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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盈

詹德基

海峽兩岸體育交流的先鋒

註1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訪問人陳金盈，亞東技術學

院教授。

壹、前言

甫接獲通知要撰寫詹德基教授的事蹟，

筆者苦思良久，從構思、蒐集資料，到準備

下筆感覺毫無頭緒。因為，要撰寫我的長官

兼恩師的生平事蹟或逸趣，真的不知該當如

何著墨；可能是太熟悉之故，或許信手拈來

即可撰寫，但又怕個人之謬誤造成撰寫失

真，影響專輯的整體品質；所以，斗膽向詹

師求援及討論要找那些同事、友人進行訪

談，同時約定專訪時間，逐一完成。

從荒蕪中理出一條道路，是一份堅持與

無悔的精神；目前仍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前

稱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工技學院

或臺灣科大）名譽教授詹德基就是秉持這份精

神與堅韌的毅力，畢生投入體育界四十幾年深

耕學校與社會體育，無論在學校、中華民國

體育協進會（1989年改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以下簡稱全國體協或全國體總）、中華奧

會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協助國家推動各

種體育政策與方針。諸如：任教學校的各種體

育、學生活動法規的起草工作；與體育先進共

同發起成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引進運動貼紮

技術，開始培養運動防護員；投入水上救生行

列獲得世界救生總會頒發功勞獎狀；服務全國

體協期間草擬全民體育發展計畫與建立各運動

協會的教練、裁判制度；服務中華奧會期間除

擔任多次組團工作外，亦是國內兩岸體育交流

的先鋒。此外，無論是行政資歷歷練與學術都

是後學學習的表率，在教學上其用心鑽研，無

怨無悔地指導後學讓兩岸體育研究成為學門，

嘉惠後學研究。

詹師秉持客家人的堅毅樸實精神，敦厚

善德的待人處事態度，無論是從事教育工作

或是社會體育服務，提攜後進知人善用…等

等事例，無不令人讚嘆與崇敬。此也奠定詹

師獲得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推展學校體育績

優團體及個人頒獎典禮頒發「終身成就獎」

，表彰其在學校體育、兩岸體育交流、國際

體育、社會體育等諸多成就與貢獻。

由於詹師除了擔任教職外，前後在全國

體協、中華奧會兼任行政工作長達廿五年，

經歷過許多業務，因此先以詹師提供的年表

彙整成附錄的大事記，再根據訪談的結果與

大事記撰寫成本文。

貳、生平

一、生平略述

詹師1946（民國35）年6月13日，生於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世代務農，家中排

行第九，上有三個哥哥五個姊姊。1952（民

國41）年就讀於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

學，1958（民國47）年以全校第二名成績畢

業，獲得鄉長獎，並考取省立苗栗中學（以

下簡稱苗中）初中部。該年公館國小考取苗

中的人數突創新高，鍾新年校長因此風光坐

在藤椅上由家長以抬轎方式在公館遊街，並

燃放鞭炮慶祝（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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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民國47）年9月，入學苗中初中部

就讀，由於家中乏人督導功課，導致初一時三

科成績不及格被留級一年。1962（民國51）年

考取苗中高中部，11月在學校附近民房租屋，

節省每天上下課的交通時間三個小時，以便全

力準備升學考試。1963（民國52）年6月22日

赴苗栗電臺「山城號角」節目錄音，笛子獨奏

「美麗的寶島」，展現樂器的才華。高中時期

參加過苗栗縣運動會二次，都是田徑短跑及接

力項目。

1965（民國54）年在升學的選擇上，

由於家中清寒，父親又在1963（民國52）年

初病逝，無力負擔一般大學的各項費用，因

此詹師決定報考公費的臺灣省立師範大學

（1967年改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

臺灣師大）體育系，接受恩師吳清桂老師指

導術科項目。結果如願考取臺灣師大體育

系，該年苗中共有三人同時考取臺灣師大體

育系，造成日後苗中學弟報考臺灣師大體育

系的風潮。9月22日赴成功嶺基地接受55年度

大專學生第二期集訓，並參加當年的國慶閱

兵，在總統府前進行分列式（註2）。

二、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11月學校開學後，展開多采多姿的大學

生活。首先加入臺灣師大柔道隊練習，師承臺

灣柔道之父黃滄浪大師。1966（民國55）年2

月加入橄欖球隊練習，由林德嘉老師指導，

代表臺灣師大參加艦長盃、市長盃、大專

盃、全省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等都有優異的

表現。6月1-2日臺灣師大體育系成立20周年

體育表演，參加柔道表演。12月底代表臺灣

師大參加柔道比賽，不幸左手肘關節脫臼。

1967（民國56）年參加了艦長盃、市長

盃橄欖球賽獲得亞軍。代表臺灣師大參加中

上運動會1,000公尺負重比賽，跑至終點，

力竭倒地，首次體會滿天金星的滋味。7月30

日臺灣電視公司在力行游泳池拍攝游泳教學

片，與同學何智強當示範員。9月代表宜蘭

縣三星鄉參加宜蘭縣運動會，200公尺獲銀

牌、400公尺接力獲金牌。10月代表宜蘭縣參

加第廿二屆臺灣省運動會橄欖球比賽。10月

13日參加臺北市運動會橄欖球比賽，右鎖骨

骨折。

1968（民國57）年是橄欖球運動長才發

揮的時期，整年幾乎都在各處征戰橄欖球比

賽，1月代表臺師大參加大專橄欖球錦標賽獲

第三名，曾有獨跑80碼達陣佳作；3月當選大

專橄欖球聯隊隊員；5月份代表新竹縣與日本

鐵道橄欖球隊友誼比賽；6月代表臺灣師大參

加全省七人制橄欖球賽獲季軍；9月擔任臺灣

師大橄欖球隊副隊長；10月代表龍山區橄欖

球隊參加第二屆臺北市運動會獲冠軍；同月

代表新竹縣橄欖球隊參加第廿三屆臺灣省運

動會獲亞軍。

1969（民國58）年即將告別大學生涯，

在師大附中及市女中（現金華國中）試教。3

月獲《大眾日報》錄取為體育記者，因顧及

課業尚未完成，先任特約記者；擔任師大附

中校運會裁判時，為《大眾日報》寫新聞

稿，於次日見報，為擔任特約記者的處女

作。5月兼任再春游泳池救生員，6月參加臺

灣師大結業典禮，告別四年大學生活。

圖2　1962.6省立苗中

初中部畢業

圖3　1965.5.8高中時期為短跑選手立下投考

體育系之志願

圖4　1965.6.19省立苗中

高中部畢業

圖5　1965.9.5在成功嶺

基地接受大專學生

第2期集訓

圖6　1966.6.2師大體育系成立20周年體育表演參加柔道表演

圖1　1958.6苗栗縣公館

國小畢業

註2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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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興中學任教生涯

