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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乾

許水野

終生奉獻橄欖球運動的園丁

壹、前言

臺灣橄欖球運動源自1913年（民國2年）

日本殖民期間，主要在臺灣南、北兩地發展

比較普遍，北部根基地首推當時臺北縣淡水

鎮的淡江中學，該校以外籍傳教士藉由在臺

宣教期間傳入，如馬偕博士等人及一些臺灣

籍赴日本留學返國後的年輕人，如後來擔任

淡江中學校長的陳清忠先生、楊廷謙先生共

同開展，另一股力量則是以建國中學為班

底，由當時任職在日本總督府（現在的總統

府）的松岡正男等人就近傳授，後來再加入

一些由日本留學返臺的年輕人參與協助，資

源人脈都非常充沛。

南部地區則以臺南市為主，由旅日歸

僑黃茂卿先生啟蒙，他在日本同志社中學就

讀時參加橄欖球隊，畢業後到韓國京城大學

就讀醫科時繼續參與球隊訓練比賽，1945年

學成返國在臺南市中山路開設「受惠牙醫」

診所，1947年由黃茂卿先生為首，鼓吹教會

一些好友參與橄欖球推展。由於對橄欖球的

狂愛，一方面跟隨父親行醫濟世，一方面藉

由在鄰近南門路太平境教會參與足球活動期

間，邀集有志年輕人自行摸索，由球友高振

南設計配上汽車內胎，由洪南海先生縫製臺

南市第一顆橄欖球開始發展，並以鳳凰球場

為基地推展，這就是後來黃茂卿先生被稱為

「南臺灣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的起因，黃

茂卿先生對臺南市橄欖球運動的投入、敬業

精神及對後輩們無私的奉獻，至今仍受到大

家敬仰，橄欖球運動在80~90年代成為臺南市

的城市特色運動。

臺南市橄欖球運動起源較晚，比北部

地區發展慢了約30年，但憑著南部鄉下孩子

耿直的個性、天性好體能，都是出自具高度

興趣，多數是教會的子弟，所以大家特別團

結，又有固定聚會活動的時間在一起玩樂，

尤其黃茂卿先生以教會牧師為首，邀集地方

教育界的仕紳，如辛文炳、林全錄、翁海棠

等人的協助，再藉由教會系統的年輕人共同

摸索鑽研，相互影響傳授，所以臺南市橄欖

球運動開展的速度非常快、發展的層面很

廣，除了公私立中學外，臺南市唯一的公立

大學－成功大學、社區活動中心、基督教各

教會也都普遍開展。

許水野老師所以能與橄欖球運動結緣，

他出生在臺南市忠義路，距離舊市政府及太

平境教會附近的鳳凰球場很近，這裡也是他

幼年遊憩成長的地方，因為經常觀看橄欖球

選手奔馳於球場中，對橄欖球運動耳濡目染

下自然產生興趣，他成長的50年代正是橄欖

球運動在府城興盛開展的時候，幼年常在橄

欖球場受到環境影響與薰陶，後來又就讀組

訓橄欖球隊的長榮中學，許多同伴都參與橄

欖球隊訓練，許老師也就順理成章地加入學

校橄欖球隊，沒想到這一腳踏入橄欖球場卻

是一輩子離不開橄欖球運動，他在鳳凰橄欖

球場受到薰陶、在長榮中學得到培育成長，

畢業後考上當時體育專業學校的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就讀，並繼

續接受訓練，逐漸茁壯成熟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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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他自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完成體

