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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麃、許績勝

終生熱愛跑步、教練、裁判
的田徑耕耘者

壹、前言

為何臺灣一個創辦逾越半世紀之久的田

徑俱樂部，一群田徑愛好者至今還能持續的

聚會呢？是誰把田徑俱樂部成員的情感凝聚

在一起、所有人都必恭必敬尊稱他一聲「老

師」？什麼樣的動力促使學生甘心樂意為「

老師」慶祝一甲子大壽？又是什麼樣的「老

師」退休時有如此大的魅力，讓門生為其熱

情舉辦退休餐會呢？

2014（民國103）年7月6日，臺灣田徑界

所尊敬的長者，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長眠於

觀音山麓，這位一生鍾愛田徑的長者，其告

別式上擠滿不捨之情的田徑愛好者，「臺灣

田徑之母」的紀政女士，現場並逐一安慰一

群痛哭失聲的門徒。

筆者隸屬於田徑隊的成員，告別式後情

緒還是無法平復，在內人陪同下，再回到臺

大田徑場南邊彎道的座椅上、哭泣一個多小

時。回憶1980年徘徊於人生志向抉擇之時，

「老師」猶如我人生的一盞明燈，在疑似窮

途末路之時，因為他踏實篤行的個性，引領

我至柳暗花明之境，是位徹底改變我一生命

運的恩師。為感謝老師的栽培之恩，筆者於

1987年代表國家參加第十五屆世界越野錦標

賽、第二屆世界盃馬拉松賽，以及札格瑞布

（Zagreb）的第十四屆大學運動會（Sum-

mer Universiade）時，每次都提筆寫明信片

感謝他的辛勤帶領。雖然，筆者在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服務已數十年，恩師仍經常在

比賽場合上為我美言，敦請諸位田徑前輩多

提攜，始終懷抱「燃燒自己照亮學生」的胸

襟。

帶領北大田徑隊（後更名北大田徑俱樂

部，以下或簡稱北大）選手打破十多次全國

紀錄，將多位選手推向國際競技舞臺的幕後

英雄，就是一生只求努力、不求回報的劉明

祥。筆者擔任長跑選手期間，受劉明祥啟蒙

於臺大田徑場，搜尋報紙有關劉明祥參加比

賽相關報導，回顧劉明祥帶領年輕人訓練與

比賽的點滴，並輔以訪談李珀鈺、黃文成、

郭國雄、廖信夫、呂墩松、林慶忠、洪惟泉

及劉傳裕等人，提供劉明祥參賽、訓練選手

及擔任裁判相關報導與照片，期望更完整而

細緻描述劉明祥一生的三愛——跑步、教

練、裁判。

貳、生平事蹟

1937（民國26）年9月9日，劉明祥出生

於臺北市萬華區一個貧苦的家庭中，父親劉

財是一位忠厚老實的本省人，在桃園苦苓林

一家皮鞋廠裡工作，一家11口，上有年邁雙

親，下有稚齡子女，全仰賴父親劉財做工所

賺來的1,000多元勉強維持家計，劉明祥是

家中的長子，下有5個弟弟及1個妹妹，母親

年輕時操勞過度即腦溢血，半身不遂長期臥

病在床，對劉明祥打擊非常巨大。1943年劉

明祥進入日據時代萬華西門國小就讀，1949

年畢業時政治體制已更迭多年，隨後就讀初

中，畢業後劉明祥目睹家庭清苦，深感父親

身心憔悴，遂毅然前往皮鞋工廠與父親同做

小工，把700多元的微薄工資交給父親，共同

負擔家庭生活重擔（註1）。

劉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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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公館跑回萬華，追著火車跑成為劉明祥

的趣事，依著枕木的距離，鍛鍊出敏捷與穩

定的節奏。1962年劉明祥義務擔任北商田徑

隊教練，並熱心指導智光商職、喬治中學及

金甌商職等校田徑隊。1963年北商吳仕漢校

長賞識劉明祥踏實苦幹的精神，聘他為總務

處職員，辦理採購業務。劉明祥廉潔奉公，

節省公帑，故受到吳校長的充分信任（註4）

，雖經北商人事更替，一直在總務處服務至

退休。

15歲時觀賞他人賽跑，萌發了跑步樂

趣，自行摸索訓練方法，為節省車資及鍛鍊

體力，每天早上從萬華經中興橋跑至桃園龜

山苦苓林，練跑約需1小時20分，以便協助他

的父親從事皮鞋加工（註2），下午4時30分

下班搭車回臺灣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校（今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北商）上課，

下課後拿著手電筒跑回萬華住家。假日空暇

時間較多，從事較長距離的練跑。1961年徵

召至臺中車籠埔服役，由於體力超乎常人，

被選為教育班長，表現優異後，成為體幹班

教官（註3）。

服完兵役後，應徵坐落於臺北市公館

蟾蜍山一帶的美軍13航空隊，擔任倉庫管理

員，跟美軍學做西點麵包及蛋糕，並利用餘

暇自行摸索，精進製作蛋糕技術。雖已工作

在職，但劉明祥仍鍾情於跑步，每天上班時

沿著萬華至新店鐵路支線，跑至公館，下班

註2 〈一千五百公尺決賽 新人劉明祥壓群雄〉，《中

央日報》，1960.10.27，6版。

註3 劉傳裕，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註4 郭國雄，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圖1　孩童時期的劉明祥（後左1）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2　劉明祥與陳昭子結為連理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3　劉明祥（2排右1）全家福照片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4　北大田徑俱樂部為劉明祥舉辦榮退

