華宗先生是11月10日過世的，所

以，本來是在11月初舉辦，後因為會遇到大

專院校期中考，所以也曾改到9月9日的體育

圖25　楊秋河與同仁組的樂隊，楊秋河為後排右3（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節，但9月又容易和永信盃強碰，後來改成11

月底舉辦，才衝破100隊，（註36）讓華宗盃

愈辦愈大。

但是華宗盃排球錦標賽舉辦的這近40年

來，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也曾遭遇各

種大小風波；最早是遇到公所經費不足，考

慮要停辦，後來是各個支持的師長、鄉親背

著布袋，到處募捐、贊助，楊秋河也和學校

老師組了個樂隊，在假日出去表演募資，真

的是出盡百寶，才讓華宗盃持續傳承下來。

曾經有個危機是鎮長主動考慮不要辦，

因為那一陣子學甲國中成績下滑，鎮長覺得

比賽辦了成績都被外縣市的學校拿走、自己

的學校又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就想要停辦華

宗盃排球賽，多虧了楊秋河、王師等人協同

東陽國小校長莊秋情等地方士紳，一同面見

鎮長討論與商量，最後是由莊秋情校長以「

每次100多隊的比賽隊職員，在學甲的比賽期

間為鎮上帶來的各種相關經濟效益」為由，

才說服鎮長繼續舉辦華宗盃。另次危機，是

公所的經費越來越少、募捐也越來越困難，

大家都無能為力、真的考慮要停辦的時候，

那一次，楊秋河是在舉辦中等聯賽時，接到

通知表示該年真的要停辦華宗盃的消息，他

剛好在聯賽會場遇到臺南當地民代謝錦蘭，

謝民代一聽到他說華宗盃的境況時，就表示

會負責幫忙籌措經費，協助華宗盃持續舉

辦。那年的華宗盃是楊秋河一干人等請大家

擔任義務裁判，即沒有任何裁判經費、也無

服裝贊助，只能每位裁判分送一條紀念的大

毛巾，經由大家的共體時艱，才渡過難關。

（註37）1998年又歷經臺灣省「凍省」，凍

省之後排球的主管機關由臺灣省體育會排球

委員會交接給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簡稱中華

排協），中華排協經手後就開始走另外一個

舉辦方式，一是開始收報名費、二是給所有

比賽補助經費，像是華宗盃就補助15萬，而

公所方面已經沒有什麼經費可以支持，最後

又是楊秋河等人再找各地宗廟、鄉親贊助，

這才又將華宗盃延續了下來。

註32 陳華宗為臺灣臺南縣中洲望族；日本求學返臺後

擔任學甲庄長，戰後任臺南縣議會議長，臺灣省

議會議員等職。由於其作風清廉、在其任下使學

甲成為全省唯一實施都市計劃與完成土地區劃之

市鎮，深受學甲當地百姓感念，光復後主持嘉南

農田水利會，主張興建白河水庫、曾文水庫及開

發雲林地下水井，對雲嘉南地區貢獻卓越，被視

為政治人物典範，並稱之為「華宗精神」。在他

生前，學甲鎮民代表會在1955年就通過以「華宗

橋」命名將軍溪的聯外橋樑，以資彰表陳氏對學

甲的貢獻其逝世後，地方各界也擇於學甲鎮華宗

路、鎮公所南側興建「華宗紀念園」，而後又遷

至「華宗紀念公園」現址。請參見學甲鎮公所，

《中華民國99年全國第31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大

會秩序冊》，2010.10，5-13。

註33 全國五大排球盃賽為：永信盃排球錦標賽、和家

盃排球錦標賽、華宗盃排球錦標賽、臺北市青年

盃排球錦標賽、北港媽祖盃排球錦標賽。

註34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註35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前身為1924年8月24

