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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實務的理論主義家

葉憲清

壹、前言

身為一位體育教師，總是被冠上「頭

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但是他終

身的目標，就是「全方位的體育教師」。在

長達46年的教師生涯中，他完成了一項「不

可能的任務」，那就是任教生涯中，曾擔任

國小、初中、高中、師專、師院、大學的教

師，一直到最後擔任國立體院校長；並且兼

任行政工作22年，並擔任無津貼田徑教練33

年，出版專書8本，論文102篇；這位體育界

的超人，就是前國立體育學院校長葉憲清。

種種的「意外」和「選擇」，開啟了

他在體育界不平凡的人生。一路上，他遇到

許多人生的選擇，選擇從事教職、選擇放棄

穩定的工作一圓國手之夢，但唯一不變的選

擇就是決定挑戰自己，總是突破各種困境學

習，甚至為了練習田徑的跨欄項目，跟學生

借腳踏車當作跨欄來練習，這種勇於嘗試以

及持之以恆的態度，就是為了要達成自己的

夢想。而這個夢卻有了「意外」，當時的田

徑好手楊傳廣、吳阿明都是與他身處同個年

代，所謂生不逢時，因為遇到兩個強敵，讓

葉校長的國手之夢難上加難，但也許正是因

為這樣一個機緣，才讓葉校長除了田徑國手

之外，有了別的選擇。

或許國手之夢未達成，但是他卻將這

個夢想轉了個彎，更加發揚光大，把他對於

體育的熱情與執著，傳達給每個學生，並不

吝於將自己多年累積的經驗與知識傳授給年

輕選手。所謂「桃李滿天下」，葉校長也笑

稱：「臺灣走一圈都有我的學生！」（註1）

認真的教學風格更是讓人印象深刻，除

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在行政上的經歷也非常

完整，從1974年開始，擔任各級學校的體育

輔導、評鑑和專題研究等工作，共到過404所

學校，其中包含60所大學、96所高中職、123

所國中以及125所國小，除了教學外也曾擔任

左訓運動中心的主任，在推動臺灣學校體育

上可說是鞠躬盡瘁，他公而忘私的精神更是

令人敬佩。

本文藉由訪談葉憲清校長本人，輔以

文獻蒐集和照片整理等方式撰寫，藉此呈現

葉憲清校長的生平以及其在學校體育上的貢

獻。

貳、生平

1936年（民國25）年，葉校長出生於

高雄縣恆春廳楓港庒（現屏東縣枋山鄉楓港

村），為農家子弟，家中排行第三，且為長

子。小學就讀楓港國民學校，以全校第二名

的優異成績畢業，而在升初中時以高分考取

恆春中學，一向奮發讀書的他，在初中全校

第三名畢業後果然金榜題名省立屏東師範學

校（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以下簡稱屏師）

，1955（民國44）年從屏師畢業後，便分發

至屏東縣泰山國小服務，就此揭開四十餘年

的教學人生。由於在屏師的學生時代開始接

觸田徑後難以忘懷，且懷抱著國手之夢，因

此在泰山國小服務3年後，便毅然決然的決定

參加大專聯考，而且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系為首要目標，不惜過著借書苦讀、邊工

作以及邊訓練自己技術的艱苦日子，雖然肩

負父親希望他成家的期待，還是不放棄他的

夢想，1958（民國47）年便如願以償考上國

註1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訪問人李乘嵊，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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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撰寫專刊，並在2010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學

校體育終身成就獎。（註4）

參、在體育運動的重要成就、貢獻

一、學校體育鐵人──完整豐富的教學經驗

為什麼說他是學校體育鐵人呢？因為

他的教學生涯中包辦了國小、初中、高中、

師專、師院以及大學，這樣的「紀錄」可是

少之又少，而且他對於教學上的標準也非常

高。在教育界付出46年以來，從未缺席過一

堂課，上課時也秉持「正常化、績效化、樂

趣化」的教學風格，並稱為「葉氏體育教學

法」。雖然葉校長的教學態度非常嚴謹，但

他把學生當作是自己的孩子，相當關心學

生，在泰山國小服務時，前兩年的時間帶升

圖1　葉憲清校長全家福（照片來源：葉憲清提供）

立臺灣師範大學三年制的體育專修科，一個

屏東小子就這樣隻身北上追夢。在1960年專

修科結業後，分發至高雄實習一年，後來在

1961年插班考上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繼續鑽研體育，隔年1962年完成一生最重要