餐會（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5　劉明祥（中）榮退餐會上充滿笑容

（照片來源：許光麃提供）

圖6　出席北大田徑隊隊員榮升的劉明祥（前

排中）（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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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習慣，經常舉辦班際競賽，每學期辦理一

次全校運動會，從運動賽會中發掘新人。吳

仕漢校長及體育組長王迺泉及曹士賢老師，

咸認為劉明祥先天條件極佳，彈性及速度都

相當具有潛力，但由於他家境清苦，營養不

良，客觀條件的限制，使他無法專心於長跑

的練習，遂發動北商全校師生自由樂捐的活

動，校方把募得之11,000元分成兩部分，一

部分致贈他父母，作為安家費用，另一部分

則留作他平時補充營養之需（註9）。此種義

舉，使劉明祥相當感動，期許自己將來能在

我國體育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並將自己

豐富的長跑經驗做無私分享，以回報愛護他

的同窗朋友及師長。

（二）省運冠軍與終生愛跑

劉明祥首次在田徑場嶄露頭角，是在

1958年臺北市第一屆中等學校運動會上，參

加3,000公尺獲得冠軍（註10）。翌年，遠赴

臺中市參加全程42公里195公尺馬拉松賽，以

臺中市水源地運動場為起點，跑至彰化車站

再折返，劉明祥初試馬拉松以3小時21分53秒

完賽（註11）；緊接著於臺北市第二屆中等

學校運動會3,000公尺以9分57秒2榮獲金牌，

並破大會紀錄（註12）。劉明祥聞名於全省

的賽事，則始於1959年第八屆臺灣省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會榮獲3,000公尺第一名（註13）

。隔年，第九屆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

再度蟬聯3,000公尺金牌，並刷新大會紀錄 

（註14）。

1961年劉明祥與陳昭子結為連理，婚後

在萬華區長沙街經營的西點麵包店，就交由

師母全權處理，不管總務工作或家庭雜務再

繁忙，總是心繫自己一手在臺大田徑場組織

的田徑隊，雖是義務教練，但劉明祥律己甚

嚴，必須保持全勤。婚後育有2女3男，他引

領老大、老二兩位女兒至臺大田徑場練跑了

2-3個月，可惜兩位女兒對跑步毫無興趣，

就不勉強她們，將希望寄託在三位男孩子身

上，寄望像他一樣善於跑步（註5）。劉明祥

經常得意的提及，一輩子最愛的三件事就是

跑步、教練、裁判，由於執著於裁判工作，

積勞成疾；2000年心臟衰竭，咳了3個多月，

從此健康每況愈下。2009年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承辦第四十屆全國大專運動會，剛接受心

臟手術的劉明祥跟主治醫師請假，拔掉注射

管，回到比賽會場繼續擔任終點裁判主任工

作。最讓北大田徑俱樂部隊員不捨的，是劉

明祥從不告知選手有關他的身體病痛，去世

前兩個多月，仍強忍羸弱不堪的身體遠赴臺

南繼續執行裁判，後於2014年7月6日安詳辭

世（註6）。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堅持奮鬥的運動員

（一）家庭支持與師長鼓勵

從小愛上長跑運動的劉明祥，60幾年

前每天從萬華火車站跑至新店，跟著汽車路

跑，也跟著火車跑一格一格的枕木，有時推

輪椅載中風的老母親與弟弟練習公路跑，遍

及林口長庚醫院、政大與木柵仙公廟、板

橋，以及其他各地。筆者於1979年至1983年

在臺大田徑場受業於北大教練劉明祥門下，

練跑休息時刻，劉明祥以其親身經歷傳遞給

學生，要隊員們養成刻苦耐勞、踏實、一步

一腳印的長跑特質，而他一跑就是半世紀之

久。

劉明祥經常推著輪椅載著老母親四處行

走，讓不良於行的母親，心情得以寬慰，也

盡到為人子的孝道；因路途遙遠，劉明祥以

推輪椅練跑步，同時可藉此增加長跑運動員

所需要的肌耐力。時常出現在中興橋練跑的

劉明祥，兼以推菜車方式練習手臂及腿部耐

力，推著菜車的老弱菜販，一看到劉明祥跑

過來就滿心歡喜，因爬坡而疲憊的身體，因

為他的幫忙才得以暫時獲得舒緩，菜販們欲

付勞資給劉明祥，但都被婉拒（註7）。愛跑

的劉明祥不僅行善助人，也為自己在臺灣省

運動會埋下好的因果。

善於體諒家境清苦，願意為家庭付出的

劉明祥，曾一度想放棄熱愛的長跑運動，來

服侍中風的母親。雖沒有教練指導，並常在

暗夜中咬牙苦練，高齡的祖父母卻都很支持

愛跑的劉明祥，老祖父擅長推拿按摩，就替

因工作及練跑而身心俱疲的劉明祥指壓減輕

痠痛；老祖母每天晚上定時燒好一鍋熱水，

等待他跑步回來可以舒舒服服洗個熱水澡  

（註8）。就讀北商時，當時的吳仕漢校長非

常重視體育，為培養學生體育樂趣及養成運

圖7　全省中上運動時的劉明祥（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註5 呂美娟，〈金色年華 劉明祥致力於經驗的傳棒〉，