育本科學業，先實習一年後入伍服役，退役

後選擇實習的學校臺南市延平中學任教。工

作有了著落生活穩定下來，為了發揮專長的

橄欖球運動，許老師開始組訓橄欖球隊，後

來又回母校長榮中學兼任教練，前後長達30

餘年，除了獲得許多優異成績培育了許多橄

欖球人才外，也代表家鄉臺南市及國家隊，

在全國、國際性比賽爭取無數榮耀，民國70

年受蘇南成市長青睞網羅，擔任臺南市體育

場場長16年，雖因體育場工作繁瑣忙碌，無

法兼顧延平國中橄欖球隊訓練，但是在他離

開學校借調擔任體育場長期間，在體育事業

上開闢了另外一片天，規劃臺南市立體育場

為主軸的體育公園運動園區，在園區內規劃

許多單項運動的標準場地，受到有「體育市

長」之稱的蘇南成先生指示，舉辦1982年臺

灣區運動會，在接任體育場長後，許老師帶

領工作團隊歷經年餘不眠不休，幾乎以體育

場為家，除了達成蘇市長的期望，成功舉辦

臺灣區運動會外，也規劃臺南市體育園區內

完善的運動設施，並經常舉辦全國性及地方

性的運動賽事。

許老師主張運動場館必須經常使用發揮

其最大功效，才能不斷發現缺失力求改進，

也才能帶動高品質的運動競賽，再從高水準

的比賽中發掘人才，所以他堅持競技項目力

求符合國際競技需求的場館標準化，休閒項

目則以運動遊憩舒適化，完善體育設施後再

鼓勵民眾積極參與運動，此項體育專業理念

及執行政策規劃得宜，所獲成果受惠無窮，

至今仍是臺南市舉辦重大賽事的必要本錢，

平時則做為各單項運動委員會培訓選手的基

地，各委員會都有屬於自己的家，造福無數

運動員參與高品質的競賽及提供熱愛運動的

市民絕佳的運動都會公園，參與運動的市民

在享受之餘，經常懷念體育場「水鴨」場長

（許老師的暱稱），對臺南市體育發展所作

的貢獻，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體育總會特別

於2017年體育節表揚有功人員大會，頒發其

終生奉獻體育成就獎，表達對許水野老師的

尊崇。

圖2　臺南市火車站前橄欖球雕像-象徵橄欖球之都圖1　臺灣橄欖球運動發源地-臺北縣淡江中學

貳、就學與任職經歷

一、小學-初中時期

許水野老師1939年（民國28）年出生於

臺南市忠義路，1947年8歲時就讀臺南市永福

國小，許老師名「水野」，臺語的諧音如水

鴨，所以自小同伴都稱他「水鴨、水鴨」，

幼年身材黑瘦，他自娛屬於「乾煸四季豆」

型，但他對運動的靈敏度奇佳，經常在鄰近

的舊市府鳳凰球場與同伴競速、踢足球，觀

賞一群大哥哥們追逐一種奇特球型的橄欖

球，因此他也跟著練就一身好身手好速度，

因為當時在臺南市玩的「橄欖球」是由黃茂

卿先生買一張軟牛皮，由球友高振南設計，

洪南海手縫，配上汽車內胎縫製而成的臺南

市第一個橄欖球，由於縫製困難，剛開始數

量並不多，能有機會摸幾下橄欖球就非常興

奮，逐漸地他也會參加玩玩，所以他對橄欖

球並不陌生。1952年考上長榮中學初中部就

讀，這時候臺南市的橄欖球運動，才開始進

入校園並以教會學校的長榮中學為大本營如

火如荼地開展，他因為對橄欖球熟悉又非常

喜愛，所以進入長榮中學就想參加橄欖球

隊，卻因為年齡不足（球隊都是高中生才能

參加），他只能在旁當觀眾，偶而幫忙撿撿

球過過癮。許老師真正啟蒙橄欖球運動並不

是在長榮中學，而是在11歲左右未進入長榮

中學初中部就讀前，在鳳凰球場玩樂階段就

開始啟蒙橄欖球運動了，直到他76歲離開橄

欖球場，他真正投注在橄欖球運動長達65年

之久，他比喻自己這一輩子是「橄欖球的人

生」。

圖3　許老師43年參加永福國小同學會

（前排中）

圖4　長榮中學初中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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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5日長榮大學在臺南市橄欖球

場舉辦大專盃錦標賽，我特別約了許老師，

載他到球場觀賽的路上，經過忠義路時，

他特別指著孔子廟、舊市政府鳳凰球場給我

看，很興奮的介紹說：「這些地方都是我童

年遊戲的地方，第一次看到橄欖球場就是在

鳳凰球場，所以我特別懷念這些地方，這裡

帶給我很多歡樂，驅使我一生熱愛橄欖球的

人生」。可見許老師多麼懷念橄欖球運動帶

給他的滿足。

二、高中時期

1955年（民國44）年許老師自長榮中學

初中部畢業後直升高中部就讀，這時候年齡

已經符合參加橄欖球隊了，自然成為長榮中

學橄欖球隊的一員，在同年齡的隊友中，許

老師平時在鳳凰球場玩樂就接觸了，雖到高

中才參加橄欖球隊，但已經是經驗豐富的資

深球員，由於身體素質好、速度快，被許多

前輩視為未來之星，許老師沒有壯碩的身材

圖5　高中校慶屢破學校紀錄

圖6　參加田徑賽打破紀錄

圖7　高中時期與同學合照

圖8　高中大頭照

圖8-1　大學時期大頭照
圖9　1958就讀長榮中學參加青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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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靠，他自己知道要在橄欖球場有突出表

現，必須在其他方面比別人更突出，許老師

後來能在橄欖球場有傑出的表現，除了靠著

他天生好速度、細嫩紮實的動作及沉穩老到

的經驗外，精敏靈活的頭腦也是成功因素之

一，他就讀高中時期，臺南市的橄欖球運動

起步不久，球隊整體實力無法與北部的球隊

相抗衡，例如:臺北縣的淡江中學、臺北市的

大同中學、建國中學及宜蘭的羅東中學，尤

其全盛期的建國中學更是難以超越，該校曾

獲得全國錦標賽19連霸紀錄，許老師就讀長

榮中學三年期間，僅在民國46年高中二年級

時，獲得第十一屆全國錦標賽第三名。

許老師在高中期間，除了參加橄欖球

隊代表學校南征北討創造許多佳績外，也憑

藉他天生優異的速度，在長榮中學就讀時期

的校慶運動會及臺南市運動會，他擅長短距

離項目屢創佳績，在田徑競賽場成為英雄人

物，但是許老師終究還是沉醉熱愛的橄欖球

運動，橄欖球隊的訓練是他最喜歡的、比賽

成績才是最在乎的運動成就。

三、大學時期

許老師1958年（民國47）年自長榮中

學畢業後參加大學聯考，他的成績足可以考

上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四年制體育系，但是他

對自己比較保守，採取穩紮穩打的態度，自

己認為專科的運動技術比較專門專業，又耳

聞體育系分數很高不容易錄取，所以他只好

填了該校的專科部，後來發現他的成績足可

錄取體育系，而且體育系對一位專業運動員

來說應該是更高層次，雖順利錄取專科部，

可惜錯過就讀大學體育系的機會，他自己雖

有些後悔惋惜，不過他在專科部二年學習期

間，學、術科成績都非常突出，尤其他除了

參加專長的橄欖球隊之外，也是田徑隊、棒

球隊的主力，偶而也客串籃球隊、排球隊參

加校內比賽，尤其憑著他傲人的速度，短距

離競賽經常獲獎，與同伴合作的1600公尺接

力，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第13屆校慶運動會

中，3分29秒8的成績不但打破該校的紀錄，

也超越大專運動會的紀錄，證明他具有全能

的運動天賦，也就成為臺師大運動場上的傑

出人物。

圖10　就讀台灣師大參加田徑隊（2）

圖11　師大田徑隊隊友2

圖12　就讀臺灣師大參加田徑隊曩括所有錦標

圖13　在師大參加棒球隊

圖14　參加第19屆中上運動會，獲得

1600M接力冠軍

圖15　許老師（左1）參加師大第13屆校慶運動會1600M

接力，以3分39秒8打破大專及臺師大紀錄1

圖16　許老師（前排左1）代表參加第

14屆校慶排球比賽獲得冠軍
圖17　許老師（後排右6）參加

臺灣師大第13週年校慶

圖18　許老師（右2）參加師範

大學運動會出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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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伍服役開始接觸裁判

1960年（民國49年）畢業於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體育專科部，分發在家鄉臺南市延平

