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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藝的排球教育家：鄭國平 

王聲曜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許光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摘要 

1980 年代排球運動在臺灣推廣之際有一批「排球大

使」在國內外展現熱情與專業能力，也在教育界為基層

排球運動人口往下扎根，惟目前仍在教育界服務的前輩

卻屈指可數。因此本研究以多年擔任國家排球隊與臺體

男子排球隊教練，年近古稀仍服務於中國醫藥大學體育

室主任——鄭國平先生為個案研究。本研究目的旨在瞭

解鄭國平生平與求學歷程、排球帶隊與球隊管理、體育

教學與行政、生活休閒旨趣。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與

訪 談 法 進 行 研 究 ， 自 書 籍 、 期 刊 、 報 紙                                                                                                                                                                     

進行相關資料及文獻蒐集，擬定訪談題目後，實施訪談

及後續訪談資料紀錄與整理，獲致結論如下：一、鄭國

平學生時期學科優異，更一路進修至博士學位，但擔任

教練時常犧牲家庭時光，因此他尤其感謝妻子長期持家

體恤，讓他能專注致力於職場。二、帶領臺體男排在大

專排球聯賽打下空前絕後的二連霸，並鼓勵選手畢業後

再進修，退役後在教育界服務者的不在少數。三、鄭國

平從事體育教學與行政超過四十年，擁有豐富而完整的

資歷。四、鄭國平不僅擔綱各運動賽會的司儀，也能在

主持臺上載歌載舞，還是個名車收藏家，並將學生的激

勵話語口訣化。期望藉由此研究，激勵排球新生代規劃

更好的排球運動環境，期盼臺灣排球水準有朝一日能在

國際排壇上有所提升。 

關鍵詞：排球、鄭國平、體育教學、大專排球聯賽 

聯絡人：許光麃，E-mail: kuangpiaohsu3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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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排球運動在世上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至今仍是奧運會最受矚

目的運動種類之一。1980 年代開始，臺灣因外交上屢遭挫敗，國際

情勢與兩岸的競爭關係下，體育外交成為重要的管道，例如派隊參

加亞洲盃排球賽，外派優秀教練到中南美洲進行交流等，都是成為

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手段。1當時的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推廣組組長鄭國

平即為其中一員。2自 1965 年帶領國小生參加第一屆五王盃排球錦

標賽始，便開啟鄭國平排球教學之路，1980 年代末帶領臺體排球隊

在第一屆大專院校排球聯賽第一名，32004 年為臺體締造男排二連

霸，直至今日仍持續將排球教學推廣於師資培育及醫學院學生，並

應用樂趣化教學激發學生接觸排球。希望藉此研究記錄難能可貴的

排球教育家，供後起之秀借鏡。 

一、研究目的 

鄭國平於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現今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以下簡稱臺體）帶隊期間以鬥志旺盛聞名，在優秀選手皆往北

部發展時，選擇體院就讀的選手身材技術上或許不比他隊，即使體

型條件好，球技也不見得突出，但比賽時鄭國平總能拿出拼命三郎

的精神，時而創造奇蹟。 

除排球成就外，在臺體服務時，還曾任多項行政職務，包含各

處室主任及師培老師，行政之賢與能不在話下。運動代表隊有學校

行政支持的情況下，能給帶球隊訓練及比賽前置作業的協助，使帶

隊教練更能安心專注於球場的指揮調度。 

而任何工作有成者，私底下都是如何充實他們的內在生活呢？

鄭國平又是以何種方式來滿足他的休閒樂趣？鄭國平在訓練方面

                                                 
1  排 球 運 動 在 臺 發 展 文 物 資 料 館 ， 〈 計 畫 緣 起 〉 ，

http://vlyball.sports.tku.edu.tw/?page_id=3175‚ 2015 年 10 月 21 日檢索。 
2 民生報，〈排協幹事部 局部改組〉，1978 年 12 月 24 日，2 版。 
3 許瑞瑜，〈臺灣師大女排 輕鬆三連后 睽違 13 年王座到手 臺體樂透〉，

民生報，2003 年 4 月 9 日，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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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哪些才藝？的確值得探究其成功背後的故事，以作為後人

借鏡。 本研究目的： 

（一）瞭解鄭國平的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 

（二）瞭解鄭國平的排球帶隊與比賽及球隊管理。 

（三）瞭解鄭國平體育教學與行政。 

（四）瞭解鄭國平的休閒旨趣。 

二、研究意義與價值 

（一）實踐運動家的精神 

人類最早的身體活動，是為了要求生存，為了覓食，必須要

與天競、與獸爭、還要與人比，若不活動可能無法存活。4近年來，

健康意識抬頭，運動的意義不僅為了生存，也為了養生與生活品

質，奧林匹克運動會強調運動參與更重於勝利的意義，希望透過

奮力拚搏、為國爭光的企圖心，求得自我實現，故可謂運動家精

神的根源。5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法國教育家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在 1936 年奧運會曾說過：「奧運會重要的

不是勝利，而是參與。」6正如人生的真諦，不是在乎征服他人，

而是在乎自我努力及奮鬥的過程。 

在中國《商君書・戰法》亦提到「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

而不怨。」7運動場如戰場，即使在場上取得優異的成績或表現不盡

理想，仍將超越國家、無論種族，給予對手最大的尊敬，才是真

正一位運動員應持的道德內涵。 

鄭國平帶隊時便秉持著這股運動家的精神，儘管選材較他校

略遜一籌，但總是能將先天不足靠著後天努力，在艱困的訓練環

                                                 
4 周宏室，〈從運動教育學看奧林匹克理念〉，《學校體育雙月刊》，22.3（臺

北，2012.6）：32。 
5 周宏室，〈從運動教育學看奧林匹克理念〉，《學校體育雙月刊》，22.3：32。 
6 徐謀康，〈奧林匹克精神實踐：古亭國小籃球隊球員教育〉，《學校體育雙月

刊》，22.3（臺北，2012.6）：52。 
7 姜濤，《中國經典欣賞全集》（臺北：莊嚴，198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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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配合運動心理層面的鼓勵與溝通，讓他校傳統強隊在關鍵