《民生報》，1978.12.20，2版。

註6 林慶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註7 呂墩松，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註8 呂美娟，〈金色年華 劉明祥致力於經驗的傳棒〉，

《民生報》，1978.12.20，2版。

註9 尹次夷，〈談北商的體育教學〉，《中華日報》，    

1960.11.06，3版。

註10 〈北市中學運動會 今下午閉幕〉，《聯合報》，  

1958.03.17，3版。

註11 〈世運會馬拉松賽 我代表選出〉，《聯合報》，  

1959.01.26，3版。

註12 〈北市中運會收獲豐碩 刷新大會三十二項紀錄〉，

《聯合報》，1959.03.18，3版。

註13 〈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賽 昨有九項刷新紀錄〉，

《聯合報》，1959.04.01，3版。

註14 〈中等學校運動會 昨閉幕頒獎〉，《聯合報》， 

1960.04.0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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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志趣於跑步的劉明祥，有蒐集自己

比賽相關消息的習慣，已持續超過半世紀，

雖報紙發黃卻是劉明祥最璀璨的回憶，報導

第十五屆臺灣省運動的比賽訊息，標題為「

一千五百公尺決賽　新人劉明祥壓群雄」，

節取內容如下。

男子1,500公尺決賽北市新人劉

明祥，壓倒群雄，奪得魁首。這位身

高1公尺70，體重60公斤的21歲青年，

為今日運動場大放光芒，他的成績是

4分22秒4，並不理想，但他第一次參

加省運，有此成績已屬難能可貴……

去年冠軍孫丕典，此次意外地退居第

三名，實屬可惜……已連奪四屆冠軍

的中市鄭洛成，則於預賽時臨時棄權

退出。今日決賽於上午10時舉行，10

人20條毛腿於哨聲起處在跑道上發腳

狂奔，昨天預賽中成績最好的北市楊

旺棋，今日在最後半圈中落後，意想

不到的劉明祥脫穎而出，竄上第一。   

（註15）

一生鍾愛長跑的劉明祥，從參加校運

會、萬華區運動會、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

會、臺北市運動會、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

動會、臺灣省田徑賽、中菲田徑對抗賽、中

琉田徑友誼賽及臺灣省運動會等大小賽事，

比賽項目及距離從800公尺到馬拉松賽，從年

輕跑到高齡賽事，如1979年42歲時報名我國

舉辦的金山馬拉松賽（註16），1985年以48

之齡參加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舉辦之秋季高齡

田徑賽，1,500公尺榮獲男孝組第一名，以4

分51秒21破大會紀錄；1987年參加春季高齡

公開賽，在800公尺項目榮獲男愛組第一名，

以2分20秒9破大會2分21秒7的成績。

二、犧牲奉獻的田徑教練

（一）創辦北大田徑俱樂部

劉明祥在北商就讀期間，代表學校多次

獲得全省大賽的冠軍，受到吳仕漢校長的重

視，之後聘為總務處職員，並利用公餘，義

務擔任北商田徑隊教練。劉明祥有感於屏東

有東大田徑隊，使得屏東縣田徑成績斐然，

臺北市的田徑成績不理想，應該組織一個田

徑俱樂部，且不限於北商田徑隊而擴展至臺

北市，乃於1963年成立「北大田徑隊」，平

日上課以北商為據點，周末六、日在臺大田

徑場練跑（註17）。

一輩子愛跑的劉明祥，還熱心組織一群

愛跑的年輕人，一起享受揮汗的痛快。超過

半世紀之久的北大田徑俱樂部，是臺灣第一

個田徑俱樂部。劉明祥剛成立田徑隊之初，

沒預料到竟然吸引如此多有志趣的年輕人，

「組織章程」及隊規要求相當簡潔：練習時

間一定要準時到達臺大田徑場、態度要謙

虛、儀容要整齊、自備飲水、攜帶衣物於練

習後更換、練習前先將背包排放整齊；生活

要求規律嚴謹（註18）：不抽菸、不飲酒、

不遲到、不早退等習性，高中階段不結交異

性朋友。北大的精神在於刻苦耐勞、相親相

圖10　劉明祥（後右1）帶隊參賽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9　省運1,500公尺冠軍的劉明祥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8　終生熱愛跑步的劉明祥（右3）（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註15 〈一千五百公尺決賽 新人劉明祥壓群雄〉，《中

央日報》，1960.10.27，6版。

註16 呂美娟，〈全國馬拉松賽週日在金山舉行〉，     

《民生報》，1979.03.15，3版。

註17 郭國雄，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18 呂美娟，〈金色年華 劉明祥致力於經驗的傳棒〉，

《民生報》，1978.12.2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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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風雨無阻。手藝精巧的劉明祥在長沙街