的選擇：與賢妻陳金珠小姐結婚，並在1963

年畢業後，從臺北搬回屏東，於屏東中學服

務，就此展開體育教師的教職生涯。（註2）

於屏東中學服務4年，葉校長對田徑的熱

愛帶起了學校的田徑風氣，不因為學校、家

長的阻礙而退縮，成立田徑隊並擔任教練，

由於他對學生的要求跟訓練的堅持，學生競

賽成績非常優秀，學業成績也一樣亮眼，這

段日子對他來說是最難忘也最寶貴的回憶。

離開屏東中學後，於1967（民國56）年回到

母校屏師服務，屏師是傳統的田徑強校，身

為校友與曾經擔任田徑隊長的葉校長除了體

育教學，還擔任該校的田徑教練，不間斷的

努力訓練，田徑隊的學生在大專運動會上表

現相當亮眼。但在這段時間對葉校長來說是

相當辛苦的，因為還要努力自我進修升等講

師，又持續撰寫田徑相關專書，升等為副教

授，並經由當時屏師的陳漢強校長提拔，除

了擔任教師與教練，還兼任體育組主任之行

政職務，可謂能者多勞。但也因為這樣的壓

力讓葉校長身體亮起紅燈，在長達7年於屏

師服務，葉校長從未缺課，並且課程毫不馬

虎，所帶領的田徑隊不但成績優異，還蟬聯7

年的五專組男女田徑錦標冠軍，如此傲人的

成績皆是由於葉校長認真教學、勞心勞力的

付出。（註3）

1974（民國63）年，轉任國立高雄師範

學院（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擔任副教授兼

體育衛生組主任，且於隔年升等為教授。由

於他在體育行政上的豐富經歷，於1982年至

1984年借調至左營運動訓練中心擔任主任，

任期內也做了許多改革，訂定了訓練中心的

制度及精準地控制預算，讓左訓的運作更加

有規模。卸下中心主任職務後，便利用教授

休假，前往日本筑波大學深造一年。前後於

高雄師範學院服務了13年，在教學以及學術

上都有相當的貢獻。國立體育學院（今國立

體育大學）於1987年7月於林口設校，當時創

校校長蔡敏忠博士力邀葉校長至國立體育學

院服務，經過多番的考慮，葉校長便舉家北

上於8月應聘兼任訓導長的行政工作，1990

年則轉任教務長，隔年兼任運動技術學系主

任，任期間皆推動許多建設與制度，為當時

剛創校的國立體育學院打下基石。也因此，

葉校長對於國立體育學院及體育大環境有很

深入的瞭解與理想，便在1999（民國88）年

時競選第三任校長，雖然沒有擁有高學歷，

但由於他在學校的付出有目共睹因此高票當

選，也令他十分欣慰。雖然校長的職務只有

短短3年，但他總是毫無保留的為國體付出心

血與努力，任期內以邁向體育大學、改善選

手生活環境等目標，完成了許多艱難的建設

和制度，不但提升系所數量、建造蓄水池以

利學生生活環境，更極力爭取經費蓋了全臺

唯一的選手宿舍「精英樓」，為的就是讓國

立體育學院擁有更完善的環境。2005（民國

94）年葉校長於國體榮退，結束在體育界投

入46年的教育生涯。退休後，持續在臺灣時

註2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

三任校長葉憲清教授》，桃園：國立體育學

院，2005，6。

註3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21。

註4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59。

學班，因為當時國小畢業需要考試上初中，

他體諒學生家境困難，幫學生補習不收費

用，並全心全意陪伴學生念書，這樣誨人不

倦的精神始終如一。葉校長回憶道：

第一年、第二年我都帶升學班，高年

級每年級都有兩個升學班，升學班畢

業後就要參加升學考試時，我的班有

八個學生升學，八個都全部考上！我

的八個學生，家庭經濟並不好，八個

人我都不給他收補習費，他們沒有錢

嘛！（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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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東中學服務的時光，葉校長也付出