時刻頻頻失誤，創下多次逆轉的佳績。希望藉由鄭國平強烈的責

任感與榮譽心，能激勵更多排球執教者帶著熱誠、毅力及專業，

無論輸贏都能為下一場比賽注入更多能量，繼續將國內排球水準

逐步跟上國際。 

（二）體育教學的理念 

體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指人在運動中得到教育功效，包

含身體、心理、精神與知識等成長。8而各學派對教學（teaching）

的定義都有所不同，不過一致認為都是以「教」與「學」為主體，

使師生共同參與而產生交互影響的動態過程。9教師依據教學目標

與學生特性，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資源、媒體，提升學生

興趣以引導學生學習，讓學習者的學習有效而滿意，進而達成教

育理想與目標。 

鄭國平從事體育教學超過 40 年，不被快速的環境變遷淘汰，

仍在日新月異的時代下創造自身特色的教學方式，其中定有屬於

他的一套教育理念，筆者在師培修習教材教法一課時，就深受老

師的「三心」、「二意」口訣所影響：對學生有「愛心」、「耐心」，

對自己有「上進心」；教學要富「誠意」與「創意」。 

（三）累積臺灣排球的文化資產 

排球在臺灣受到重視的程度僅次於籃球、棒球，對今昔推廣

排球運動的先進們的確功不可沒，如：首創臺灣排球雜誌——胡

均發、10排壇之光——劉昭義、11臺灣排壇第一國際先師——謝天

性、12奉獻排球半世紀——王和家、13右手打球左手寫史的排球

                                                 
8 周宏室、潘義祥，《運動教育學》（臺北：師大書苑，2002），1-39。 
9 高廣孚，《教學原理》（臺北：五南，2002），8。 
10 胡文雄、陳麗蘋、林玫君，〈首創臺灣排球雜誌的功勞者：胡均發〉，《臺灣

百年體育人物誌》，1（臺北，2006.07）：209。 
11 胡文雄，〈排壇之光 劉昭義〉，《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5（臺北，

2010.12）：263。 
12 郭金芳、徐元民，〈臺灣排壇第一國際先師：謝天性〉，《臺灣百年體育人物

誌》，6（臺北，2011.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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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胡文雄、14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排球實業家——李天德。15或

許還有很多後起新秀來不及上榜，有些並非功不致提及，而是欠

缺一個紀錄者將其榮耀的過去以文字呈現。歷史不能遺忘，經驗

必須記取，盼排球界工作文史學者提供更多貢獻排球有功者，殷

鑑排球新生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瞭解研究對象的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排球帶隊與

比賽及球隊管理、體育教學與行政與休閒旨趣為軸，透過訪談獲得

個人內在經驗與社會事件脈絡的質性研究方法。 

透過質性研究、文獻分析與半結構式訪談等研究方法，研究個

案之個人生活史、歷史回溯、訪談、觀察、互動等資料，來進行完

整且豐富的資料收集過程。 

而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

集方法，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

或行為進行全面性的、深入性的求真理解。16 

文獻分析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並分析整個文獻的學術

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並可幫助

研究者釐清背景事實、理解發展現況、推論文獻內容所產生的影

響。17 

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

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

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通常，訪談者也可以依實際

                                                                                                                     
13 徐振德、蔡清華，〈奉獻排球半世紀：王和家〉，《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7（臺北，2012.11）：107。 
14 林玫君，〈右手打球左手寫史的排球人：胡文雄〉，《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8（臺北，2012.11）：223。 
15 徐振德、蔡清華，〈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排球實業家：李天德〉，《臺灣百

年體育人物誌》，8（臺北，2013.12）：67。 
16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2009），36。 
17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198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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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18  

本文主要在既定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下，為更清晰地了解各

個研究間的相互關係，設計此研究架構，如圖1： 

 

 

 

 

 

 

 

 

 

 

 

 

 

 

 

 

圖 1 研究架構 

                                                 
18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2003），155。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 訪談法 

研究問題 

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 
排球帶隊與比賽及

球隊管理 
體育教學與行政 休閒旨趣 

多才多藝的排球教育家：鄭國平 

結論 

鄭國平評述 

歸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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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之主題為「排球教育家：鄭國平」。做一件事很簡單，

做好一件事就簡單不來，排球教育這件事要投入近五十年，除了

面對技術、規則不斷修訂外，還得面臨最大的問題——學生，熱

情與毅力無庸置疑地是背後最大支持的力量。研究的對象為將一

生志業奉獻給排球運動的鄭國平，研究的範圍涵括鄭國平在時間

上，從出生到退休的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在空間上，鄭國平在

臺灣各地與國外中南美洲的比賽經驗與帶隊管理；在主題上，鄭

國平的家庭、教學、行政、運動賽會、喪葬、喜宴及休閒旨趣；

在資料的收集方面，則包含鄭國平的書籍、期刊、網路資訊、訪

談資料。 

（二）研究限制 

1.記憶力問題 

雖能在報紙中獲得數筆珍貴且重要的資料，但親身經歷過的

事肯定多少有報導尚未提及，若能將此部分補齊將使歷史記載更

健全。即使如此，鄭國平今年已逾從心之年，老者記憶力衰退是

必然現象，對往年事件的來龍去脈可能較為零碎，對於當時年

代、人物……等無法一一清晰呈現，形成資料收集上的限制之一。 

2.隱私權問題 

個資法已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上路，且每個人都有些不願被

提起的過去，如個性缺點、帶隊時的挫折調適、保護朋友或同事、

不願高調公開優秀表現……等，亦是本研究之限制。 

五、訪談日期、地點及題綱 

訪談共分兩次，第一次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第二次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地點為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訪談稿件編碼方式，

前四碼為年分，接續兩碼為月分，最後兩碼為日期；訪談稿引用方

式如「訪談稿件：20150910」。訪談架構分為四部分，依序為生平

背景與求學歷程、排球帶隊與比賽及球隊管理、體育教學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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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旨趣。詳列題綱如下： 

