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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運動實踐者

柯明茂

壹、前言

「更快，更高，更強」是奧運的格

言。1984年洛杉磯奧運，自電視新聞及電視

轉播中觀賞到我國舉重選手蔡溫義在60公斤

級比賽中勇奪銅牌，從紀政1968墨西哥奧運

之後，中華隊已經有16年未能贏得奧運獎

牌，蔡溫義的舉重銅牌，真是舉國歡騰、振

奮人心。運動選手焚膏繼晷鍛鍊體能及技

術，終極目標即是有朝一日能進入奧運的殿

堂，與世界頂尖的運動員切磋琢磨，奪得最

高榮譽的獎牌，站上運動員夢寐以求的頒獎

臺。

筆者鍾啟明與一般小孩一樣，從小對

參與運動訓練有著偌大的興趣，尤其是田徑

運動，雖有機會參加比賽，但因無受過專業

訓練，想當然爾成績表現不甚理想，但對運

動的熱情未曾稍減。直到進入省立旗美高中

（現為國立旗美高中），高二校慶運動會結

束後，學校籌組田徑隊，並聘請曾參加1968

（民國57）年墨西哥奧運400公尺的柯明茂

老師擔任教練，將筆者等成績較佳者納入田

徑隊中。剛成立的旗美高中田徑隊可謂是雜

牌軍，具有基礎者僅是寥寥可數的少數2、3

位，但柯老師不因為如此而將訓練打折扣，

印象最深的是筆者扛著150磅重的槓鈴練習抬

腿跑150下，對當時體重只有50公斤的筆者

而言，地心引力使得槓鈴壓得我雙腿發軟無

力，真是無比沉重的負擔，幾度想放棄仆倒

在地，但是柯老師在一旁不斷地吶喊鼓勵，

最終才能完成訓練課表。另外，柯老師也常

自掏腰包買水果及營養品給我補充體力，彷

彿是筆者的父親一樣在乎與關心。就在老師

用心指導及無微不至地照料下，正式訓練四

個月後參加高雄縣中等學校運動會，不僅個

人成績有所斬獲，更榮獲高男徑賽總錦標第

二名及高女徑賽總錦標第一名。雖有不錯成

績，但校方不願繼續支持訓練田徑隊，柯老

師沉痛的心情集合田徑隊員，並語重心長哽

咽地宣佈要解散田徑隊，那一幕深深刻印在

心裡，至今仍是歷歷在目。柯老師宣佈完便

轉頭哭泣，在老師的啜泣聲中，隊員們感受

到的是不捨、無奈及不甘心，哭紅雙眼地走

向老師、安慰老師，感謝老師不求回報的訓

練及為我們承受許多行政單位的壓力，老師

所傳授的技巧及訓練方法讓我們銘記於心。

本著為參加過亞、奧運的傑出運動員留

下事蹟，由許光麃老師與筆者共同商議撰稿

內容及方向，本文除透過翻閱書籍、報紙蒐

集柯明茂老師的比賽成績，檢索媒體有關報

導，回憶旗美高中田徑隊接受指導的點點滴

滴，輔以訪談柯明茂本人及提供個人珍藏資

料，期望重現田徑場叱吒風雲的終生運動實

踐者──柯明茂。

貳、生平事蹟

柯明茂老師出生於1944（民國33）年11

月23日，臺灣省高雄縣旗山鎮（現為高雄市

旗山區），父親柯春吉先生，母親柯蘇謹女

士，兩人育有2男4女，柯明茂排行第五，上

有大哥及3位姊姊，下有1位妹妹，柯家歷代

（已超過十代）務農，以耕種稻米及香蕉為

大宗。

柯明茂的童年時光，就是在家鄉快快

樂樂跑跳、無憂無慮的遊戲，常與年紀相仿

的朋友在住家附近的楠梓仙溪沙地上玩耍、

跑、跳，不知不覺中練就了過人的強勁雙腿

（筆者於高中時親手摸過柯明茂老師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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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當放鬆時有如糌粑，但當出力時，有如

石頭般堅硬），因此被學校老師發掘，從小

學三年級開始代表溪洲國民學校參加校外比

賽，隨著到處征戰而有了成績，也逐漸孕育

出對跑步的強烈興趣。

造物者賦予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透過

遊戲活動來激發人類的學習樂趣，初二時，

平時跑跳、玩耍及訓練的溪州沙地，主人

欲將土地收回耕作，柯明茂擔心以後恐怕沒

有更適合的場地可供練習了，爾後的訓練要

如何是好？膽大心細的柯明茂在鼓起勇氣向

地主詢問可否不要收回土地，並提出願意租

下土地後，地主願意租借土地，但懷疑對他

說：「你一個囝仔人，你甘有錢來租？」回

家後向父母親報告事情原委，對他疼愛有加

的父母親並未加斥責及阻攔，為讓愛子能持

續運動，毅然決然答應願意出資，以每年新

臺幣190元將沙洲土地租下，繼續讓柯明茂有

訓練的場所，但這筆錢對務農的柯家無疑是

沉重的負擔，也連帶影響了唯一的妹妹──

柯玉美女士（兩人相差4歲）的求學之路，因

為家中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富裕，又要額外負

擔沙洲地租及柯明茂升學所需開銷，柯家實

在無法有多餘的錢供小妹念書，所以妹妹在

完成國小學業之後，即不再繼續升學，而是

進入職場分擔家計及柯明茂的學費，這一切

的付出，妹妹心甘情願毫無怨言，對此柯明

茂銘感於心，也是他在運動這條路上感恩的

人。（註1）

另外每每要到沙洲練習時，都需捲起褲

管濺涉冰冷的溪水，偉大柯爸爸為避免沁涼

溪水傷害到柯明茂雙腳，每天於放學後，背

負他越過冰冽溪水去運動，兩人再約好回家

時間，由父親背著再越過寒冷溪水，父子倆

一同享受甜蜜時光，一起溫馨回家。柯明茂

拭淚訴說父親的此項舉動，更讓他感受到全

家人強烈支持他的一股力量。

每次比賽，父母總是用熱水瓶泡好人

參茶，由父親帶去現場給柯明茂飲用，幾乎

父親空暇皆親臨比賽現場（全臺各地）觀看

愛子的比賽，柯明茂每每想到父親對他的付

出及愛護，至今仍然感動不已，不禁潸然淚

下，父親享壽80歲去世，至今30多年，柯明

茂仍時常於夢中與父親相聚，感覺父親沒有

離開而是在身邊陪著他、保護他，可見父子

情深。

1974年1月14日柯明茂（30歲）與高雄

市左營區的吳美瑛（26歲）女士完成終生大

事，婚後幸福美滿，育有1男1女，秉持父親

的教育觀念，啟發小孩朝自己的興趣發展，

但對品格教育絕不打折扣，目前兒女皆都服

務於醫界，兒子及媳婦任職於義守大學附設

醫院，現仍與於柯明茂同住在祖厝，女兒服

務於署立旗山醫院，都是擔任白衣天使的工

作。

圖1　柯明茂省體專畢業青春留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註1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訪問

人鍾啟明，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研究所研

究生。

圖2　陳慧坤老師（後排左三）與柯明茂（後排左二）全家合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3　與妹妹柯玉美合影（照片來源：

柯明茂提供）

圖4　與師母鶼鰈情深（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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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3）及800公尺（2分5秒8）雙料冠軍。（註