經營西點麵包店，夏天還賣綜合冰品，生意

再忙碌，仍毅然放下手邊工作，直奔臺大，

準時出現在田徑場南邊；他要求隊員有事應

事先請假，每月可請假兩次，劉明祥卻以身

作則，保持全勤（註19）。

在北商擔任田徑義務教練的劉明祥，利

用公餘時間至金甌商職、喬治高職、復興商

工、智光商職、華僑中學、格致中學、新莊

國中，以及螢橋國中義務訓練田徑隊。劉明

祥熱心田徑，知悉願意刻苦耐勞練田徑的孩

子，家境大多數不富裕，便決定不需繳交隊

費。隊員們都稱劉明祥「老師」，但實際上

他並非獲得正式教師資格的老師，和這群孩

子沒有「正式」的師生關係，但隊員尊敬劉

明祥遠勝於學校體育教師。北大全盛時期，

練習隊員達百人之多，大多數時間維持在

20-40位隊員一起練習（註20）。有些隊員學

校畢業後經商，也有教師、公務人員、高中

生及大學生。

用心血經營北大田徑隊的劉明祥，以

田徑興趣集合年輕人共同努力，並非以追求

競技為唯一目標，不以比賽成績作為就讀體

育科系的踏板，他認為工商團體支持運動團

體，在於使運動員有限的運動生涯能夠銜接

就業職場，培養運動員第二專長的工作機

會，在職單位願意每周三個下午提供選手練

習，平時以工作自食其力，不僅能展延運動

選手持續創造佳績為國爭光，同時運動員在

職單位亦獲得良好的企業形象，可謂兩全其

美（註21）。劉明祥不僅是老師更像家長似

的愛護著每位選手，即使選手離開北大、轉

到其他縣市就學或就業，仍隨時關心著每位

選手的訓練狀況，一旦聽聞本隊選手有婚喪

喜慶更是全程參與，路途再遙遠也從來不辭

辛勞、給予關愛（註22）。筆者的父母親過

世時，並未發訃聞給劉老師，但老師不知從

何處得知消息，親自到筆者家裡來慰問，讓

筆者銘感五內。

（二）熱心義務的田徑教練

家境清苦的劉明祥，在唸書及工作之

餘，還自己抽空練跑。為練跑得省吃儉用，

買一雙新跑鞋，小心翼翼維護它，尤其是在

雨天跑完煤渣跑道，鞋子的清洗更費工夫

了。沒教練指導的劉明祥自行摸索訓練方

法，卻也跑了不少冤枉之路。劉明祥自17歲

開始在田徑場上練習，已累積足以擔任教練

的豐富經驗，由於興趣於跑步而樂於付出的

特質，總是敞開心靈與選手溝通，不斷吸收

新的田徑知識，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尋找有天

分的年輕人，好好加以悉心培養（註23）。

總是準時出現在臺大田徑場的劉明祥，

先瞭解選手出席情況，再詢問選手身心狀

況，即將比賽的選手主動告知參賽名稱及項

目，並適度調整訓練課表。簡要伸展身體部

位後，選手自動排成兩列開始繞400公尺田徑

場4圈，劉明祥以身示範帶著選手做暖身操，

並不時調整每位選手正確的動作，接下來就

是跑步的基本動作，先從緩和到敏捷及速

度，如抬腿動作、放鬆肩膀緩跑、側併交叉

跑、碎小步敏捷跑、高抬腿跑等，進入正式

課表之前，漸速跑從輕鬆到努力程度，確保

身體已達到接受一定強度的課表，並避免選

手因暖身不夠而受傷的情況產生（註24）。

北大選手從100公尺短跑到10,000公尺

長跑都有，劉明祥會依選手的專攻項目給予

不同的練習課表，練跑距離、強度、休息時

間等都會加以指導，他會全程關心選手練習

的體能狀況，並給予跑姿及動作的提示。有

些選手因傷不得不停止練跑，他也會視傷勢

輕重或部位，而給予不同的任務，或幫忙按

碼錶，或告知受傷者見習隊友跑步儀態之優

劣，或者加強未受傷部位的體能，經常練習

的有空手擺臂、持槓鈴擺臂、倒立手扶腰空

踩、手撐雙槓空踩等（註25），除避免受傷

部位惡化，更能輔助及強化跑步相關肌群，

甚至迅速恢復到達巔峰的體能水準。平時隊

友分散各處自行練習，缺乏教練指導或自行

揣摩練習不得法，筆者多次受傷，但依劉老

師指導的動作維持體能水準，筆者深深受惠

於劉老師的教澤。

圖11　劉明祥的精巧手藝展示（照片來源：

劉傳裕提供）

圖12　臺灣最悠久的田徑俱樂部（照片來源：

郭國雄提供）

註19 郭國雄，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20 林慶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21 呂美娟，〈金色年華 劉明祥致力於經驗的傳棒〉，

《民生報》，1978.12.20，2版。

註22 林慶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23 呂墩松，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24 黃文成，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註25 陳志瀛，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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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差距，奪得400及800公尺雙料亞軍（註