了許多心力，除了體育教師的工作，葉校長

還選擇了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組訓田

徑隊。由於自己對於田徑有相當的熱情與使

命感，在課餘時間還是勤於自主訓練，學生

看到了便自動想練習，因此即使在屏東中學

如此的升學學校，面對學校不會全力支持，

還有家長給予反對的壓力，葉校長仍是組隊

訓練。葉校長笑說：

校長曾召見我三次，說有家長反映，

田徑隊妨礙升學怎麼樣的，我是給校

長講說，我這田徑隊是自動的，我沒

有強迫，可是他們就要來啊！我這個

田徑隊是國高中，有初中有高中，大

家一起練。也有家長跑到學校來，幾

乎和我吵架。（註6）

但是，葉校長絕對不會讓學生因為訓練

田徑而荒廢課業，他表示：

我那個時候訓練田徑隊，一天不會超

過一個半小時，訓練完了趕他們去補

習，一定會趕他們去補習。一個半小

時，有時候超過一點點，絕對不會超

過兩個小時，一個半小時訓練完把他

趕回去，我絕對不要影響他們。（註

7）

四年來的田徑訓練，讓屏東中學田徑隊

在賽會上的成績十分亮眼，初中組還拿過四

次全縣第一的佳績，全省中上學校運動會也

曾獲得徑賽錦標的冠軍，而在葉校長帶領的

田徑隊中，幾乎各個都是能動能靜、會讀書

會運動的優秀學生，雖然只有四年的時光，

卻是他最難忘的：

我服務的學校很多啊，屏東中學、屏

東師專、高雄師大、最後到國立體大

來，我還一直很留念我在屏中四年。

這四年，我當體育老師兼田徑教練的

生活中最有成就的歲月，因為這些學

生非常好，會讀書又會運動。（註8）

人家說升學學校不能訓練，這都

騙人家的。不要說把孩子真的訓練到

將來都讀體育，不可以這樣，我就抓

這個抓得很緊，所以大部分家長都對

我很放心，值得信賴的一個老師。因

為我沒有要鼓勵小孩子去讀體育系，

我只有說你孩子有運動的興趣、運動

的天分，應當讓他發現、讓他表現。

所以這些人畢業也都是到大學去，他

們都是各大學的主將，成大主將、臺

大主將、大同大學的主將，一樣啊！

不妨礙嘛！他有自己的專業，體育是

他的休閒，那現在這些人在各行業都

對運動很重視！所以說，在屏中的這

四年，我一直在回憶啊，這段時間給

我的成就感很大。（註9）

結束了四年在屏東中學的時光，葉校長

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屏東師範專科學校服

務，這裡不僅僅是培養他成為「百年樹人」

的地方，更開啟了他與田徑無法分離的關

係。屏東師專是個傳統田徑強校，十分重視

體育發展，又因為葉校長是校友又擔任過田

徑隊隊長，使命感的驅使下，田徑隊的訓練

便由他一肩扛起。當時葉校長除了擔任專任

體育老師還兼田徑教練，田徑隊每週訓練六

天，每天兩個小時，寒假和暑假集訓則是長

期系統化的訓練工作，因此在屏東師專的生

活更加辛苦且繁忙。

而葉校長在屏東師專服務的期間除了上

課、訓練外還努力進修，工作還要念書的生

活相當艱苦，葉校長回憶當時的辛苦：

那時候我一個人當教練，前五年是老

師，那時候還要升等啦，還要發表著

作，要教學還要訓練，那時候多一個

學術研究啦！（註10）

但他還是一路辛苦地從講師升等到副教

授，由此可以看出葉校長對於自己的期許和

要求是相當高的，也因為他的努力，被陳漢

強校長提拔擔任體育組長，身兼三個身分的

忙碌生活就此展開。屏師的運動風氣一直以

來相當盛行，體育課也相當正常化，葉校長

從學生時代便受到薰陶，就此奠定了他對於

學校體育的理念以及堅持，教學從未缺席過

一堂課，而課程絕對是不放牛吃草，總是一

步一腳印的帶給學生豐富、充實的課程。而

七年的田徑隊訓練也從未懈怠，學生在校外

比賽的成績非常優異，蟬聯七屆的五專組男

女田徑錦標冠軍，能締造如此的紀錄，身為

教練的葉校長付出的心血是不可抹滅的，這

樣的佳績對他來說除了成就感之外更是錢也

買不到的珍貴回憶。（註11）

1974（民國63）年葉校長離開了屏師，

應聘至高雄師範學院服務，擔任體育衛生組

主任，當時校齡才7歲的高雄師範學院，沒

有傳統強校的包袱，讓他能完全發揮學校體

育的理念，以培育「中學體育支持者以及終

生運動者」為總目標。同樣的在高師院擔任

專任教授兼行政以及田徑教練，並在服務的

期間將高師院的體育風氣帶起來，讓體育課

程「超正常化」經營，校內體育活動活絡，

他帶領的田徑隊更創下創校以來首次在大專

運動會奪牌的佳績，在葉校長經驗豐富、認

真的帶領下，獲得12面金牌以及四屆大女乙

組田徑錦標亞軍，和四屆季軍的亮麗成績。

葉校長本來的夢應該是成為一個田徑國手，

但，現在的他卻是造就許多優秀運動員的重

要推手。（註12）

註5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6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7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8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9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10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11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21。

註12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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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夢想轉彎──選手培訓

1966（民國55）年葉校長結束了前後

14年的田徑選手生活，專心於教學以及培育

選手，他把自己的夢轉移到學生身上，希望

培訓出優秀的國家代表隊選手，而其中最出

色的，便是他在國體的學生──呂景義。呂

景義原本的專長為鐵餅與標槍，呂景義在高

三時，在1989（民國78）年全國運動會標槍

項目成績亮眼，成績到達國際田徑總會訂定

的保加利亞世界青年錦標賽的參賽標準66公

尺，由於當時他年紀輕，身體素質與條件都

相當優異，因此外界相當看好他的表現，只

要稍微調整技術上的問題，突破70公尺大關

並挑戰全國紀錄都不是問題；但事與願違，

他卻陷入瓶頸，無法有更多的突破。高中畢

業後，呂景義就讀國立體育學院，當時剛好

遇到葉校長，可說是「千里馬遇伯樂」，葉

校長對於呂景義遇到的困境非常納悶，因此

便仔細觀察，還安排呂景義做詳細的身體檢

查，發現呂景義除了運動傷害之外，其實骨

骼結構有先天性的問題，因此腳脛骨一再發

生疲勞性骨折。（註13）

由於發現了如此重大的問題，呂景義接

受治療以及評估後在大二那年，為了改善從

事依賴腳較高的標槍與鐵餅項目對於骨骼帶

來的傷害及困境，葉校長便決定讓呂景義改

變專長項目，轉而訓練對腳的依賴性較低的

鉛球。葉校長描述當時的狀況：

後來考慮再三，就算了，不要丟標槍

註13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傳

炬──學校體育園丁傳習錄》，教育部編著，臺

北：教育部，2009，201。

註14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訪問人李乘嵊，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註15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1。