師大結業後，蒙朱裕厚教授介紹前往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北一

女）任教，北一女江學珠校長約談時，告知

她即將退休並轉往私立華興中學擔任校長，

希望詹師共同前往任教（註3）。於是8月1

日便到華興中學報到開始教師生涯，並兼任

體育組組長。同月入伍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

育，並當選自治幹部－輔導長。10月甫獲世

界少棒聯盟世界少棒賽冠軍的金龍隊獲得蔣

夫人特准，全體隊員到華興育幼院（余宏開

小學尚未畢業）和華興中學就讀，詹師除了

上課外還兼任棒球隊體能教練，襄助方水泉

總教練管理棒球隊。同月代表新竹縣參加第

廿四屆臺灣省運動會，獲橄欖球比賽季軍。

1970（民國59）年4月率華興中學隊參加

士林區第一屆全民運動大會，所獲獎項超過

華興十二年累計數。7月實習合格獲得臺灣師

大畢業證書。同月服預官役，擔任政工幹部

學校總教官室體育系教官，開始軍旅生涯，

至1971（民國60）年7月退伍。

退伍後，回到華興中學任教，並擔任棒

球隊舍監，白天除了上課及練球外，晚上還

要輔導棒球隊員的功課。那時候已逐漸形成

青少棒北華興、南美和對抗的情勢，棒球隊

教練及家長希望增加練球時間，藉以增加對

抗的實力與勝算，但江學珠校長不為所動，

堅持不能放鬆功課。在華興棒球隊校友林華

韋就任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典禮中，

前華興中學林建業校長致賀詞時提到華興棒球

隊員們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如下：獲博士學位六

人、碩士學位廿四人、赴美國或日本打職棒或

發展的廿八人、擔任職棒教練十三人、大學教

練十八人、三級棒球教練廿六人、職棒裁判七

人、企業總經理七人（註4）。詹師非常佩服

江校長當年的遠見與堅持（註5）。

除在華興中學擔任教職外，詹師也加入

水上救生的工作。7月獲英國皇家救生學會

（The Royal Life Saving Society）教師

證書；8月獲得澳大利亞海浪救生協會急救證

書；同時參加水上救生總會第四期水上救生

員訓練班，獲高級水上救生員證書；9月獲香

港拯溺總會救生磁章證書。

1972（民國61）年，1月參加水上救生代

表團赴澳大利亞學習海浪救生技術，係生平

第一次出國。3月中央警官學校聘任為消防警

察幹部講習班第二、三期水上救生教官；5月

水上救生總會聘任為61年度救生員訓練班教

練。6月考取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以在職進

修的方式繼續升學。

1973（國62）年獲棒球委員會國家棒球

裁判證。7月第一本著作《水上救生》在臺北

市幼獅書店出版，列為「青年活動叢書」之

一。

註3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註4 林建業，《蕪詞集－感謝蔣宋美齡夫人的華興歲

月》，臺北：甯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8，71。

註5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圖7　1969.1.6代表師大參加第23屆橄欖球錦標賽獲大專組冠軍

圖8　1969.6.21臺灣師大體育系

結業實習1年及格後畢業

圖9　1969.10.30代表新竹縣參加新竹第24屆省運 圖10　1969.12.18棒球全壘打王王貞治訪問

華興中學棒球隊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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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民國63）年2月參加游泳協會第

一期教練講習會，獲國家游泳教練證。6月臺

灣師大體育研究所畢業，獲教育碩士學位證

書，碩士論文為《中華民國少年棒球代表隊

員運動傷害之分析研究》，該論文10月獲得

63年度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特別獎。

四、與工技學院/臺灣科大共成長

研究所畢業時，剛好工技學院正在籌備

成立，籌備處是在陳誠副總統官邸（註6） 

（目前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附近）。詹師

前往應徵體育教師，但負責人告知應徵日期

已截止，不能再受理。詹師無奈之下順便參

觀副總統官邸的樣貌，在庭院中發現設有防

空洞大感稀奇。無巧不成書，在參觀過程中

巧遇籌備處主任陳履安博士，陳博士問明來

意後繼續詢問過去的經歷，之後再請訓導主

任楊思廉繼續約談，一星期後就收到工技學

院的講師聘書（註7）。

註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典藏臺灣科大˙口述歷史

系列—走過1/3世紀的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專

訪》，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總務處，2009，   

2。

註7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圖11　1971.4擔任華興中學棒球隊體能

教練隨同方水泉總教練督軍比賽

圖12　1971.7.28與江素容小姐喜結連理

圖13　1972.1.9水上救生總會遴派赴

澳大利亞學習海浪救生

圖14　1974.6在妻女祝福下獲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教育碩士學位

圖15　1974.6獲臺灣師大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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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到工技學院應聘報到後，開始

大專校院教師生涯，從此未再轉至其他學校

服務。當時還是工技學院籌備期間，主要負

責草擬體育衛生與課外活動的相關辦法，還

要兼辦招生考試的工作。11月入闈負責學校

63學年度保送甄試製卷及試務工作，12月再

入圍負責學校第一屆招生考試製卷及試務工

作，自此與入闈擔任招生考試製卷工作結下

不解之緣至1984（民國73）年止。當時工技

學院是臺灣技職教育的新型學校，採單獨招

生，專科學校畢業生並有服務經驗後才能報

考。每科試卷都要印成五份題目相同但題號

次序不同的試卷，每位考生前後左右都是題

序不同的試卷，根本無法作弊。但製卷時要

非常小心，不能發生任何錯誤，否則影響考

生權益甚鉅。

因教室來不及蓋好，63學年度延至1975

（民國64）年3月31日才開學，詹師原兼任

體育衛生、課外活動組主任，因感謝陳履安

校長的知遇之恩，對陳校長的任何指示或要

求，都會盡力圓滿達成任務。同年9月再兼任

總務處事務組主任，同時兼任三個組的行政

工作長達一年，詹師簡直是以校為家全心全

力的付出。有一年除夕夜，師母煮好年夜飯

後，掛電話到學校問是否回家吃飯?詹師抬頭

向窗外一看，才發現天色已黑，急忙回家團

圓（註8）。

學校草創初期運動場地尚未建好，上體

育課是借臺大的運動場，游泳課則是到花園

新城或青年公園，雖然運動場地不足，當時

卻很注重體育課（註9）；學校現在的運動

場原來是一片田，教室除了上課，還兼作餐

廳、辦公室之用（註10）。

1976（（民國65）年5月擔任該年度中

正盃龍舟錦標賽裁判組裁判長兼審判委員，

因為水上救生協會承辦中正盃龍舟比賽，因

此詹師連續三年都擔任裁判長兼審判委員     

（註11）。1980（民國69）年2月《亞洲體

育》雜誌社聘任為編輯委員會委員；3月擔

任工技學院第一屆運動大會執行秘書、裁判

長、審判委員召集人；6月工技學院改聘為副

教授。1983（民國72）年8月學校聘兼總務處

主任（後改稱總務長）至1989（民國78）年7

月底共兩任。

註8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註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典藏臺灣科大˙口述歷

史系列—走過1/3世紀的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

專訪》，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總務處，2009

，9-10。

註1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典藏臺灣科大˙口述歷史

系列—走過1/3世紀的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專

訪》，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總務處，2009，9

。

註11 姜茂勝，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餐廳，2018年6

月25日。訪問人陳金盈，亞東技術學院教授。

圖16　1975.2.5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籌備階段即

前往任職，當時訓導工作人員5人

圖17　1977.1.23全家與慈母合影留念

圖18　1978.7.1擔任巧固球協會訓練組組長

協助推展巧固球

圖19　1979.6.3剛進入社會體育界服務便有幸追隨

全國體協黎玉璽理事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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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民國74）年6月論文〈我國棒球