34）；5月8日在臺北市第一屆中上運動會田

徑女子800公尺，以2分26秒整，打破全國紀

錄（註35）；緊接著赴東京出席日本國際田

徑邀請賽，李珀鈺於8月19日出賽女子1,500

公尺，以4分59秒2創下我國女子第一位跑進5

分內選手；10月13日在臺北市第三屆市運會

女子800公尺決賽，又以2分24秒5改寫全國紀

錄（註36）；1970年3月14日臺灣區第二十二

屆田徑賽，李珀鈺代表臺北市參加女子800公

尺，以2分23秒3再度刷新全國紀錄，並擊敗

梁素嬌及李秋霞等中長跑好手（註37）；7月

12日在臺北市立體育場舉行中琉田徑友誼對

抗賽，李珀鈺參加800公尺表演賽，以2分21

秒4翻新全國紀錄（註38）；中日田徑友誼賽

於9月3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李珀鈺在眾多

好手激勵下，以2分21秒3再次破全國，短瞬

的兩年內破了6次全國紀錄。體型嬌小的李珀

鈺，就是耐力驚人，步伐均勻，跑姿輕盈，

當時30多歲的劉明祥陪跑時，不斷提醒李珀

鈺抬腿要領，並修正擺臂動作（註39），當

時臺北中興大橋可跑4趟，面不改色。

國際或國內田徑比賽慣例都是風雨無

阻，北部夏季常有午後雷陣雨，冬季吹東北

季風陰雨綿綿，若周六、日因雨暫停練習，

恐怕隊員一個月見不到一次面，故劉老師堅

持風雨照常練習。隊員們主動集合在臺大農

業陳列館，慣常關心選手出席情況，簡略伸

展操後，圍繞臺大農業陳列館慢跑20分鐘

後，按程序進行各式暖身操，由隊長或指定

隊員帶操及喊口令，並以全體隊員都聽得見

的聲音為原則，緊接著是反覆循環的體能訓

練，如徒手擺臂、推牆抬腿跑、拉輪胎跑

步、原地敏捷碎小步、側併步、V字形伸手碰

腿、伏地挺身、仰臥起坐、波比跳等，體能

訓練結束後，若仍持續陰雨，則留在農業陳

列館，以狹長兩邊快跑，較短兩邊慢跑，持

續數十趟；倘若雨停，便繞著臺大校園慢跑

20-30分，回到農業陳列館收操（註26）。有

些隊員難忘在中和跑圓通寺的階梯及山路，

昔日運煤的中和到板橋支線，隊員們沿著枕

木訓練敏捷及韻律跑，雨天利用教室各樓層

跑樓梯或做重量訓練（註27），劉明祥善於

利用各種地形練習，而他認真執著於訓練的

態度，令學生十分佩服。

夏季六、日練習地點大多在臺大田徑

場，偶爾因隊友比賽或劉明祥擔任裁判，而

更改到臺北市立體育場練習，冬季有時全隊

報名越野賽，劉明祥也親自下場參賽。甚至

為增加練習興趣，劉明祥率領隊友踏遍木柵

指南宮的石階；踏著滑溜的泥徑登上觀音山

硬漢嶺；夏日豔陽高照赴福隆海水浴場一趟

又一趟的沙灘跑（註28）；豔陽的曝曬下頂

著寒冷的東北季風遊走大屯山及東北角海

岸，隊友們依然記得躲雨避寒的窘境，原本

年輕精巧的雙手已被凍僵，身體不自主而顫

抖地享用隨身攜帶的午餐；及為增加全隊的

速耐力或耐力，帶往林口跑斜坡（註29）；

種種回憶皆是北大隊友相聚共同的話題。

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擔任中華民國

田徑協會理事長期間，出錢出力鼓勵優秀選

手及教練，一般獲獎績優教練，大多數任職

於中學或大學，唯獨劉明祥自創北大田徑俱

樂部也多次獲得田徑協會的表揚，如1978年

熱心教練（註30）、1982年金山馬拉松指導

有功教練（註31）、1986年獲頒績優教練     

（註32）。對於終生奉獻田徑基層教練的劉

明祥，受到當時田徑協會總幹事紀政邀請擔

任1980年中華田徑隊教練成員之一，訪問美

國40天參加12項田徑比賽，賽程有南加大公

開賽、聖塔芭芭拉邀請賽、聖安東尼國際邀

請賽等賽事（註33）。一生「只問耕耘，不

問收穫」的劉明祥，田徑協會給予最大的光

榮與鼓舞。

（三）劉明祥指導北大選手典範錄

1.李珀鈺

李珀鈺家住臺北市萬華區，父親在長

沙街經營中藥診所，距離劉明祥住處咫尺之

遙，就讀金甌商職高二時，偶然被任職北商

的劉明祥發掘，每天利用放學兩個小時，風

雨無阻陪李珀鈺在臺大田徑場練習。雖然僅

練習短短的一年，1969年在臺灣省田徑賽以

圖13　在北商擔任義務教練的劉明祥（中）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註26 呂墩松，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27 廖信夫，面訪，臺北市大同區天水路新醉樓菜

館，2017年9月1日。訪問人許光麃，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註28 廖信夫，面訪，臺北市大同區天水路新醉樓菜

館，2017年9月1日。

註29 黃文成，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30 〈二十餘位熱心教練 昨日獲頒獎金獎牌〉，《民