註16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2。

註17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2。

註18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去丟鉛球。那當時為什麼不弄鐵餅，

因為鐵餅要把他的動作改變，那個很

難，因為鐵餅他有下功夫練，可是老

師教的技術要改很難；鉛球他有練，

可是沒練那麼認真，就是說有開發的

空間，鐵餅比較沒有開發的空間。（

註14）

這樣的改變對呂景義是一項很大的轉

變，一個運動選手已經受過長時間的訓練卻

突然要改變項目，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即使

如此，葉校長還是理性地將改變項目的利弊

分析給呂景義聽，呂景義也決定相信老師的

選擇，畢竟對他來說是個機會，便下定決心

改變項目。當時外界對於這樣的改變並沒有

給予正面的肯定，但是事實很快就證明，葉

校長的決定是對的，呂景義在鉛球項目很快

就有漂亮的成績。要是當時沒有葉校長專業

且獨到的眼光，也許呂景義在田徑表現上並

不會有現在的成就。多年累積的經驗以及對

於競技運動的深入了解，葉校長也透過呂景

義圓了自己的夢想。（註15）

1991（民國80）年的臺灣區運動會，呂

景義便在男子鉛球項目以15公尺18的成績獲

得亞軍，隔年的臺北市青年盃田徑公開賽，

以15公尺63的優異成績奪得冠軍，且排名也

升至歷年第三，這樣的表現甚至逼近當時

的全國紀錄保持成績。對於一個才剛轉項目

的選手來說，能擁有這樣的成績真的十分難

得，也令外界相當訝異，但是他的突破不只

是如此。1993（民國82）年的臺北市青年盃

田徑賽，呂景義不只蟬聯冠軍，16公尺整的

成績更破了當時全國紀錄保持人林宗正的15

公尺82，這樣短時間的突破，真的是令人驚

艷，更凸顯了葉校長的慧眼識英雄，以及大

膽嘗試的精神。（註16）

除此之外，呂景義更在1994年的日本廣

島國際田徑賽以18公尺02的好成績拿下鉛球

金牌，且第六度打破全國紀錄，這樣的突破

也連帶讓他的標槍以及鐵餅成績向前推進。

這樣的進步與成功，讓臺灣田徑界注了一劑

強心針，因為當時田徑的投擲項目是較弱的

部分，且最無國際競爭力，因此葉校長是非

常重要的幕後功臣。（註17）

但在當時，要下這樣重大的決定，必定

是經過許多研究及想法的改變，葉校長一直

在競技運動的相關技術訓練下了許多功夫，

也對於國際上走向相當重視。他注意到中國

選手在當時的鉛球成績已遠遠領先臺灣，但

是臺灣對於投擲項目成績的落後卻歸咎於身

材限制，葉校長對於此說法非常不以為然，

他認為身材矮小不是失敗的主因，與我們身

材相仿的中國能在國際上有亮眼的成績，我

們一定也可以。他也發現呂景義在重量訓練

上稍嫌不足，推鉛球的技巧也有需要改進的

空間，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葉校長特別到中

國去學習，透過安排在中國東北、山東煙台

各待了一個月，還在遼寧體育學院等重要的

訓練基地觀察、學習。葉校長回想當時說：

鉛球、鐵餅對我來講比較沒有標槍這

麼擅長，所以一定要看很多書，這樣

還不夠，還要帶他到大陸去，先去遼

寧，再到山東。

以我那個時候要指導呂景義的程

度，可能不夠，所以我一定要去學，

而學最方便、最便宜、最經濟的方式

就是帶過去、帶呂景義到大陸學習，

我們就好像一塊海綿，一直吸啊！（

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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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遼寧體育學院時，葉校長都會盡量