運動的發微與展望〉、〈我國全國各項運

動紀錄〉共同在國立教育資料館出版，列入     

《教育資料集刊》第十輯。1990（民國79）

年9月著作《中共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發展與分

析》獲79年度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特別獎，

並獲得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79學年度第

二期甲種研究獎助。1991（民國80）年3月著

作《中共體育體制改革之研究》在中華奧會

出版，並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80學年度

第二期甲種研究獎助。7月工技學院聘任為教

授。8月列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之《社會科學人才名錄》。

2006（民國95）年7月兼任臺灣科大體

育室主任至2011（民國100）年7月31日退休

止。2009（民國98）年，為提供運動績優學

生多一種出路，詹師說服學校各系主任每系

提供一個名額作為運動績優單獨招生之用，

並延請研究生以工讀的方式為運動績優學生

複習功課。運動績優生受到妥善的照顧，畢

業後除了繼續念研究所外，每人都有一份固

定的工作。9月服務教育界滿四十年，參加教

育部在陽明山中山樓所舉辦的98年教育奉獻

獎及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

2010（民國99年）3月校慶典禮中陳希舜

校長頒發服務卅五年資深獎座。2011（民國

100）年12月臺灣科大校教評會審議通過為名

譽教授。2015（民國104年）9月教育部陳德

華政務次長在臺灣師大頒發教育部體育署104

年度獎勵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12月臺北市

政府聘任為體育市政顧問，參與2017臺北世

大運競賽處諮詢工作。

詹師從華興中學轉至工技學院/臺灣科大

服務，即未再轉至他學校服務，畢生心力貢

獻工技學院/臺灣科大，2009（民國98）年臺

灣科大出版典藏臺灣科大口述歷史系列專訪

詹德基教授，將此書定名為「走過1/3世紀的

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專訪」（註12），可

見其是工技學院/臺灣科大校史發展中的活歷

史，詹師秉持客家人硬頸精神，克服難關與

挫折，寫下在臺灣科大卅七年豐碩精彩的美

麗人生，相信這不屈不饒，勇於面對挑戰的

堅持與堅韌的毅力，值得我們後學學習與借

鑑。

五、全國體協的兼職

到全國體協兼職也是一份偶然。1979  

（民國68）年2月全國體協在臺北市辛亥路國

際青年活動中心舉辦68年度運動傷害研習會

高級班，詹師的碩士論文是調查與分析少棒

隊員的運動傷害，又因國際青年活動中心就

在工技學院附近，因此受邀前往幫忙協辦相

關事宜，全國體協周中勛秘書長也每天前來

督導活動進行。研習會結束後，周秘書長肯

定詹師的工作態度，便詢問是否兼任全國體

協行政工作？因在工技學院是專任教師不敢

應允，沒想到全國體協黎玉璽理事長主動打電

話給毛高文校長並獲得毛校長的同意（註13）

。3月便到全國體協兼任輔導組組長，開始從

事社會體育的服務工作。

在全國體協共服務9年，兼任過輔導組

長、競賽組長、副秘書長等職務，任內草

擬全民體育發展計畫與建立各運動協會的教

練、裁判制度；與體育先進共同發起成立運

動傷害防護協會，引進運動貼紮技術，培養

運動防護員；隨同黎玉璽理事長前往韓國訪

問，與大韓體育會簽訂〈中韓體育交流協議

書〉；隨同鍾棫祥副理事長訪問烏拉圭，簽

訂〈中烏體育交流協議書〉。

六、中華奧會的兼職

1988（民國77）年漢城奧運，全國體協

推薦詹師擔任代表團技術督導，代表團總領

隊由前全國體協周中勛秘書長擔任，因彼此

熟悉的緣故，總領隊經常交辦代表團的各項

工作，詹師便全日在團本部值勤，幫忙處理

各項業務。消息傳回中華奧會李慶華秘書長

的耳中，在代表團返國後不久，李秘書長約

吃早餐詢問可否轉往中華奧會服務？當時全

國體協理事長、中華奧會主席都是由張豐緒

政務委員擔任，並無挖角的問題，同年12月

便轉往中華奧會擔任副祕書長職務（註14） 

。

註1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典藏臺灣科大˙口述歷史

系列—走過1/3世紀的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專

訪》，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總務處，2009。

註13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註14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圖21　1986.4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第21期講習榮獲

行政院俞國華院長接見

圖20　1985.1.31擔任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總務處

主任 總務長2任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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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亞運於1990年在北京舉行，

依照慣例，在亞運之前會有許多的國際賽會

以測試賽的方式在北京舉行，強烈引起各運

動協會前往中國大陸參賽的意願。因此1988   

（民國77）年6月召開的全國社會體育會議，

通過決議希望政府能開放體育團體赴中國大

陸參加比賽。同年行政院核定公布「現階段

國際學術會議或文化、體育活動涉及大陸有

關問題作業要點」，同意民間體育團體派員

赴大陸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或國際會議。

但當時雙方對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

名，有「中華臺北」、「中國臺北」的爭執

而僵持不下。剛好前左訓中心主任齊劍洪的

公子齊偉超在大陸經商返臺度假，與詹師小

聚時透露他有管道可以接觸大陸對臺工作單

位的高層（註15）。中華奧會李慶華秘書長

得此消息，判斷我國奧會的中文會名可以跟

大陸奧會進行談判解決，經張豐緒主席向行

政院俞國華院長報告獲得首肯之後便開始進

行雙方奧會的接觸。經過二次的談判，最後

雙方在1989（民國78）年4月6日簽署使用「

中華臺北」的協議。

名稱問題解決後，我國體操協會便順利

派隊參加同月21-23日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青

年體操錦標賽，當時張主席為政務委員，李

秘書長為立法委員，受到法規前往大陸的限

制，中華奧會便遴派詹師擔任團長，詹師便

成為我國首次登陸的先鋒。此後詹師便經常

擔任各運動隊的顧問隨隊前往大陸參賽，詹

師表示並非藉故前往大陸遊覽，而是當時雙

方奧會約定在每個代表隊都要由奧會派員擔

任顧問，以便隨時解決任何紛爭與問題（註

16）。詹師掌握住兩岸體育交流的方向，協

助中華奧會配合政府政策與法規，逐步確立

兩岸體育交流的規範與模式。

七、學習長官的為人處世之道

詹師在訪談時表示，先後追隨過七位部

長級的長官，學習長官們為人處事之道頗有

心得與助益（註17）。首先是學校的幾任校

長，工技學院陳履安校長（曾任行政院國科

會主委、經濟部部長、國防部部長、監察院

院長）及毛高文校長（曾任教育部部長、考

試院副院長）；臺灣科大陳希舜校長（曾任

行政院政務委員）；其次是全國體協黎玉璽

理事長（曾任海軍總司令、參謀總長）、鄭

為元理事長（曾任國防部部長）；中華奧會

張豐緒主席（曾任內政部部長、行政院政務

委員）、黃大洲主席（曾任行政院研考會主

委、行政院政務委員）。

詹師在長官們的潛移默化之中，逐漸形

成自己的風格，例如體恤與照顧他人、知人

善任、全心投入工作、樸實無華、沉穩內斂

等等，都可以在詹師的身上發現這些特質。

註15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註16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註17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圖22　1989.4.16擔任參加北京亞洲青年