（一）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 

1.您的家庭背景為何？  

2.您的求學歷程為何？在學生時期有對自己特別的期許嗎？ 

3.學生時期支持您持續從事體育運動的力量為何？ 

4.當時有無自己崇尚的運動明星？  

（二）排球帶隊與比賽及球隊管理 

1.您排球帶隊的歷程為何？有無印象深刻的場次？ 

2.您認為目前排球選手與五、六十年代的球員有何異同？ 

3.您帶過的學生有哪些特質，是否會給選手退役後建議的出路或協

助其達成？ 

4.大專排球聯賽空前絕後的二連霸，您的心路歷程與給後進的期許

為何？ 

（三）體育教學與行政 

1.擔任國小教師、大專助教、師培教授時，對教育有何抱負？ 

2.時代變遷，您常保有對教學的衝勁，有過幾次印象深刻的轉型？ 

3.您曾擔任那些體育行政業務？對帶隊有無助益？ 

4.近三十年的行政經驗，有哪些自己最得意的政策？ 

（四）休閒旨趣 

1.曾看過您駕駛多臺名車，是興趣或有其特別的紀念價值？ 

2.主持婚禮慶典與賽會司儀的源起為何？是因為您從小就是團體

的領導人？ 

3.您在教育界將近四十年，當學生遇到挫折時都如何傳達您的人生

哲學？ 

4.您常對學生做自我激勵的喊話，臺體以駱駝精神著名，您希望以

何種動物作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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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背景與求學歷程 

一、生平背景 

鄭國平出生於 1945 年 11 月 21 日，臺灣省臺南縣佳里鎮人，

家有十一個兄弟姊妹，排行第六。一生不遺餘力奉獻給排球運動，

長期致力於球隊訓練及帶隊出國參加友誼賽，對排球訓練持之以恆

的態度，讓他放棄許多與家庭共處的時光，連自己女兒要出生時都

還在日本橫濱為排球外交巡迴比賽而無法陪在妻子身旁，一聽到越

洋電話打來恭賀喜獲千金才放下心中的大石。19當時人在球場但心

卻時時惦記著家中的妻小，有著甜蜜的負擔。儘管因個人家庭隱私

與行政工作繁忙無法瞭解其家人成長史細節，在訪談過程中卻常常

提及對家人的感謝與兒女的好表現，不難體會鄭國平在職場雖克盡

職守但仍將家庭擺在第一位。 

鄭國平行政與教學經歷豐富，目前為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教授兼體育室主任。他堅持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彩色的，個人的生命

要選擇什麼顏色來彩繪，要自己決定，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在當

家長跟老師的不同角色時都秉持要適時放手，孩子才能適度發展，

為人父母要適當關懷並期許兒女做個有擔當的人。最後，鄭國平以

「堅持、熱情、態度、改變、承諾」的人生哲學激勵自己並與後進

共勉之。 

二、求學歷程 

鄭國平就讀臺南縣佳里國民學校（現今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民

小學），在學時喜愛桌球運動，無奈當時經濟狀況不佳，買不起球

拍，就用木板並將其裁剪成桌球拍的形狀從事桌球運動，培養出鄭

國平在運動方面的興趣，在排球界頗負盛名的鄭國平，第一個接觸

的運動其實是桌球。 

國小畢業後就讀臺南市立初級中學（現今臺南市立大成中

學），家住臺南縣的鄭國平早上得從佳里鎮騎腳踏車出發，騎乘 22

                                                 
19 訪談稿件：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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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才能到達，放學後再騎 22 公里回家，一天固定來回 44 公里，

連續騎了 3 年，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抽筋，但無形中鍛鍊出飽滿的體

力。因為運動量大、食慾極佳，又值黃金發育期，所以當時是 11

個兄弟姊妹裡身材最高挑的一位。20 

三年後，鄭國平以優異的成績高中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現

今國立屏東大學，以下簡稱屏師）與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現今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雙榜，基於經濟考量，選擇了吃住享公費，

並另有安排穩定教職工作的屏師就讀。21 

師範畢業後依規定分配到縣內有師資需求的各國民小學，並得

服務滿三年。鄭國平因此就任了第一間學校——臺南縣佳里鎮佳興

國民小學（現今臺南市佳里區佳興國民小學），並擔任導師兼排球

運動教練。22小學導師需十八般武藝精通，除了擅長的體育活動外，

歌唱、鋼琴、美術、書法等都是小學導師的入門技能，在此階段也

奠定鄭國平能文能武的基石。 

於國小服務期滿，鄭國平想往上提升層次至國中端教書，便選

擇報考他此生最感榮耀的學校——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就讀三

專時受到偶像沈輝雄老師的賞識與調教，在排球技術與學科方面名

列前茅，畢業時更因學術科優異而代表全班授畢業班級旗。畢業後

受校長重用，服完兩年兵役後回到母校體專擔任男子排球隊助理助

教。23 

直到知命之年，鄭國平仍沒放棄進修的念頭，遠赴菲律賓馬尼

拉大學一舉完成教育碩博士學位。昔日家庭會議的一句「如要進修

再自行決定」仍歷歷在目，一轉眼，鄭國平已完成最後一片最高學

歷的拼圖。放眼國內排壇，學業成就能從無到有，並有志向上、深

知進取，此般好學精神且屹立在教育界四十載的恐不在多數。 

                                                 
20 訪談稿件：20150910。 
21 訪談稿件：20150910。 
22 訪談稿件：20150910。 
23 訪談稿件：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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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排球帶隊與比賽及球隊管理 

一、排球帶隊與比賽 

1965 年，鄭國平自屏東師範學校畢業後分發到臺南縣佳興國小

任教，服務期間奉校長指示組訓排球隊參加麻豆全國五王盃排球錦

標賽，學校才開始組了排球隊，當時鄭國平也是臺南縣教職員排球

代表隊的選手，並在全省國小男子教師排球錦標賽摘下冠軍。24但

好的選手不一定是好的教練，這是「鄭教練」所帶的第一支排球隊

伍，初次比賽尚未抓到節奏，在預賽即被淘汰，不過，鄭國平覺得

自己有個好的開始，畢竟終於有帶隊的經驗，也學習到自己在這方

面的不足處，深刻體會到需要好好進修補強帶隊方式。國小服務期

滿選擇進修體專，而後服 2 年兵役。1971 年，鄭國平為臺中師管區

政二科第二十一期預備軍官，職稱少尉政戰官兼體育官，帶領官兵

晨操訓練體能，五點下班後便轉換角色回體專幫忙沈輝雄老師訓練

排球。 

1979 年初，擔任海光男子排球隊教練，25令鄭國平興奮的是，

當時為體專教練的他，其運動偶像是謝天性老師26——師大總教練

且擔任陸光排球隊教練，能與自己崇拜的對象同場競技，爭的除了

面子還有更重要的裡子。同年 5 月獲選國家男子排球隊教練，並預

定 7 月底前往中南美洲展開友好巡迴比賽，出訪前為驗收集訓成

果，中華男子排球隊（以下簡稱中華男排）還在臺北市公賣局球場，

進行一場征前表演賽。隨後即帶領中華男排遠征中南美洲 16 個國

家長達六十餘天，合計 44 場比賽，並以 37 勝的光榮戰績作收，回

國後各界給予熱烈歡迎，且在國賓飯店樓外樓舉行聯合歡宴慶功。
27 

                                                 
24 訪談稿件：20150910。 
25 民生報，〈國手未選拔 爭議先起 人數成問題 資格待查〉，1979 年 5 月

16 日，2 版。 
26 訪談稿件：20150910。 
27 訪談稿件：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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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7 月底，鄭國平帶領的中華隊在哥倫比亞國際排球邀請