中學實習一年，1961年入伍服役，調往金門

服役三個月後返回臺北縣（現為新北市），

因為經常協助空軍空指部橄欖球隊訓練及客

串裁判，被當時擔任全國橄欖球協會裁判長

的蔡宮桂發現是可造之材，而鼓勵他學習裁

判，後來也受到當時執掌全國橄欖球規則翻

譯及裁判培訓的邱漢生先生影響，他利用在

服役期間研討相關裁判書籍，在軍中服役一

年期間（當時空軍僅需服役一年），自己也

開始學習規則及裁判工作，許老師做事非常

低調，默默學習很專注認真投入，所以退伍

後裁判層級已有相當進展，

在蔡、邱兩位裁判前輩提攜與指導下，

以及自己不斷努力，許老師很快的就在全國

性的比賽執法裁判工作了，在許多比賽蔡

宮桂先生刻意安排許老師在全國橄欖球協會

出任裁判，有計畫地培養他，許老師深知當

裁判的責任非常重大，不允許有任何疏忽，

尤其當年高中畢業升學加分，關鍵的一項賽

事或一場比賽的勝負有決定性影響，所以裁

判工作壓力格外重要，輸的隊伍往往將責任

歸咎於裁判的疏忽、誤判或不公的判決，剛

開始當裁判時確實時常被指點，就是因為如

此，所以許老師非常在意執法的過程與內

容，每次出場當裁判時，都會請人在旁盯著

給自己打分數，賽後再慢慢檢討自己的裁判

時機與技巧，後來全國性或在臺灣舉辦的國

際比賽，重要的決賽幾乎都由許老師執法，

因為判決果斷、經驗老到，所以輸贏的隊伍

都能樂於接受，1984至86年間臺灣舉辦泛太

平洋青年錦標賽及國際大專邀請賽，許老師

都出任裁判長，受到極高的評價，也奠定他

在國際比賽擔任裁判的地位。

五、任職經歷

（一）教練

1962年（民國51）年許老師自空軍退伍

後，返回分發的臺南市延平中學任教並組訓

橄欖球隊，由於許老師入伍前已經在延平國

中實習一年，對學校人事、環境都有相當程

度的熟悉，自己又很投入，所以無論在體育

教學或是球隊教練工作很快就上手了。工作

穩定後考慮成家，1963年就與相戀不久的蔡

美麗小姐結婚，許老師不好意思地說，還沒

訓練球隊參加比賽就獲得一項冠軍，原來是

在臺師大唸書時，幾個感情比較好的朋友，

包括邱家麒（臺北市大學教授退休）、張克

振（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退休）、游喜三（國

中老師退休）、莊美鈴（臺南市中山國中退

休；許老師小學同學）、王正哲（臺北市仁

愛國中校長退休）等人，畢業前大家有個約

定，第一個結婚者就送他一個冠軍，其中許

老師屬於含蓄靦腆、行事比較低調的人，竟

然跌破大家的眼鏡，畢業第二年就抓住非常

美麗的蔡美麗小姐閃電結婚，勇奪同學約定

獲得冠軍，大家除了為他高興、祝福之外也

沒有失信，在他與蔡美麗小姐結婚時，大家

合送他一個「冠軍」匾額。圖19　當兵任空指部橄欖球隊教練

圖20-1　許老師（後排左6）服役期間，被指派擔任砲直部橄欖球隊教練1

圖22　入伍時期開始學裁判

圖20　許老師在金門服役三個月

圖21　役期間回母校與棒球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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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過程中，一旁聆聽的師母按捺不

住心裡的委屈說：「他剛畢業又窮又醜，嫁

給他之後非常辛苦，他每天只關心球隊的球

員，根本不在乎年紀尚小，需要幫忙照顧的

孩子，家裡的大小事都是由她包辦，孩子也

都由她一手帶大，近兩年許老師身體衰退比

較明顯，出外機會比較少了，加上2017年10

月摔了一跤，住院幾個月，2018年5月又發生

小中風，所以身體已大不如前了，孩子都在

外地工作無法照顧他」，許老師的生活起居

都要由師母照顧，她雖埋怨卻也露出幸福滿

足的笑容說：「現在他才屬於家庭、才屬於

他的老伴」。她以玩笑的口吻埋怨許老師，

問他家裡的重要日子、問他小孩的生日，他

很模糊甚至不記得，但是問他橄欖球場的事

情，他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記著，這點我確實

可以作證，因為從訪談中，我準備了過往的

一些比賽紀錄，許老師都能說得吻合，他居

然還記得1968年在東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盃

橄欖球錦標賽，中華隊與日本、韓國、泰國

三場比賽的比數，那已是50年前的事了。

師母說：「從認識嫁給他之後，默默

支持許老師對球隊、對工作的付出，從沒參

加過他帶的球隊比賽或是活動」。就連我來

訪問幾次，邀請師母一起拍全家福或與許老

師合照，師母都婉拒，2018年9月1日再度受

訪，經我再三要求她才同意跟我、許老師及

孩子拍合照，師母一直以來完全讓許老師無

後顧之憂專心的做好他的工作，不干擾也不

過問，師母就是一位藏在許老師背後全力支

持、默默奉獻的女人，用一句話來形容師母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位偉大的女

性」，最貼切不過了。

許老師教職工作穩定又娶了美嬌娘成家

後，開始要立業，他專心學校的教學作育英

才，並投入橄欖球隊教練工作，從組訓到埋

頭苦練，一年多後1964年首次參加第18屆全

國錦標賽即獲得第三名、1965年再進步獲得

第二名、這個成績雖然不是許老師的目標，

但是給許老師帶來強烈的信心，校方當然也

非常重視，許老師幾乎將球隊奪冠視為唯一

的目標。

皇天不負苦心人，1966年2月6日在臺

中市舉行的第20屆全國錦標賽中，延平國中

獲得國中組冠軍，同一天許老師的母校長榮

中學驚天動地地阻斷建國中學20連霸美夢，

也獲得冠軍，當年臺南市隊也在省運會晉級

決賽，可說是三喜臨門，在臺南市掀起很大

的橄欖球熱潮，甚至在臺灣橄欖球運動的歷

史上留下永恆的記錄，1967年延平國中再度

獲得冠軍衛冕成功，延平國中橄欖球隊在許

老師調教下，培養許多好手如葉俊伻、陳欣

棠、陳惠棠、王豐榮、張傳和、凌楫熙、凌

榮熙、王碧宗、葉福財、葉福添等人，後來

都成為國家隊主力選手，許老師回憶著說：

「鄰近的民德國中各項資源、球員條件都比

延平國中優異，為什麼延平國中入選國手的

人數比民德國中多，主要還是自小就要重視

選手紮實的基本動作，影響選手長遠發展計

畫，民德國中要求速成，期望很快看到成

績，所以對未來發展不利」，許老師強調競

技運動，基礎技術是否紮實，對選手長遠發

展有關鍵影響，這種定律永遠也不會變，許

老師觀念深值現今教練深思與借鏡。

圖23　延平中學橄欖球隊

圖24　許老師（後排中）訓練延平國中橄欖球隊

1966年首次獲得全國冠軍1

圖25　延平中學兼任田徑隊 圖26　帶領延平國中田徑隊獲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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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民國57）年許老師因入選國家