7）

高三時參加第十三屆中上運動會，獲得

400公尺（51秒2）冠軍及200公尺亞軍，200

公尺冠軍為名將辜英駿──彰化中學，前

三名都破大會紀錄（註8），其中400公尺，

柯明茂蟬連冠軍。因為在比賽期間髮型都是

理成三分頭，故有「光頭殺手」之名。陳慧

坤老師可說是他的啟蒙教練，目前旅居美國

加州，每次回臺探訪親友，柯明茂一定抽空

拜訪陳慧坤老師閒話家常，再續一段師生情

緣。（註9）

圖6　與陳慧坤老師（左二）合影於美國

加州（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5　省體專接力四大金剛合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1999年8月1日自省立旗美高中退休，

退休後也沒有閒著，每天清晨5、6點與師母

至菜圃及果園從事農作，老家田地所種的蔬

菜、水果等，除自食外也與左鄰右舍、親朋

好友分享。大約8點回家休息享用早餐，10點

左右開始與圍棋同好對奕，棋友來自南臺灣

各地，有高雄、臺南、及屏東等，不少人慕

名前來切磋棋藝，家住附近的好友周昇政則

是固定每天10點半到柯家下棋。傍晚，夕陽

西下的美麗時光，則是夫妻倆一起享受運動

的時刻。此次訪談後筆者也吃到柯老師種的

菜，有機、無農藥那種自然的鮮甜，不由自

主讓筆者、內人及小孩食指大動，連挑食的

女兒也停不下筷子，一口接著一口，這一餐

真是難以忘懷的幸福滋味。（註2）

參、成就與貢獻

一、初出茅廬的柯明茂

（一）國內賽事

1.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

自幼馳騁於沙洲的柯明茂，不知不覺

中練就強健的雙腿及心肺能力，於旗山中學

初中部二年級及三年級時，在學校舉辦的全

校路跑賽（由旗山中學出發，經旗尾至美濃

鎮中壇折返，再回旗山中學，全長超過十公

里）中，勇奪兩屆冠軍，連高中部的學生都

難望其項背，是名副其實的全校冠軍。（註3

） 也因此初三獲得參加臺灣省第十屆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大會（以下簡稱中上運動會）的

機會，初試啼聲便獲得初男組400公尺及800

公尺雙料亞軍（註4）當時所有同學及教練都

不敢置信，因為個子矮小，速度也非頂尖，

跌破眾人眼鏡。尤其800公尺賽前，聰明的

柯明茂很清楚自己的優勢是耐力好但速度不

佳，比賽不分跑道，於是設定的策略是槍響

便衝至第一名，利用耐力來爭取冠軍，但老

天也在考驗其應變能力，當槍聲鳴起、正當

要開始衝出時，柯明茂的右腳便被某選手（

不知何人）的釘鞋踩到流血，右腳釘鞋也掉

了，因突如其來的狀況，落至4、5名左右，

只好一隻腳穿釘鞋，另一隻腳沒穿鞋子，連

一旁的老師都說糟糕了，同學也笑翻了，但

他忍著疼痛，隨即改變策略，緊跟在領先者

後方以節省體力伺機而動、急起直追，直至

終點才接受治療，還留下傷痕，若不是意外

的發生，獲得的將不是亞軍而是冠軍。（註5

）也由此可窺見柯明茂尊重比賽、堅毅忍耐

及永不放棄的精神。

高中離鄉背井進入臺南南英商工田徑

隊，因學校沒有宿舍，所以需在校外租屋。

「天公疼好人」，因緣際會，老天安排了一

位貴人──陳慧坤老師（前200公尺、400公

尺接力及1600公尺接力全國紀錄保持人）。

（註6）因為任教於臺南一中的陳慧坤老師就

住在柯明茂租屋的樓下，陳慧坤老師特別喜

歡柯明茂，除了關心其生活起居外，也常常

利用假日騎摩托車載柯明茂至田徑場指導跑

步動作及技巧，因此成績突飛猛進。高二時

參加第十二屆中上運動會，獲得400公尺（51

註2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3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4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

臺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1988，402。

註5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6	 陳嘉言，〈民國四十八年全國體協公布之全

國田徑紀錄〉，《教育資料輯刊》，10（臺

北，1985.06）：333。

註7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417。

註8	 〈中上運動會成果輝煌　昨有七項創紀錄〉，《

聯合報》，1964.04.01，2版。

註9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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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及廿二屆均打破200公尺大會紀錄及第廿二

屆破400公尺大會紀錄，更維持只要出賽400

公尺及800公尺必獲冠軍的難得紀錄。若非第

十八、十九及廿屆未參賽，以當時的成績400

公尺可能完成8連霸壯舉。

高中畢業後進入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

校（現今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前身）就讀，接

受廖漢水老師的訓練。此時在廖漢水老師的

麾下持續嚴格而扎實的訓練，成績也持續

突破，參加第十四屆中上運動會榮獲400公

尺（51秒4）及800公尺（2分3秒1）雙料冠

軍，800公尺更是打破大會紀錄。（註10）。

第十五屆中上運動會因傷並未參加。復健好

後積極持續從事訓練，旋即在第十六屆中上

運動會中以雙破大會紀錄的優秀成績重新奪

回冠軍寶座，400公尺以50秒3破朱永全在第

十三屆所創50秒5紀錄，800公尺以1分59秒5

與雷寅雄2分01秒1，雙雙打破由柯明茂自己

所保持的2分3秒1紀錄。（註11）也因屢屢打

破國內紀錄，因而被讚譽為「破紀錄專家」

。將破紀錄當作送給自己最棒的畢業禮物。

總計柯明茂於中上運動會中共獲得7金

3銀，且自高二起，400公尺及800公尺從未

失手過，只要出賽必得冠軍。柯明茂對當時

的對手感到抱歉，因為比賽一定要全力以赴

才是尊重對手、才是運動家精神的表現，所

以對冠軍他當仁不讓，但場下大家仍是好朋

友，例如雷寅雄老師也將自己的著作「臺灣

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送給柯明茂老

師當作紀念，可見兩人深厚友誼、惺惺相惜

之情。（註12）

2.臺灣省田徑賽

臺灣省田徑賽為當時國內最高層級的

田徑賽事之一，不少好手都曾經在此大放光

註10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429。

註11	 〈田徑會國防　九項刷新紀錄　高男高欄預賽放

異采〉，《聯合報》，1967.04.29，5版。

註12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13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265-