日在南京成立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簡稱「全

國體協」，是中華民國全國性體育運動的領導組

織。1931年被國際奧委會承認為中國奧林匹克委

員會。1973年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

分立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於1989年12月23日改

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 R.O.C.S.F.），簡稱全國體總或中華體總

會。

註36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37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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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宗盃的現況，楊秋河表示：「縣

市合併後的市長賴清德卸任之後，不知道華

宗盃的經費是不是還能夠持續下去？如果換

了新的市長有不一樣的思維，可能經費就會

被刪減，2018年之後的狀況還還是未知！」

（註42）華宗盃是自陳前總統來訪爭取到補

助，並由公所全面接辦比賽，而早期發起跟

承辦比賽的人員，也相對比較不受重視，但

是楊秋河等人也擔心未來若100萬經費未能

撥下，華宗盃便可能要面臨停辦的命運；另

外未來也有一個隱憂，就是為了配合中華排

協的五大盃賽舉行，都需要刻意閃開北港媽

祖盃的賽期，如果未來時間無法配合，也有

可能考慮會自己舉辦、退出五大盃賽，像是

2017年便已經公告臺北市的青年盃要退出五

大盃賽之列，但如退出五大盃賽，可能就需

自行承擔相關費用。

三、排球裁判、領隊到召集人， 50餘年風雨無

阻的奉獻。

「全能教練」楊秋河自1966年開始訓練

排球隊以來，訓練的組別橫跨了女子組／男

子組、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

媽媽組，一直到國家級球隊，他曾擔任國家

隊教練帶隊去泛太平洋參賽，也曾帶隊去波

多黎各參賽，他還是國家Ａ級裁判及控制委

員，永信盃等各大盃賽都可見其身影，從不

計較風吹日曬。楊秋河在擔任國手審查委員

時，總是十分認真，場場出席，並且以最負

責、詳實的態度與資料面對會議，因此之後

更曾任國手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之重責，中華

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自1991年開始亦

連年聘任楊秋河為中等學校排球聯賽（High 

School Volleyball League, HVL）的技術委

員及技術委員召集人直至2014年，足見其公

信力，他也擔任多年國家隊訓練委員會的委

員，更支持在地排球推廣，（註43）擔任多

年臺南縣排球委員會的總幹事，可以說是一

生都貢獻在排球界。

是發展地方排球風氣，所以主張「線審」以

各隊隨隊人員擔任，比賽時的裁判也多是在

地各校教師出來支援，主要是以學校記嘉獎

的方式鼓勵，提供中餐或紀念品；後來因為

公所有專用經費，所以便開始以專業裁判替

代，並提供相應的裁判津貼。（註39） 

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參加競賽的區域由初

期嘉南四縣市擴展至全國各縣市；參賽隊伍

由1980年第一屆的54隊擴增為200餘隊；比