隊，準備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

橄欖球錦標賽，由於參與國家隊在北投政治

作戰學校集訓，而疏於延平國中球隊的訓

練，當比賽結束返回學校後，距離在臺北市

舉行的第22屆全國錦標賽比賽已逼近，許老

師雖然非常憂心，但還是加緊訓練提升實

力，不過人算還是不如天算，那一年在臺北

市國立臺灣大學舉行，遭逢大雨，場地泥濘

不堪，氣候又濕又冷，對南部的小孩子說，

實在非常殘忍且不能適應，最後輸給建國中

學與基隆中學，僅獲得初中組第三名，小球

員一路難過地回臺南，許老師雖也難過，但

還是不捨球員的努力，強忍著哀痛極力安慰

球員並鼓勵重新再出發。

回到學校後，擴大向低年級招兵買馬，

引起全校學生很大共鳴，球員也因此源源不

絕，訓練更加認真投入，所以接著在第23

屆（1969年）、24屆（1970年）的全國錦標

賽，延平國中橄欖球隊所向無敵連續兩年稱

霸，都獲得全國錦標賽國中組冠軍，第25屆

（1970）全國錦標賽在臺北縣淡江中學舉

行，這一次延平國中球員素質非常好，後來

獲選國手的有鄭水源、薛淵牙、黃建盛、蘇

永發、陳堯山等，訓練的質量都按計畫進

行，出發北上衛冕冠軍信心滿滿，預賽先擊

敗一樣來自臺南市的安南國中（筆者當時是

安南國中球員），決賽無奈又遇上下雨天，

碰上成立才三年由林鎮岱老師（本刊第10輯

人物誌受撰者）執教的臺北市民生國中而落

敗，隔年延平國中雖捲土重來，但氣勢已不

如前，與冠軍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加上臺南

民德、安順、善化等新興球隊紛紛竄起，第

30屆（1975年）全國錦標賽就被擠出前四名

之外了。

圖27　臺灣師大同學第一個結婚，獲得同學頒發冠軍

圖28　因為家裡巷子太小，所以先搭三輪車

出來大馬路後，再轉乘新娘轎車

圖29　新娘禮車 圖30　結婚照

圖31　軍中好友道賀
圖32　家庭幸福

圖33　1968年許老師參加第一屆亞洲盃橄欖球賽

圖34　1968年許老師代表我國參加第一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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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長榮中學擊敗建國中學獲得第20屆

（1966年）全國錦標賽冠軍的教練陳坦霖老

師於1969年因病過世，球隊教練空缺閒置多

年，僅由一些熱心的校友，如王寶堂等人義

務訓練，許老師也是其中一位，球隊的成績

雖然未能再獲得冠軍，但勉強還可以在二、

三名之間徘徊。此時；臺南市另外一支橄欖

球強隊六信商職快速竄起，由洪清熙老師領

軍訓練，成績如日中天，已經好幾屆稱霸全

國高中組，長榮中學要在臺南市擊敗六信中

學相當困難，何況是全國錦標賽冠軍。

直到1972年第27屆全國錦標賽長榮中

學被屏除在前四強之外，這時候才驚醒學校

與校友們，以老校友黃茂卿（把橄欖球運動

帶入府城的啟蒙者）為首的校友們，藉由在

地方教育界及基督教會的影響力，軟硬兼施

力勸許老師以大局為重，擔起長榮中學教練

職務，為母校盡份心力，許老師職屬臺南市

延平國中，但拗不過蘇進安校長及校友前輩

們的人情攻勢，1973年8月1日毅然擔起這份

重責大任，以借調方式每天下午專職擔任長

榮中學橄欖球隊教練，以許老師的專業能力

及工作態度又專心投入，隊員能接受許老師

指導，大家都非常配合許老師訓練安排，球

隊經過整頓，不到半年，有如脫胎換骨，快

速成長茁壯，隔年第28屆全國錦標賽長榮中

學擊敗淡江中學，重返榮耀晉級冠軍決賽，

可惜最後還是輸給六連貫的六信商職獲得亞

軍，不過已給校方看到未來希望了。

後來的幾年雖然都維持在前三名，卻始

終與冠軍無緣，一直到1978年元旦當天在臺

北市舉行的第33屆全國橄欖球錦標賽，長榮

中學以些微比數擊敗「高四」為主的西湖商

工，獲得睽違13年的全國冠軍，此一喜訊讓

學校及家鄉父老高興不已，在校方董事會力

挺下，決定乘勝追擊，由蘇進安校長領軍，

遠征泰國參加1979年第二屆亞洲青年錦標

賽，這是我國第一次參加此項比賽，在國內

掀起很大回響，當年青年選手有機會到國外

參加國際比賽是非常難得的事。

經過六天四場比賽長榮中學以三勝一

敗獲得第二名，許老師回憶他非常不滿意這

個結果，本來應該可以輕鬆獲得冠軍的，卻

因為不能適應裁判的判決，主要是前鋒正集

團，8號球員持球的時機與國內的裁判判決不

同，所以吃了許多悶虧，這也就是我們太少

參加國際比賽，無法跟上國際發展的潮流所

致，許老師以教練、裁判身份帶回寶貴的經

驗，給國內教練及裁判非常大的啟示，甚至

對我國橄欖球協會培養國際人才的建議及參

與國際橄欖球組織的運作等。後來才有林嘉

生先生（本刊第8輯人物誌受撰者）逐步接觸

國際橄欖球協會，最後擔任亞洲橄欖球協會

副主席及裁判委員會執行長。

許老師借調兼任母校長榮中學橄欖球隊

教練將近6年，雖讓長榮中學橄欖球隊戰績起

死回生，卻也忽略本職的學校-延平國中橄

欖球隊，許老師內心有些愧歉，經常掛念著

學校球隊的訓練，又分身乏術，無法兼顧兩

校球隊的訓練。當時，長榮中學初中部畢業

校友，也是橄欖球國手的張東英老師回校任

教，許老師伺機把橄欖球隊教練職務交棒給

他，功成身退默默返回延平國中重整橄欖球

隊。

（二）行政職務

1978年（民國67）年帶領長榮中學參加

第一屆亞洲青年錦標賽獲得亞軍，回到臺南

市獲得蘇南成市長親自接見，許老師的名號

逐漸在臺南市政府公部門打響名號，1981年

6月，許老師到臺南市政府洽公，在正要上樓

碰到市政府蔣顧問，蔣顧問跟許老師是早已

認識，打了招呼後留下一句話說:「你辦完

事情到我辦公室來一趟」，許老師莫名其妙

以為是要去辦公室喝茶聊天，沒想到進了辦

公室蔣顧問告訴許老師，體育場場長王溪清

最近因故離職，蘇南成市長非常重視臺南市

的體育發展，所以體育場長的職缺要盡速補

上，以免影響臺南市的體育行政運作，現有

莊秀英（在中山女中任教）、郭祝府（在忠

孝國中任教）還有你，一共三個人選，他們倆

人問題多，莊秀英老師先表明立場，因為家

圖35　1968年代表國家赴東京參加第一屆亞洲盃

橄欖球賽

圖37　許老師參加1969年亞洲盃日本神社1

圖36　1968年許老師代表我國參加第一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

在明治神宮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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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關係放棄，郭老師則認為專任體育場長，