表1　柯明茂參加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歷年參賽成績一覽表

芒，進而站上國際舞臺，如臺灣第一位參加

奧運的400公尺好手陳英郎、「十項鐵人」

楊傳廣及「飛躍羚羊」紀政等人。有志於奔

向國際賽事舞臺的柯明茂也必須通過國內最

高水準比賽的試煉，高二開始越級參加社會

組比賽，第十五屆省田徑賽獲得1金（400公

尺，50秒7）及1銀（200公尺）。（註13） 

。第十六屆省田徑賽參加400公尺（50秒9）

及800公尺（1分59秒6）獲雙料冠軍，800公

尺也是個人首次突破2分大關。（註14）

參加第十七屆省田徑賽時，柯明茂已是

省立體專學生，又以400公尺（49秒2）及800

公尺（2分2秒整）的成績衛冕成功。（註15

）第十八、十九及廿屆分別因省立體專田徑

課程中暖身不足導致受傷、入選中興田徑隊

赴菲律賓比賽及服役（海軍陸戰隊）無參賽

而失去衛冕機會。第廿一屆省田徑賽（臺灣

區第二屆）復出，200公尺在蘇文和、王憲

雄、辜英駿、柯明茂及蕭哲龍等好手的激烈

競爭中，柯明茂以22秒整，破辜英駿22秒1大

會紀錄（註16）的成績突破重圍、脫穎而出

獲得金牌。第廿二屆省田徑賽200公尺以21秒

9破大會紀錄並創個人最佳紀錄，（註17） 

也一雪第廿四屆臺灣省運動會200公尺落居

第二名之恥，另400公尺也以48秒9破大會紀

錄，並以兩項成績入選中興田徑隊，於4月赴

菲律賓比賽及參加中菲泰三國田徑對抗賽。

（註18）

總計柯明茂於省田徑賽共參加五屆比

賽，獲得8金1銀，並3次破大會紀錄：第廿一

年份 屆次 組別 項目 成績 名次 備註

1961 十 初男組
400公尺 2

800公尺 2

1962 十一 高男組 400公尺 4

1963 十二 高男組
400公尺 51秒3 1

800公尺 2分5秒8 1

1964 十三 高男組
200公尺 2

400公尺 51秒2 1 破大會紀錄

1965 十四 大專男組
400公尺 51秒4 1

800公尺 2分3秒1 1 破大會紀錄

1967 十六 大專男組
400公尺 50秒3 1 破大會紀錄

800公尺 1分59秒5 1 破大會紀錄

資料來源：筆者鍾啟明整理製表

表2　柯明茂參加臺灣省田徑賽歷年參賽成績一覽表
年份 屆次 單位 項目 成績 名次 備註

1963 十五 南市
200公尺 2

400公尺 50秒7 1

1964 十六 南市
400公尺 50秒9 1

800公尺 1分59秒6 1 個人首次破2分大關

1965 十七 高縣
400公尺 49秒2 1 平大會紀錄

800公尺 2分2秒整 1

1966 十八 肌肉嚴重拉傷，無法參加本屆比賽

1967 十九 隨中興田徑隊出國比賽，此屆未參賽

1968 廿 入伍服役，此屆未參賽

1969 廿一 高縣 200公尺 22秒整 1 破大會紀錄

1970 廿二 高縣
200公尺 21秒9 1 破大會紀錄

400公尺 48秒9 1 破大會紀錄

269。

註14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270-

274。

註15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275-

279。

註16	 〈首日十六項決賽　六人刷新大會〉，《聯合

報》，1969.03.16，8版。

註17	 〈臺區二十二屆田徑賽揭幕　女子八百公尺　李

珀鈺　梁素嬌破全國〉，《聯合報》，1970.03.15，2

版。

註18	 〈臺灣田徑賽昨閉幕　屏東縣贏獲總錦標〉，《

聯合報》，1970.03.16，8版。

資料來源：筆者鍾啟明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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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省運動會