賽，拿下男子、女子排球隊雙料冠軍，28短短 10 年不到的時間，鄭

教練在排球場上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勝利版圖，讓國內排壇不敢忽

視這號人物。 

1981 年，當時我國排球技術飲譽中南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深

受中華隊出訪時優異表現的影響，希望我國派任教練前往指導，提

升當地排球運動素質，29本次筆者所記錄陸續前往多明尼加共和國

與厄瓜多的鄭國平，就是其中成員，由各盟邦一再來電要求續聘的

情形，不難看出這些教練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南美洲的體育文化交流

有極大的貢獻。 

1982 年，繼續在帶隊紀錄上開創新頁，擔任泛太平洋青年排球

錦標賽男子排球隊教練，30隔年外派率領厄國國家排球代表隊。
311985 年，屏東師範學院注意到這位在教育工作崗位上表現高度專

業精神的畢業生，足以為後進樹立楷模，因此頒發傑出校友表揚

狀，以資鼓勵。 

1989 年 5 月中旬，鄭教練在第一屆大專排球聯賽帶出代表作，

此場賽事於師大體育館舉辦，滿場的觀眾將體育館擠得水洩不通、

座無虛席，省體與師大一路打到冠亞軍戰，最終師大因兩次要命的

失誤，在自家場地雙手將冠軍杯奉送給省立體專，教練鄭國平一戰

成名，率領素質不及師大的省體男子排球隊演出振奮人心的逆轉

勝，勇奪首屆大專排球聯賽冠軍。32 

2003 年，臺師大企圖達成七連霸的偉業，但遇上以頑強纏鬥聞

名的臺體，連勝之路走得崎嶇不平，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眼

                                                 
28 民生報，〈國際排球賽下月中舉行 六國男排勁旅將來角逐〉，1980 年 11 月

18 日，2 版。 
29 蘇嘉祥，〈我「排球使節」譽滿中南美 林漢彬即將前往任教．謝淑明續聘函

又來〉，民生報，1981 年 8 月 9 日，2 版。 
30 民生報，〈泛太平洋青年排賽在日舉行 我國男女選手今遠征〉，1982 年 8

月 11 日，3 版。 
31 聯合報，〈三名排球教練 將到南美任教〉，1983 年 6 月 21 日，5 版。 
32 民生報，〈省體演出大逆轉 勇奪總冠軍〉，1989 年 5 月 19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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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第一局 24：23 臺師大即將勝出，隨著場邊觀眾加油聲此起彼落，

兩軍陷入膠著打出 16 次的丟士。比數到了 40：39，臺體暫時領先，

此時臺師大發動攻勢力圖挽救，未料遭臺體球員吳忠政攔網，第一

局臺體以 41：39 勝出。臺師大輸了第一局後，士氣受挫，臺體乘

勝追擊，一連以 25：13、25：9 直落三，拿下睽違 13 年的大專排

球聯賽冠軍寶座。33 

2004 年，年近耳順的鄭國平仍堅守崗位，繼續率領氣勢如虹的

臺體排球隊於大專排球聯賽創造歷史，雖然這次無法與「宿敵」臺

灣師大對決，但仍在強敵環伺的男子組第一級 16 支隊伍裡脫穎而

出，在冠軍戰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現今臺北市立大學）對壘並一

舉捧回金盃。34這一勝不僅讓臺體男排締造隊史二連霸的紀錄，也

是鄭國平辛苦多年來最值得提及的戰績，就結果而言，這次的二連

勝既是空前，到目前 2016 年為止也是絕無僅有的。 

對於已執兵符近三十年的教練寫下這頁歷史，絕對比任何人還

要激動、興奮，但他只開心一天，身負連勝重任的鄭國平激情之後

的省思是，我們要從排球技能條件相較無北部選手優異的情形下訓

練，再打出一流水準的成績，並非做不到，惟選手與教練都得花更

多的心力，即使付出的比他校要多，各種奪冠存在的不確定因素仍

是每次帶隊出去最大的隱憂。35臺體應能有所警覺，沒有教練希望

球隊戰績處於載浮載沉的狀況，如要仿效臺師大曾締造的七連勝霸

業，亟需在甄選時開出更誘人的條件，吸引各地優秀球員入學，才

能提升教練訓練成效，而後突破學校現有紀錄，渴望超越他校寫下

的連霸障礙。筆者認為，尚且不論時空背景的轉變，從國小到大專、

從生手到熟手、從國內到海外，獲媒體封為以「鬥志旺盛」聞名的

鄭國平帶領臺體男排打出前所未有的佳績是不爭的事實，其背後肯

                                                 
33 許瑞瑜，〈臺灣師大女排 輕鬆三連后 睽違 13 年王座到手 臺體樂透〉，

民生報，2003 年 4 月 9 日，B4。 
34  SSU 大專學生運動網，〈 UVL 大專排球運動聯賽歷史名次〉，

http://www.ssu.org.tw/games/download.php?fid=52, 2015 年 10 月 17 日檢索。 
35 訪談稿件：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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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值得後輩效仿的學習態度與帶隊方式。 