賽由2天發展至4天；參與的組數由第一屆的

6組至2001年第二十二屆擴增為18組；比賽

場地原本是在室外，至2000年第二十一屆開

始全面室內化；經費來源由地方人士募捐至

由政府機關補助及主辦單位編列籌募預算。     

（註40）這項排球賽在臺灣的排球界中名列

五大盃賽之一，其競賽成績已列為高中、國

中甲組球隊參加莒光盃資格賽積分，以及國

小5、6年級球隊參加中華盃資格賽積分，也

是學生參加保送升學參考之一，已是排球界

極為重要的比賽。（註41）

直到2005年，前總統陳水扁到臺南陳

華宗那邊的陳姓家廟祭祖，當時的財政部長

也是學甲人，所以兩人一起下來臺南，鎮長

帶人迎接陳前總統及財政部長時，便跟陳前

總統提到臺南的華宗盃因為經費不足，需要

停辦的事情，於是，陳前總統指示要贊助華

宗盃排球錦標賽，由財政部撥款給學甲鎮公

所，公所方面經費充足後，開始全面接辦華

宗盃賽事，楊秋河等人才退居技術性支援的

角色。

臺南縣市合併後，華宗盃又轉而向前市

長賴清德請求經費，2011年市長首次參加華

宗盃開幕後，便對這個臺南特有的全國級賽

事十分滿意，指示市府維持每年華宗盃100

萬的經費編制，至此，華宗盃才開始和高雄

的「和家盃」一樣，每年由市府撥款成為賽

事舉辦的固定經費來源，中華排協就是負責

每年15萬的經費支出。（註38）早期臺灣省

體育會排球委員會是由蔡崇濱教授擔任總幹

事，當時認為「華宗盃」是地方賽事，目的

圖26　2016年全國第三十七屆華宗盃排球

錦標賽，264隊報名打破歷年紀錄

的開幕盛況。（照片來源：學甲鎮

公所提供）

註38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39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

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註40 許德文，〈臺南縣華宗盃排球賽發展之研究 (1980-

2008)〉，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

文，2019，5-15。

註41 林悅，〈全國第37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　近5000

人報名破歷年紀錄〉，《運動視界》，<https://

www.ettoday.net/news/20161030/801921.htm?t=%E5%8

5%A8%E5%9C%8B%E7%AC%AC37%E5%B1%86%E

8%8F%AF%E5%AE%97%E7%9B%83%E6%8E%92%

E7%90%83%E9%8C%A6%E6%A8%99%E8%B3%BD

%E3%80%80%E8%BF%915000%E4%BA%BA%E5%

A0%B1%E5%90%8D%E7%A0%B4%E6%AD%B7%E

5%B9%B4%E7%B4%80%E9%8C%84>，2017.07.9檢

索。

註42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註43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

圖27　1988年臺灣省體育會排球委員會核發的A級

排球裁判證及1998年轉為中華排協的排球

裁判證正反面（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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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楊秋河的妻子身體開始愈來