體操錦標賽團長舉行行前記者會

圖23　1990.8.20在北京11屆亞運聯絡員

事務所與聯絡員齊劍洪合影

圖24　1990.9.9著作＜中共體育運動

委員會的發展與分析＞獲得…

獎學金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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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大貢獻

詹師除了在學校服務之外，還活躍於國

內各種體育運動場合，曾擔任諸多運動協會

或體育運動學術團體的會員、組長、副秘書

長、理事、監事及理事長職務，亦擔任國內

各大競賽之裁判長、技術委員、審查委員及

運動禁藥管制委員，和我國參加奧、亞運的

技術顧問及總幹事等實務工作。以下就詹師

對體育界之重大貢獻分述如下：

一、學校行政服務

在工技學院/臺灣科大籌備期間便到校服

務，除從事教學工作外，先後兼任體育衛生

組、課外活動組、事務組主任以及總務處主

任/總務長、體育室主任等行政工作，退休後

由於對學校之貢獻卓著，獲聘為名譽教授，

在未設置體育專業科系的科技大學中，能獲

得如此殊榮與肯定，實屬不易。

二、參與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

詹師於1979（民國68）年進入全國體

協服務，1989（民國78）年擔任中華奧會副

秘書長，先後參加（參觀）24次國際綜合性

運動會，拓寬國際視野以及增加對國際賽事

的了解。對於詹師參與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

投入實務工作上面，筆者訪談現任中華奧會

李玉芳副秘書長，指出她心中的副座（指詹

師）是一位心善的長者，尤其對同仁行政業

務處理用心協助，且都站在同仁的立場去考

量；在國際業務方面著力很深，且腳踏實地

努力的做，讓奧會組團參加綜合性運動賽會

工作能順利妥善，在他身上學到許多行政處

理的能耐，實在十分衷心感佩詹師無私的奉

獻與指導（註18）。筆者整理詹師參與國際

性綜合運動賽會如下：

1984洛杉磯奧運（考察團）、1988卡格

利冬季奧運（代表團評估代表）、1988漢城奧

運（代表團技術督導）、1990北京亞運（代表

團總幹事）、1992巴塞隆納奧運（代表團總幹

事兼發言人）、1993上海東亞運（代表團總幹

事）、1994廣島亞運（代表團總幹事）、1996

哈爾濱亞洲冬運（代表團總幹事）、1996亞特

蘭大奧運（代表團總幹事）、1997拉赫提世

運（代表團總幹事）、1998莫斯科世界青少運 

（代表團總幹事）、1998瀋陽亞洲體育節（代

表團總幹事）、2000俄羅斯雅庫次克亞洲青少

運（代表團總幹事）、2000雪梨奧運（考察團

副總幹事）、2001秋田世運（代表團總幹事）

、2002釜山亞運（代表團副總領隊）、2003澳

大利亞青年奧運（代表團總幹事）、2008北京

奧運（工作團）、2010北京世界武術搏擊運

動會（考察團）、2011深圳世大運（考察團）

、2013南京亞洲青運（參訪團團長）、2013天

津東亞運（考察團）、2014仁川亞運（工作

團）、2017臺北世大運（競賽處諮詢委員）。

由此可見，詹師對國際體育事務非常嫻熟，是

國內少數體育界涉獵奧、亞運頗深的前輩。

註18 李玉芳，面訪，中華奧會副秘書長辦公室，2018

年6月29日。訪問人陳金盈，亞東技術學院教授。

圖25　1990.9.22擔任北京11屆亞運代表團總幹事參加開幕典禮

圖26　1990.9擔任我國參加北京亞運代表團

總幹事與中華奧會主席伍紹祖合

圖27　1991.5.17參加體育團體講習會榮獲

李登輝總統接見慰勉

圖28　1991.6.21在臺海兩岸體育

交流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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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性社會體育服務

詹師先後兼任全國體協輔導組組長、

競賽組組長、副祕書長及中華奧會副祕書長

等職務長達廿五年，陸續參與教育部臺灣區

運會改進研究專案小組（1987）、全國體協

職業棒球推動委員會（1988）、全國體協籌

辦全國社會體育會議（1988）、全國體協競

技運動強化委員會（1988）、全國體協臺灣

區運動會規劃委員會（1989）、中華奧會國

際體育事務人員培訓（1989）、全國體總全

國社會體育會議中心議題討論（1990）、教

育部/行政院體委會修訂國民體育法專案研

究小組（1991、1999）、教育部特殊體育運

動推動小組（1992）、大專體總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規劃研究小組（1996）、行政院體委

會兩岸體育交流小組（1997）、行政院體委

會體育團體法專案小組（1998）、第一次全

國體育會議分組引言（1999）、行政院體委

會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2002）、國立體

院承辦教育部培育優秀原住民運動人才計畫

規劃（2002）、國訓中心訓輔小組（2002）

、行政院體委會國訓中心行政法人化規劃作

業小組（2004）、行政院體委會專任運動教

練資格審定委員會（2005）、行政院體委會

《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2006版》專題計畫

（2006）、全國體總專任運動教練相關法規

研修暨資格審定作業工作小組（2008）、行

政院體委會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專案研修小

組（2010）、大專體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舉辦準則暨競賽規程研修計畫（2010）、行

政院體委會「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體育專

輯」撰述小組（2010）、教育部體育運動大

辭典撰述委員（2011）、高中體總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暨競賽規程研修計畫規

劃委員會（2012）、教育部體育署打造運動

島計畫訪視委員（2013）、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撰述委員（2013）

、教育部體育署浪潮計畫（2013）、2017臺

北世大運《2017年第29屆臺北夏季世界大學

運動會競賽處規範手冊》編撰小組（2015）

、教育部體育署《我國教練體系之建制與規

範手冊》編撰小組（2015）、教育部體育署

辦理培育運動教練人才專案小組（2016）、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申辦重點國際單項運動賽

會任務型協助小組（2018）、臺北市大建置

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管理中心可行性評估計

畫（2018）等攸關國家體育運動發展專案之

規劃研究或撰寫工作，長期奉獻心力。

四、擔任國家體育運動各種委員職務

詹師擔任相關委員會委員，因熱心負

責、嫻熟相關業務，獲得聘用單位之信任，

雖已退休多年，至今仍擔任該委員職務，如

全國體總獎勵審查委員會委員（1990，2006

改稱國光獎章審查小組並擔任召集人）、中

華嘉新體育獎學金評審委員（1991，2010擔

任召集人）、教育部/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

體育署中正國光體育獎章審查委員（1993，

後改稱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大專體總參加世大運工作執行小組委

員（1994）、大專體總技術委員會委員/顧問

（1997）、教育部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畢

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1997）、行

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全運會運動競賽審

查委員會委員（1999）、行政院體委會/教育

部體育署體育團體評鑑委員會委員（1999）

、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體育競技

代表隊服補充兵役審查委員會委員（2001）

、中華奧會承認單項體育團體審議委員會委

員（2006）、高中體總運動競賽審判委員會

委員（2008）、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

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事務審定會委員（2009）

、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人才培訓

輔導小組委員（2011）、臺灣師大承辦救生

員檢定授證制度相關事務訪視輔導案規劃委

員（2013）、大專體總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

賽規劃委員（2014）。從上述擔任各種委員

會委員職務可知，詹師對國內體育運動發展

的做出重大貢獻，都影響著國內體育運動的

正面發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圖30　1995.3.22參加亞洲

奧會秘書長會議

圖29　1994.8.27參加國際

奧會百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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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陸體育研究先鋒