找一流選手一起用餐，邊吃飯邊聊天，希望

多學習一些不同的觀念，並且會馬上把所學

到、聽到的記錄下來，再將內容作交叉比

對。對葉校長來說，中國選手的成功不外乎

是外界所認為的，公費制度和一條鞭的體

制，但他認為兩岸的環境不同，臺灣不太可

能運用相同的方法來訓練，所以應該學習適

用於臺灣的方法而不是一味抄襲。葉校長除

了親自陪呂景義到北京、瀋陽學習，還安排

他跟鉛球女將隋心梅和有名的鉛球教練李洪

棋學習，讓呂景義獲益無窮。而葉校長在國

立體育學院訓練呂景義時，也運用了自己獨

特的重量訓練法，經過前往中國的學習，葉

校長取長補短將中國的技術訓練方法引進，

又為呂景義量身打造重量訓練方法，讓呂景

義的成績突飛猛進。葉校長述說當時在國體

的訓練情形：

我是在我們體育館訓練呂景義推鉛

球，大家都不相信！去海港、漁港買

破的漁網，然後掛在體育館，下面放

墊子。他鉛球往網子丟，滾下來又拿

起來，又往網子丟，我們是這樣訓練

他。

這個idea我是從大陸學過來的，

我第一次引進過來。所以說還是要

想，人家好的你還是要想，然後再發

揚光大。（註19）

呂景義的改造成功，對於國立體育學院

來說有重要的影響，因為投擲項目有了指標

性選手。這樣的成功，是因為葉校長的堅持

以及不放棄的心態，也為臺灣的田徑界做了

很好的示範。

除了呂景義，後來的張銘煌更是一個

青出於藍的成功案例。其實在張銘煌高中時

代，就以鐵餅的項目在世界青少年田徑賽奪

得男子鐵餅金牌，也是我國在國際田徑總會

舉辦的國際賽中首面投擲金牌，這樣優秀的

選手，葉校長和呂景義師徒便極力爭取他就

讀國立體育學院。葉校長聘請中國的亞運金

牌鐵餅選手也是鐵餅金牌教練高王葵來臺指

導張銘煌，讓張銘煌收穫良多，由此可知葉

校長對學生的付出與關心。但在高王葵離臺

後，張銘煌卻陷入低潮，這樣的狀況讓葉校

長十分憂心，並且時常關心張銘煌的狀況，

而張銘煌在2001（民國90）年日本大阪的東

亞運動會獲得我國歷年來在亞洲地區比賽的

第一面鐵餅獎牌，55公尺88的成績更打破了

盧明宗在全國男子鐵餅的紀錄。雖然有這樣

亮眼的成績，但是葉校長卻不認為張銘煌的

鐵餅成績有太大的進步，於是與呂景義進行

多次的討論後，決定跟隨當時呂景義的腳

步，將鉛球轉為主要訓練項目。而張銘煌轉

項的過程算是相當順遂，由於原本的專項是

鐵餅，在投擲方法方面使用旋轉推擲法是再

熟悉不過了，即使當時外界認為張銘煌高大

的身形不適合使用這樣的擲法，但葉校長卻

舉國外的相關案例強調，旋轉推擲法已經是

頂尖選手所使用的方法，跟身材是沒有太大

的影響。事實也證明了葉校長的想法，張銘

煌改項目後的成績更上一層樓，2006（民國

95）年的杜哈亞運，以19公尺45的佳績獲得

銅牌，更同時超越了全國紀錄。還不只如

此，隔年張銘煌在德國的田徑巡迴賽中，創

造了男子鉛球的最佳成績20公尺20，更超越

了當年呂景義所寫下的紀錄，對於葉校長來

說，這兩位學生的成績是他的驕傲，甚至比

自己成為國手還要有意義，夢想的轉彎，讓

他擁有了更有價值的回憶。（註20）

三、大刀闊斧──擔任左訓中心主任

左訓中心是國家代表隊的重要訓練基

地，當時左訓中心的經費來源大部分是政府

的預算，但卻是民間團體在管理，如此特殊

的單位之經營則可能會有一些漏洞或是制度

上的問題。由於葉校長的行政經歷非常豐

富，當時的他正在高雄師範學院服務，而在

1982（民國71）年時他應邀擔任左訓中心的

主任，負責全中心的行政事務，還因此開了

高師院的外調首例。但是對於去左訓中心，

他也很掙扎，因為他對於社會體育比較沒有

興趣，還利用週末徵詢朋友的意見，但大家

都鼓勵他，葉校長最後還是決定兼任左訓中

心主任。一向做事認真嚴謹的葉校長，只要

是他認為對的事情是不會被影響而動搖，而

且對他來說，在學校的教職才是他的主要任

務，他若做不好，頂多就回去教書而已，因

此，無後顧之憂的他確實在左訓中心做了許

多改變。當時他在左訓中心時的重要任務便

是備戰1984洛杉磯奧運，我國代表隊在舉重

項目由蔡溫義拿到銅牌，棒球也獲得示範賽

的銅牌，也算是功成身退，除了重要的任

務，葉校長也在許多細節上做了改革、建立

了制度，但是整個過程也是非常辛苦。葉校

長表示：

我在那邊兩年半，最主要就是把他們

的制度建立起來，行政組有行政組的

制度、訓練組有訓練組的訓練制度、

輔導組有輔導組的輔導制度，共三個

組。整個很完整的，大家都在這個制

度下去運作。（註21）

當時左訓中心的教練不只要訓練選手，

還要購買器材，這個部分讓葉校長不能理

解，身為教練應該專心訓練選手就好，不需

要做這些不相干的事情，應該有相關單位來

負責處理。但是這樣的想法，並不是受到大

家的支持，可能因為其中牽扯了一些利益關

係，因此葉校長想要在財務方面做改變時，

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他卻毫不動搖，還是堅

持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由於是使用國家的

預算，若是沒有控管的話，便可能會造成一

些不必要的浪費，葉校長便從伙食的部分下

手，規定若沒有要在左訓中心用餐要登記，

讓廚房準備剛好的用餐量，就可以節省一些

菜錢，節省的錢再運用在中心的活動經費

上，雖然看起來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從此

看出葉校長的細心以及充分運用資源的能

力。葉校長回想說：

註19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20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5。

註21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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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競技運動所需要運動教練提供的相關需

求非常清楚，而且更進一步開放外聘教練的

規定，對於選手增進技術有更多的資源與幫

助。（註25）

教務長，為期6年的行政工作，增訂了相關教

務規定、增設運動保健學系、教練研究所、

二年體育系增一班、實施課程相關規定以增

進學生學習態度與教學品質，更經由教育部

獲准設教育學程中心，培育專業中學體育師

資等等，皆讓國立體育學院更加完整有制

度。除了教務長的行政工作，1991年開始兼

任運動技術學系系主任，任期內對於教練的

相關規定有更完整的規劃，例如：外聘教練

辦法、執行運動教練住宿輔導選手措施、首

創運動教練會議、開拓遴聘大陸運動教練制

度等，從這些制度的訂定可以發現，葉校長

我的任內，禮拜六、禮拜天的伙食費

一定要好好控制，你回去了我就不開

伙！假如中心全部一共有六百個人，

兩百個回去了，就不開伙，兩百個伙

食費就省起來啦！我就省這個錢辦自

強活動和尾牙聚餐。（註22）

另外一件事更可以顯示出他的精打細

算，也是當時在左訓中心的創舉，那就是利

用電腦配菜。對選手來說，訓練以外最重要

的就是伙食，而左訓中心除了選手外還有許

多員工，其餐飲是分開採買及分配的，不但

需要費工採買，還要分開結算經費，整個工

作是相當費時與費力的。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葉校長便請當時左訓中心的秘書衛沛文