愈不好，所以楊秋河四處執法時，只要在國

內，不論比賽周期總共有多少天，都是當天

往返回到臺南；像是2011年9月臺灣辦的第十

六屆亞洲女排錦標賽，楊秋河也是全程當天

往返地到場支持，特別亞錦賽是國際賽，從

賽前3天就要先到場準備，所以光這一次比賽

臺北、臺南間便往返跑了6天12趟，而且，楊

秋河沒有住宿裁判旅店，主辦單位也無法補

助其每日的交通費；（註46）另外，像是全

運會總共比賽7天加前後2天，一個比賽周期

下來，就總共要自費往返9天18趟；由此可見

楊秋河對於排球賽的支持及奉獻的程度，實

非常人所能及。

楊秋河還擔任多年全運會的裁判長及副

裁判長，幾乎每年活動都到場參與，他除了

完整而驚人的裁判、領隊到召集人資歷外，

更在排球裁判界立下了排球技術委員設立的

先例。起因於當年「明達高中」正和「三信

家商」爭女排冠亞軍，因為發球輪轉錯誤，

加上部分裁判沒有避嫌，而且冠亞軍賽現場

觀眾人山人海，也擋到擔任紀錄的裁判，最

後，在球員發球順序中發生了問題，因而引

起了大家的爭論。後因為這個判例，楊秋河

要求當時的臺灣省體育會排球委員會正式設

立技術委員，首次就是在1985年的第六屆華

宗盃排球錦標賽擴大到全國等級時創設技術

委員，並規範裁判與比賽球隊的「迴避關

係」，自此才開始在比賽中設立技術委員的

職務。（註44）楊秋河擔任技術委員時也很

鼓勵新進裁判執法，讓新進裁判可安心執法

及成長。

楊秋河自1960年代踏入排球裁判行列之

後，兼任裁判工作長達50餘年，無論國內、

國外、賽事大小、室內、室外、颳風下雨或

是烈日當頭，楊秋河總是專心奉獻於裁判工

作。期間楊秋河在2004年3月18日至28日隨

高中體總組隊至賽普勒斯參加第十八屆「世

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並擔任隨隊裁判同

往，當年女子組代表隊中山工商獲得冠軍殊

榮，男子組高英工商也奪得第五名的佳績；

而在2011年8月5日至8月28日中華隊至澳門參

加「世界女排大獎賽」，楊秋河亦隨隊前往

澳門；永信盃、和家盃、中華盃也都曾聘請

楊秋河擔任召集人，直到年事漸高後，才不

再於全臺各地奔走，只有華宗盃仍舊會幫忙

去擔任審判委員召集人，直到2016年，楊秋

河已近80歲高齡，（註45）才將華宗盃的重

任完全交棒。

圖28　楊秋河2004年擔任HVL技術委員召集人，與女排冠軍隊伍合照（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44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註45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

註46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圖29　2004年至賽普勒斯參加第十八屆「世

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楊秋河為隨

隊裁判（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圖30　2011年中華隊至澳門參加世界女排大獎賽，楊秋河後排左起第四位（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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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秋河自踏入排球裁判行列之後，兼

任裁判工作長達50餘年，無論颳風下雨及烈

日當頭，總是專心奉獻於裁判工作，更從裁

判、領隊到召集人，每一場比賽都堅持至賽

程圓滿結束，全臺各大小賽事，都可看到楊

秋河老師令人尊敬的身影。他從不計較微薄

的裁判費，滿心歡喜地守護每位選手完成排

球賽事。除擔任排球裁判數十年外，更擔任

HVL技術委員召集人長達20餘年，直到2014年

77歲高齡才卸下這個重任；從地方球賽、臺

灣各大盃賽、到各級運動會、全國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世界中學運動會，始

終堅守排球裁判崗位，不畏風吹日曬雨淋，

所以像楊秋河等早期的裁判，都是抱持著熱

心奉獻的精神，無償來協助賽事的進行，如

同楊秋河從年輕做到近80歲，真可說是為排

球界奉獻一生啊！

四、創臺灣沙灘排球運動之先河

沙灘排球運動是1920年代發源於美國南

加州聖塔摩尼卡地區（Santa Monica），早

期（1940-1970年代）仍將之視為一種遊戲，

並無一定型式，之後才慢慢發展出相關的比

賽規則。臺灣沙灘排球早年即是以娛樂的方

式傳入，也未列入正式的競賽項目，但楊秋

河就已開始在臺南地區大力推廣。早期沙灘

排球在臺灣稱之為「海灘排球」，臺南縣排

球委員會開臺灣之創舉，於1988年8月20、21

日於臺南縣將軍鄉馬沙溝海水浴場，舉行了

第一屆「臺灣省海灘排球錦標賽」。當時是

採用18公尺*9公尺的場地比賽，每隊比賽球

員一次下場3人、一局15分的賽制；而楊秋河

更為此次賽事撰稿，發表於1988年的中華排

球雜誌中。（註47）彷彿冥冥中自有注定，

經過十多年後，楊秋河又在2001年接下全國

運動會沙灘排球推廣的重擔。

國際排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

tionale de Volleyball, FIVB）是在1992年

才在組織裡正式成立了沙灘排球部門，同年

10月，亞洲排球聯合會（Asian Volleyball 

Confederation, AVC）成立，爾後才又成立

亞洲沙灘排球委員會，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展

沙灘排球賽事。隨著沙灘排球在1996年亞特

蘭大奧運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後，國內也開

始正視這項運動。（註48）2001年，楊秋河

應中華排協的請求，暫時放下室內排球已經

條理分明的大好江山部分，以64歲高齡投入

另外一個臺灣的荒蕪之地，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一步一腳印地開始全力推廣臺灣的「沙