二、球隊管理 

自 1965 到 2005 年，鄭國平陸續擔任排球教練長達 40 年，整

個過程猶如將生鐵煉成鋼，從組隊選材、技能訓練、上場比賽、臨

場調度及賽後檢討的每個細節，甚至球員的生活起居與家長對球隊

的支持，教練都得犧牲自己的家庭時間一手包辦。筆者就鄭國平在

體院 33 年如何選材訓練、管理今昔球員面臨何種難題與如何建議

退役選手未來出路等三大面向統整敘述之。 

首先要知道隊上少的是何種角色的球員，需要哪一種特色的球

員來做戰力的補強，在國中小時要利用基因選材，排球運動很看重

高度，可以看爸媽或兄姊的身高預測選手有無發展性。大學後能再

長高的有限，得用經驗選材，畢竟體保生來都有一定水準，要看的

是經歷與穩定度。萬一有必要轉換隊上成員的角色，就得在心理層

面上多給予鼓勵，告訴球員：「剛開始會比較累，但球隊需要你，

你在球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讓他思考嘗試轉型。從言語的鼓勵

使他願意轉變，未來能攻守並濟，當教練的就能在球場上做更靈活

的調度。非訓練時間要與球員溝通當時設定的目標，培育球員一起

為排球犧牲奉獻的精神，球隊營造出不輕易放棄的向心力，教練才

能永續經營這支球隊。36 

其次，球員會改變，教練也要學習改變，就像以前沒有所謂的

電子產品，但現在大眾都是電子化的「產品」，鄭國平謙虛地提及

包含他自己也都正在學習與「滑世代」共處。隨著時代的演進，除

了榮耀感之外，自主性也較高，開始會想進中華隊之外自己可以得

到什麼？會想滿足物質上的需求，例如：能得到什麼品牌的贊助？

球衣用什麼材質？一天照四餐練習有無實質的收穫？比賽能贏得

多少獎金？等，會發覺球員的價值觀開始演變，甚至縣市代表隊入

選國家隊的成員，還得在規範下配合集訓，若無法遵守將受到球監

                                                 
36 訪談稿件：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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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37讓人感受到現在國家隊成員有時是出於無奈或受迫不得不

加入，這並不能怪球員，因為到國際賽時球員彼此也會比較各國家

對代表隊的福利，這或許是國際體壇的趨勢，倒不必探討何種因素

導致此社會現象，而是教練在現代管理球隊時應嘗試與球員溝通如

何來達成長期訓練的目標，也該讓球員知道政府給的待遇如何、規

劃的訓練期程、後勤的行政團隊編列了多少預算，甚至瞭解經費的

收支狀況，球員與教練間有了默契，就能共同訂定目標，達成共識。
38 

最後，天無不散之宴席，球員畢業後的出路有賴教練適度引導

球員，對有意往教練或裁判之路邁進的球員都非常受用，另，注重

隊上的學業成績也是重點。因此，鄭國平都要求學術並重，對教學

有興趣的也會推薦去考師培，或是鼓勵球員再進修，將來可以到大

專院校當教練，繼續培養排球界或是教育界的人才。因此成績不盡

理想的就必須退隊，教練不能只培養四肢發達的金牌球員。39事實

上，體育人頭腦非常靈活，只是長時間將心思擺在球場上，此時若

能利用教練的權威力求他們學科表現，其實都能看到他們的潛力。 

肆、體育教學與行政 

一、體育教學 

鄭國平除了在排球場上的風光外，他在教學現場也是盡守本

分，學生如沐春風，從紙筆教材到數位化世代，從體育院校到醫學

院，上過鄭國平體育課的學生都覺得相當新穎，尤其對以音樂帶動

的方式進行教學感到特別生動。然而，要在杏壇屹立 40 年並非易

事，社會變遷速度甚大，資訊科技一日千里，不但術科技能得勤練

以展現專業的示範，學科知識也須不斷更新，乃至配合資訊潮流將

教材電子化、人性化的改變，才能在時代的巨變下不與社會脫節，

其中鄭國平所面對的轉變與教育理念的堅持值得教育工作者探究

                                                 
37 訪談稿件：20150910。 
38 訪談稿件：20150910。 
39 訪談稿件：20150910。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四輯 

138 

並仿效。 

1965 年鄭國平初任於國小職為導師，帶的是升學班，當時採取

的純粹都是老師講、學生聽的灌輸教育，很多時候顧不得學生是否

理解或吸收。1973 年到體專當助教時，一方面在自己的偶像沈輝雄

教練身邊學，另一方面教學對象為大專生，在體專教體育專業，術

科要好才能做示範，甚至滾翻救球都要示範。這段期間，鄭國平改

變在國小服務時的教育理念，對教學頗富熱情與強烈的企圖心，恨

不得沈老師每堂課都讓他來試試。40 

十年後，在多明尼加與厄瓜多共和國派任教練回國後，將國外

的民風融入自己的排球教學。中南美洲當地音樂與舞蹈盛行，人人

韻律動感猶如渾然天成，體育課程從熱身活動就非常有節奏的搖

擺，音樂一下所有人開始扭腰擺臀，呈現出來的氣氛是自由自在，

籃球、排球運動皆是如此，跟當時國內的體育教學方式是大相逕

庭。41原本平凡無奇的熱身操，改以自然豪放的音樂方式呈現加上

肢體律動，幾堂課實施後，學生都覺得非常新奇而更專注，並發現

此舉不但提升學習效率也意外獲得更多學生在體育活動的微笑與

歡樂，鄭國平提及這段也笑說他早就已經在實施樂趣化教學了。更

重要的是，在音樂氣氛中操練能模擬比賽時群眾的喧嘩聲，習慣球

場周遭有聲音刺激後，球員在面對滿場觀眾的加油聲中也較不會緊

張，需要關鍵一擊時才能穩定發揮。42 

2003 年就任師培中心主任後，除了每天的行政事務外，在《教

師專業技巧：體育課教材教法》這門課上課時添加個人色彩，學生

需先在教室不斷絞盡腦汁手寫教案，甚至限時間完成，最後還有精

闢入裡的回饋，再到室外練習各球類教法，要讓這群準教師們提前

準備教甄的考試節奏，筆者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上課時，老師還會

播放他最熟悉的拉丁歌曲，頓時讓緊張的訓練教案寫作課程添加色

彩，教室內被音樂帶動得似乎有了生命。雖然最後有些人轉換跑

                                                 
40 訪談稿件：20151027。 
41 訪談稿件：20151027。 
42 訪談稿件：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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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些人依舊在教師路上堅持著，無論如何，鄭國平在此期間的

