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由自主。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高庸教
練也隨父母到臺灣。高庸的父親是將軍，河

高庸教練早期是位多棲運動員，以籃

北保定軍校畢業的軍事科班生，長時期赴美

球隊員起家，但涉獵範圍包括田徑、足球、

受訓，說了一口漂亮的英文；儘管在軍中，

排球、游泳、橄欖球等，且在多項比賽中屢

廣東黃埔軍系蔚為嫡系主流，但父親一向堅

獲佳績。（註1）受到球王李惠堂感召後決

持革命軍人應有的風骨，一生都是一板一眼

意轉向足球。以優秀的外語、積極的態度、

的嚴肅個性。高庸教練從小就愛踢球，最記

勤奮的練習，在取得國際足球教練證後，除

得父親一定要求他要背完若干單字或者片語

了持續參與國內外教練進修，擔任足球教練

才能出門。良好的外文能力、堅毅的人格態

期間，長期帶領國家隊及中華木蘭女足隊獲

度、高度的紀律要求，就這樣一點一滴從小

得優異的成績，也使中華木蘭女足隊享譽國

累積。

際。在銘傳大學時期培育男女足球員，全方
位地照料球員，讓足球、學業、品德兼顧，

中學時因為喜歡運動，大多時間都參

銘傳大學足球隊也在高庸教練的指導下，成

與體育活動，田徑、游泳、排球、籃球、足

為全國著名的大專足球隊，戰績輝煌。

球、橄欖球、棒球，從中學到高中都列名校
隊，尤其以籃球為主要項目，其餘都只是熱

已屆77高齡的高庸教練，可說是臺灣足
球史上最認真敬業的教練。早期的報刊雜誌

情參與比賽而已。因為專攻籃球，高一還拿
到全國籃球賽青年組的冠軍。

或許對高庸教練的火爆脾氣毀譽有之，但是
其對足球與隊員的熱情總是博得一致肯定！
尤其現役的足球教練們對於高庸教練的堅持
更是讚譽有加、引以為表率。連教育部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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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名人錄、都特別收錄高庸教練篇，
以表彰教練一生奉獻足球的功勞。作者撰
寫本文，更意在凸顯高庸先生在「教練」角
色上的成就。本文透過報刊雜誌等文獻的搜
尋，以及對高庸先生的採訪，依照高庸口述
的生平時序而成。先簡單介紹高庸自己的生
平，以及如何跨入足球之淵源，再述擔任教
練之歷程與貢獻。

張生平、徐欣薰

貳、生平概略
高庸教練出生於1937（民國26）年2月
18日的南京，一個正準備展開八年抗戰的
中國。在戰亂的大時代中，人的遷移總是不

19歲那年（1956年）因為受到父親影
響，適逢軍校聯招，所以前往就讀中正理工
學院（今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機械系。入學
後才察覺實非志願所在，而且軍校政戰部管
理嚴格，管教分離難以接受，所以未經父親
允許就自己辦理休學，還因此引發父親震
怒。休學之後，儘管當時新竹的臺鐵、臺銀
都有工作機會，但高庸選擇前往臺電，並且
參加臺電棒球隊，一度打到省運會第三名。
高庸也參與其它運動項目的比賽，排球隊則
是全國第二名、橄欖球隊也是全國第二名、
籃球更是拿到省運會連續三屆冠軍。1959（
民國48）年，因為國家兵役法改變，所以重
新回到軍中服役，成為陸軍的陸光籃球隊一
員，直到1961年退役為止。
註1

劉復基，〈高庸
打不倒的硬漢〉，《傳炬．學
校運動教練傳習錄Ⅱ》，教育部編，臺北：教育
部，2000，145-163。

張生平，國立交通大學體育室教授。E-mail:changsp@cc.nctu.edu.tw
徐欣薰，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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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1