灘排球」運動；（註49）自此開始，楊秋河

在吳文鐘的協助下，一起籌辦全運會的沙灘

排球比賽，從而展開十多年的全運會沙灘排

球全臺推動歷程。

在全運會準備要開始舉辦沙排比賽時，

一切都是從零開始，2001年時適逢國際排球

總會為提升比賽精彩度，而以「實驗方式」

推動「縮小場地面積」（長寬由18公尺*9公

尺改為16公尺*8公尺），加上更改「比賽

的計分方式」（由發球得分制改為得球得分

制）……等，後來才在2002-2008年期間開始

正式使用這些新規則；（註50）而在2001年

時國內甚至都還沒有標準的沙灘排球對應規

則，因此，楊秋河在推動全運會的沙灘排球

項目時真可說是開荒闢土無誤，據之回憶：

90年的全運是先在大鵬灣舉辦會前

賽……，當時通通都還沒有規則、都

是用講的，一開始也是先在裁判會議

時大家取得共識、經過裁判教練大家

在大鵬灣共同的磨合，才取得基本共

識……，後來才在鳳山展開正式比

賽，以及產出相對應的沙灘排球規

則……。

之後2003年的全運會在臺北縣（現新北

市）舉辦，當年會前賽在大鵬灣時開賽前，

楊秋河才印出臺灣第一本白紙黑字的「沙灘

排球規則」以作為比賽的依據，而後全運會

賽前還因比賽場地不太標準，而產生部分糾

紛，也是仰賴楊秋河居中協調及調整，賽程

才能在新北市的體育場順利完成；2005年在

雲林，會前賽在三條崙海水浴場，當年楊秋

河是擔任技術委員而不是裁判長，結果賽前

裁判會議開會時，當年的召集人拿了一本裁

判規則表示這是今年最新的沙灘排球規則，

請大家配合執法，結果發下來一看就是楊秋

河前兩年編輯的沙灘排球規則，會後楊秋河

私下找召集人拿出兩年前的裁判規則原始版

本，召集人才知道這是楊秋河編寫的規則，

（註51）知道開山元老就在此地，之後就直

接公布沙灘排球相關的裁判任務全部交接給

楊秋河，結果楊秋河只好又一次掛委員名義

實行裁判長職務。此後，2007年和2009年全

運會沙排裁判召集部分也都交由楊秋河及吳

文鐘負責安排。

圖31　1988年楊秋河協助辦理的第一屆「臺灣省海灘排球錦

標賽」（照片來源：中華排球雜誌；楊秋河提供）
圖32　2003年全運會在臺北縣，晚上縣長蘇貞昌與辛苦的裁

判同仁合照，楊秋河為右1（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註47 楊 秋 河 ， 〈 藍 天 碧 海 英 雄 會 　 記 臺 灣 省 首 屆

海 灘 排 球 賽 〉 ， 《 中 華 排 球 雜 誌 》 ， 4 5 （ 臺

北，1988.10）：42-43。

註48 彭逸坤、陳寶源，〈現代沙灘排球　規則演進

與特殊性之探討〉，《排球教練科學》，9（臺

北，2007.04）：25-32。

註49 莊豔慧，面訪，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總務長

室，2017年5月3日。

註50 彭逸坤、陳寶源，〈現代沙灘排球　規則演進與

特殊性之探討〉，25-32。

註51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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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秋河擔任裁判長職務行事非常嚴謹，