教學態度與國小已截然不同，開始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希望學

生經過這堂課的洗禮後能學以致用。43 

2006 年於臺體退休後轉任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主任至今，在醫

學院十年期間隨著學生性質的不同，課程內容也做了調整。課堂規

矩則是照樣要求，也將音樂融入體育教學，只是樂趣化、遊戲化的

性質要增加，才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謹守班級規範才能結合遊戲

或團康活動於教學單元。至於要求學生不遲到、不早退，教學先嚴

後寬是不管到哪裡都得遵守的，試想醫師錯過原訂的開刀時間會造

成多嚴重的後果。44筆者觀察鄭國平在中國醫藥大學上課時仍照習

慣以拉丁音樂當背景，以最熟悉的球場作舞臺，以學生為忠實觀

眾，無視年紀的包袱對教學充滿熱情，身為同是教育工作者的我而

言著實汗顏。 

二、體育行政 

鄭國平隊伍管理恩威並濟，體育教學求新求變，體育行政資歷

豐富，時而擔任社會體育組織幹部，時而接任學校體育行政單位一

級主管，配合自己基層體育出身，熟稔體育環境亟需補強之處，知

悉國內體育賽會流程細節，始接任協會幹部即能上手，同時又具備

體育行政與球隊助教身分，頓時猶如魚幫水、水幫魚，能適時提供

比賽資訊，為校隊爭取第一線的資源。因此行政雖是目前學校老師

避之唯恐不及的職位，但鄭國平依舊鼓勵新進教師與教練多加磨

練，勇於承擔，奉獻專長，提升自己被人需要的價值感。 

在社會體育行政方面，1975 至 1989 年間前後擔任中華民國排

球協會訓練組副組長、45推廣組組長、46訓練組長、47與副總幹事一

                                                 
43 訪談稿件：20151027。 
44 訪談稿件：20151027。 
45 聯合報，〈中華排協幹事部 人選問題解決〉，1975 年 1 月 19 日，8 版。 
46 民生報，〈排協幹事部 局部改組〉，1978 年 12 月 24 日，2 版。 
47 胡忠民，〈半年來外國排球隊訪華比賽觀後感〉，民生報，1982，7 月 20 日，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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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481990 年接任第一屆大專體總訓練組長，491991 年為英國雪菲

爾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團管理。501996 年，擔任大專排球聯賽籌備

委員會總幹事，2002 年榮任大專體總副會長，2004 為全國大專院

校運動會籌備委員外，還擔任需負有美編設計、廠商接洽、品牌贊

助、育樂推廣能力的接待公關組，51看得出籌備委員會事先有對鄭

國平的才藝背景做過了解。在 2011 年擔任義大利世界青年手球錦

標賽管理一職後，結束長期致力推廣與主辦排球賽會的社會體育組

織工作。 

學校體育行政方面，自 1982 年起，除了外派教練與進修碩博

士外，無論講師或教授，年年皆兼任行政職位，第一次接觸行政從

衛生保健組開始上手。1999 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接任綜理學校體育

教學事宜、舉辦各項體育賽事、管理與維護運動場館的體育室主

任，2003 年擔任以培養中等學校體育暨舞蹈專業教師或教育專業人

員為宗旨的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有鑑於當時電腦科技發達，學生擅

打字卻時常提筆忘字，深感「字的尊嚴」正在退化，憂心會影響教

師甄試的寫作能力，因而首創硬筆字書寫的作業。52 

2005 年接任教務長後，隔年便以競技系教授身分退休，一是傳

承體育人才，二是讓學校行政得以注入新活力，重啟校務巔峰，鄭

國平也在該年獲得傑出校友的榮譽。但鄭國平為讓自己終身學習成

長，2006 年應聘至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主任體驗私校學生與環境的

不同文化。2011 年，為深化學生水域安全認知與自救能力，減少事

故意外的發生，故首度於中國醫大實施學生游泳技能檢測。53 

                                                 
48 民生報，〈排協提出幹事名單〉，1987 年 2 月 7 日，3 版。 
49 鄭清煌，〈全國大專體總 人事核定〉，民生報，1990 年 11 月 3 日，2 版。 
50 曾清淡，〈世大運 我代表團今啟程赴英〉，聯合報，1991 年 7 月 10 日，22

版。 
51 訪談稿件：20151027。 
52 訪談稿件：20151027。 
53  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游泳技能檢定實施辦法〉，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40, 2015 年 12 月 6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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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休閒旨趣 

    一位在工作領域上的傑出人才，除了本身對工作富有熱忱

與興趣外，常伴隨著特定的休閒旨趣，以紓解工作帶來的身體疲勞

與精神上的煩悶壓力。  

一、名車收藏 

鄭國平在體專擔任助教時，個性謙遜低調，衣著服裝也不見貴

氣，但當時的他藉著省吃儉用買下兩輛要價不斐的重型機車，分別

為英國凱旋 BSA 重機及德國 BMW 重機。多年之後汰舊換新，現

今正以一臺也是富有個人品味的偉士牌機車作為代步工具。54隨著

收入的增加與見識的拓展，加上外派中南美洲時深受當地交通文化

影響，眼看勞斯萊斯、凱迪拉克、賓利等高級品牌車款在街上拉風

行駛，心想自己能否也配有一臺轎車提升自我的成就感，在考量稅

金與後續維修方便性，就選擇了入主賓士車款作為第一臺「四輪」

的收藏車。55踏進賓士車界數十年至今，前前後後總共替換過十部

車，從轎車到敞篷跑車都是他的囊中物，目前僅留兩輛作為收藏，

一臺為 1970 年出產的米黃色 W108 型，另一臺則為 560SL 型。56筆

者有幸曾在校園看過鄭國平三部不同的賓士座車，完全看不出車齡

已逾四十年，發動後沉穩的引擎聲彷彿訴說著這臺車的歷久彌新，

行車時也沒有老車所發出的機械雜音，可見品牌與車主相輔相成皆

經得起考驗，下課目送老師開車離校，似乎留下一段車主與古董名

車堅持追求完美、耐人尋味的感動故事。 

二、賽會司儀／慶典主持人 

舉辦一場成功的運動賽會或慶典，除了工作項目分配得宜外，

現場熱絡氣氛的延續也相當重要。善於言詞，優於談話的鄭國平在

一次因緣際會下，擔任 1990 年在新竹舉辦的中等學校運動會司儀，

                                                 
54 訪談稿件：20151027。 
55 訪談稿件：20151027。 
56 訪談稿件：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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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平第一次掌握運動賽場氣氛的重責大任。穩健的臺風表現意外