負責規劃，更商請在美國念書主修電腦的男

子400公尺與8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王榮華，

一起規劃左訓中心的菜色以及設計出相關程

式。開始執行電腦代替人工採買和配菜後，

負責的伙食委員只要在前一天晚上按下預定

菜色的號碼並且輸入用餐的人數，電腦便會

顯示相關表格，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否透支，

若有透支再微調菜色內容即可，調整完畢還

可以將菜單跟帳單列印出來，過程只需花費

5到10分鐘，節省了相當多的時間，更可以

在短時間內控管預算不至於透支，其省下的

人力跟金額相當可觀。葉校長總是有著與他

人不同的觀點，並排除萬難的達成自己的目

標。（註23）

雖然擔任左訓中心的主任，有許多資源

可以利用，但是葉校長還是堅持公私分明，

絕對不會將公共資源運用在自己身上。即

使中心有配車給他，但他若開主任配車回老

家，加油的錢一定是自己出；另外，左訓中

心設有醫官，每年都有編列運動傷害和常用

藥品採購的預算，葉校長因為家人患有糖尿

病，有時會委託醫官幫忙他採買一些糖尿病

的用藥，但他也一定會自己付款，不會投機

取巧的混在公帳中。很多的小細節，就可以

了解葉校長為人處事的態度，雖然他謙虛的

認為自己在左訓中心的工作不甚完美，但也

不愧對於自己，已經盡力完成了階段性的任

務。（註24）

四、教學人生的意外──獲聘國立體育學院

校長

一個南部出生的孩子，除了來臺北學

習，其餘的人生都奉獻在南部，生活圈也

都在南部，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願意「拋

家棄子」北上來服務？是緣分與天意的選

擇。1987（民國76）年國立體育學院在桃園

龜山設校，首位校長蔡敏忠博士力邀葉校長

到國立體育學院服務，由於葉校長在1971（

民國60）年考取特考體育行政人員時，曾婉

拒蔡博士請他到體育司工作，在這樣的機緣

下，並且再三考慮後，葉校長無法再次拒絕

蔡博士，便北上擔任國立體育學院的訓導

長。面對才草創時期的國立體育學院，真的

是從無到有的挑戰，葉校長在訓導長任期訂

定了相關訓導經營依據，並且針對學生的伙

食問題、住宿問題進行規劃，以及晨操與全

校師生越野賽跑制度等等，許多規定皆沿用

至今。在1990（民國79）年時從訓導長轉任

註22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23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6。

註24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207。

註25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58。

圖2　葉憲清校長於國立體育學院辦公情形（照片來源：葉憲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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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校就開始參與校務，經歷從無到有

的過程，因此葉校長對於國立體院的大小事

務瞭若指掌，也因為對於體育的熱愛，即使

已年過一甲子，他還是提出「經營卓越體院

邁向世紀體大」作為1999（民國88）年競選

國立體院第三任校長的主題。而當時其他兩

位校長候選人皆有博士學位，只有葉校長沒

有博士學位，因此他對於能獲得同仁的支持

抱持著感恩的心，也相當重視這任期三年的

校長事務。對於競選校長的過程他回憶道：

事實上我生涯規劃沒有要當校長，因

為我自己知道，我沒有高學歷。但是

我曾任教的學校很多嘛！我都會觀察

人家校長怎麼領導學校。（註26） 

三年來葉校長如同「大禹治水，三過

家門而不入」，幾乎以校為家，全心全意為

學校勞心勞力的付出。為了國立體院的競爭

力，葉校長積極爭取國際交流的機會，多次

前往中國進行學術交流，也邀請中國金牌教

練至學校指導，培訓田徑優秀選手。並為了

提供選手良好的訓練場所，極力爭取經費增

加許多硬體設備，除了技術也不忘學術，為

了讓體育學院升格體育大學，增設了不同專

長領域的系所，其中包含體育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與博士班、教練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二年制體育學系更名為體育推廣學系、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適應體育學