全運會的執法裁判都要求必須是A級或國際

級的裁判，少有的1、2個支援的B級裁判都

只能當紀錄，連站司線員都不行，更不要說

採用Ｃ級裁判；（註52）但是，楊秋河對於

在開始漸漸淡出全運會時，2011年全運會的

裁判召集人居然以裁判人數不夠為由，連Ｃ

級的裁判都要安排到全運會執法，感到十分

痛心，幸而後來這樣的執法分配被體委會駁

回；另外，2011年也有之前負責的控制委

員，莫名就不錄用，也造成該名盡責的技術

委員非常的失望，因為全運會的技術委員都

是以推動委員為班底去擔任比賽的技術委

員，不夠的人才另外補充，但2011年時不夠

詳盡的作法，也讓楊秋河擔心會成為部分長

期為沙灘排球貢獻的裁判同仁流失的原因。

（註53）

2001年在高雄鳳山舉辦全運會時，一

切都是從零開始，爾後2003年在臺北、2005

年在雲林、2007年在臺南、2009年在臺

中、2011年在彰化，楊秋河都擔任歷年全運

會的主任委員、沙灘排球項目的裁判長，並

和吳文鐘一起詳實的評估各屆、各地的裁判

聘任，盡心盡力、力求能夠為每屆全運會組

成最佳的裁判陣容；直到2011年全運會時，

楊秋河才卸下總管全運會沙灘排球裁判的重

責大任；2013年全運會在臺北，雖不用楊秋

河主導，仍請其擔任「競賽總管理」，2015

年全運會仍是請楊秋河擔任「賽事經理」，

（註54）之後楊秋河堅稱應放權，不要都是

老一輩的占上位，有問題他仍是會提供諮

詢，要多給年輕人機會，才全面退出風雨無

阻的全運會沙灘排球項目。

而在這十多年推廣沙灘排球運動期間

裡，臺灣也在2009年9月5日至9月15日舉辦聽

障奧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s），這是

第一屆在亞洲舉行的夏季聽障奧運會，亦為

首次聖火於臺灣上空點燃的國際體育賽事，

更是臺灣首次舉辦這個等級的世界級運動競

賽。其中沙灘排球項目是在太平洋翡翠灣沙

圖33　2009年臺中全運會楊秋河給亞軍隊伍頒獎，左起蔡妃真、

楊秋河、紀錦莉（照片來源：楊秋河提供）

灘舉辦，這項目是由楊秋河擔任裁判長一

職，也由於楊秋河及所有裁判同仁的努力，

而使聽障奧運的沙灘排球項目能夠在臺灣順

利完成。

肆、結語

從地方到國家隊教練，楊秋河在臺南

組織了「苓和國小排球隊」、「學甲國中排

球隊」、「明達高中排球隊」以及「東泰造

紙女子職業排球隊」等多個著名球隊，一連

多年在縣內及全國奪得無數優異成績，後也

擔任「泛太平洋排球賽臺灣代表隊」、「世

界青少年排球賽臺灣代表隊」國家隊教練；

擔任教練期間不收取任何學費，還曾讓球員

住在家裡，即使後來學校有球員宿舍，仍然

管吃管住，熱心奉獻長達數十年；訓練國手

無數，包括謝美華、陳秀鳳、莊豔慧、陳儷

勻、蔡瑋娟、黃淑玲、黃宏裕、紀錦莉等名

將。本身除擔任教練外，也擔任排球裁判

及控制委員40幾年，更擔任歷屆區運裁判

長、HVL的技術委員及召集人長達20餘年；從

地方球賽、臺灣全省各大盃賽、到各級運動

會、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世

界中學運動會，始終堅守排球裁判崗位，不

畏風吹日曬雨淋。

楊秋河也以無盡的開創精神，於1980

年起推動了全臺五大盃賽之一的「華宗盃排

球錦標賽」，歷時近40年後，華宗盃每年參

賽隊伍已起超過200隊，參賽人數已逾5,000

人，年年成為全臺排球人的盛事。更值得敬

佩的是楊秋河直至64歲高齡，仍舊秉持大無

畏精神，在2001年在臺灣區運中從無到有、

篳路藍縷、一步一腳印的創建出臺灣沙灘排

球的繁榮新天地，如今沙灘排球運動已處處

可在臺灣見到繁盛的果實，楊秋河的功勞實

不可抹滅。

圖34　2017年7月筆者江欣惇至楊秋河學甲家

中訪談留念（照片來源：吳文鐘提供）

註52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

註53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

年9月6日。

註54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

圖35　2009年聽奧運沙灘排球賽開賽前，裁判長楊秋

河指示裁判人員相關注意事宜，楊秋河為右1

圖36　2009年聽奧運沙灘排球賽與裁判同仁合照，左1為

吳文鐘、左3楊秋河（照片來源：吳文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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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楊秋河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7 26 7月31日出生於臺南佳里。