將無法兼課，影響收入，所以他也沒有意

願，顧問轉述蘇市長的話說，你是體育科系

畢業，又是臺南市的橄欖球員出身，專業能

力夠，能吃苦又耐操，所以他特別看重你，

你慎重考慮考慮，許老師回憶，當時聽了這

些話讓他一頭霧水，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

一臉茫然地離開他的辦公室，過了一段時

間，由於許老師一直沒有回應，蘇南成市長

急了，透過臺南市橄欖球前輩，黃茂卿、黃

嘉祥、翁讀勳等幾位先生及在市政府工商管

理課的蔡宮桂先生（當時是全國橄欖球協會

裁判長）、工務局的邱漢生先生（當時負責

全國橄欖球協會規則編譯）勸說下，許老師

被趕鴨子上架，許老師於1981年8月1日以留

職留薪的方式借調擔任臺南市體育場場長，

上任後他才知道，他 「中計」了，原來他們

早就屬意許老師並且都已經安排好了，徵詢

他們三個人的意願，只是符合公家單位徵人

的例行程序而已。

許老師上任後，蘇市長在動員月會上

除了布達介紹他外；並且正式宣布，臺南市

舉辦1982年臺灣區運動會由許場長負責擔綱

籌備主任，接任場長才一年多就要舉辦全國

最大的運動會，對許老師來說壓力當然非常

大，所幸當時省轄市舉辦區運會，都是由省

立體專（現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的師

生協助舉辦，所以大會聘請省立體專的校長

胡繩武擔任競賽總幹事，全校的師生都是服

務人員，有了這一大批生力軍，許老師非常

放心地一搏，許老師回憶當時一年多的時

間，幾乎都是以體育場為家，好幾天沒回家

看不到妻兒，不眠不休全心投入籌辦1982年

的臺灣區運動會。

圖38　臺南市省運代表隊（後排左一）

圖41　代表臺南市參加15屆省運會

圖40　許老師代表臺南市隊獲得省運冠軍

圖39　臺南市第13屆省運代表選手

圖42　指導長榮中學橄欖球隊 圖43　指導長榮中學參加泰國亞青盃1

圖44　蘇進安校長接受採訪1

圖45　1979年參加亞青錦標賽前授旗（右2）



2 0 6 2 0 7

終生奉獻橄欖球運動的園丁── 許水野

1977年蘇南成當選臺南市長，因為蘇南

成是脫離國民黨以黨外身份當選市長，他非

常痛恨當時政府的腐敗與專政，所以他當選

後以親民作風展現清廉改革，積極建設古都

臺南的決心，深受民眾愛戴，尤其成立「馬

上辦中心」，包括體育事務，都要快速協助

解決民眾的困難，至今很多政府單位仍都效

尤，當時總統蔣經國先生，外傳把蘇南成當

成乾兒子，非常疼愛他，所以很器重他舉辦

的任何活動，尤其臺南市確定舉辦1982年區

運會後，經國先生在一次的南巡，蘇南成市

長向經國先生報告將舉辦區運會後，他馬上

答應蘇南成市長出席開幕典禮，所以無形中

又增添許老師領導的區運團隊許多籌備工作

上的壓力，蘇市長經常告訴許老師，不但不

能有任何差錯，而且還要辦得空前最好的，

許老師回憶當時每天都只睡4、5個小時，半

年時間在體育場吃了200多個便當，現在聽到

便當都還會害怕。

1982年10月26日區運開幕當天，他與

胡繩武校長大早就在轄區各競賽場地檢查，

由於競賽場地分佈較遠，所以當回到體育場

時已近開幕時刻，體育場周邊健康路、南門

路、西門路佈滿維安人員，他與胡校長因為

沒有帶證件在身，所以被維安人員隔離在體

育場之外，無法進入場內參加開幕式，許老

師是籌備主任，胡校長是大會競賽總幹事，

兩位運動會籌備處的大將都無法進到會場參

加開幕典禮，許老師非常擔心萬一蘇南成市

長接待經國先生時，有要事詢問或回報，後

果將不堪設想，後來許老師靈機一動，帶著

胡校長從司令台對面看台下爬窗入內，躲過

維安人員的嚴密管制，許老師受訪時講到這

一幕還會覺得好笑。

他非常自豪地說，當時區運會編列比賽

場地及園區運動場館整修費用，他不但花了

3,000多萬元，整建國內少有的田徑場蒙多

跑道，還購置非常齊全且符合國際標準的器

材，所以當屆區運會與國際比賽的規格沒有

兩樣。籌備階段紀政小姐以田徑協會總幹事

的身份南下視察，對許老師採用蒙多跑道有

些質疑甚至不高興，可是當屆區運會舉辦非

常成功，選手對國際級的跑道表達滿意後，

紀政小姐才轉佩服許老師的眼光，後來的幾

年我國舉辦國內、外大型田徑賽幾乎都選擇

在臺南市，因為除了場地標準、器材齊全

外，許老師以他對田徑的專業，經常培訓裁

判人員，所以有一批學校老師具有高水準的

裁判資格隨時可以支援比賽，又可以節省很

多經費。

許老師形容在臺南市辦田徑賽，「俗

擱大碗（省錢又好用的意思）」，尤其以體

育場為主軸的體育園區，場地緊密又非常齊

全，東至忠烈祠，西至南門路水交社，裡面

除了有臺南小吃的美食區及勞工中心、松柏

中心住宿區外，運動場館包括：游泳池、棒

球場、網球場、射箭場、射擊場、自由車

場、橄欖球場、羽球館、籃球場、足球場、

軟式網球場等等，非常適合舉辦綜合性運動

賽會，許老師說：「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

有一個縣市運動場館有如此集中的，確實臺

南市的運動風氣會歷久不衰，跟體育園區完

善的規劃有相當的關連」。

圖46　參加泰國亞青盃

圖48　出國參加亞青盃前，許老師（左1）隨蘇進安校長拜會中

華日報後合影3

圖47　許老師（後排左3）接受中華日報記者

訪問後合影

圖49　參加亞洲青年錦標賽前1

圖50　帶長榮中學參加亞青盃許老師（右3）

隨蘇進安校長拜會中華日報社長

圖51　入伍後，開始學習擔任裁判

圖52　許水野老師（右）與陳熙煌先生（左）在比

賽中擔任裁判，央請林鎮岱先生（中）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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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區運會舉辦前，許老師將橄欖球