高庸教練（前排左2），年輕時曾效力於飛駝籃球隊（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高庸

1973年高庸教練榮獲第
二屆亞洲區國際足球教
練證書（圖片來源：高
庸提供）

能一直依賴香港球員代披中華民國戰袍。當

年隊教練訓練參賽。以往臺灣在青少年足球

時的足協理事長蔣緯國將軍深以為然，決意

賽一向是三零部隊──零進球、零和局、零

球員與教練都要同時培養。適逢世界足總足

勝利，不過這一次在高庸教練領軍下，踢下

球教練學校招考新生，於是高庸教練就在轉

二勝二負二和的成績，首次闖進了複賽，只

往合庫的同一年，考取入學資格後，自費前

可惜無法進入四強；更可惜的是在比賽結束

辭去裕隆籃球隊教練工作後，適逢毛

往馬來西亞，接受第二屆亞洲區國際足球教

後，該球隊就解散了。

廠長喜歡足球，希望高庸教練可以代組足球

練講習，（註2）成功取得國際教練證書，高

1965年世新畢業後，進入裕隆汽車集團

隊。當時裕隆贊助中華足球隊一人一個月生

教練曾經很驕傲的說，這是比A級教練證書等

1977年教育部提供公費前往德國參加

工作，奉命找球員組成籃球隊，以居住在公

活費2100元，退役後還可以進入裕隆球隊。

級更高的特級教練證書，可以說是最高級的

教練講習四個月，高庸教練潛心準備考取這

司附近為招募原則、才方便集中訓練。當時

所以高庸教練四處尋覓人才施以訓練，一度

教練證書了！

唯一的名額，但是在考取後卻因足協異議而

球員包括文山中學的錢橋興等人，而日後的

在大專盃當中幫助世新拿到兩屆冠軍盃，尤

名播報員傅達仁先生則是當時的球隊助教。

其隊中只有4位國手，還勝過有14位國手的淡

但是不幸文山來的球員從中挑播離間，與高

江大學隊。

退役之後因為想回臺電、但要調回臺北
工作卻無法順利請調，只好又以軍中雇員的

參、足球教練的堅持

名義，在軍中擔任球員、助理教練。工作了
兩年、到1963年才完全離開軍隊，且決意重

一、受訓資歷豐碩完整

回校園完成學業，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
世新大學）取得文憑。

庸教練一手培育的人相處不洽，加上當時的

拖延了半年，直到國際足總來函催促，鄭為
歸國後到臺北陽明國中訓練晨光隊，
又到西湖工商職校，總共六年培訓青少年足

保，才讓高庸教練取得德國簽證得以出發。

球員，這六年的努力，後來換得了曼谷亞洲

集團管理人員對球隊經費使用方式意見不

此後一直待到1973（民國62）年，辭掉

盃青年賽冠軍，在國內也贏得了李惠堂盃的

同，高庸教練憤而辭職，改由霍劍平先生接

裕隆工作轉往合作金庫。正好球王李惠堂來

冠軍。而國際足總在1974年來函邀請參加亞

掌教練。

臺，希望臺灣的足協可以培養本土球員，不

洲青年盃足球賽，於是足協就請高庸擔任青

024

元將軍親自處理平息異議，又有德國教練具

註2

黃武雄，〈「克拉瑪」對我國足球運動的影響〉
，《中華足球年鑑》，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臺
北：中華臺北足球協會，1998，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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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受訓期間，首先要先解決的是語