的被母校發掘後，也開啟了主持之路，日後體院的校慶暨畢業典

禮、學術簽約、排球聯賽頒獎典禮等大型體育集會活動，都看得到

鄭國平在司儀臺配合活動性質穿著合適套裝出席，順暢的口條與有

效的時間掌握，讓賽會典禮在鄭國平的主持下有畫龍點睛之效以致

活動皆能圓滿成功。 

2001 年 5 月，受到蘇金德教務長邀約更跨足婚禮場合擔任主持

人；6 月，母校改名為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的校慶暨畢業典禮司儀亦

由鄭國平擔綱；以及 7 月，擔任第二十一屆亞洲自由車錦標賽暨第

八屆亞洲青年自由車錦標賽大會司儀。57除了能在運動賽會與婚宴

會場炒熱氣氛外，一場端莊且慎重的臺體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簽訂

教育合作契約協議，以及臺體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合作培訓棒球隊的

簽約儀式，亦能展現沉靜忠厚性格主導活動順利進行。58甚至是擔

任學校同仁告別式的喪事司儀，透過哀痛不捨的情緒誦讀追思文

章，一字一句牽動家屬親友的感傷情緒，能由衷的表達對亡者永遠

的思念與感謝。 

三、口號激勵 

能夠有始有終的鞏固體育專業地位，除了實事求是的個性外，

還不斷研習進修，並在研習中將講師說過的內容一一筆記，即使是

兩個小時的過程僅聽到一句有教育意涵的話，回到學校也能在上課

時給予學生作口號激勵，鄭國平印象深刻的表示他課堂說過的話，

甚至被作為職業棒球隊的精神標語。59筆者當學生時也常聽見鄭國

平期許師培生需要有的「三心」、「三力」，而內容則是由班上所

有學生自行發表後再進行統整，每句都跟體育或教育息息相關，其

中「三心」是指自己對學生要有愛心、教學過程要有耐心、並細心

發現每位學生的不同特質；「三力」則是在教學現場保持活力、體

                                                 
57 訪談稿件：20151027。 
58 訪談稿件：20151027。 
59 訪談稿件：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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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老師應具備基礎的體力、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保持競爭力。此外，

為鼓舞士氣，不時會在課堂要求同學與老師互動，吶喊出相對應的

詞句，也順道能提振精神，這洗腦式的激勵詞語讓筆者至今仍記憶

猶新。 

不僅如此，縱橫排球場、掌兵符 30 年的鄭教練也自創座右銘

給基層教練，像是「三意」誠意、創意、善解人意，「四教」身教、

言教、境教，以及有關隊規與學長制的制度教育。60在體育教學面

向，另以「堅持、熱情、態度、改變、承諾」五大指標與從事教職

者共勉之。 

在教育界四十年經歷挫折、面對困難、勇於改變到克服適應，

其過程像極了老鷹的一生。老鷹到四十歲時將面臨重生的過程，但

如果嘗試改變、努力求生，便能再次翱翔天空、瞄準獵物、順利進

食，獲得嶄新的三十年。因此，鄭國平希望後輩能以「老鷹」作為

榜樣。61這段過程給我們的啟示是，時代不斷進步，從器材到訓練

方式，從球員甄選到制度演變，從紙本到電子化，遇到種種瓶頸要

有決心地勇於自我突破，學習新事物並發揮應有的潛能，否則工作

環境人才濟濟，若沒有創造出自己被需要的價值，將會被求新求變

的資訊社會所淘汰。 

陸、結論 

鄭國平自小雖家境窮困，但熟知奮發向上積極進取，以致求學

期間在學科皆有不俗表現。畢業後在職場凡是把握機會便無私奉獻

的處事態度，雖犧牲家庭團聚，但在妻子的全力協助下，仍可專心

致志於教學。 

擔任教練時的以身作則、適才適所是創造出臺體男子排球隊絕

無僅有二連勝的關鍵因素，從得獎後球隊易主至今已十餘年仍是無

                                                 
60 訪談稿件：20151027。 
61 訪談稿件：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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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突破的紀錄，其所帶過之選手退役後聽從進修建言，也轉任至各

大專院校擔任教練或教授。 

不僅如此，透過在外派南美洲進行排球外交時的文化渲染，將

當地的音樂律動氣氛帶回國內的體育教學，從體院到醫學院皆教出

獨具個人特色的體育課。學校與社會的體育行政工作，面對多次挫

折都一一克服，展現親力親為的積極面，四十年來毫無職場怠惰的

疲憊感，是教育工作者「活到老，學到老」的活教材。 

下課後，鄭國平更有為人不知的收藏名車嗜好及擅於主持慶典

的才能。不論是兩輪的拉風重機或是四輪的古董賓士車，皆是其收

藏名單；口齒清晰與穩健的臺風，配合情感的投入，不論是運動賽

會、畢業典禮、婚喪喜慶場合皆可擔任司儀或主持人，更對學生的

鼓勵話語口訣化激勵學習，有這些課本外的才藝，在課餘時也能開

創師生之間不同的話題。 

最後，希望此研究能使目前於排球教學或教育界的教練及老

師，在學校提出更好的選才條件，並多充實自我專業能力，全盤規

劃排球訓練環境，帶領選手比賽時有更好的成績，逐步從國內到國

外都在排球領域上有優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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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鄭國平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1945 34 0 11 月 21 日出生於臺南縣佳里鎮 

1959 48 14 臺南縣佳里國民小學畢業 

1962 51 17 臺南市立初級中學畢業 

1965 54 20 
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8 月，臺南縣佳興國民小學導師兼排球運動教練（8.1） 

1968 57 23 
7 月，臺南縣佳興國民小學導師兼排球運動教練（7.31） 

9 月，就讀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 

1971 60 26 
6 月，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日間部三專第八屆畢業 

臺中師管區政二科21期預備軍官少尉政戰官兼體育官 

1973 62 28 8 月，於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理助教 

1975 64 30 

1 月，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訓練組副組長 

7 月，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理助教（7.31） 

8 月，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教（8.1） 

1976 65 31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教 

1977 66 32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教 

1978 67 33 12 月，擔任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推廣組組長 

1979 68 34 

3 月，通過中華排球協會 A 級教練檢定 

5 月，獲選國家男子排球代表隊（中華男排）教練 

8 月，獲全國體育協進會頒優秀教練獎 

10 月，中華男排遠征南美洲歸國，44 場出賽，勝 37

場，負 7 場 

海光排球隊教練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擔任助教（7.31）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講師（8.1） 