臺灣省運動會（臺灣區運動會前身，以

下簡稱省運會）是從1946（民國35）年為慶

祝臺灣光復，回歸中華民國祖國懷抱而舉辦

的運動會，與臺灣省田徑賽名列當時國內最

高等級田徑賽事，1967年，臺北市改制為院

轄市，因此無法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臺北市

市只好自己籌辦市運會（共舉行7屆），由於

各界反映省市分別舉行，弊多於利，因此希

望省市合辦的臺灣區運動會便在1974年誕生

了。（註19）

第十七屆省運會於1962年又回到省垣

──臺中市舉行，大會每年都配合慶祝光復

節，同時揭幕。剛剛升上高二的柯明茂開始

第一次越級參加社會組比賽，初生之犢不畏

虎，「光頭殺手」一出手，400公尺冠軍又是

囊中物，另獲800公尺季軍。（註20）第十八

屆省運會柯明茂還是臺南市南英商工學生（

高三），也是高雄縣人，因為兩縣市極力爭

取其代表權而導致因缺戶籍謄本及體檢表，

而被當時擔任大會總幹事的周鶴鳴（省立體

專創校校長）於裁判長會議上宣佈，包含柯

明茂等37名運動員，因資格不符而剔除參賽

資格。（註21）

第十九屆省運會於1964年11月2日舉行，

來自高雄縣的中距離選手柯明茂，是突破大

會紀錄的第一位，他在400公尺的競賽中，

以49秒4突破了林通宏保持5年的50秒2的大

會紀錄。這是省運會舉辦十九年來，第一位

衝破50秒大關的選手，過去臺灣的選手中，

在50秒以內跑完400公尺的，雖已有過7人之

多，也是我國徑賽有史以來，繼楊傳廣、陳

英郎、卓瀧助、李伯廷、紀攀龍和張星賢之

後，第七位以50秒以內跑完400公尺的選手。

但是在省運會上以50秒以內得冠軍的，柯明

茂是第一人。（註22）。

當時擔任裁判的前400公尺（48秒6）全

國紀錄保持人陳英郎表示，柯明茂的反應非

常靈敏，常常能隨著槍聲一起起跑，而且彈

性也很好，假如能再加以適當的訓練，2年後

的亞運，他必然能有所表現的，柯明茂接受

記者訪問時也提到當時他練習的場地，跑道

僅有200公尺長，400公尺必須要跑兩圈，所

以在不知不覺間，他對賽跑時彎道的技巧很

有心得，以後每逢比賽都比人家更勝一籌。

（註23）

筆者高中接受柯明茂老師指導彎道技

巧時也印象深刻，柯老師指出彎道技巧很重

要，他常在一個彎道後即領先其他選手4、5

公尺，原來是柯老師在選手生涯中400公尺從

未輸過的原因。繼400公尺奪魁後，11月4日

在800公尺的決賽中，擊敗了上屆省運會的冠

軍林賢伍，並以1分57秒8，粉碎了鄭洛成（

威震四方的山東五虎《劉學章、王守千、孫

丕典、畢立明及鄭洛成》）（註24），保持

了7年之久的1分58秒5的大會紀錄。柯明茂當

時是20歲的高雄縣選手，是該屆省運會中唯

一突破2項大會紀錄的雙料冠軍，因此，他在

頒獎時，受到了滿場觀眾的喝采聲。（註25

）第十九屆省運會，所有打破紀錄的收獲，

均呈獻給總統祝壽。（註26）

第廿屆省運會，柯明茂將進行400公尺

及800公尺的衛冕任務，結果不但雙雙衛冕成

功，800公尺成績1分58秒9，400公尺又以49

秒3成績打破上屆省運會自己創下的49秒4紀

錄，也是本屆比賽六項破紀錄成績中，唯一

一項是屬於男子的。（註27）

第廿一屆省運會因入選中興田徑隊赴菲

律賓比賽、第廿二屆省運會因入伍服役、第

廿三屆省運會因為參加墨西哥奧運，甫回國

而無法參賽，連著3屆都無法參賽，也失去

衛冕機會。第廿四屆省運會睽違3屆後再次參

加，也是他最後一次參賽，在200公尺項目

（省運會第一次參加此項目）輸給新秀楊文

華，但400公尺仍以相當有水準的48秒8個人

最佳成績打破自己於第廿屆省運會所創49秒3

紀錄。（註28）

合計柯明茂參加過4屆省運會，共獲得

6金1銀1銅，4次打破大會紀錄：第十九、二

十及廿四，3屆3次打破400公尺大會紀錄，

及第十九屆以1分57秒8，粉碎了鄭洛成保持

了7年的1分58秒5的800公尺大會紀錄。若非

第廿一、廿二及廿三屆未參賽，以當時的成

績，400公尺可望完成7連霸壯舉。

註19	 蔡特龍，〈從臺灣省運動會到臺灣區運動會〉，

《教育資料集刊》，10（臺北，1985.06）：511-

512。

註20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105-

107。

註21	 〈周鶴鳴總幹事宣布　不合資格選手　三十七名

被剃除〉，《聯合報》，1963.10.10，2版。

註22	 〈省運新聞　田徑項目今天結束昨雖風和日麗　

仍然未見佳績〉，《聯合報》，1964.11.03，3版。

註23	 〈省運新聞　冠軍群像〉，《聯合報》，1964.11.03，3

版。

註24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88。

註25	 〈省運新聞　柯明茂姚麗麗雙喜臨門〉，《聯合

報》，1964.11.04，2版。

註26	 〈省運新聞　經過五天激烈競逐　十九屆省運昨

閉幕〉，《聯合報》，1964.11.05，6版。

註27	 〈二十屆省運今天閉幕　苗縣女選手昨又有精彩

表現　四百公尺接力刷新全國紀錄　田徑總成績

男不如女〉，《聯合報》，1965.10.30，3版。

註28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146-

149。

表3　柯明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歷年參賽成績一覽表

資料來源：筆者鍾啟明整理製表

年份 屆次 單位 項目 成績 名次 備註

1962 十七 高縣
400公尺 51秒5 1

800公尺 3

1963 十八 高縣 因缺戶籍謄本及體檢表而被剔除參賽資格

1964 十九 高縣
400公尺 49秒4 1 破大會紀錄

800公尺 1分57秒8 1 破大會紀錄

1965 廿 高縣
400公尺 49秒3 1 破大會紀錄

800公尺 1分58秒9 1

1966 廿一 隨中興田徑隊出國比賽，此屆未參賽

1967 廿二 隨中興田徑隊出國比賽，此屆未參賽

1968 廿三 參加1968年墨西哥奧運，此屆未參賽

1969 廿四 高縣
200公尺 2

400公尺 48秒8 1 破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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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賽事

1.中興田徑隊

每位運動員努力目標，無不以追求最佳

成績，有朝一日能穿著國家隊制服，代表國

家出國比賽為國爭光，而在政治動盪、風雨

飄搖的時代，想要出國比賽機會渺茫，在政

府努力為選手爭取權益下，1965（民國54）

年中華民國田徑隊於1月應泰國的邀請參加在

曼谷舉行的五國（菲律賓、越南、錫蘭、中

華民國及地主泰國）田徑對抗賽，隊員為吳

阿民、陳俊雄、邱乾泰及柯明茂（400公尺及

800公尺，第十九屆省運會成績），開啟柯明

茂田徑國手生涯。（註29）

1966年為敦睦中菲兩國邦交，並慶祝臺

北市與奎松市（Quezon）兩市締結姊妹市，

臺北市體育會田徑委會與臺灣省體育會田徑

協會共同籌組中興田徑隊前往菲國，與菲律

賓田徑隊舉行中、菲田徑對抗賽，中華代表

隊包括柯明茂等35位男、女選手，但柯明茂

因出國手續未辦妥而沒能隨行。（註30）

1968年臺北市與菲律賓奎松市為慶祝姊

妹市而於6月29、30兩天假臺北市體育場舉行

中菲田徑對抗賽，此次比賽中柯明茂400公尺

以51秒2成績奪冠，亞軍為王憲雄。（註31）

1969年4月中菲田徑對抗賽，入選包括柯

明茂等44名選手，共赴菲律賓比賽。（註32

）8月入選中興田徑隊，參加日本舉行的第四

屆日本夜間選手權大會及國際田徑對抗賽，

另紀政從義大利飛抵日本與中興隊會師，

在日本就讀教育大學的陳全壽，也在日本歸

隊。（註33）

1970年4月隨中興田徑隊赴菲參加菲律賓

全國田徑賽及中、菲、泰三國田徑對抗賽。

（註34）7月中琉田徑友誼對抗賽，中興隊

獲十四項冠軍，女子800公尺李珀鈺以2分21

秒4翻新全國紀錄，柯明茂獲得200公尺（23

秒整）、400公尺（48秒9）、400公尺接力（

邱華興、陳政宏、柯明茂、蘇文和成績43秒

整）三項冠軍。（註35）9月中興田徑隊應日

本中京大學之邀，再度遠征日本，9月4日柯

明茂400公尺以49秒2獲得冠軍。9月9日再參

加200公尺又以21秒8獲得第二名，並創個人

最佳成績。（註36）

2.亞洲運動會

1966年第五屆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

運會）由泰國主辦，當時國內好手無不摩拳擦

掌，極力爭取代表國家參賽，柯明茂是當時國

內最佳的400公尺選手，也想爭取佳績代表國

家參加亞運會，但這一年真是諸事不順，先

是年初於省體專田徑課程中（400公尺接力）

，因為天氣寒冷及暖身不足，而且盡全力的狀

況下，結果導致大腿嚴重拉傷，錯過所有選拔

賽，也錯失個人首次參加亞運會的機會，因為

前一年（1965）的第十七屆省田徑賽時已將個

人紀錄推進至49秒2，若沒有受傷極有可能達

到決選標準（49秒整）。（註37）

時光飛逝，四年轉眼即至，柯明茂也歷

經省體專畢業，海軍陸戰隊服役及退伍，接

著進入高雄縣大洲國中服務，這期間也從未

間斷練習，目標就是參加一次亞運會，第六

屆亞運會第一期選拔（第廿二屆省田徑賽）

，柯明茂400公尺以48秒9，個人次佳成績達

第一、二期選拔標準，200公尺以21秒9，個

人最佳成績達決選標準，（註38）初步完成

個人心願。而自己最拿手的400公尺，以0.1

秒之差飲恨，心雖有不甘，仍努力練習突破

這0.1秒的高牆，誠所謂「有志者事竟成」，

第廿四屆省運會400公尺以相當有水準的48秒

8。（註39）個人最佳成績剛剛好達到決選標

準。其堅毅不拔、勇於挑戰的精神值得我們

後輩效法及學習。

圖7　中日交流賽與陳全壽（左一）及日本選手合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8　中日交流賽全體隊員合影（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註29	 〈參加五國對抗我田徑隊明日飛泰〉，《聯合

報》，1965.01.12，2版。

註30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514。

註31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522。

註32	 〈中菲田徑對抗賽　我隊名單公布〉，《聯合

報》，1969.04.01，6版。

註33	 〈參加日舉辦兩項田徑賽〉，《聯合報》，1969.08.12，5

版。

註34	 〈參加菲主辦兩項比賽〉，《聯合報》，1970.03.16，8

版。

註35	 〈中琉田徑賽昨收場〉，《聯合報》，1970.07.13，6

版。

註36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524。

註37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38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555-

570。

註39	 〈彰化女選手梁素嬌　四百公尺再破全國〉，《

聯合報》，1969.10.3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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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亞運會原訂於1970年在韓國漢城