分組比賽，比賽時高庸教練不計前嫌，認為

教練講習。甚至曾經前往美國受籃球教練訓

好。第三是品德操守，在高庸教練手下絕對

言問題。高庸教練當年在中正理工學院曾經

足球場上不需要個人英雄，應該注重團隊合

練，還去臺電籃球隊指導青年隊籃球比賽，

禁止抽煙、喝酒、賭博：抽煙容易使身體疲

修過一年德文，但是僅足以應付簡單對話與

作，時常主動作球給隊友得分，所以後來只

居然拿了兩屆冠軍！教練多次出國受訓，足

憊，酒精會侵蝕神經，賭博更是為禍深遠！

閱讀，日常快速的聽說、專業術語的讀寫著

要有高庸教練在的一隊就是常勝軍，於是開

跡近乎五大洲，甚至可以歷數各國教練的訓

就算是國家隊隊員也一樣，一有犯戒就立刻

實困難。幸好教練從小英文訓練紮實，聽說

始比賽訓練的一週後，高庸教練從被排擠的

練風格，例如英國非常一板一眼，凡事要求

不給上場比賽。因此高庸教練在足球界中，

讀寫十分流暢，講師因此安排熟諳英文的同

黃種人，變成每次分組就很搶手的當紅炸子

按部就班。德國的對球員要求相當嚴格，而

有執掌兵符軍令如山的美譽。

學隨同翻譯。解決語言問題後，在專業訓練

雞！

教練也相對必須是全能球員，得在最短時間

課程裡，要先受一個月的B級教練訓練，再受

內取得最好的成果。放眼國內足球教練中，

二、轉戰銘傳女子足球隊

一個月的A級教練訓練，之後由當時世界知名

圓滿自德歸國，正是四十而立之年。正

高庸教練的訓練、資格可說是相當完備的，

的克拉瑪教練安排隨隊見習，每天白天六小

在壯年的高庸教練依然孜孜矻矻力求上進，

時隨慕尼黑職業隊見習；另外還有實際上場

四年後的1981（民國70）年，隸屬大洋洲足

踢球的訓練。關於實際上場踢球的經驗，高

協的紐西蘭足協負責主辦教練講習，高庸教

儘管各國都有獨特的訓練風格，每個

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的包德明校長、在球

庸教練講了一個小故事：甫至德國，在分組

練又前去受一個月的訓。此後，1998年，已

國家都一致認為教練必須非常具有科學的觀

王李惠堂及當時足協理事長蔣緯國將軍的感

練習兩人一組時，高庸教練因種族歧視而時

61歲的高庸教練再度飛越半個地球、前往巴

念，並且要能啟發球員，擬定完善的訓練計

召下，決意到印尼等國尋找優秀華僑組成女

常落單，後來逐漸改成2人、3人、5人、7人

西參加由國際足球總會主辦、為期一個月的

畫，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求取最好的成果。

子足球隊，一方面可以促進國民外交，又能

高庸教練自己曾教遍各年齡層球員，始終謹

推廣女子足球運動。組成球隊需要合適的教

記這些教練基本要求，一定會注意各年齡層

練，包校長在兩年後找上當時的高庸教練，

的生理、心理狀態，肌肉組織的發展狀況，

彼時高庸教練正從剛解散的國泰來來女足

以週期性的訓練，輔以心智成長，紮實地強

隊、轉任蔡辰洋先生的機要秘書。但有感於

化整體生理質量。以上這些在高庸教練眼中

包校長的殷殷勸說，高庸教練於是向蔡先生

還只是最基礎的能力，最重要也最難的，是

開口辭去高薪的機要秘書工作，蔡先生不捨

要24小時照顧球員，不管是生活、學業、技

得放人，提出相當優渥的條件挽留人才，包

術、體能的進展，還包括替球員思考未來。

括外放美國銀行擔任總經理等等……但基於

如此細密謹慎又充滿為人師的愛心，莫怪其

對足球發展的強烈使命感，高庸教練毅然決

門徒中華男足教練蔡尚明就以慈父來形容高

然捨棄在集團發展的美好未來、以及令人欣

庸教練的照顧！（註3）

羨的優渥收入與獎金，在1981年12月正式轉

高庸教練的教練生涯，銘傳時期可說是

可說已經是現今時空環境下的極少數！

非常重要的階段。1979（民國68）年8月，

任銘傳的體育組副組長兼女足隊教練，雖然
也因高庸教練總是全心全意的照顧球
員，所以相對的，也會對球員有所期待與要
求。在高教練眼中，球員的第一要務是專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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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高庸教練受教於德國國家隊教練克拉瑪
（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圖4

1977年高庸教練受教於國際足總技術總監德國海
德嘉教練，榮獲德國A級教練證書（圖片來源：
高庸提供

注：勤能補拙，專注練習可以持續進步。其
次是小組配合度要高，也就是全隊默契要

薪水只有任職國泰集團時期的一半，但從此
開始為國家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女足國腳。
註3

劉復基，〈蔡尚明：他像慈父般照顧我們〉，《
傳炬．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Ⅱ》，教育部編，臺
北：教育部，2000：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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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銘傳為骨幹所組成的木蘭隊，也為國

最為人津津樂道之事，當為2003年體委會的

家抱回多項國際比賽獎盃，歷數國際比賽則

大專男子甲組足球聯賽。這一場聯賽創下了

有1981年的亞洲盃冠軍，（註４）1991年第

史上最高獎金紀錄，源出前總統陳水扁先生

一屆女子世界盃在日本福岡舉行預賽時，我

在喊出「足球年」口號、並加列預算下的政

國進九失三、在最後PK賽力克北韓奪得亞洲

治產物。依照記者何長發先生的報導：

區第三名，取得角逐首屆女子世界盃的參賽
權，當時足協武士嵩理事長親自授旗給名譽
領隊包德明校長，最後進入世界前八名。

大專男子甲組聯賽冠軍爭霸獎金達1430
萬元（贏1100，輸330），創下體壇空前的最
高獎金紀錄，連已創賽20屆的全國甲組足球

就因為戰績如此輝煌，身為國家女組
足球代表隊的木蘭隊在遭遇瓶頸時，自然想
向銘傳尋求支持與協助。於是當時的足協武
士嵩理事長，開口向包校長尋求協助，高庸
教練於是南下左訓中心訓練球員，同一年立
刻將成績提升一名，並且在菲律賓比賽時取