系以及將運動技術學系分為三系，讓國立體

院學術、技術並進，更因此培育了更多體育

專業人才。

我接校長的時候，我們的目標

就要改制升格體育大學，那體育大學

一定要三個學院九個系，所以我的任

內，學院要變大學，第一個條件要三

個學院九個系，我接的時候七個系所

而已，我目標就要弄到十二個系所。

（註27）

而葉校長為了保存珍貴的校史資料，把

較無太多功用的貴賓招待所整修為校史館；

此外，非常關心學生生活狀況的他，每一學

期都會了解學生在外租屋情形，而在他卸任

前完成了一項創舉，經過多次努力，終於得

到教育部同意撥款建造專為運動選手設計的

學生宿舍「精英樓」。葉校長笑說當時到教

育部爭取經費的情形：

幾乎每個禮拜最少要去教育部一次，

拜託這個事情，然後講我的理念，我

非爭到不可。（註28）

由於運動選手的身材較為高大，因此一

般學生的床位尺寸不太合適，而且選手需要

晨操訓練或是晚間訓練，作息與一般學生不

甚相同，若是住在一起可能因為作息不同而

產生問題，若是能分開住宿會是最佳解決方

案。而專為運動選手設置的「精英樓」還設

有三溫暖、炊事間等設備為選手減輕壓力，

將來若是需要提供國家隊選手移地訓練，或

是接待國外選手時，可以提供最好的環境。

另一項重要的措施就是在國體校園內清疏深

水井，讓夏天時可以正常供水，因為林口的

地形關係，屬於自來水的尾端，水源常不穩

定，因此葉校長積極爭取清疏深水井、建蓄

水池，到處找經費，葉校長回想說：

我就想盡辦法，那時候剛好體委會成

立，為了改善選手的生活，我來做這

個事情。（註29）

在葉校長第二年任內，就完成蓄水池工

程，讓選手、學生的生活更便利。向來直話

直說的葉校長，還一針見血地向當時的總統

陳水扁，提出國立體院沒有標準田徑場的重

大問題，讓政府高層關注相關事務。而且在

他任期間，還特別邀請到當時的總統陳水扁

先生還有呂秀蓮副總統到體育學院參與畢業

典禮。

在國立體院一待就是17年，參與創校

到成為第三任校長，無非是對於體育教學的

熱愛，勤奮不懈的自我進修以及始終如一的

理念，葉校長對於國立體院所花的心血是有

目共睹，給予學校、學生的正面影響無庸置

疑，在培育優秀體育人才的貢獻更是不在話

下，而國立體院也是葉校長在教育界的最後

一個家，2005年便宣布退休，正式畫下在教

育界奉獻46年的完美句點。

五、精益求精、豐富經歷──學術著作與行

政歷練

對於葉校長來說，體育老師不應該像一

般人認為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應該

要自我要求，追求全方位發展，而自我進修

學習便是目標之一。葉校長的求學過程及經

歷與許多體育人不太一樣，他並不是從小就

開始專攻體育，而是當了小學老師之後才「

半路出家」，邊工作邊念書，考上師大體育

系後才走向體育老師之路。但他也不因此而

滿足，在屏東師專服務時，同時自我進修，

以《國中徑賽選手訓練法研究》升等為講

師，另外以《田徑指導》一書升等副教授。

他目前所撰寫的體育教學專書共8本，而相關

研究與著作有108篇，一直不放棄學習的他，

也曾在高雄師範學院服務時，利用教授休假

一年的時間，在1984（民國73）年時赴日本

筑波大學研究。筑波大學體育資源豐富，雖

然僅僅一年時間，葉校長也在學校體育方面

的學習獲益良多，可惜的是，本來計畫在筑

波大學繼續進修碩士學位，卻因為家中母親

身體欠佳，必須回臺，此也為葉校長所遺憾

之事。但他還是持續閱讀體育、教育等相關

書籍，此外，學術實務並重也是他的理念，

「體育學術實務化，體育實務學術化」是他

一直以來希望帶給學生的宗旨。（註30）

註26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27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28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29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30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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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求學經歷與眾不同，他在行政上的