舉行，不料韓國以經濟發展及安全顧慮為由

撤銷第六屆亞運會主辦權。在亞洲運動協會

會員國一再敦促之下，於1970年12月9日易地

泰國並利用第五屆亞運會之各種場地及設備

舉行，我國代表團在奧會主席楊森將軍歷時

11個月的極力籌劃之下，組織了一個共計178

人的龐大代表團，於1970年12月3日由團長陽

森將軍率領，飛抵曼谷。

亞運會田徑賽從12月10日開始比賽，柯

明茂400公尺在初賽中以50秒9進入準決賽，

然後以49秒1的成績，在準決賽第二組獲第五

名被淘汰。（註40）200公尺在第一組以22秒

5列第七名而被淘汰，（註41） 400公尺接力

是我國賽前預估可進前三名，與第一棒李忠

平、第二棒陳全壽及第四棒蘇文和等搭配，

因為交接棒不順，以41秒7獲得第六名。（註

42）

圖10　第十九屆奧運選手證書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9　第六屆亞運會當選證書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第六屆亞運會最後我國獲得1金5銀12

銅。（註43）田徑共獲1金3銀5銅。（註44）

而這唯一的一面金牌就是紀政的貢獻，這面

金牌有無限的意涵，也因為這面金牌我國才

不致會空手而回，寫下零金牌的紀錄。

3.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我國參加第十

九屆墨西哥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於

1967（民國56）年7月1日，在中華全國體育

協進會成立，並開始選拔。（註45）選拔期

正值柯明茂從省立體專畢業準備當兵，當時

柯明茂心情忐忑不安、苦惱不已，想參加選

拔但當兵在即，無法正常訓練要如何通過選

拔？而且能夠離開營區參加選拔嗎？就在此

時，細心及愛子心切的柯媽媽，帶著心情低

落的柯明茂前往高雄縣內門鄉紫竹寺拜拜並

求籤，結果竟抽得上上籤，籤詩如下：「一

盞明燈面前休，主人有無再添油，若有險處

不見險，若有憂慮可無憂。」大意為：「看

似光明的前程即將消失，當事人自己有沒有

在努力加油，只要自己努力把握機會，遇到

險處也會化險夷，憂慮也會迎刃而解」。因

為籤詩內容使他七上八下的心情得以安心的

入伍當兵，受預官（政工官）訓後分發屏東

車城海軍陸戰隊服役，此時連上安排柯明茂

擔任排長帶兵，這時柯明茂心想大事不妙

了，沒有帶過兵、也沒受過相關帶兵訓練（

因為是政工官訓），至於心中繫念的田徑訓

練，應該是沒指望了。但是柯明茂終究不死

心，他的心中有個聲音一直告訴他：「沒嘗

試過怎知道沒機會呢？」左思右想之後，於

是找連長討論自己受政工官訓並不會帶兵，

而且也正準備參加奧運選拔，想不到連長不

但沒有刁難，反而主動向上呈報相關事宜。

不久公文布達將柯明茂調至別營（屏東保

力）當政工官，真如籤詩所說：「若有險處

不見險，若有憂慮可無憂」，此時終於可以

每天做正常訓練。緊接著海軍橄欖球賽、排

球賽及海軍運動會，皆以公文借調柯明茂參

加比賽及訓練，訓練時程也更正常化。從此

柯明茂更篤信紫竹寺的觀音菩薩神靈，除

了自己每個月初一、十五親自去拜拜，親朋

好友若有疑問，也都帶他們去紫竹寺求籤問

事，祈求菩薩顯靈庇佑。（註46）

當兵一年後退伍（1968年），隨即於8

月13日奧運第三期決選中，400公尺以49秒整

平決選標準，這項目僅有柯明茂一人參加決

選，在無人競爭的情形下，跑出49秒成績，

十分難得。（註47）

註40	 〈第六屆亞洲運動會特輯〉，《聯合報》，1970.12.12，3

版。

註41	 〈六屆亞運新聞　女子千五公尺刷新全國紀錄〉，《聯

合報》，1970.12.14，3版。

註42	 〈亞運特輯	 田徑場一再爆冷門〉，《聯合報》，	

1970.12.11，3版。

註43	 張妙瑛、林玫君等著，《臺灣體育史》，臺北，

五南，2009，122。

註44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568

。

註45	 汪清澄，《中華民國參加第十九屆奧林匹克運

動會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

會，1968，2。

註46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

註47	 〈世運田徑代表決選三級跳締佳績〉，《聯合

報》，1968.08.14，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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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墨西哥奧運田徑代表隊：教練─

廖漢水、楊傳廣，選手─男：吳阿民、陳全

壽、蘇文和、蘇博泰、洪三郎、柯明茂、陳

明智：選手─女：紀政、葉菊妹、田阿妹、

林純玉等。（註48）

奧運代表團在9月28日由臺北起飛，於9

月29日（當地日期）零時20分抵達墨西哥機

場。稍事休息後於9月30日開始練習，10月

2日起柯明茂等人不適應高地環境，心疲力

竭。（註49）至10月11日柯明茂與洪三郎仍

感到呼吸有點困難。（註50）另外田徑隊在

楊傳廣和廖漢水兩教練安排的練習日程下，

嚴格執行，從無怠慢，9日早上練習到中午12

點20分，回到選手村已下午1時了，吳阿民、

蘇文和、蘇博泰、柯明茂等，想要沖個澡整

理儀容，但是選手村整個早上都無法供應熱

水衛浴，柯明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燒柴煮

熱水，為使辛苦的選手們都能舒服的沖個熱

水澡。下午2時以後，才進餐廳用餐，這一

天，午餐遲了，午睡沒睡，下午又有練習檢

討會，晚上赴宴，遲了1小時吃飯，晚上返回

宿舍，已是午夜11時10分了。選手無法專心

準備比賽，還需要自己克服生活上的波折，

國家照顧選手的支援在哪裡呢？（註51）

圖15　內門紫竹寺籤詩。（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1　墨西哥奧運開幕典禮留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2　墨西哥奧運與國旗及中華民國單位

牌合影（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4　墨奧與楊傳廣教練合影（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3　墨奧與紀政合影（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註48	 雷寅雄，《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631。

註49	 汪清澄，《中華民國參加第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

會報告書》，1968，36-37。

註50	 〈我代表隊正值巔峰狀態　紀政可望列名低欄六傑　

自由車選手蔣光南車傷〉，《聯合報》，1968.10.13，3

版。

註51	 〈世運採訪日記　好機會大雨傾盆　不守時枵腹

待宴〉，《聯合報》，1968.10.17，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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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仍佳，在男子45～49歲組比賽，100公尺以

11秒7奪魁，400公尺以55秒5獲勝，兩項成績

都打破全國常青紀錄。（註61）9月9日於全

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再度以54秒9打破自己

在春季賽所創400公尺紀錄，現仍為全國常青

賽紀錄，「破紀錄專家」果然名不虛傳，不

斷突破自己及紀錄，更豎立「柯明茂障礙」

。

圖16　馬來西亞常青賽衝刺英姿（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7　馬來西亞常青賽200公尺冠軍頒獎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因無法適應高地環境，呼吸不順，身體

調整不佳，所以柯明茂未發揮應有實力，殊

為可惜，200公尺預賽成績22秒4，400公尺預

賽成績49秒整，均名列第七落選。（註52）

此行墨西哥奧運創下許多的特殊紀錄令

柯明茂記憶深刻：1、第一次在高地舉行。2

、第一次奧運聖火由女性運動員點燃。3、

第一次採用人工跑道。4、跳高由海綿坑代替

了沙坑，使跳高比賽出現歷史性的一刻──

背滾式出現。5、撐竿跳高場上，正式採用

玻璃纖維竿。6、100公尺由美國的海斯（J. 