聯賽，過去還設有優勝獎金時，獲獎總和也
沒有冠軍多。早期社會聯賽還有聲寶贊助200
萬獎金時，冠軍可獲60萬元，就算至今奪冠
12次最多的臺電隊，聯賽征戰20年來的總獎
金，也只不過是這次大專聯賽冠軍的一半而
已。（註7）

得亞軍。往後高庸教練時常帶領木蘭隊外出
圖5

1989年3月高庸教練（左4），帶銘傳女足隊赴香港與廣東省女足隊友誼賽，開啟海峽兩
岸女足的首次交流。陳瑤琴女士（左2）為臺灣女足之母，霍英東博士（右5），余錦基
（右2）前香港足總主席，李銓（右4）為現任銘傳大學校長。（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征戰，教練生涯進入另一個階段。1993年

事實上如果加上季軍獎金，總獎勵金

在美國水牛城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第四

1650萬元的首屆全國大專甲組足球聯賽，兩

名、1994年在馬來西亞古晉舉辦的亞運第三

個月內踢12場比賽，贏取上千萬元，引發體

包德明校長敦請高庸教練擔任新職，高

校供應食宿，並且每個月發給500元的工讀

名、1995年在馬來西亞沙巴舉辦的亞洲盃第

庸教練也曾考量再三，後來提出三個條件作

金。在校期間代表學校比賽，畢業之後直接

壇震動，幾乎其他單項都抗議體委會獨厚大

三名、1997年亞洲盃第四名……。（註5）從

為雙方的共識：第一，不當國家隊教練，專

留在學校作學校職員。由於從學業到職業都

專男足，連一向優於男足的女足都希望長官

1980年、木蘭隊成軍的第二年開始，舉凡國

屬銘傳女足隊。第二，不包拿冠軍。第三，

一體考量，於是銘傳女足隊的球員都很安心

多多關照了！

內的女子足球錦標賽與聯賽，沒有一項是銘

應妥善規劃運動員的整體生涯規劃。在高庸

的受訓，第二年馬上拿下女子組冠軍。可惜

傳參加而未贏得冠軍的！即使是國外比賽，

教練的策劃下，女足隊自創隊以來就朝制度

往後銘傳升級為學院，參與大學聯招，無法

也曾贏得丹麥的丹納盃冠軍、英國倫敦的福

化邁進：高庸教練在國高中端透過比賽的方

再延續這一套制度，對於女足球員的素質，

特盃冠軍，又受邀參與大陸昆明、湛江國際

式選秀，甚至南下臺東（如臺東高商、知本

自然就無法永久保持。但是從1979年成軍以

邀請賽、美國四強邀請賽。1993年的戰績最

國中）、嘉義（如忠和國中）等地覓才，同

來，銘傳從早期的劉玉珠、王寶貞……之後

佳時期，兩次擊敗日本國家代表隊，在韓國

時為了與國高中保持良好合作關係，還擔任

陳月美、王素玉等人，直迄1990年為止的11

主場三次踢勝南韓國家代表隊！（註6）

該校的義務指導教練，選上的球員在暑假先

年間，銘傳為國家貢獻出五十多位國家隊球

特訓一週，在考量品德、學業之後，以插班

員，不僅在國內無人能比，在國外亦罕有球

考試的方式進入銘傳。進入銘傳後為球員單

隊可以在國腳數量上與之匹敵！

獨開班，擁有正式學籍，學雜費全免，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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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足之外，高庸教練也是銘傳男足
的教頭。臺灣的男足國際發展上固然不如女
足輝煌，但是在高教練的銘傳時代裡，男足

註4

註5

註6

註7

這場比賽是木蘭隊三連霸的冠軍，將冠軍杯永留
臺灣。參見周臺英，〈一代木蘭女將回憶〉，《
中華足球年鑑》，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臺北：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1998，156-159。
何長發，〈中華木蘭一頁光榮史〉《中華足球年
鑑》，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臺北：中華臺北足
球協會，1998，106-115；高庸，〈銘傳女子足球
隊之發展〉，《中華足球年鑑》，中華臺北足球
協會編，臺北：中華臺北足球協會，1998，136139。
高庸，〈銘傳女子足球隊之發展〉，《中華足
球年鑑》，臺北：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印，1998
，136-139。
何長發，〈千萬足球聯賽紀錄榜〉，《民生報》
，2003.12.29，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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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比賽在高庸教練的調度下，派出的