場納入整建範圍，配合臺南市橄欖球委員會

黃嘉祥主委優先整修，把當時塵土飛揚、雜

草叢生，幾乎成為荒廢的橄欖球場，重新設

計整建工程，找來國際橄欖球場標準藍圖，

央請市政府工務局的邱漢生前輩協助規劃，

包括草皮翻修、建構排水系統、美化周邊環

境及設置休閒涼亭與停車場，讓橄欖球場煥

然一新，才有現在標準、漂亮的球場，目前

是全臺灣唯一的專用橄欖球場。有了標準又

漂亮的橄欖球場，接著許老師主導透過臺南

市橄欖球委員會與全國橄欖球協會申請，舉

辦泛太平洋青年錦標賽，當時臺南市政府除

了蘇市長外，還有多位橄欖球前輩是蘇市長

身邊的大將，包括工商課蔡宮桂、工務局邱

漢生、體育場場長許水野老師及橄欖球委員

會黃嘉祥，都是橄欖球運動員出身，大家對

舉辦泛太平洋橄欖球錦標賽都有極高的興趣

與共識，有了市長及地方大老的加持，臺南

市很順利成功的舉辦1984、1985年兩屆泛太

平洋錦標賽及國際大專橄欖球邀請賽，裁判

人員的聘任、執行都是由許老師安排，並且

由他親自擔任裁判長，舉辦的過程非常很順

利，受到亞洲及國際橄欖球總會的讚許。

198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在臺南縣的崑山

工專（現改制為崑山科技大學）舉行，由於

主辦學校經費不足，無法添購各項競賽所需

器材，該校體育室主任吳玉桐也是橄欖球裁

判出身，多次以私人交情請求許老師協助，

但是由於公家器材不得外借私校，奉公守法

的許老師雖有心但一直不敢答應，直到僅剩

一個多月緊要關頭，由許老師獻計請校長打

電話求助蘇南成市長，只要他答應，其他的

都好辦，沒想到蘇市長真的爽快答應了，並

指示許水野場長全力支援，有了這句話，許

老師像吃了定心丸，將體育場全新的田徑器

材整批外借支援，解決大運會田徑比賽所需

的器材，但是難題還是沒有全部解決，該校

游泳池剛蓋好還沒有水源，大家正束手無策

之際，許老師心想既然得到市長全力支援的

「尚方寶劍」，當然是使命必達，他主動提

議用消防車載水，並協調臺南市消防局協

助，最後崑山工專才得以順利舉辦1985年的

第16屆大專運動會。

許老師自1981年在任臺南市體育場場

長長達16年，他表示學到很多，因為社會體

育工作非常繁雜，經常面對許多人、事的壓

力，但是每次完成克服後，他總覺得自己歷

練後更成熟，而且更茁壯，尤其1982年成功

的舉辦臺灣區運動會，造成體育界空前轟

動，各縣市要爭取舉辦區運會前的籌備與規

劃案，都必須到臺南市取經學習經驗。

1985年蘇南成市長任期屆滿，由於表現

卓越，奉派接任高雄市長（當時院轄市長-臺

北市、高雄市長都由中央指派），1986年高

雄市舉辦第13屆區運會，蘇南成市長特別聘

請許老師擔任籌備會顧問，定期前往高雄市

協助提供籌辦經驗，並且每個月在高雄電台

分享臺南市成功舉辦區運會的經驗與成果。

蘇市長就讀長榮中學與成功大學時都是橄欖

球校隊，特別喜歡橄欖球運動，所以臺南市

圖53　國際賽擔任裁判

圖54　許老師1980年亞洲盃擔任香港與日本主審

圖55　擔任國際級裁判裁判受肯定

圖56　1984年中韓對抗賽在臺北市立體育場比賽，許老師擔

任主審（左綠色球衣），筆者擔任隊長後排左2

圖57　塵土飛揚的舊球場，因為許老師的協助

成為國內最標準的橄欖球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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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舉辦區運會，高雄市1986年舉辦區運