1980 69 35 

3 月，中日排球友誼賽中華男子代表隊教練  

5 月，哥倫比亞國際排球邀請賽中華隊教練（男女雙料
冠軍） 

10 月，通過中華排球協會 A 級裁判檢定 

12 月，臺北國際邀請賽（4 大洲 6 國）中華白隊教練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講師 

1981 70 36 

3 月，奉派多明尼加共和國擔任國家隊教練 

9 月，獲全國體育協進會頒優秀教練獎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講師 

1982 71 37 

6 月，第 9 屆泛太平洋青年排球錦標賽男排教練 

9 月，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體衛組主任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講師兼衛生保健組組長（2.1） 

註：本表由研究者歸納受訪者提供之相關資料統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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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表 鄭國平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1983 72 38 

3 月，第 10 屆泛太平洋青年排球錦標賽選手選拔委員 

7 月，赴厄瓜多共和國擔任國家隊教練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副教授兼衛生保健組組長
（7.31） 

1985 74 40 

9 月，體育節表揚駐外「排球大使」、獲中華民國體育
協進會頒發優秀教練獎 

10 月，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副總幹事 

11 月，中華青年男、女子排球隊教練 

12 月，榮獲國際排球教練（stage Ⅱ）  

世界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秘書 

榮獲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傑出校友 

1986 75 41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講師（12.30） 

1987 76 42 

1 月，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副教授兼衛生保健組組長
（1.1） 

2 月，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副總幹事兼訓練組長 

3 月，體育協進會第一期國家級運動教練講習結業 

5 月，中南美訪問賽、委內瑞拉國際排球邀請賽中華女
排隨隊裁判 

7 月，世界青年女子排球錦標賽選拔委員 

1988 77 43 
2 月，奧運會外賽國家隊男排教練候選人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副教授兼衛生保健組組長 

1989 78 44 

1 月，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排球隊集訓教練 

5 月，帶領省立體專榮獲第 1 屆大專排球聯賽冠軍，
日、韓訪問比賽大專男子明星隊總教練 

7 月，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訓練組長 

世界盃青少年排球賽亞洲東區預賽中華女子排球隊技
術顧問 

10 月，國慶盃世界大學男子排球邀請賽（原世大運因
縮小規模為舉辦男排，由大專體總另辦）中華藍隊教
練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副教授兼衛生保健組組長
（7.31）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體育運動組組長（8.1） 

1990 79 45 
11 月，第 1 屆大專體總訓練組長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體育運動組組長（12.30） 

1991 80 46 

7 月，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團管理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體育運動組組長
（1.1~9.19）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9.20） 

註：本表由研究者歸納受訪者提供之相關資料統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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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表 鄭國平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1992 81 47 

10 月，參賽第 19 屆永信杯排球錦標賽（中市新峰）社
男 9 人制組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 

1993 82 48 

9 月，參賽第 20 屆永信杯排球錦標賽（中市新峰）社
男 9 人制組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 

1994 83 49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 

1995 84 50 

9 月，參賽第 22 屆永信杯排球錦標賽（中市新峰）社
男 9 人制組 

國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7.31） 

1996 85 51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排球運動聯賽籌備委員會總幹事 

菲律賓馬尼拉大學教育碩士畢業（6.15） 

1997 86 52 

12 月，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二
名） 

大專排球聯賽執行秘書、優秀教練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8.1） 

1998 87 53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菲律賓馬尼拉大學教育博士畢業（8.22）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五名） 

大專排球聯賽執行秘書、優秀教練 

1999 88 54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三名） 

大專排球聯賽執行秘書、優秀教練、協助排運有功人
員 

2000 89 55 

8 月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總 會 常 務 理 事
（2000.8.27~2003.7.3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10.1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總務長（10.12）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四名） 

大專排球聯賽執行秘書、優秀教練、協助排運有功人
員 

2001 90 56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總務長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二名） 

大專排球聯賽執行秘書、優秀教練、協助排運有功人
員 

7 月，擔任第 21 屆亞洲自由車錦標賽行政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兼大會司儀 

註：本表由研究者歸納受訪者提供之相關資料統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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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表 鄭國平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2002 91 57 

9 月，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第 4 屆副會長
（~2004.8.26）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第一級第二名）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總務長 

2003 92 58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組第一級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副會長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總務長（7.3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8.1） 

2004 93 59 

3 月，擔任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籌備委員、接待公關組
組長兼大會司儀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組第一級第一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副會長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擔任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 

2005 94 60 

大專排球聯賽臺灣體院教練（男子特優級第四名） 

大專排球聯賽控制委員副總召、優秀教練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運動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2006 95 61 

7 月 31 日，競技系教授退休 

8 月，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105.2.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進修部兼課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傑出校友 

2016 105 70 2 月，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教授兼體育室主任退休 

註：本表由研究者歸納受訪者提供之相關資料統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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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satile Educator of Volleyball: Cheng, Kuo-Ping 

Sheng-Yao Wang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Kuang-Piao Hsu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Abstract 

During the 1980 occasion while Taiwan was promoting volleyball, 
a group of "Volleyball Ambassadors" was not only showing their en-
thusiasm and expertise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raising volleyball 
population through the education sector, however, the senior genera-
tions still serving in education are less and even can be counted on the 
fing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took Cheng Kuo-Ping as the study subject, 
who had nearly seventy years, but he is still the sports director of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MU).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Mr. Cheng Kuo-Ping's 
experiences of life and studying, leading and training, team manage-
ment, sports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leisure and recre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two research method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h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was from books, 
journals, newspapers. After the designing and amendment of the inter-
viewing questions, the interview and follow-up data record compilation 
had been implemented. The conclusion was as follows: 1. Cheng 
Kuo-Ping with a doctoral degree ha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studying 
during his student period. When being a coach, he often sacrifices the 
family time. So, he especially appreciates his wife for her support so 
that he could rest assured that he can stick to the post. 2. In the Univer-
sity Volleyball League (UVL), he led the men's volleyball team of the 
NTCPE, and achieved the unprecedented and unrepeatable two straight 
championships. He encouraged the players to study again after they 
graduated. They usually work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now. 3. Cheng 
Kuo-Ping had a rich working and complete qualification in the sector of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4. Mr. Cheng not on-
ly can emcee in various sporting events, but also can sing or dance on 
stage, and he is a collector of luxury cars.  His motivation slogans for 
students are the totally appropriat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mo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volleyball to plan a better volleyball 
environment, and someday Taiwan can shine on 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stage. 

Keywords: volleyball,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Volleyball 

League, U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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