高庸

三、或許失望但不絕望的心境

黃金最佳11人陣容分別為：守門員許人豐，

圖6

1989年高庸教練（後排右1），率銘傳女足隊赴歐洲比賽獲雙料冠軍。右為教練手記
（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後衛李金聰、張永憲、王志聖、黃瑞浩，

高庸教練至今退而不休，依然是銘傳大

中場曾台霖、馮保興、王庸倫、蔡志傑，雙

學男女足球代表隊總教頭，並且繼續訓練兒

箭頭陳炳鑫及張福祥。當時媒體較多看好北

童足球以期將足球向下扎根。這麼多年來，

體，但沒想到身高190公分、從後衛轉前鋒的

教練在銘傳留下令人咋舌的佳績：男子代表

陳炳鑫，以高度優勢兩度頭槌進攻，奠定了

隊於92學年度榮獲全國甲組足球聯賽冠軍，

獲勝的基礎、完成了一場精采的比賽，並寫

近年來則拿下96學年度大專校院FUTSAL足球

下國內空前絕後的足球最高獎金獲勝隊伍紀

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殿軍、97年體委盃FUT-

錄！銘傳取得冠軍杯與千萬獎金，用一百萬

SAL足球錦標賽社會男子組第五名、96年體

帶足球隊到新加坡移地訓練，剩下全額用來

委盃FUTSAL足球錦標賽社會男子組冠軍、96

改善球場的燈光照明等設備。

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男生組第一級
殿軍、97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男生

談到移地訓練，就得回頭談女足的培

組第一級殿軍；女子代表隊也同樣於92學年

訓。男足有一次國家獎金的挹注能夠到國外

度榮獲全國甲組足球聯賽冠軍，另外亦有97

移地訓練，但前文也提到女足能夠爭取到的

年體委盃FUTSAL足球錦標賽社會女子組亞

資源有限、經費有限，但是考慮為了球隊

軍、96學年度大專校院FUTSAL足球運動聯賽

好，於是從1992就任、至1998年辭去國家隊

公開女生組第五名、96學年度大專校院足

教練遠赴巴西參加講習為止的這六年間，高

球運動聯賽女生組第一級季軍、96年體委

庸教練在左訓中心擔任木蘭隊教練，為了讓

盃FUTSAL足球錦標賽社會女子組第五名等

木蘭隊能夠提升實力，高庸教練不惜自掏腰

等……。（註8）

包帶球員出國，移地訓練。訪問時教練隨
口舉例：1993年去日本移地訓練，花了136

註8

引自銘傳大學體育室網頁：榮譽榜〈http://physical.
mcu.edu.tw/zh-hant/node/60〉。2013.09.01檢索。

萬。1996年去美國移地訓練，「只負擔了80
萬的機票」。1997年更帶著隊伍去歐洲，跟
義大利、荷蘭、奧地利等國的俱樂部隊進行
練習賽，還有參加女子組公開賽的分齡賽，
這一趟旅行花了高教練128萬。幾次移地訓練
用盡教練一生積蓄，教練笑笑說：「這是為
國奉獻嘛，也不計較這麼多了。」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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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高庸教練（後排右2），率中華木蘭女足隊赴大陸移地訓練（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031

永遠站在第一線的足球教頭 ---

圖8

1993年高庸教練（後排左1），率中華木蘭女足隊赴馬來西亞角逐第九屆亞洲女足賽足協
授旗典禮（圖片來源：張生平提供）

圖9

高庸

1993年高庸教練（左），率大專女足隊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足球賽與日本隊教練交談
（圖片來源：張生平提供）