詹師首次擔任我國參加北京1989亞洲青

年體操錦標賽代表團團長時，中國大陸國家

體委贈送一本《體育運動文件選編（1949-

1981）》，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秘書亦贈送四

本不同年度的《中國體育年鑒》，返臺仔細

閱讀後，發覺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的發展是值

得探究的課題。詹師遂廣泛蒐集中國大陸體

育運動發展相關書刊資料，經深入研究後，

出版《中共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發展與分析》

、《中共體育體制改革之研究》，先後在國

立體院/國立體大（1990-2004）、臺灣師大

（1999迄今）、臺北市立師院/臺北市立教

大/臺北市大（2004-2016）體育研究所開設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課程，指導或協

助研究生撰寫相關碩士論文，開啟臺灣研究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之風氣。

除此之外，亦多次參加行政院陸委會

的兩岸交流座談會，在行政院陸委會官方發

行資料中負責撰述兩岸體育交流專文，應邀

參加國家統一綱領與兩岸關係座談會。1991

（民國80）年行政院陸委會聘任兩岸文教交

流研討會講座主講「文教人士赴大陸考察

報告－體育方面」；1992（民國81）年行政

院陸委會聘任為臺灣地區教育人員大陸事務

研討會講座主講「兩岸體育教育比較」；亦

擔任多項有關中國大陸體育專案研究之主持

人、評審委員。高佩怡、陳元鴻、張至滿對

詹師進行專訪中指出，詹教授大量閱讀大陸

體育相關書籍以及雜誌及體育學報高達7、80

種，進行持續性研究與系統整理，不斷發

表、演講，遂成為國內體育界教授中國大陸

體育運動的第一人（註19）。

六、首位運動傷害研究學者

詹師於1974（民國63）年就讀臺灣師

大體育研究所畢業碩士論文《中華民國少年

棒球代表隊員運動傷害之分析研究》，首先

開創國內對運動傷害的研究。此後更參加許

多運動傷害的研習，亦陸續發表《運動傷

害－頸椎骨折之一例》、《運動貼紮簡介》

、《運動貼紮之應用》、《運動醫護訓練》

；參加全國體協68年度運動傷害研習會高級

班、69年度運動醫護員研習會專業班、引進

運動貼紮技術，並與周中勛、蔡敏忠、呂宏

淵等體壇先進聯合發起成立運動傷害防護協

會，倡導培養運動防護員，建立我國運動傷

害防護系統。

七、深入參與國內運動禁藥管制

配合國際奧會運動禁藥的管制政策，協

助中華奧會成立醫藥委員會（現稱運動禁藥

管制委員會），擬訂公布相關辦法，逐步建

立我國的運動禁藥管制規範。詹德基教授先

後擔任1993（民國82）年臺灣區運動禁藥管

制委員會委員至1998年；1996（民國85）年

全大運藥物檢驗委員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

委員迄今；1997（民國86）年全中運運動禁

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1999（民國88）

年行政院體委會運動員用藥諮詢小組委員至

2006年；中華奧會醫藥委員會/運動禁藥管制

委員會委員迄今；全運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

會委員迄今；2000（民國89）年全民運運動

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第六屆臺北亞太

聾人運動會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

註19 高佩怡、陳元鴻、張至滿，〈開啟兩岸體育交流

的先驅-詹德基教授〉，《國民體育季刊》，39.2 

（臺北，2010.06）：65-68。

圖31　1997.11.8利用假日在北部郊山健行紗帽山

圖32　1998.7.13擔任我國參加莫斯科世界青少年

運動會代表團總幹事

圖33　2000.1.14代表中華奧會呈獻國際奧會2000年

奧林匹克千禧年雕塑給李總統

圖34　2000.3.29臺科大劉清田校長頒贈服務25年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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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元參與各種體育運動服務及圖書捐贈

詹師從事體育專業，曾為巧固球協會

（1978）、現代體育服務社（1978）、划船協

會（1983）、殘障體育運動協會（1984）、

運動傷害防護協會（1987）、游泳協會成人

游泳委員會（1987）、中華智能氣功科學協

會（1996）、休閒協會（1996）、臺灣體育運

動史學會（2001）、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2006）、臺灣專業運動防護員協會（2015）

等單位的創會會員。並陸續取得游泳國家級教

練（1971）、高級水上救生員（1971）、水上

救生教練（1972）、棒球國家級裁判（1973）

、水上救生考試官（1975）、游泳國家級裁判

（1976）、田徑國家級裁判（1978）、全國體

協國家級游泳教練（1983）等專業證照。收藏

之體育運動書刊雜誌、運動郵票全數捐贈國立

體大圖書館，嘉惠更多體育學子。

肆、結語 — 堅毅樸實 敦厚善德

一、堅毅樸實的精神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是詹

師在臺灣科大口述歷史專訪的註腳。詹師勤

儉樸實、堅毅不拔的精神，做什麼事情都是

克盡職守，戮力完成，凡事量力而為，不急

躁、不邀功、不諉過，認真地把一件事情做

好做完，足可體現詹師前述之註腳。詹師大

學考取臺灣師大體育系在橄欖球、游泳、水

上救生嶄露頭角，橄欖球曾代表國家參加比

賽，水上救生更獲國際殊榮，充分展現做什

麼像什麼堅毅樸實的精神。

重要的是，教育工作四十餘年，從華興

中學到工技學院/臺灣科大都得到長官們的

信任與支持，詹師都抱持著認真學習心思縝

密與謙恭的態度，對後學無私奉獻付出，對

長官交付任務逐一完成。在華興中學服務帶

領學生參加一次比賽獲得獎項超過學校十二

年累積紀錄。到工技學院/臺灣科大服務從講

師、副教授、教授至名譽教授，創下無體育

系所學校體育老師被聘為名譽教授的殊榮，

這都是詹師秉持堅毅樸實的精神展現。

詹師從全國體協組長、副秘書長，中華

奧會副秘書長到擔任奧會委員，到2017（民

國106）年10月卸任二屆委員職務，2018（民

國107）年即被中華奧會林鴻道主席聘任為顧

問繼續服務。可見，詹師在教育、社會體育

的成就殊榮得到共同推舉與認同，最終得到

教育部體育署於2015年頒發學校體育終身成

就獎。

二、敦厚善德的胸襟

筆者隨從詹師至明年剛好三十年，個人

覺得詹師是位感性的長者，跟在他身旁學習

到許多為人處事、研究學習的精華與道理，

無論是學術領域、體育行政庶務都受益匪

淺；主要是詹師無藏私的指導，有問題找詹

師都會得到解答或指點迷津。同時詹師也有

幽默的一面，不是不苟言笑的師長，待人敦

厚善德，照顧同僚，提攜後進，為人著想的

胸襟。其實詹師最感謝的是師母（註20）。

從相識到喜結連理，師母詹江素容女士無怨

無悔地操持家務，讓詹師無後顧之憂全心全

力在外打拼，才能達成目前的成就。

註20 詹德基，面訪，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研究

室，2018年6月25日。

圖35　2002.6.9參加2002國際

奧林匹克路跑

圖37　2009.9.28參加98年資深優良教師榮獲

馬英九總統接見

圖36　2009.6臺灣科大以口述歷史方式出版

走過3分之一世紀的臺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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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2010.2.22臺灣科大陳希舜校長轉頒服務40年教育部吳清基部長獎