1944 33 7 就讀延平國小。

1950 39 13 就讀北門中學初中部。

1953 42 16 就讀北門中學高中部。

1954 43 17 獲全省排球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季軍。

1956 45 19 苓和國小代課。

1958 47 21 服兵役；在軍中組排球隊。

1960 49 23 退伍；於臺南縣苓和國小任職。

1962 51 25 與妻林麗玲結婚。

1965 54 28 為臺南縣手球代表隊。

1966 55 29
就讀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簡稱臺南師專）。

開始於苓和國小組織女子排球隊。

1969 58 32
自臺南師專畢業。

為培訓球隊，都讓球員住在楊秋河家裡。

1970 59 33 通過中等教師檢定，並轉至學甲國中任職。

1971 60 34
帶領苓和國小女排獲第一屆全國「中華盃」排球錦標賽冠軍。

開始於學甲國中組織女子排球隊。

1973 62 36
帶領學甲國中女排獲全國「莒光盃」排球錦標賽冠軍。

首創將學生體操動作與自編音樂組曲配合。

1974 63 37
帶領學甲國中女排代表臺灣至日本比賽。

臺日親善排球大會。

1975 64 38 成立明達高中女子排球隊。

1976 65 39
成立「東泰造紙女子職業排球隊」。

帶領中華隊至夏威夷參加泛太平洋區青年排球錦標賽。

1980 69 43 籌辦第一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

1981 70 44 日本媽媽排球隊來臺交流訪問。

1985 74 48 「華宗盃排球錦標賽」由雲嘉南地區擴為全國賽事。

1988 77 51

舉行了臺灣省第一屆「海灘排球錦標賽」（現今稱沙灘排球）。

於中華排球雜誌發表「藍天碧海英雄會　記臺灣省首屆海灘排球賽」。

帶領學甲國中獲五王盃排球錦標賽國女組 冠軍。

1991 80 54 開始擔任高中排球聯賽（High School Volleyball League, HVL）技術委員召集人。

1995 84 58
帶領中華隊參加1995年「世界青少男排球賽亞洲區資格賽」並獲得亞洲區冠軍。

帶領中華隊參加參加在波多黎各舉的1995年「世界青少男排球賽」決賽。

2000 89 63

「華宗盃排球錦標賽」比賽場地由室外走向全面室內化。

獲頒全國「資優優良教師獎」及「資深優良教師獎」，至臺北中山樓由總統頒獎。

自學甲國中退休。

2001 90 64 從零開始，開創並推動全國運動會的新興運動項目——沙灘排球。

2004 93 67 至賽普勒斯參加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

2009 98 72 擔任「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沙灘排球項目裁判長。

2011 100 74 中華隊至澳門參加「世界女排大獎賽」，楊秋河擔任隨隊裁判。

2014 103 77 結束長達23年的HVL的技術委員召集人身份。

2016 105 79 暫停全國「華宗盃排球錦標賽」長達36年的推動者、裁判長身份，轉以支持者角度繼續默默支援這個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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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資料

吳文鐘，面訪，臺南市高鐵站，2017年7月4日。訪問人

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

紀 錦 莉 ， 面 訪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新 教 學 大

樓，2017年7月13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紀錦莉，面訪，第一屆氣排球邀請賽比賽場地——雙十

國中，2017年7月22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莊豔慧，面訪，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總務長室，2017

年5月3日。訪問人訪光麃，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教授。

莊豔慧，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9月11日。訪

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陳秋馨，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24日。訪

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陳儷勻，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5月1日。訪

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陳儷勻，電訪，苗栗市巨蛋體育館，2017年8月12日。訪

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黃宏裕，面訪，第四十四屆永信盃比賽場地——苑裡國

小， 2017年9月24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年7月4

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秋河，面訪，楊秋河臺南市學甲區家中，2017年9月6

日。訪問人江欣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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