重視團隊精神與團隊表現，講求戰術，尤其

為足球發展奉獻了一生的高庸教練，自

而對現役教練的觀察，高庸教練則語重

然有許多切身經驗與觀察。多年來的累積比

心長的認為有時急於求勝，近乎急功近利，

較後，高庸教練基本上相當肯定臺灣球員的

缺乏全盤性考量。建議年輕教練們應該多嘗

天份，認為臺灣球員的天生資質材力絕對不

試訓練不同年紀、不同質性的球員，因材施

在現有球隊的部分，高庸教練認為依然

四天之內安排了五場足球賽，就是一個缺乏

輸給歐美，是可以訓練的。例如高庸教練就

教，並且多參加國外的教練講習，觀摩不同

有可再進步的空間。例如球隊組織不夠健全

專業知識的賽程安排。球員在賽前利用訓練

曾經將門徒許志祥教練的基本功鍛鍊扎實。

國家的訓練方式與要求，甚至如果足協等單

完善，領導人對球隊的瞭解不夠深入：譬如

期調整到比賽最佳狀況，但是在第一場比賽

（註9）只是臺灣的現役球員，儘管基礎訓

位能夠配合的話，邀請國際大師來臺講課，

一個球隊應該有的基本配置、人力，國家隊

後，48小時內都是算恢復期，球員應該要有

練好多了，但是缺乏嚴格的教練訓練，所以

開設教練訓練班，都是可以增進教練閱歷、

等級要包含三個教練、一個隨隊醫生、一個

充分的休息才能恢復回到比賽最佳狀態。此

基本功不夠紮實，大多數球員與教練都只是

成熟技巧方法的好管道。高庸教練甚至進一

防護員（賽後按摩可以使球員狀況恢復快）

賽程安排明顯要勉強球員上場，容易造成運

一心求勝。另一個問題是中場球員比較少，

步提到，根據他個人的經驗，以指導青少年

，如果可以有用具管理員、體能訓練員就更

動傷害，嚴重的話甚至終生不能上場比賽、

因為中場球員追求全能，能夠扮演各種角色

為主的教練，可以觀摩巴西、南美的訓練法

完善了。還要注意球員的飲食，包含營養品

等於憑空折損一個好球員。所以這樣的賽程

的位置而且克盡其份，所以在訓練上非常困

門與教練法，因為拉丁美洲的教練風格比較

補給等等。可是現今若干球隊的基本人力配

安排，完全缺乏對足球專業的認知，亦缺乏

難，人數也因而較少，這其實是相當可惜的

重視啟發性，但是基本動作一樣很紮實，比

置，其實有顯著的不足。行政與瑣碎事務當

對球員的尊重。

現象。足球的全能訓練若能推動，則人人都

賽的可看性與娛樂性非常高。而如果是以指

然就會分掉教練對球員的全心照顧，與進行

可以得到光榮，將不會讓觀眾目光都只集中

導大專、及以上為主的教練，則可以多參考

整體思考的時間心力。

在個別球員或部分位置上。

歐式的訓練方式：即強化體能、鍛鍊體魄、

032

以戰術靈活著稱。

總體而言，臺灣的足球發展狀況在現
階段依然缺乏制度，也缺乏專業安排，連個
標準足球場都沒有。舉例來說，全國運動會

註9

劉復基，〈許志祥：恩師改造控球技術〉，《傳
炬．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Ⅱ》，教育部編，臺
北：教育部，2000，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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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致力推廣臺灣足球的普及化
與向下扎根

高庸

在，包含2002年日韓世界盃，透過電視臺的
轉播，有別於其他球評談花邊新聞、只關注
球員個人表現，高庸教練會格外注意球隊整

在臺灣，足球受關注的程度遠不如棒球

體戰術、打法、球員的專業技巧，盡可能深

跟籃球，足球員在臺灣沒有出路，再加此體

入淺出的說明，讓視聽大眾多瞭解足球世

育資源有限、分配不足，長年來體育界對於

界。畢竟追求普及，是足球在臺灣延續的一

足球的推廣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足球在臺

大關鍵。

灣一直是個半調子的運動，跟足球在國際上
最受歡迎的主流運動比起來，顯然臺灣的運

另一個使足球延續的關鍵，則是要向下

動水準發展缺乏足夠國際化。成績最好的女

扎根。約從2011（民國90）年8月開始推動

足，當亞洲各國的女足都還在摸索階段，臺

足球希望工程，由臺北市政府體育處的唐組

灣的木蘭隊幾乎已經是亞洲無敵了。在國際

長，加上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足球協

足總（英文：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會共同合作，李正輝先生出資贊助，高庸教

Association

Football；法文：Fédération

練提出長程、中程、短程三階段企畫書。原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則上由臺北市足球協會舉辦比賽、夏令營、