歷練更是特別，一路從國小、初中、高中、

師專、師院教到大學，除了專任教師外，還

擔任過組長、主任最後並擔任國立體院的校

長，豐富的行政經驗可說是獨一無二。也因

為他的完整經歷，教育部許多大大小小的評

鑑、會議都會邀請葉校長擔任委員，而他從

1974（民國63）年就開始擔任各級學校的體

育輔導、評鑑、專題研究等工作，前前後後

總共到過404所學校，算起來葉校長所到過的

學校可說是接近臺灣所有學府的十分之一，

能夠有如此經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相當特

別。另外在各個體育相關的團體、國際賽事

也都曾擔任過委員，在體育界的經歷真的是

十分豐富。雖然目前已經退休，但還是持續

關心著臺灣體育大事，在臺灣時報有撰寫一

個月一次的專刊，以他獨到的見解評論體育

相關新聞，真的是一生離不開體育呢！（註

31）

肆、結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始終如一

葉校長一直以來給人的外在形象都相

當好，身為體育人，他對於自我的要求從來

沒有鬆懈過，曾經身為選手的他總是身體力

行，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是他認為最基本

的。其實這樣簡單的態度，就反應在他的人

生上，不會只是空談夢想，一定會付諸行

動，對於自己的標準總是盡力完成，說是他

的人生順遂，也是由於他對於自我的要求。

從為了達到夢想，不惜跟人借書自修，重新

準備考試，還跟學生借腳踏車練習跨欄，即

使可以擁有穩定的工作，還是為了國手之夢

不斷努力，在教學的生涯中，兼任行政、教

學與教練的工作，除了累還是累，但他還是

不會因此而偷懶鬆懈，而且身兼教練工作是

沒有額外的薪水可以拿的，也曾因為太過於

勞累兩度因急性肝炎住院，但他卻還是「毫

不退縮」，所謂「吃苦當吃補」也許葉校長

就是最好的典範。

雖然對於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對學生

他總是視如己出，在泰山國小服務時就以少

許費用幫家境困難的學生補習，也常常因為

他獨到的眼光發掘具有潛力的田徑好手，他

非常照顧教練以及選手，更不吝於自掏腰包

鼓勵優秀選手。在訓練時都親力親為，不管

風吹、日曬、雨淋，葉校長都會在旁指導學

生或者陪著學生練習，不管是課外、課餘、

甚至是假日，皆奉獻給學校、學生，能夠做

到如此不遺餘力的老師，真的是非常難能可

貴。這樣全心全意的教學態度，學生的成績

也都非常亮眼，這樣錢也買不到的回饋和回

憶，都是他教學最大的動力。

在46年的教學生涯中，葉校長最引以為

傲的就是從未缺席過一堂課，而「葉氏體育

教學法」更是始終如一，不管到哪個學校服

務，他的體育課一定是按部就班，依照教學

進度正常化教學，絕對不可能「放牛吃草」

，由於自己對於體育的熱情，因此希望提供

學生有學習效果、有樂趣的課程。葉校長說

著學生上他的課的心情：「當時別人在放

羊，我在認真上課，他們感覺很辛苦！但是

得到很多！」（註32）也因為他對體育老師

應有的態度與標準，他時常提醒學生說：「

佛教說有十八層地獄，我現在發現已增至十

九層，十九層都在關誰呢？！關那些不適任

的老師。」（註33）無非是期待臺灣能有更

多認真教學，帶給學生正確運動觀念的體育

老師，而他就是最好的模範。

葉校長為人直爽，並且是個「實務的理

論主義者」，他的理論都是從實務而來，有

憑據而來，因此他的觀點都相當務實。他對

於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會因他人

的眼光而改變，並勇於對時事提出批判，即

使可能會被質疑、誤會，他還是會堅持自己

認為對的事情，而許多事實也證明他的想法

是對的。

葉校長這46年在體育界、教育界作育菁

莪，也受到多方的肯定，曾獲教育部頒發特

優教師獎、六藝獎章、資深優良教師獎、優

良教育人員等獎勵；及行政院貳等服務獎章

和壹等服務獎章、中華民國教育會的木鐸獎

等等，更在2010（民國99）年獲教育部頒贈

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這樣的殊榮可說

是實至名歸。（註34）葉校長這些年來的教

學理念從未動搖，他認為一個國家體育的興

衰，是取決於一個國家學校體育的成敗，因

為學校體育是培養健康國民的根本，可以減

少政府的醫藥醫療支出，便可以厚植國力。

他上課或訓練選手時，抱持著培養「時時運

動，處處運動」的終身運動國民，希望學生

們把運動當成終身的興趣。他更認為選手不

應當只是一味的訓練，必須允文允武，學術

與技術並重，葉校長強調他的教育理念：「

我是主張文武要並進啊！允文允武這是我整

個教育理想，你要多一分的愛心去做這個工

作。」（註35）。現在「文憑社會」、「重

文輕武」的社會，可能影響學校體育的發

展，葉校長也十分擔憂，並期待全國各級學

校的學校體育教師可以善盡個人職責，發揮

應有的專業精神，提升我國學校體育的發

展。（註36）

註31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4。

註32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

註33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34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

任校長葉憲清教授》，5。

註35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

館，2014年5月27日。

註36	 教育部，《99年度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

及個人頒獎典禮手冊》。臺北：作者，2010。



1 6 4

學校體育實務的理論主義家

1 6 5

葉憲清

附錄
葉憲清大事記

參考文獻

一、書籍期刊雜誌

周宏室，《他的三次選擇──國立體育學院第三任校長

葉憲清教授》，桃園：國立體育學院，2005。

許瑞瑜，〈葉憲清──全方位體育園丁〉，《傳炬──

學校體育園丁傳習錄》，教育部編著，臺北：教育

部，2009。

教育部，《99年度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頒獎典禮手冊》。臺北：作者，2010。

圖3　國立體育大學四位校長合影 

（照片來源：葉憲清提供）

圖5　葉憲清校長與其妻子陳金珠小姐合影  

（照片來源：葉憲清提供）

圖4　葉憲清校長出國訪查（照

片來源：葉憲清提供）

二、訪談資料

葉憲清，面訪，新北市板橋車站21世紀風味館，2014年5

月27日。訪問人李乘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

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葉憲清，面訪，臺北市忠孝新生站旁星巴克咖啡

廳，2014年8月29日。訪問人李乘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36 民國25 10月30日出生於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1943 民國32 7 就讀楓港國民學校。

1949 民國38 13 就讀恆春初中。

1952 民國41 16 就讀省立屏東師範學校。

1955 民國44 19 泰山國民小學教師兼訓導組長。

1958 民國47 22 就讀省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專修科。

1961 民國50 25 就讀省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體育系三年級。

1962 民國51 26 與陳金珠小姐結婚。

1963 民國52 27 省立屏東中學教師。

1967 民國56 31 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講師、副教授兼體育衛生組主任。

1974 民國63 38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兼體育衛生組主任。

1982 民國71 46 左營運動訓練中心主任。

1983 民國72 47 獲教育部六藝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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