生報》，1978.11.20，2版。

註31 〈馬拉松賽表現優異 選手教練獲獎助金〉，《聯

合報》，1982.04.04，5版。

註32 〈獎勵97位田徑績優教練 田協分發謝函獎狀獎

金〉，《民生報》，1986.02.03，3版。

註33 〈訪美四十天 創下多項佳績 中華田徑隊今賦 

歸〉，《民生報》，1980.04.23，1版。

註34 〈明日之星 李珀鈺 李桂良〉，《聯合報》，    

1969.05.06，6版。

註35 〈女子八百公尺賽跑 李珀鈺破全國紀錄〉，《聯

合報》，1969.05.09，6版。

註36 李清田，〈體壇新秀李珀鈺〉，《經濟日報》，  

1969.10.14，8版。

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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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琉田徑賽昨收場 女子八百公尺表演賽 李珀鈺

刷新全國〉，《聯合報》，1970.07.13，6版。

註39 李珀鈺，電訪，2017年9月22日。訪問人許光麃，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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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榮宗

潘榮宗出身於東方中學，剛出道時多

靠自己摸索，後來接受北大田徑隊教練劉明

祥指導，就讀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今臺

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時受到蔡特龍指導，

參加國家代表隊集訓時，接受瑞爾教練及

楊傳廣的指導，因此逐漸掌握到短跑的訣

竅，1977年在臺中100公尺跑出10秒4佳績，

和蘇文和共同保有全國紀錄。同年，潘榮宗

到德國杜塞道夫參加第一屆世界田徑錦標賽

時，順道參觀田徑俱樂部有所心得，回國後

在工作之餘投注心血於北大田徑隊，想使其

成為國內最具規模以及最完善的田徑俱樂部

（註40），此皆起因於潘榮宗感受到劉明祥

對待選手比自己的孩子還好。

3.黃文成

劉明祥工作之餘不忘情田徑，時常至各

校看選手練習，某日拜訪新莊國中，湊巧成

為該校田徑隊義務教練，每周六、日劉明祥

帶著新莊國中15位學生赴臺大田徑場練習，

其中，黃文成是練習最認真的一位，深受

劉明祥賞識（註41）。升上桃園成功工商，

接受短跑名將潘榮宗的指導，著重於速度訓

練，配合國中階段培養出的耐力，黃文成突

飛猛進。1974年臺灣區運動會獲得兩面銀

牌，1,500公尺以1秒之差敗給張金維，卻擊

敗如日中天的潭廣嘉。1977年進入陸光田徑

隊服役，接受陸光田徑隊教練王守千指導，

嘗試3,000公尺障礙跨欄技巧及過水坑要領，

隔年臺北市青年盃以9分04秒6打破張金維保

持的9分06秒4全國紀錄；隔月的第三十屆臺

灣區田徑錦標賽締造8分58秒6的全國紀錄，

成為我國3,000公尺障礙史上突破9分鐘大關

的第一人；至1982年9月18日以8分43秒61刷

新自己保持的全國紀錄，共有8次打破全國紀

錄，將全國紀錄推進22秒79之多，直到2001

年才被吳文騫打破。尤其，在1983年亞洲田

徑錦標賽勇奪金牌，是我國歷年來男子中長

跑在亞洲賽唯一的金牌。黃文成最得意的回

憶是在1983年6月11日，參賽美國加州波莫那

公開賽男子1,500公尺以3分46秒4的全國紀錄

（註42），保持至今。

註40 呂美娟，〈電影是嗜好 體育是生命 潘榮宗從影 未

放棄田徑〉，《民生報》，1978.12.10，3版。

註41 曾清淡，〈訪美田徑選手之三：黃文成終於找對

了路〉，《民生報》，1978.04.23，3版。

註42 黃文成，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圖17　劉明祥（右1）生前指導的最後一

批學生（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18　李珀鈺（中）6次打破全國紀錄（照片來源：

劉傳裕提供）

圖15　劉明祥於中華田徑隊訪美留影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16　以擔任國家教練為榮的劉明祥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14　帶領學生郊遊的劉明祥（後左1）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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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畏風雨的裁判

從16歲開始熱衷參與賽跑，在參加各大

小賽事的過程中，逐漸熟悉賽務工作，劉明

祥除了組織北大田徑隊並免收會費、熱心義

務擔任教練投入心血與時間外，他的第三愛

就是擔任裁判工作，更長達50年之久。為何

樂此不疲？因為喜愛觀賞選手優美的跑姿，

賞識選手堅持到終點永不放棄的精神，樂於

看到選手衝抵終點獲勝的喜悅，愛好與跑者

交換訓練知識與比賽心得（註43）。

（一）全省跑透透的裁判

愛好田徑裁判終點工作的劉明祥，經

歷過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全國運動會、全

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各縣市運動會、鄉鎮區運動會、各中小學運

動會，從早期的公路接力賽及路跑賽，到近

期全臺蔚為風潮的馬拉松賽，甚至臺灣全省

各地偏鄉的小比賽，都可看到劉明祥面帶微

笑進行裁判工作的身影。有一次以休閒遊樂

的心情，騎著他的老機車從臺北遠赴屏東擔

任神聖的裁判工作，任務完成後，再騎回臺

北，無非是為了單純與公平無私的田徑裁判

而努力以赴（註44）。

圖20　洪惟泉（左1）李珀鈺（左2）呂墩松（右2）皆

為劉明祥得意門生（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19　黃文成（中）國內1,500公尺全國紀錄保持人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二）貼心投入的裁判