FIFA）的網站上，對於中華臺北的描述，特

足球訓練營，還有教練講習，經常性舉辦的

別提到中華女足的表現，盛讚中華女足是

足球班就有40、50個，多是家長出資自負費

1970 年代亞洲最強的隊伍。但到了1987年木

用，協會尋找合適教練。在短期階段希望能

蘭隊在臺灣自己舉辦的世界女足邀請賽、冠

培養小學生喜愛足球，（註11）小學畢業生

亞軍決賽時，主辦單位提供免費門票以及「

進入國中之後持續參加球隊，希望能以體保

百萬元抽獎活動」，都無法繼承1970年代的

生的身份申請入學高中。只是高中男子足球

盛況與熱潮，顯見臺灣足球的能見度與社會

隊多、女子足球隊少是另一個有待克服的問

關注程度已經亮起紅燈。（註10）

題。中程就是利用廣灑足球種子的成果，開

圖10

國外教練來臺講習時，高庸教練（右）經常擔任翻譯（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始舉辦小學、國中、高中三級的足球聯賽，
儘管今非昔比，大環境惡劣，高庸教

將這種培育與聯賽貫串一致，長年耕耘後，

練總是盡一己所能地呼籲、教育。為了提升

遠程將可以透過校園網絡將足球生根，而且

臺灣足球，高庸教練多次呼籲要從下扎根訓

這些校園的球員又將是社會組球隊的來源，

練職業球員、保養一座好的足球場、外聘國

也會是社會觀看、關注的社群，兼顧了深耕

際教練來臺培訓臺灣教練，撒豆成兵積年累

與普及！

月，總有復甦的一天。為了這份堅持與期
待，高庸教練百忙之餘，還長年擔任世界盃
電視轉播講評，從華視轉播的年代開始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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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註10

註11

現今高庸教練（後排左1），致力於臺灣幼兒足球的發展
（圖片來源：高庸提供）

參見彭偉文，〈我國主辦之國際比賽〉，《中華
足球年鑑》，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臺北：中華
臺北足球協會，1998，97-99。
高庸教練在2008年擔任新竹「2008悍創 Superstar 夏
令營」的教練，親自教導國小學生。夏令營是在
2008年7月1日至8月22日舉辦的，每日08:00-18:00
，一梯次五天。活動地點在新竹科學園區聯園活
動中心、新竹縣體育館Audi Center、新竹縣體育
場。招收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男女不拘。夏令

營雖然以籃球為主，但教練相信所有運動從下扎
根，都有延續的可能。臺灣足球要走入世界強隊
之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不是沒有希望，其
實可以從循棒球成功的模式來走，目前 FIFA 都
有分齡足球賽，臺灣每一個縣市先舉辦學校足球
賽，每縣市找出一隊來舉行全國選拔賽，再參加
FIFA 的分齡賽取得好成績，一級一級的打上來，
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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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出去只是應付性的，到最後還是送
死。因此，必須要做長期的規畫，從
紮根開始，提昇國家隊的戰力，這兩
方向抓住的話，臺灣的足球才有希
望。（註12）

高庸

足球聯賽，或是大專足球聯賽等，都依舊可
見高庸教練的身影，同時他也經常到國外觀
看各大足球賽事取經，諸如2012歐洲國家
盃、2007女子世界盃、2006德國世界盃等，
不斷汲取新知，關懷體壇現況。縱橫臺灣體

然而在同一篇報導中，記者同樣採訪了

壇超過半世紀的高庸教練，堅持自己的原

責任心極重的高庸教練，以下引述記者的採

則，擇善固執，永續學習精益求精，致力於

訪報導：

推廣臺灣足球。退而不休的高庸教練，將足
球視為生命一輩子的事情，從各方面展現對

臺北市足球協會秘書長、銘傳大學體
育教練、同時也是臺灣知名球評的高
庸認為，一個球類運動能否蓬勃發
展，與球員、球迷與裁判的素質與人
數能否提昇有關，他說：「一個好的
比賽，一定是觀眾、球員本身，然後
就是裁判，這三方面都齊備的話，這
個運動一定會蓬勃發展，如果希望球
隊的實力好，一定要培養出好的優秀
教練，有優秀的教練就可以訓練出優
秀的選手，（再加上）好的比賽，自
然就可以提昇球隊的實力。（註13）
圖12