圖39　2011.12.22獲聘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名譽教授

圖40　2015.9.14榮獲教育部陳德華政務次長頒發

104年度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

伍、附錄
一、詹德基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1946 35 6月13日出生於臺灣省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

1952 41 6 就讀於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

1958 47 12 小學畢業考取省立苗中初中部。

1962 51 16 初中畢業考取省立苗中高中部。

1963 52 17

首次參加苗栗縣運動會田徑短跑項目。

在苗栗電臺「山城號角」節目中錄音演奏笛子「美麗的寶島」。

在學校旁民房租屋，節省上下課交通時間，全力準備大專聯考。

1964 53 18
投稿《臺灣新生報》，並獲得刊登。

再次參加苗栗縣運動會田徑短跑及接力項目。

1965 54 19

高中畢業考取臺灣師大體育系。

在成功嶺基地參加大專學生第2期集訓，並參加當年國慶閱兵。

開始練習柔道，接受臺灣柔道之父黃滄浪大師的指導。

1966 55 20
加入臺灣師大橄欖球隊，接受林德嘉老師的指導，並陸續參加各種橄欖球比賽。

臺灣師大體育系成立二十周年體育表演，參加柔道表演。

1967 56 21

代表臺灣師大參加中上運動會1000公尺負重比賽。

臺灣電視公司拍攝游泳教學片，當示範員。

代表宜蘭縣參加第廿二屆臺灣省運動會橄欖球比賽。

參加第一屆臺北市運動會橄欖球比賽，右鎖骨骨折。

1968 57 22

當選大專橄欖球聯隊隊員，對戰日本經濟大學橄欖球隊獲勝。

代表龍山區參加第二屆臺北市運動會橄欖球比賽，獲冠軍。

代表新竹縣參加第廿三屆臺灣省運動會橄欖球比賽，獲亞軍。

1969 58 23

代表臺灣師大參加大專橄欖球比賽，獲冠軍。

獲《大眾日報》錄取為體育記者，後因課業尚未完成改任體育版特約記者。

兼任劍潭再春游泳池救生員。

臺灣師大結業，獲華興中學聘任為專任教員，兼任體育組長。

在政工幹校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育。

獲世界冠軍的金龍少棒隊就讀華興中學，兼任棒球隊體能教練。

代表新竹縣參加第廿四屆臺灣省運動會橄欖球比賽，獲季軍。

1970 59 24

率華興中學隊參加士林區全民運動會，所獲獎項超過華興十二年來的累計數。

華興中學實習一年及格，取得臺灣師大畢業證書，獲教育學士學位。

服預官役，擔任政工幹校體育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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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60 25

參加游泳協會第一期全國教練講習會，取得國家游泳教練資格。

與江素容小姐結婚。

獲英國皇家救生協會教師證書。

獲華興中學聘任為專任教員，兼任體育組長至1974年。

獲澳大利亞海浪救生協會急救證書。

參加水上救生總會（後稱水上救生協會）第四期救生員訓練班，獲高級救生員證書。

獲香港拯溺總會救生磁章證書。

1972 61 26

水上救生總會派往澳大利亞學習海浪救生技術。

中央警官學校聘任為消防警察幹部講習班水上救生教官。

考取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長女岱芬出生。

1973 62 27
參加棒球委員會裁判講習會，獲國家棒球裁判證。

著作《水上救生》在臺北市幼獅書店出版，列為「青年活動叢書」之一。

1974 63 28

參加游泳協會第一期教練講習會，獲國家游泳教練證。

擔任臺北地區獅子杯龍舟比賽大會裁判長。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畢業，獲教育碩士學位。

工技學院聘任為講師至1980年。

論文《中華民國少年棒球代表隊員運動傷害之分析研究》獲63年度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特別獎。

1975 64 29

獲水上救生協會考試官證書。

兼任工技學院訓導處體育衛生組、課外活動組主任。

參加64年端節馬祖前線勞軍團，率大專學生赴馬祖勞軍。

當選水上救生協會第二屆理事，並兼任訓練組組長。連任六屆理事至1989年。

兼任工技學院總務處事務組主任。

1976 65 30

參加游泳協會第三屆全國裁判講習會，獲國家級游泳裁判證。

擔任65年中正盃龍舟錦標賽大會裁判長兼審判委員。連任66、67年大會裁判長兼審判委員。

長子益安出生。

1977 66 31 著作《羽球基本動作研究》在臺北市前鋒出版社出版。

1978 67 32

擔任《亞洲體育季刊》編輯委員。

參加曲棍球協會裁判研習會，獲曲棍球裁判資格。

兼任巧固球協會技術委員會委員、訓練組組長。

擔任第一屆十大傑出才藝青、少年選拔大會選拔委員兼游泳、跳水、滑水裁判長。1979年連續擔任第二
屆選拔委員兼游泳裁判長。

參加田徑協會裁判講習會，獲國家級田徑裁判證。

1979 68 33

兼任體育學會資料組組長。

著作《運動貼紮研究》在臺北市前鋒出版社出版。

獲世界救生總會頒發功勞獎狀。

兼任全國體協輔導組組長至1986年。

參加第一屆中美體育研討會，並擔任籌備會議事組副組長。

於全國體協草擬「發展全民體育第二個五年計畫」，經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施行。

著作《運動貼紮之應用》在全國體協出版。

隨同全國體協黎玉璽理事長前往韓國訪問，並與大韓體育會簽訂中韓體育交流協議。

1980 69 34

論文《中華民國具有發展潛力運動項目之分析研究》在全國體協出版。

擔任《亞洲體育》雜誌社編輯委員會委員。

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第二屆中美體育研討會。

教育部聘任為《體育大辭典》編撰委員。

擔任1980年FIEP國際體育會議議事組副組長。

工技學院聘任為副教授至1991年。

1981 70 35

在工技學院主辦大專體總第20屆排球錦標賽。

當選游泳協會監事，連任一屆至1989年。

隨同全國體協周中勛秘書長前往美國召開國內外體育學人座談會。

隨同全國體協周中勛秘書長前往西德考察社會體育。

1982 71 36

救國團總團部聘任為假期青年自強活動研究小組委員。

擔任中日韓體育研討會議事組副組長。

參加游泳協會第六屆全國游泳裁判講習會，獲國家級游泳裁判證。

赴印度國立Netaji Subhas運動學院參加ICSS 1982年國際運動科學會議，並參觀新德里亞運。

擔任第一屆中德運動教練研討會秘書組組長。

1983 72 37

共同發起成立划船協會，當選理事，連任二屆至1995年。

獲全國體協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隨同全國體協鍾棫祥副理事長前往奧地利國立格拉次大學參加第十九屆國際運動教學會議。

兼任工技學院總務主任/總務長二任六年。

參加陸羽評茶講座第八期講習，獲評茶師證書。

1984 73 38 參加第廿三屆洛杉磯奧運考察團。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1978 67 32
擔任臺塑關係企業第三屆運動大會游泳裁判長。

當選體育學會理事，連任二屆至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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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74 39