Hines）突破了10秒大關；跳遠比賽由美國的

貝蒙（B. Beamon）創下8公尺90的新紀錄，

形成跳選手難以突破的「貝蒙障礙」。

二、老而彌堅的柯明茂

（一）國內常青賽事成就

「活到老學到老──終生學習」，運動

亦然，「終身運動」也是維持身體健康、青

春永駐的重要因素，常青賽事的舉辦使運動

競技不再是年輕選手的專利，老將們也有展

現本領的舞臺。

退役後的柯明茂本著維持健康身體的

觀念，以及繼續人生下一個階段目標而努力

運動，自我要求及訓練未曾停歇，1984（民

國73）年，滿40歲達到常青賽事門檻後，便

開始參加常青組田徑賽事，首先於10月的全

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在忠組（40～44歲

組）100公尺及200公尺決賽中，分別以11秒

88及24秒4成績破大會紀錄，獲得金牌。（註

53）雄風不減當年的柯明茂，隔年又於全國

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男子忠組中，100公尺11

秒4，200公尺23秒5，雙破自己去年秋季賽所

創紀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註54）並入

選第一屆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國手。

1986年全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400

公尺又打破大會紀錄。（註55）翌年先是

在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忠組包辦100公

尺、200公尺及400公尺三項冠軍，皆打破大

會紀錄，（註56）緊接著在全國秋季常青田

徑公開賽，以200公尺23秒2及400公尺52秒00

成績再度打破自己保持的大會紀錄，且目前

仍是我國常青田徑賽40～44歲組全國紀錄，

這項紀錄至今年已高懸26年無人能打破，可

見難度相當高。（註57）

1989年，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過

境的冷鋒，並未壓低選手興致，表現較突出

的成績有男子仁組（45～49歲）400公尺決

賽的柯明茂（55秒7）。（註58）「沒有心臟

的跑者」柯明茂又奪取100公尺及400公尺冠

軍，百米跑出手按計時的11秒9。（註59） 

1990年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在臺北市市

立體育場舉行，由於這場比賽關係到參加第

六屆亞洲常青田徑賽的國手選拔，為了爭取

當選「老」國手資格，人人無不卯足全勁力

拚，造成「破」聲連連精采場面。（註60） 

風雲人物是1968年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國手

柯明茂，儘管年歲增大，但他的速度和爆發

註52	 湯銘新，《奧運會發展史》，臺北：徐亨體育文

化基金會，2004，317。

註53	 〈秋季高齡田徑賽昨閉幕〉，《民生報》

，1984.10.15，10版。

註54	 〈老人競跑　全家加油　其樂也融融！〉，《民

生報》，1985.03.18，3版。

註55	 〈阿公阿婆參加高齡田徑賽　兒孫場邊助陣健身

又開懷〉，《民生報》，1986.11.03，10版。

註56	 〈微風往事　吹過田徑場　老將出馬　威風猶未

減〉，《聯合報》，1987.04.20，7版。

註57	 〈高齡田徑賽　首日成績優異〉，《民生報》

，1987.08.23，2版。

註58	 〈常青田徑賽　老將上緊發條　那管寒風冷雨〉

，《民生報》，1989.03.26，3版。

註59	 曾清淡，〈常青田徑賽　雨澆不熄熱情〉，《聯

合報》，1989.03.26，10版。

註60	 劉善群，〈“老”手爭創新猷　常青田徑賽　放

異采〉，《民生報》，1990.03.25，1版。

註61	 曾清淡，〈常青田徑賽　昔日名將　寶刀

未老　39項紀錄　昨日翻新〉，《聯合報》

，1990.03.25，16版。



2 9 2

終生運動實踐者

2 9 3

柯明茂

（二）國外常青賽事

1.亞洲常青賽事

1988（民國77）年第五屆亞洲常青田

徑錦標賽在我國臺南市立體育場舉行，以「

運動一生‧常保青春」為競賽主題，一些不

服老的赫赫名將紛紛「重現江湖」，包括許

通、倪泅及柯明茂，他們不再年輕，卻對田

徑運動難以忘情。常青田徑賽在國際間蔚成

風潮，只要立下目標，保持運動，70歲投入

國際賽行列也不遲。（註62）男子40～44歲

組400公尺接力決賽，中華隊是贏家，由陳中

田、鄭清榮、柯明茂和陳聰斌搭配，跑出46

秒05。（註63）400公尺也破紀錄，曾經是中

華民國參加墨西哥奧運國手，也是我國田徑

史上於國內400公尺賽事中第一位跑進50秒內

的柯明茂，在男子40～44歲組400公尺決賽

中，跑出53秒64的佳績贏得冠軍，並刷新大

年份 賽事名稱 組別 項目 成績 名次 備註

1984 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40～44歲組

100公尺 11秒88 1
破大會紀錄

200公尺 24秒4 1

1985 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100公尺 11秒4 1

破大會紀錄
200公尺 23秒5 1

1986 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400公尺 1 破大會紀錄

1987

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100公尺 1

破大會紀錄200公尺 1

400公尺 1

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200公尺 23秒2 1 破大會紀錄（前仍

為全國常青紀錄）400公尺 52秒00 1

1989 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45～49歲組

100公尺 11秒9 1
破大會紀錄

400公尺 55秒7 1

1990

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100公尺 11秒7 破大會紀錄

400公尺 55秒5 破大會紀錄

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 400公尺 54秒9
破大會紀錄（前仍
為全國常青紀錄）

表4　柯明茂歷年國內常青賽事成績一覽表

註62	 曾清淡，〈昨夜星辰　依然燦爛否？〉，《聯合

報》，1988.12.02，10版。

註63	 曾清淡，〈羚羊常青　接力冠軍　最後一棒　紀

政真棒〉，《聯合報》，1988.12.05，10版。

註64	 劉善群，〈中華常青樹金光閃閃〉，《民生報》

，1988.12.05，4版。

註65	 曾清淡，〈跑贏歲月的人〉，《聯合報》

，1988.12.07，10版。

資料來源：筆者鍾啟明整理製表

圖18　第六屆亞洲常青賽金牌（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19　第一屆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獎狀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會紀錄（亞洲紀錄）；另200公尺以24秒04獲

得銅牌。（註64）優異表現聯合報特地專欄

撰述：

他是旗山的蕉農子弟，但他對栽種香

蕉從無興趣。他的興趣不斷地變，唯

有對田徑運動難以忘情。柯明茂，二

十年前是參加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的

田徑國手，現在頭髮微禿，仍活躍於

亞洲常青田徑賽。當他的田徑生涯如

日中天時，田徑迷稱他為「沒有心臟

的跑者」。他似乎跑不累，從萬米長

跑起家，所跑的距離逐漸縮短，後來

在講求速度和耐力的四百公尺大展所

長……。（註65）

圖20　第一屆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獎牌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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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與訓練及圍棋賽事