會，他都指示橄欖球的冠軍決賽，必須安排

在閉幕典禮前舉行，至今這種安排還是臺灣

區運會史上的創舉。

許老師在體育工作上終生奉獻專業，一

直到1997年自臺南市延平國中退休，沒有離

開過體育，尤其他在學校退休後又返回延平

中學義務帶領著孫子輩的球員訓練，許老師

終生對橄欖球運動的執著與無私的奉獻，確

實值得我們學習。

參、特殊成就

許老師對體育界的貢獻或傑出事蹟，

就像他處事般，一向都是非常低調，當我問

許老師：「您一生都在體育默默奉獻，您有

遇過什麼挫折嗎」，他很果斷地告訴我說：

「做任何事情都必須以『歡喜做，甘願受的

心態』所以我不覺得有任何挫折，任何事情

不可能都會很順遂，但是既然接了，就想把

事情做好」，就像當初答應蘇南成市長接下

體育場場長前，曾猶豫思考很久才答應，但

是既然答應，他就不計較其他的後果，只想

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所以他為臺南市、為

全國橄欖球協會奉獻許多專業，建立很好的

制度，建設許多運動場館設施，舉辦不勝枚

舉的大小比賽，造福體育界，從訪談中，許

老師一直重覆，他走體育這條路，始終沒有

後悔、埋怨，因為是自己的興趣與選擇，因

此，也為自己建立很好的口碑。

綜述他對體育特殊的成就，可分為當選

手、教練、裁判及體育場長之行政職務，規

劃體育園區及舉辦運動賽事，從資料蒐集及

過去在球場認識的許老師到一年來對他的多

次訪談與接觸聊天，我歸納幾項他對體育的

貢獻：

（一）擔任選手

許老師與橄欖球運動的淵源，起源自

幼年就讀永福國小階段，因為住家距離舊市

政府的鳳凰球場很近，假日經常在球場觀看

橢圓形奇怪的球體運動，小學畢業考上長榮

中學初中部，當時長榮中學橄欖球隊正由校

友黃茂卿前輩號召一群自日本留學返國的同

好，將橄欖球運動帶入校園開始組訓，許老

師此時正好考入長榮中學初中部，雖非常有

興趣參加，但是球隊僅限高中部學生參與，

年齡不符所以他只能利用課餘在旁邊幫忙撿

撿球乾過癮。

升上高中部後，他對橄欖球運動的天

賦已遠超同伴了，1968（民國57）年第一屆

亞洲錦標賽在日本東京舉行，許老師雖已29

歲了，但是憑藉著他的技術與經驗，國家隊

10號接鋒位置（Outside-half）非他莫屬，

有我國、日本、韓國、香港、泰國等五國參

加，我國以0：62輸日本、5：19輸韓國、0

：27輸香港、14：8贏泰國，最後因為下大

雪，其他國家賽程沒有全部完成，所以不計

名次，這是亞洲第一次正式的國際橄欖球比

賽，是許老師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披上國

家隊戰袍出征。

訪問過程中，許老師回憶當選手最深

刻的印象，應該是1967（民國56）年國家為

參加第一屆亞洲錦標賽隊的選拔賽，當時由

南、北球隊對抗比賽後選出，建中實力超強

入選14位，南部地區包括長榮中學、臺南二

中、六信中學、南英商工等校入選11位，所

以競爭非常激烈。我國橄欖球運動發展比較

普遍的地區，大約分布在南、北兩區，尤其

球隊競爭非常激烈，為了推展橄欖球運動，

以對抗賽分出高下並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每

年輪流舉辦南北對抗賽，1965年11月12日在

臺南市體育場舉行的南北對抗賽，擠進三萬

多名觀眾，盛況空前，把附近的道路擠得水

洩不通，許老師也是南區隊的主將，那年南

區隊以8：3擊敗北區隊，在臺南市掀起熱烈

回應，臺南市自此成為橄欖球的鳳凰城。

還有一個較深的印象就是臺南市參加第

13屆省運會，他剛考上臺灣省師範大學專科

部，由於還年輕球技還不如前輩們，所以未能

入選參賽，不過教練看到他的潛能與認真，為

了有計畫栽培他，還是讓它隨隊到臺中市觀看

比賽，許老師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自己也下

定決心一定要成為臺南市代表隊，所以自1959

年在新竹縣舉行的第14屆臺灣省運會開始，許

老師一直都是臺南市的主力球員，我問許老師

參加過幾次，他說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知

道打到省運結束那一年，我幫他算算大概就是

1973年，因為第一屆臺灣區運會是從1974年在

高雄舉辦開始，當年筆者是臺南市代表隊，沒

有跟許老師當過隊友，他已經從選手退休專心

擔任教練及裁判。

（二）擔任教練

許老師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科，

具有非常專業的體育背景，師大畢業入伍服

役期間奉派協助空軍空指部橄欖球隊訓練，

受到軍中長官賞識，可惜在軍中無法固定單

位，必須隨著部隊遷移。1962年退伍返回臺

南市延平中學任教後才真正擔起正規的教

練，所以可以專心投入訓練球隊，在短短

二年1964（民國53）年第18屆全國錦標賽

就晉級前三名，隔年第19屆再進步獲得亞

軍，1966（民國55）年第20屆全國錦標賽在

臺中市舉行，今年也是延平中學橄欖球隊成

軍滿五年，實力超強，在預賽擊敗羅東中

學、安南中學、建國中學最後決賽擊敗崑山

中學獲得初中組的冠軍，一直到1972（民國

61）年的第27屆，延平國中都有前三名的表

現。

當年許老師暫時離開延平中學橄欖球

隊，回母校長榮中學挽救成績不佳，即將遭

解散的橄欖球隊，他辛苦的每天必須兩邊

跑，所幸學校體諒他，將課程安排在早上，

以方便他下午前往長榮中學訓練球隊，他不

但把長榮中學橄欖球隊從垂死邊緣救回，而

且在民國1977（民國66）年第33屆全國錦標

賽擊敗西湖商工、淡江中學、建國中學及六

信中學等強隊，再度獲得睽違13年的冠軍，

學校興奮之餘乘勝追擊，遠征韓國、日本，

並前往泰國參加第二屆亞洲青年錦標賽並獲

得亞軍，這是我國青年橄欖球隊首次參加的

國際賽，許老師帶領長榮中學橄欖球隊，不



2 1 2 2 1 3

終生奉獻橄欖球運動的園丁── 許水野

但為國家爭取莫大的榮譽，也帶回許多非常

寶貴的資訊，包括教練訓練法及裁判執法技

能，對日後我國球隊參與國際比賽前，安排

裁判參與訓練的觀念幫助非常大。假日課餘

許老師也會前往鄰近的成功大學兼任義務教

練，推展大學校園橄欖球運動，受到學生熱

烈歡迎，也常在校刊分享許老師教練理念。

（三）擔任裁判

許老師1961年（民國50年）開始跟隨邱

漢生、蔡宮桂學習裁判，擔任亞洲盃、亞青

盃、泛太平洋錦標賽裁判工作，1986年接任

全國橄欖球協會裁判長，也是我國第一位橄

欖球國際裁判，專心鑽研橄欖球裁判規則，

培訓優秀裁判人才，建立良好的裁判制度，

現任的全國橄欖球協會的裁判長周文良，還

有陳義和、辛久銘、鄭文庸、林獻堂、蔡瑞

洋等人都是許老師擔任裁判長時所培養的菁

英，現在國內大大小小比賽及國際的比賽不