為了擔任裁判捨棄可賺幾仟元的監考

費，犧牲可以吹冷氣的監考工作，寧可選擇

每一天不到一仟元的裁判費，還得克服交通

不便利的困擾，經常騎摩托車載師母南北奔

波，幾乎沒有假日可言。臺灣常見路跑賽或

馬拉松比賽為避開交通尖峰時段，選擇於清

晨5點半或6點起跑，擔任裁判的大會工作人

員，必須比選手更早到會場準備就緒，為此

凌晨3、4點起床的劉明祥卻甘之如飴。一般

田徑賽都是風雨無阻，夏日上午8、9點炙熱

陽光將裁判曬得皮膚黝黑，下午雷陣雨常將

執法裁判全身淋得溼透，冬天東北季風夾帶

陰雨綿綿，使身體貼在濕答答衣服上倍感難

受。劉明祥擔任裁判工作前，會事先蒐集氣

象預報資訊，以其精巧的廚藝，在寒冬為裁

判同仁準備禦寒的薑湯或熱滾滾的紅豆湯，

夏天為夥伴預備清涼消暑的綠豆湯（註45）

，使得賽會工作人員充滿溫馨，凝聚裁判人

員的神聖使命感，展現長者體恤工作同仁的

辛勞。

比賽前召開領隊會議，劉明祥提醒領

隊第一要務就是核對選手號碼布，萬一號碼

布裝錯袋，要盡快找競賽組更換；別針多帶

幾枝，因選手在檢錄時經常找不到別針；別

針別妥號碼布而四角落充分開展，以利終點

裁判員依靠號碼評判名次。短跑選手比賽速

度快，劉明祥特別強調，道次號碼務必要貼

在田徑褲右側，勿貼在大腿上容易滑落，請

教練耐心輔導選手。擔任全國各大賽事終點

主任長達30年的劉明祥，與起點發令員聯繫

時，他的彎腰鞠躬舉旗手勢更是獨創一格，

為人津津樂道（註46）。此外，劉明祥投入

心血改變難以判定的長距離計圈法，而採長

距離專用的代號號碼。依照以往慣例，由於

長距離5,000及10,000公尺選手超過20人時，

不舉行預賽，因此決賽時若參賽者被領先群

追上，務必自行離開跑道退出場外或經檢察

裁判沒收參賽資格，一律退出場外沒收號碼

布，剩餘20位參賽者繼續比賽（註47）。

註43 林慶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44 劉傳裕，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45 林慶忠，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46 郭國雄，面訪，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行政大

樓，2017年7月20日。

註47 劉明祥領隊會議及技術會議手稿，劉傳裕提供。

圖21　遠從臺北騎車至屏東擔任裁判的劉明祥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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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出生於清貧家庭的劉明祥，全家端賴

父親劉財在桃園皮鞋工廠做工，勉強養家餬

口，母親操勞過度而中風，頓使從年少即熱

愛跑步的劉明祥，毅然跟隨父親至工廠做小

工，以跑步節省交通費用的支出，並可維持

跑步樂趣。上夜校的劉明祥下課之後，手提

手電筒跑回萬華住家，往往比搭公車還快到

家。在美軍航空隊劉明祥沿著鐵軌跑步上下

班，而後北商吳仕漢校長欣賞其踏實性格，

聘為總務處職員直到退休。

一生愛跑的劉明祥，家貧練跑不順遂，

做工時想盡辦法以跑步取代交通工具，並在

讀夜校時跑步上下學。事母至孝的劉明祥，

經常以跑步推輪椅載母親外出散心，在中興

橋練跑時，看到老弱婦孺的菜販，都義不容

辭幫忙推菜車，藉以鍛鍊肌耐力。家計沉重

的劉明祥一度想放棄長跑，但全家深受其愛

跑感動，祖父母備好熱水，以按摩消除劉明

祥跑步的疲勞。北商校長吳仕漢體恤貧苦的

劉明祥愛跑步，發動全校師生樂捐義舉，支

持他為校為家鄉爭光的決心，皇天不負苦心

人，終於在第十五屆臺灣省運動會出乎意料

榮獲1,500公尺冠軍，全家皆大歡喜，熱情持

續到高齡運動會毫不稍減，並在北商立下回

饋社會的宏願，終生以推展田徑為職志。

圖26　早起準備馬拉松賽事的劉明祥（右）

（照片來源：郭國雄提供）

圖23　投入裁判逾半世紀的劉明祥（左3）

（照片來源：許光麃提供）

圖24　紀政（右3）慰問劉明祥（左3）

裁判工作的辛勞（照片來源：劉

傳裕提供）

圖25　領隊會議上劉明祥細心提醒與會者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圖22　務求終點賽務完善的劉明祥

（照片來源：劉傳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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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軍航空隊服務的劉明祥錯過短期受