（一）教學與訓練

1968（民國57）年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

教學邀請，深思熟慮後孝順的柯明茂選擇回

到家鄉承擔照顧年邁雙親的責任，而進入高

雄縣大洲國中服務，開啟春風化雨、作育英

才的教學生涯，除正常體育教學外，亦兼任

體育組長及負責田徑隊訓練工作，期間指導

過的選手，如謝金璋及黃茂良等。

1969年，當時就讀內門國中二年級的謝

金璋對田徑運動充滿興趣，其父親及老師便

帶著他來拜師學藝，柯明茂與家長及老師討

論後建議讓謝金璋住在柯家，早上晨訓後再

到校上課，放學後繼續訓練，家長及老師同

意並全力配合，謝金璋亦全力配合，對柯明

茂的訓練課表照單全收，辛耘付出也沒有白

費，1970年第十九屆中上運動會榮獲400公尺

第二名及800公尺冠軍，並於畢業後進入臺

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現已併入臺北市立大

學）就讀，繼而入選國手參加第一屆及第二

屆亞洲田徑錦標賽，並於第二屆亞洲田徑錦

標賽獲得400公尺中欄第四名佳績。（註70） 

曾締造十項運動7,102分的好手黃茂良，於大

洲國中就讀時也曾接受柯明茂老師的指導，

只是當時身高180公分的黃茂良鍾情於籃球運

動，國中以前表現平平，沒有在田徑場上發

揮，直到高中後專心改練混合項目才慢慢嶄

露頭角。

1990年第六屆亞洲常青田徑錦標賽在馬

來西亞舉行，雖身負衛冕400公尺的重任，但

考量自己年歲漸長，又是在國外比賽，各方

面的備戰狀況不如上屆在國內舉辦時順利，

幾經考量後，決定捨棄400公尺，選擇專攻

200公尺，這個決定也是正確，最後也如願獲

得第一名，這也是一生征戰田徑場，唯一一

次於國外場地的正式競賽中所獲得的冠軍，

在田徑的路途上也算完成個人的心願，光榮

的從田徑場上正式退休。（註66）

2. 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

首屆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Masters 

Games）於1985年8月7日至25日在加拿大多倫

多市舉行，為老將提供表現的戰場及地盤，

賽會以倡導「終身運動」為宗旨，參加的選

手包括退休的運動明星及純粹喜愛運動的一

般民眾，在這項運動聚會裏，所有選手都是

以個人身份與賽，既無業餘、職業之分，更

不含有政治色彩，著重的是「參加」而非「

爭勝」，最大的意義就是大家都能向「年

齡」挑戰，我國由中華奧會副秘書長湯銘新

帶領58名選手角逐這項四年一度的盛會。（

註67）田徑場彷若旅遊勝地，抬頭是碧藍的

天，雪白的雲，腳下是油綠的草，磚紅的跑

道，明朗的顏色，輝映成畫，如此宜人的環

境正是創造佳績的時刻，8月19日40歲組200

公尺賽，共有15名選手參加，我國籍的柯明

茂以23秒66，預賽第一名的成績晉級決賽。

（註68）

除200公尺以排名首位晉級外，8月18日

100公尺預賽也有突出表現獲得決賽權，但

100公尺及200公尺同在8月21日下午舉行，

經過縝密分析敵我情勢及自己優勢所在，乃

放棄100公尺決賽，而把目標放在200公尺項

目，冀望在這個較有把握的項目裏勇冠群

雄。

這場200公尺決賽競爭異常激烈，第三

道威爾森為100公尺冠軍，第四道為美國好

手貝爾，還有地主好手森岡，再加上預賽第

一的柯明茂，好手如雲，但無人有十足把握

能獲勝。隨著槍聲鳴響，比賽正式展開，柯

明茂的起跑表現十分理想，但彎道的技巧優

勢不明顯，進入直道後雖奮力放開大步急起

直追，仍追不過人高馬大，高出自己近一個

頭的森岡，而屈居亞軍，森岡以23秒63獲得

冠軍，柯明茂23秒80亞軍，威爾森23秒88季

軍，貝爾23秒97，前四名都跑進24秒內，足

見競爭強度及難度之高，柯明茂也終於獲得

個人第一面世界級競賽獎牌，也是人生中值

得紀念的一刻。（註69）

柯明茂老師雖已退出常青組比賽，但仍

活躍於常青組賽事，除擔任高雄縣報名聯絡

站工作之外，也擔任全國常青賽事的監事工

作，更在2012年（68歲）擔任第十七屆亞洲

常青田徑賽領隊一職，柯明茂老師對田徑運

動的執著與付出，值得我們後生晚輩效法及

學習。

註66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7月5日，訪問

人為鍾啟明。

註67	 〈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七日問世〉，《民生報》

，1985.08.06，3版。

註68	 劉延青，〈七九高齡‧一人獨跑八百公尺　龔韻

湘獲冠軍首獎〉，《民生報》，1985.08.21，3版。

註69	 劉延青，〈世界壯年運動會　一步之差‧冠軍

易手　柯明茂二百公尺獲銀牌〉，《民生報》

，1985.08.23，3版。

註70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7月5日。

圖21　多倫多世壯運美景（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22　第十二屆海峰盃圍棋賽亞軍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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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後因緣際會進入省立旗美高中服務，

爾後要繼續訓練選手更難了，因為這是一所

普通高中，家長及學生都是以讀書為第一優

先，寄望將來可以考上大學，學校的首要目

標就是升學，對體育更是長期漠視及冷落，

每每得不到學校關愛及充分支持，因此雖有

意組成田徑隊，也都無疾而終，殊為可惜及

遺憾。但山不轉人轉，柯明茂轉而指導有志

考取體育相關科系的同學致力於術科訓練，

成效也相當不錯，每年都有學生因而錄取，

如：馮木蘭、江俊德、黃宏泰、杜振華、林

清景……等等，既可以發揮訓練所長亦可增

加學校升學錄取率，不失為兩全其美的好

事。

（二）圍棋賽事

圍棋從2010（民國99）年廣州亞運開始

列入正式比賽，但早期的圍棋與運動是八竿

子打不著，完全沒有交集，要在兩個領域同

時有所表現者更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柯

明茂便是悠遊於兩者的佼佼者。

在大洲國中任教時，常見陳金壽、賴金

田、黃其生與蕭翰道等同事下圍棋，從沒下

過的柯明茂越看越有興趣，運動員勤奮不懈

的毅力開始發酵，於是不厭其煩地向4位前輩

討教學習及不斷切磋練習，短短兩個月後即

獲得校內教師圍棋比賽冠軍，眾人莫不佩服

其努力求新知的毅力及努力，「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好還要更好，精益求精向更高

層級挑戰，柯明茂仍繼續鑽研圍棋，至今已

超過40個年頭，現已是圍棋四段的高手，也

兩度參加圍棋賽事都獲得佳績，2005年曾獲

得第六屆海峰盃長青圍棋賽南區壯年組第三

名，及2011年第十二屆海峰盃長青圍棋賽第

二名。（註71）有識之士笑稱運動員「頭腦

簡單、四肢發達」，惟柯老師身上是不存在

的。

現在雖不再參加比賽，但以棋藝會友的

興趣從不間斷，每天都有好友至家裡交流棋

藝，除了聯絡感情、打發時間，也可讓自己

動動腦，防止老人癡呆症找上門，真是一兼

二顧的養老生活好習慣。

肆、結語

出生於「香蕉王國」──旗山的柯明

茂，適逢國民政府遷臺，時局不靖，百廢待

舉，民生困苦之際，而父親為了讓從小喜愛

跑步的柯明茂，朝興趣發展，出資租用沙

註71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7月5日。

圖23　柯明茂（右）與陳英郎老師合影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圖24　被稱為「破紀錄專家」的柯明茂