論文〈我國棒球運動的發微與展望〉、〈我國全國各項運動紀錄〉在國立教育資料館出版，列入《教育
資料集刊》第十輯。

隨同全國體協鍾棫祥副理事長訪問烏拉圭，並簽訂中烏體育交流協議書。

1986 75 40

兼任全國體協競賽組組長至1987年。

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班廿一期講習。

擔任游泳協會參加第一屆東京世界成人分齡游泳錦標賽代表團顧問。

擔任救國團指導委員會委員。

1987 76 41

兼任全國體協副秘書長至1988年。

共同發起成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當選理事。

擔任教育部臺灣區運會改進研究專案小組委員。

1988 77 42

擔任全國體協職業棒球推動委員會委員。

參加第十五屆卡格利冬季奧運，擔任代表團評估代表。

規劃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員培訓事宜。

參加游泳協會成人游泳委員會會員大會，當選執行委員。

擔任中華奧會國際體育運動交流活動審查小組委員。

參加全國社會體育會議，擔任大會秘書處副秘書長。

參加第廿四屆漢城奧運，擔任代表團技術督導。

兼任中華奧會副秘書長至2003年。

擔任全國體協競技運動強化委員會委員。

1989 78 43

擔任中華奧會國際體育運動交流活動審查小組委員兼副召集人。

擔任體操協會參加1989北京亞洲青年體操錦標賽代表團團長。

擔任全國體協臺灣區運動會規劃委員會委員。

擔任手球協會參加北京亞洲第五屆男子第二屆女子手球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中華奧會派往香港參加亞洲地區運動領導與行政研討會，並發表《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Physi-
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in Taiwan》。

參加中華職棒聯盟成立大會，當選理事。連任一屆至1997年。

參加全國體協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該會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當選第一屆理事。連任
一屆至1997年。

1990 79 44

擔任全國體總第一屆區運規劃委員會委員。

擔任全國體總第一屆獎勵審查委員會/國光獎章審查小組委員迄今。

著作《中共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發展與分析》在中華奧會出版。

擔任體操協會參加北京中國盃體操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擔任中華奧會國際體育運動交流委員會委員至2005年。

1991 80 45

擔任大專體總第一屆國際交流審查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研訂體育團體法專案小組委員。

著作《中共體育體制改革之研究》在中華奧會出版。

著作《中共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發展與分析》獲行政院國科會79學年度第二期甲種研究獎助。

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體育團體講習會，獲李登輝總統召見。

擔任教育部修訂國民體育法專案研究小組委員。

擔任角力協會參加北京中國盃角力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工技學院聘任為教授至2011年。

列名行政院研考會編印之《社會科學人才名錄》。

擔任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評審委員委員會委員迄今。

隨同中華奧會張豐緒主席前往北京參加第二屆東亞國家奧會協調會議。

1992 81 46

隨同中華奧會張豐緒主席前往上海參加第三屆東亞國家奧會協調會議。

擔任行政院陸委會臺灣地區教育人員大陸事務研討會講座。

應邀前往警察廣播電臺直播錄音，談大陸體育運動。

擔任教育部委託國立體院《海峽兩岸推展國術組織和方式之比較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

著作《中共體育體制改革之研究》獲行政院國科會80學年度第二期甲種研究獎助。

擔任行政院陸委會獎助研究生撰寫研究論文申請案件審查委員。

參加第廿五屆巴塞隆納奧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兼發言人。

擔任教育部特殊體育運動推動小組委員。

擔任中華奧會參加西湖桂花盃國際馬拉松錦標賽代表隊領隊。

1993 82 47

中華奧會派往上海參加第一屆東亞運動會連絡員會議。

參加第一屆上海東亞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中華奧會殘智障體育運動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中正國光體育獎章審查委員會委員。

擔任臺灣區運/全國運動會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中華奧會派往成都參加抗戰時期陪都的體育座談會，並參觀中國大陸七運會。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1990 79 44

參加79年全國社會體育會議，擔任大會中心議題討論召集人。

中華奧會派往北京辦理第十一屆亞運報名。

兼任國立體院體育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課程至2004年。

著作《中共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發展與分析》獲79年度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特別獎。

參加第十一屆北京亞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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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83 48

研究論文《臺灣與大陸地區推展國術組織和方式比較研究》（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在國立體院國術研
究中心出版。

擔任全國體總83年體育節評審委員會委員。

中華奧會派往巴黎參加國際奧會百年會議。

參加第十二屆廣島亞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大專體總參加1995年福岡及歷屆世大運工作執行小組委員迄今。

1995 84 49

擔任羽球協會參加杭州亞洲羽球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擔任教育部委託國立體院國術研究中心「國術擂臺賽競賽制度之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

擔任滑水協會參加昆明亞洲滑水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前往秦皇島智能氣功培訓中心參加專家教授班學習智能氣功。

1996 85 50

參加第三屆哈爾濱亞洲冬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全大運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擔任角力協會參加蕭山亞洲角力錦標賽代表隊顧問。

共同發起成立中華智能氣功科學協會，擔任秘書長。

參加第廿六屆亞特蘭大奧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大專體總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規劃研究小組研究委員。

參加休閒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監事。連任二屆至2007年。

1997 86 51

中華奧會派往北京協商大陸奧運金牌教練、選手來臺訪問相關事宜。

擔任全中運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擔任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畢業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委員迄今。

率大專游泳、跳水隊前往昆明、北京移地訓練。

擔任舉重協會參加揚州亞洲舉重錦標賽代表隊顧問兼會議代表。

參加第五屆芬蘭拉赫堤世界運動會，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兩岸體育交流小組副召集人。

擔任大專體總技術委員會委員迄今。

擔任大專體總國際交流審查委員會委員至2004年。

參加走遍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體驗活動，在十個月內完成規定之十二條步道。

1998 87 52

擔任教育部委託臺灣師大「中國大陸高等學校體育科教育現況之研究」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

擔任全國體總教練審查委員會委員。

擔任考選部87年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新建題庫「體育行政與管理概要」命題委員。

參加莫斯科世界青少年運動會，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研訂體育團體法專案小組委員。

1999 88 53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88年度體育團體評鑑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運動員用藥諮詢小組委員至2006年。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0年全國運動會評估小組委員。

參加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擔任第九議題「拓寬國際與兩岸體育交流範圍與途徑」引言人及分組結論報
告人。

擔任全中運運動競賽審查小組審查委員至2013年。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0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評估小組委員。

擔任中華奧會青少年中長跑選材專案小組委員。

擔任全國體總2000年奧運會專案評估小組委員。

兼任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體育運動研究」課程迄今。

擔任中華奧會醫藥/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評估小組委員。

中華奧會遴派率體育院校暨運科人員赴北京、武漢、上海參訪。

擔任全國運動會運動競賽小組委員、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修正國民體育法專案小組委員。

擔任臺灣省體育會《臺灣體育》雙月刊編輯委員。

2000 89 54

擔任全大運運動競賽審查小組委員至2017年。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89年度地方社會體育訪視委員會委員。

中華奧會派往雪梨參加雪梨奧運籌備會觀察員研討會。

參加第二屆俄羅斯雅庫次克亞洲青少年國際運動會，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全民運動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迄今。

參加2000年雪梨奧運考察團，擔任考察團副總幹事。

擔任第六屆臺北亞太聾人運動會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審查委員迄今。

2001 90 55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暨教練獎勵審查委員會委員至2007年。

擔任90年全運會增加比賽項目審查小組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身心障礙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至2005年。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審查亞奧運單項運動協會90年度工作計畫審查小組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委員會委員至2005年。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1998 87 52