訓即可成為正式體育教師的機遇，遂組織北

大田徑隊，以臺大田徑場為據點，每週六、

週日和一群有志趣於田徑的年輕朋友，一同

踏實練跑、揮灑汗水、競逐比賽的榮光。熱

心推展田徑的劉明祥平日利用公餘，至多所

國中及高中職義務指導田徑隊，慧眼識才就

學於金甌商職的李珀鈺；指引摸索於東方高

中的短跑好手潘榮宗；伯樂尋找千里馬黃文

成於新莊國中。劉明祥是許多田徑選手的啟

蒙教練，指導李珀鈺、黃文成等選手破全國

紀錄十多次的幕後推手，中華田徑協會能體

察默默耕耘的教練，頒獎表揚劉明祥甘心樂

意的付出，不忘邀集劉明祥為訪美40天的教

練團成員之一。劉明祥並非「正式」的體育

教師，但是他熱心投入訓練而備受推崇。

諸多從事體育專業的人士，往往輕忽裁

判工作的嚴謹與神聖，劉明祥卻願意全心投

入、熱衷田徑裁判逾半世紀之久，參與賽事

從國際賽會到鄉鎮區或校運會皆有。他寧願

放棄舒適高報酬的監考事務，卻千里迢迢地

遠赴偏鄉執法，早期公路賽讓裁判得餐風露

宿，馬拉松及路跑賽的早起，國際及全國性

夜間賽會的晚歸，風雨無阻、風吹日曬雨淋

是田徑裁判的寫照，他卻永遠甘之如飴，還

貼心地為裁判同好準備點心，讓比賽場上充

滿溫馨，提振領取微薄工作費用裁判們的士

氣。終點裁判是很多田徑裁判畏懼的工作，

牽涉選手比賽名次的判定與糾紛，劉明祥總

是不厭其煩地在領隊會議或技術會議，向領

隊及教練細心地提醒。在比賽場上發令與終

點裁判的聯繫，劉明祥以90度的鞠躬方式向

起點致意；最難以判定的中長跑記圈方式，

劉明祥獨創的記圈法解決終點裁判員的困

擾。劉明祥用心於裁判用心於裁判工作50餘

年，專心於終點名次判定也超過30年，是田

徑裁判們心目中永遠的「終點主任」。

附錄

劉明祥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7 26 9月9日出生於臺北市萬華區。

1943 32 6 劉明祥進入萬華西門國小就讀。

1953 42 16 劉明祥開始參加比賽。

1958 47 21
進入臺灣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校（北商）就讀。

代表北商參加臺北市第一屆中等學校運動會，3,000公尺以10分36秒6獲得第一名。

1959 48 22
代表北商參加臺北市第二屆中等學校運動會，3,000公尺以9分57秒2，破大會紀錄。

劉明祥代表北商參加臺灣省第八屆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高男3,000公尺以9分49秒4獲得第一名。

1960 49 23
參加臺灣省第九屆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劉明祥參加高男3,000公尺以9分47秒刷新大會紀錄。

代表臺北市參加第十五屆臺灣省運動會獲得1,500公尺金牌。

1961 50 24
被徵召入伍服役。

與陳昭子結為連理。

1962 51 25
代表臺北市參加第十七屆省運會，獲得男子5,000公尺第三名。

義務擔任北商田徑教練。

1963 52 26 成立「北大田徑隊」，帶領學生在臺灣大學田徑場練跑。

1968 57 31 代表我國參加中菲田徑對抗賽，比賽項目為3,000公尺障礙。

1969 58 32

臺北市第一屆中上運動會，指導金毆商職高二學生李珀鈺800公尺以2分26秒整，改寫李秋霞保持的全國紀錄。

臺北市第三屆市運動會，指導李珀鈺800公尺以2分24秒5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國紀錄。

義務擔任新莊國中田徑隊教練，指導黃文成。

1970 59 33

指導李珀鈺參加臺灣區田徑賽，800公尺以2分23秒3打破全國紀錄。

指導李珀鈺參加中琉田徑對抗賽，800公尺以2分21秒4刷新全國紀錄。

指導李珀鈺參加第六屆曼谷亞洲運動會。

1978 67 41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理事長王惕吾頒獎表揚劉明祥等20位熱心教練。

響應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將「北大田徑隊」更名為「北大田徑俱樂部」。

1979 68 42 報名參加第一屆金山馬拉松30-40歲組比賽。

1980 69 43
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赴美國參加比賽40天，紀政擔任總領隊，劉明祥為教練團成員之一。

參加國內首次舉行的高齡田徑賽。

1982 71 45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王惕吾理事長頒獎表揚金山馬拉松表現優異的選手及教練，劉明祥獲頒指導有功教練。

1985 74 48
參加秋季高齡田徑賽1,500公尺男45-49歲組第一名，並破大會紀錄。

獲選為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年度績優田徑教練。

1986 75 49 指導許光麃選手獲得第三屆曾文水庫馬拉松亞軍。

1987 76 50 參加春季高齡田徑賽800公尺男愛組第一名，並破大會紀錄。

2000 89 63 積勞成疾，心臟衰竭，經常咳嗽，健康每況愈下。

2009 98 72 接受心臟手術，住院期間跟醫師請假，繼續在第四十屆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擔任裁判工作。

2014 103 77 7月6日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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