（照片來源：柯明茂提供）

地，任其發揮，奠定日後成就的因子，而勤

奮練習的回報，便是屢屢打破國內田徑賽事

200公尺、400公尺及800公尺的大會紀錄，因

而博得「破紀錄專家」名號，一生中於400公

尺比賽中未曾於國內輸過，也分別在1968年

墨西哥奧運及1970年亞運會陸續完成自己的

最終目標，雖然兩大賽事未曾獲獎，留下些

許遺憾，但不久便在亞洲常青賽站上頒獎臺

的頂端及世界常青賽獲得第二名佳績，綜觀

其田徑生涯，真是名副其實的「終身運動實

踐者」，一生中最愛的運動非田徑莫屬。

「智勇雙全」也是柯明茂老師的最佳寫

照，「勇」是在田徑運動大放異彩，「智」

便是在圍棋領域意氣風發，從圍棋的門外

漢，不斷請益、鑽研及練習，到實力突飛猛

進，現已是高手中的高手，也獲得一些比賽

佳績，圍棋可說是陪伴柯明茂老師度過田徑

場退休後漫漫人生的最佳活動。

於訪談中柯明茂老師也以過來人的經

驗，冀望國家及企業，能夠提供選手更完善

的選訓制度，給予無後顧之憂的訓練及就業

環境，讓青年朋友不再視運動為畏途，而是

更願意投入運動行列，使我國在運動領域能

更茁壯，以雄心壯志「走出亞洲、邁向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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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2月6日。訪問人鍾啟

明，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研究所研究生。

柯明茂，面訪，柯家祖厝，2014年7月5日。訪問人鍾啟

明，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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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明茂

1970 民國59 26

3月參加第廿二屆臺灣省田徑賽200公尺以21秒9成績破大會紀錄，亦是個人最佳紀錄，400公
尺以48秒9破大會紀錄。

入選中興田徑隊於4月參加中、菲、泰三國田徑對抗賽。

6月400公尺以49秒3達第六屆亞洲運動會參賽標準。

7月於中琉田徑友誼對抗賽獲3金1銀。

9月隨中興田徑隊赴日參加3場賽事，其中200公尺以21秒8個人最佳成績入選第六屆亞洲運動
會。

12月參加第六屆亞洲運動會，成績：200公尺22秒5、400公尺49秒1及400公尺接力41秒7（第
六名）。

於今年退休未再參賽。

1974 民國63 30 柯明茂與吳美瑛女士完成終生大事。

1984 民國73 40

開始參加常青田徑賽事。

10月參加全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於忠組（40～44歲）獲100公尺（11秒88）及200公尺（24
秒4）雙料冠軍並雙破紀錄。

1985 民國74 41

3月參加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於忠組再次以100公尺（11秒4）、200公尺（23秒5）獲雙料
冠軍並雙破紀錄。

8月參加第一屆（加拿大）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獲得200公尺（23秒8）銀牌。

1986 民國75 42
9月於中華民國體育節慶祝大會中獲教育部頒發國際賽績優人員獎。

11月參加全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400公尺破大會紀錄。

1987 民國76 43

4月於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包辦40～44歲組100公尺、200公尺及400公尺三項冠軍。

8月參加全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以200公尺（23秒2）及400公尺（52秒整）破常青田徑賽40
～44歲組紀錄，現仍為全國常青組40～44歲組紀錄（760823、760822）。

1988 民國77 44
12月參加第五屆亞洲常青田徑錦標賽榮獲400公尺冠軍以53秒64刷新大會（亞洲）紀錄、400
公尺接力冠軍（陳中田、鄭清榮、柯明茂及陳聰斌），200公尺以24秒04獲得銅牌。

1989 民國78 45 3月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獲45～49歲組100公尺（11秒9）及400公尺（55秒7）雙料冠軍。

1990 民國79 46

3月全國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刷新45～49歲組100公尺（11秒7）及400公尺（55秒5）全國紀
錄，現仍為45～49歲組全國常青紀錄（790909）。

9月全國秋季常青田徑公開賽400公尺以54秒9打破自己於春季常青田徑公開賽紀錄，現仍為全
國常青紀錄（790909）。

第六屆亞洲常青田徑錦標賽200公尺獲得第一名。

1998 民國87 54 5月於白蘭氏國際田徑賽與黃士聰及王榮華等三人獲高雄縣政府頒贈奧運榮譽獎牌。

1999 民國88 55 自國立旗美高中退休。

2005 民國94 61 獲得第六屆海峰盃長青圍棋賽南區壯年組第三名。

2008 民國97 64 擔任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協會常務監事。

2011 民國100 67 獲得第十二屆海峰盃全國長青圍棋賽長青組亞軍。

2012 民國101 68 擔任第十七屆亞洲常青田徑賽領隊一職。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附錄

柯明茂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44 民國33 出生於高雄縣旗山鎮。

1951 民國40 7 就讀溪州國民學校

1958 民國47 14 就讀高雄縣立旗山中學初中部（民國50年畢業）。

1961 民國50 17
3月代表旗山中學獲得第十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400公尺及800公尺雙料亞軍。

8月就讀南英商工。

1962 民國51 18
10月參加第十七屆臺灣省運動會初生之犢不畏虎（高二）即以51秒5成績獲得400公尺第一
名、800公尺第三名。

1963 民國52 19

3月參加第十二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400公尺（51秒3）及800公尺（2分5秒8）雙料
冠軍。

5月參加第十五屆臺灣省田徑賽400公尺以50秒7獲得冠軍，並首次參加200公尺榮獲第二名。

1964 民國53 20

3月參加第十三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200公尺第二名及400公尺（51秒2）冠軍。

5月參加第十六屆臺灣省田徑賽獲得400公尺（50秒9）及800公尺（1分59秒6）雙料冠軍，800
公尺首次突破2分大關。

8月就讀省立臺灣體專。

10月參加第十九屆臺灣省運動會400公尺以49秒4成績成為第一位在省運會突破50秒的選
手，800公尺以1分57秒8刷新中距離之王──鄭洛成保持7年的省運會紀錄。

1965 民國54 21

1月入選中華民國田徑隊參加五國田徑對抗賽，開啟田徑國手生涯。

3月參加第十四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400公尺（51秒4）及800公尺2分3秒1獲雙料冠
軍。

4月參加第十七屆臺灣省田徑賽400公尺（49秒2，破大會紀錄）、800公尺（2分2秒）衛冕雙
料冠軍。

10月參加第二十屆臺灣省運動會400公尺以49秒3改寫自己的紀錄，也是本屆唯一破紀錄的男
選手，800公尺以1分58秒9奪冠，兩項均衛冕成功。

1966 民國55 22
1月參加社會青年與大專學生田徑對抗賽獲得400公尺及800公尺雙料冠軍。

10月入選中興田徑隊赴菲律賓參加兩場對抗賽，但因出國手續未辦妥而沒有隨行。

1967 民國56 23

4月於第十六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大會400公尺以50秒3打破50秒5紀錄，800公尺以1分
59秒5與雷寅雄2分01秒1成績雙雙打破柯明茂保持的2分3秒1紀錄。

5月入選中華民國田徑委員會設立於中區的訓練中心。

6月自省立臺灣體專畢業。

7月入伍服役於海軍陸戰隊。

1968 民國57 24

6月入選中興田徑隊並於中菲田徑對抗賽獲得400公尺（51秒2）冠軍。

8月13日400公尺以49秒整成績達到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決選標準。

10月參加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10月15日200公尺以22秒4完賽，10月16日400公尺以49秒整
完賽。

1969 民國58 25

3月參加第廿一屆臺灣省田徑賽專攻200公尺以22秒整成績破大會紀錄，並入選4月的中菲田徑
對抗賽。

10月參加第廿四屆臺灣省運動會，400公尺以48秒8打破自己所創49秒4紀錄，這亦是個人400
公尺最佳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