2011年高庸教練（圖中），擔任2012年倫敦奧運中華男子足球隊技術總監，帶隊赴約旦比賽
（左為總教練張生平，右為助理教練蔡尚明） （圖片來源：張生平提供）

高庸教練為足球賣命一生，回頭省視自
己的努力，卻打了嚴苛的0分，自認毫無成

是一種不受身高、體重等身材限制的運動，
而且是一種全身均衡的運動，每個人都可以
玩，團隊合作重要性大過英雄主義。然而臺
灣現今足球卻連連倒退，也無法引發社會關
注，連培養後進都開始有了困難。這與大環
境的惡化有關。連美加世界日報專欄作家何
長發記者、其一生都極為關注臺灣的足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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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給年輕教練做了最佳榜樣！
註12

註13

註14

張志明，〈全球世足熱
臺灣應找回足球運動的
春天〉，大紀元，2006.07.01報導，<http://news.
epochtimes.com.tw/6/7/1/31289.htm>，2003.09.26檢
索。
張志明，〈全球世足熱
臺灣應找回足球運動的
春天〉，大紀元，2006.07.01報導。<http://news.
epochtimes.com.tw/6/7/1/31289.htm>，2003.09.26檢
索。
高庸，〈如何振興我國的足球運動〉，《大專體
育》，60（臺北，2002.6）：8-9。

近年來從跆拳道國手楊淑君事件中，我

展，他也認為必須改變大環境，而且政府和

們應當可知運動員對於賽後的生涯規劃極為

企業都必須介入；何長發先生曾說：

在乎與無助，而臺灣的球員缺乏後路，也是
足球發展不起來的重要癥結點。這當然不只

就。因為無法帶臺灣的足球員為國家爭光、
用足球爭世界地位。高庸教練始終強調足球

足球之熱情，這位永遠站在第一線的足球教

臺灣起步比人家慢，除非我們有一個
環境大改變。第一個政府要介入，要
策動我們教育部來配合、推廣校園足
球聯賽；另外就是企業要贊助，企業
要能夠看得出這是世界主流的運動。
雖然（在足球方面）臺灣是一片沙
漠，但是眼光不能太短視，要企業贊
助的話，民間的足球協會要致力於國
家各級代表隊長期的培訓，你不能做
短打，老是做應付性的準備工作，永

是足球員的問題而已，但是對比於大陸足協
能夠安排國家隊球員的後路、能夠規劃出一
個讓球員安心踢球、全心投入的好制度，臺
灣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註14）
時至今日，高庸教練雖已從銘傳
大學退休，將指揮棒交給後輩，卻每天仍現
身球場督導。在臺灣足球場上，不管是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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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站在第一線的足球教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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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民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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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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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庸大事紀
年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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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民國26

1954

民國43

17

以飛飛隊員贏得全國自由盃籃球賽青年組冠軍。

出生於南京。

1956

民國45

19

進入中正理工學院就讀。

1958

民國47

21

1959

民國48

22

1961

民國50

24

1964

民國53

27

1965

12月帶領中華木蘭女足隊，赴大馬古晉市角逐第九屆亞洲女足賽，二勝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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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民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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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民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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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開始在臺北推動足球希望工程，向下扎根。

2003

民國92

66

12月帶領銘傳男足贏得「全國大專甲組男足聯賽」冠軍、以及史上最高的千萬元獎金。

退伍，改擔任軍中雇員，為期一年。

2006

民國95

69

受聘擔任中華五人制足球隊教練，帶中華男子足球隊遠赴烏茲別克參加2006亞洲盃五人制足
球錦標賽（男子組）。

以飛飛隊員參加臺灣省七人制橄欖球賽取得亞軍。

2010

民國99

73

以銘傳女足隊教練退休。

2011

民國100

74

擔任2012年倫敦奧運中華男子足球隊技術總監，帶隊赴約旦比賽。

參與新竹縣隊贏得省運會棒球賽季軍。
自行休學，進入臺電工作。
因應兵役法改變，補服兵役進入陸光籃球隊。

參與苗栗縣隊取得省運會籃球賽冠軍。
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

民國54

28

1966

民國55

29

參與臺北縣隊取得省運會籃球賽冠軍。

1967

民國56

30

參與世界新專隊贏得大專籃球賽冠軍。

038

巴西足球教練學院研習。

進入裕隆公司，奉命為裕隆公司組籃球隊。

至巴西參加國際教練講習。

資料來源：參考多份資料如：何長發，〈歷任中華女足《木蘭》國腳名單〉、〈中華木蘭一頁光榮史〉，《中華足球年鑑》，臺北：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印，1998，116-119、106-115；黎建忠，大紀元3月29日報導；高庸教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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