參加瀋陽亞洲體育節，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中華奧會運動科學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運動競賽審查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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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91 56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諮詢委員。

擔任教育部90學年度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院系訪視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體育替代役推動小組委員至2007年。

參加四十四屆臺北國際體健休運動暨舞蹈年會，擔任比較體育組副召集人。

應邀參加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社會體育國際論壇」，發表論文《臺灣地區推展休閒運動之回顧》。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3年全民運動會舉辦縣市評選小組委員。

中華奧會派往北京參加海峽兩岸運動禁藥研討會。

擔任2002年臺北世界殘障桌球錦標賽緊急處理小組委員。

藏書捐贈國立體院圖書館。

參加第十四屆釜山亞運會，擔任代表團副總領隊。

擔任全民運動會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至2006年。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國訓中心2004年雅典奧運會訓輔小組委員。

獲行政院游錫堃院長頒給一等服務獎章。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2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競賽規程審查小組委員。

擔任教育部委國立體院辦理培育優秀原住民運動人才計畫規劃委員。

2003 92 57

參加澳大利亞第二屆青年奧運，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會96年全國運動會舉辦縣市評估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2年精英獎評審委員會委員。93年、94年續任二次。

中華奧會遴派率體育行政訓練中心運動科學人員前往昆明、麗江、景洪等地參訪。

中華奧會派往雅典參加2004雅典奧運總領隊會議。

擔任教育部93學年度大學增系審查委員。

從中華奧會退休，先後在全國體協、中華奧會從事會體育工作25年。

2004 93 58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國訓中心訓輔小組全項委員。

擔任中華奧會顧問。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5年全民運動會評選小組委員。

兼任臺北市立師院/臺北市立教大/臺北市立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課程
至2016年。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體育發燒」節目邀請現場訪談奧運簡史、成就；國際奧會、中華臺北奧會、我國參
加奧運的回顧、奧林匹克精神等。

2005 94 59

擔任全國體總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委員會專案小組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8年全國運動會申辦縣市評估小組委員。

擔任全國體總精英教練北京體育大學講習團顧問。

擔任臺灣體育希望工程2005高峰論壇籌備委員會委員、秘書處技術顧問、議事委員會委員。

2006 95 60

擔任中華奧會承認單項體育團體審議委員會委員迄今。

參加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成立大會，當選理事長。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2006版》專題計畫「中國體育運動制度」研究計畫主持人。

參加中華奧會赴大陸參訪運動訓練基地及場館訪問團，前往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參訪。

擔任中華奧會運動科學委員會委員至2009年。

兼任臺灣科大體育室主任至2011年。

當選鐵人三項運動協會監事。連任二屆至2018年。

參加大專體總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補選理事。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主辦、全國體總承辦2006活化大型運動賽會論壇籌備委員。

2007 96 61

擔任中華奧會法制委員會委員。

擔任97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審查委員。

擔任全國體總2007年臺灣體育運動高峰論壇籌備委員會委員。

擔任全國體總2007年優秀教練國外培訓甄審會委員。2008、2009年續任2次。

2008 97 62

參加木球協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常務理事。

擔任97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委員、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

參加大專體總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理事。

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會工作團。

擔任全國體總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相關法規研修暨資格審定作業工作小組召集人。

擔任大專體總第六屆第一任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委員。

擔任高中體總運動競賽審判委員會委員迄今。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2001 90 55

擔任教育部90年度大專院校訪視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0年體育團體評鑑諮詢委員會委員。

參加第六屆秋田世界運動會，擔任代表團總幹事。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役審查委員會委員迄今 。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0年體育團體評鑑執行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第四十四屆國際體健休•運動暨舞蹈年會專業領域（比較體育暨運動）委員。

擔任中華奧會獎勵審查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90學年度大專院校體育訪視委員會委員。

中華奧會遴派率運動行政人員訪問大陸北京、上海、蘇州等地參訪。

參加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成立大會，當選理事。連任一屆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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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98 63

擔任98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委員。

開始主辦臺灣科大運動績優單獨招生術科考試。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98年各縣市運動樂活計畫暨運動紮根計畫輔導訪視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聘任為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事務審定會委員。

臺灣科大以口述歷史方式出版《走過1/3世紀的臺科歲月－詹德基教授專訪》。

擔任教育部99年及100年全中運組織委員會輔導小組委員。

擔任高中體總參加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專案小組委員迄今。

服務教育界滿四十年，參加教育部所辦98年教育奉獻獎及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

當選中華奧會第十屆委員，連任一屆至2017年。

2010 99 64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專案研修小組委員。

臺灣科大陳希舜校長頒發「績懋斐然」在校服務卅五周年獎座。

擔任大專體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暨競賽規程研修計畫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體育史專輯》編審委員會分冊召集委員。

中華奧會派往北京考察第一屆世界武術搏擊運動會。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國家體育博物館專案諮詢小組委員。

2011 100 65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暨運動發展基金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審
查小組委員迄今。

擔任教育部《體育運動大辭典》撰述委員。

從臺灣科大年齡屆滿退休，改聘為兼任教授至2016年。

參加深圳第廿六屆世大運考察團。

參加中華奧會全民體育推動人員交流訪問團，前往廈門、泉州、貴陽等地參訪。

行政院吳敦義院長頒給特級服務獎章，以獎勵任職滿四十年服務成績優良。

臺灣科大校教評會審議通過為名譽教授。

2012 101 66 擔任高中體總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暨競賽規程研修計畫規劃委員會委員。

2013 102 67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打造運動島計畫訪視委員至2015年。

擔任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全國基層體育有功人員表揚評審委員會委員至2016年。

擔任2013南京亞洲青年運動會參訪團團長，率新北市中華中學、南山高中學生計廿二人前往南京參訪。

擔任教育部《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第七章〈國際及兩岸運動－植基臺
灣邁向世界〉撰述委員。

參加體育署天津東亞運考察團。

擔任大專體總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審判委員至2017年。

擔任臺灣師大辦理教育部體育署102年度救生員檢定授證制度相關事務訪視考核輔導案規劃委員至2014
年。

2014 103 68

擔任全國體總發展委員會委員至2017年。

中華奧會遴派率競技運動教練專業技術交流團前往北京、石家莊、南京等地觀摩交流。

擔任大專體總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規劃委員會委員迄今。

參加2014仁川亞運，擔任工作團第一團團長。

2015 104 69

擔任臺北市政府體育市政顧問，參與2017臺北世大運競賽處諮詢工作。

共同發起成立臺灣專業運動防護員協會，擔任協會顧問、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參加中華奧會在臺北舉辦之2015年兩岸運動科學研討會，擔任主持人。

擔任《2017年第29屆臺北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競賽處規範手冊》編撰小組委員。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我國教練體系之建制與規範手冊》編撰小組委員。

獲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獎勵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

2016 105 70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培育運動教練人才專案小組委員。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訪視奧亞運協會委員迄今。

2017 106 71

擔任2017臺北世大運競賽處競賽諮詢委員。

擔任107年全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106年體育運動精英獎專案評審委員會委員。

2018 107 72

擔任中華奧會顧問。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輔導申辦重點國際單項運動賽會任務型協助小組委員。

擔任臺北市大辦理教育部體育署「建置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管理中心可行性評估計畫」委員。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         要         事         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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