難看到他們執法裁判。

1984年起連續三年在臺南市舉辦泛太

平洋青年橄欖球錦標賽及國際大專邀請賽，

許老師不但擔任裁判長又親自執法，賽後他

接受訪問後，記者轉述他的理念及對他執法

的評語：「成功的國際性比賽，要有好的裁

判，許水野老師執法的權威性，受到各隊的

肯定」，許老師說「高水平的比賽，必須要

有好的裁判才能達成，一位好的裁判可以將

比賽的水準提升」，所以他非常重視裁判適

切性的判決，橄欖球比賽球員接觸非常頻

繁，如何在適當的時機，做最恰當的判決，

就是在考驗裁判，而橄欖球裁判必備的條件

就是要果斷判決、展現專業的自信、加上經

驗累積並且不斷虛心求進。因為有這樣的觀

念，所以許老師才能多次在國際比賽有優異

的表現，才能深獲國際橄欖球總會讚許。

（四）擔任行政

許老師於1981（民國70）年受臺南市蘇

南成市長網羅擔任臺南市體育場場長，直到

1997（民國86）年退休，許老師將競技體育

與休閒體育配合地密不可分，他將自身的體

育專業背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但將體質不

佳的臺南市體育翻了身，還達成蘇市長的五

大體育政策目標，包括：

1規劃臺南市體育運動園區:許老師接任

體育場長後，將臺南市南區將近五十公頃的

廢棄土地、公墓用地開發成為競賽、娛樂、

休閒的體育園區，至今仍是臺南市市民最佳

的運動遊憩公園，帶給國內運動員最佳的

競賽場館，也帶給臺南市民無限的健康與歡

樂。

2競技運動場館標準化:許老師很強調在

園區內的場館都必須肩負訓練、競賽與遊憩

的功能，讓轄區內的單項委員會有屬於自己

的家，長期有計畫地培訓選手，有標準化的

場地舉辦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比賽，讓選手

及早進入國際化，提升競技水平。

3休閒項目場館舒適化:許老師說：「

休閒項目較多屬於年長者，如何吸引他們走

出家裡並遠離病床，就必須要設置舒適的場

館，提供他們以運動享受退休生活」，所以

規劃之初他就很重視競技場館標準化，休閒

場館必須夠舒適，許老師說他的理念其實很

簡單，走一趟臺南市體育園區您就不難發現

了。

4制定選手培訓制度:從行政院體委會

到目前掌管國內體育的教育部體育署，選手

的培訓無不強調三級、四級的培訓制度，其

實這項制度早在1980年代，許老師擔任體育

場長時就已經奉蘇南成市長規劃實施了，競

技運動像教育般，有如「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唯有長期培訓方能得到成果，而且還要

具備銜接順暢的培訓體制，所以臺南市早期

的棒球、足球、橄欖球、軟式網球等都是臺

南市的特色運動發展得非常好，至今這些運

動都還是臺南市的強項，這跟許老師當年制

訂的三級培訓制度有相當大影響。

5成功的舉辦臺灣區運:許老師擔任體

育場場長的理念是「善用資源、資源共享」

，他回憶擔任體育場場長第二年僅僅14個月

就舉辦臺灣區運會，當時非常急迫也付出很

多人力、財力、物力，不過也非常慶幸，因

為舉辦區運會中央政府撥了場地器材費，因

此才能將轄區內運動場館整修完善，留給各

單項委員會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至今這些運

動場館都還是單項委員會推動運動重要的基

地，許老師除透過市政府鼓勵單項委員會多

舉辦競賽活動外，更將體育場用得淋漓盡

致，甚至將器材支援崑山工專舉辦全國大專

運動會所需，在他擔任體育場長期間與全國

田徑協會秘書長紀政小姐合作格外密切，培

養一批在地裁判人員，作為經常舉辦全國

性、國際性大型運動賽事所需，許老師回憶

說，在他擔任體育場長16年期間，每年舉辦

的體育活動平均在168次之多，幾乎兩天就舉

辦一項體育活動，所以臺南市在1970～80年

代成為臺灣的體育大城。

（五）國際交流

許老師是一位閒不住的長輩，1997年

（民國86年）他退休後再找到第二春，藉著

過去在國際比賽擔任裁判時結交的好友，進

行國民體育外交，繼續再奉獻體育界，由於

為人謙虛真誠，深受好評建立很好的國際人

脈，在他擔任體育場長開始，每年冬天都會

協助韓國延世大學、慶熙大學、高麗大學及

白新高中、養正高校橄欖球隊及棒球隊來臺

南市移地訓練，對轄區之棒球隊及橄欖球隊

助益很大，至今雙方橄欖球隊的交流仍然保

持熱絡的交流，甚至提升成為姊妹校關係，

如長榮中學與養正高校，六信中學與白新高

中，長榮大學與慶熙大學的交流，如今都已

昇華成為定期的交流模式。相對也彼此提升

競技實力水準，這份成果是許老師十幾年來

的投入的成果，他很謙虛地說這是他的剩餘

價值，其實完全是因為他真誠待人，樂於助

人，才能受到國際友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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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我帶著國家隊前往韓國陸

軍訓練中心集訓，受到韓國橄欖球界的大力

協助安排，慶熙大學老監督孫先生及現任安

監督來球場探望我們，他非常珍惜兩國橄欖

球隊能夠密切交流，但絕對不能忘記許水野

老師當年無私的付出，從言談之間，發現一

向自大的韓國人非常尊敬許老師帶給他們的

恩惠。2018年1月安監督帶領慶熙大學橄欖球

隊來長榮大學集訓，我趁機訪問安監督對許

老師的印象時，他除表達對許老師的尊敬與

感謝外，他說韓國與臺灣體育界的關係一直

維持很好，都是受到許老師長期以來真情對

待他們，記得十年前慶熙大學橄欖球隊很想

來臺灣實施冬訓，但是沒有門路也找不到交

流對象，許老師知道後主動聯絡筆者任教的

長榮大學，所以才有我們兩校八年來寒假都

能一起訓練比賽，雙方至今保持非常緊密的

交流管道，對我們雙方球隊實力的提升幫助

很大，其他還有六信中學與白新中學，長榮

中學與養正高中，雙方橄欖球隊寒、暑假的

互訪交流已成為學校的年度大事，對彼此球

隊實力水準的提升與感情的交流都有莫大的

助益。

肆、結語

許老師自從在長榮中學參加橄欖球隊

後，後來又在臺灣師範大學深造，無論運動

技術的養成或是體育專業學識的培養，都是

奠定許老師日後在球場的良好基礎，1968年

（民國57年）代表我國參加第一屆亞洲橄欖

球錦標賽，也代表臺南市參加省運會獲得多

次冠軍，臺師大畢業後，入伍服役開始學習

裁判，退伍後返回臺南市延平國中任教並組

訓橄欖球隊，獲得多次全國錦標賽冠軍，也

協助母校長榮中學橄欖球隊兼任教練，1969

（民國58）年帶領長榮中學橄欖球隊獲得全

國冠軍及赴泰國參加亞洲青年錦標賽獲得亞

軍，培養許多國家級選手，並擔任亞洲杯裁

判及泛太平洋青年錦標賽，國際大專橄欖球

錦標賽裁判長，1987（民國76）年接任全國

橄欖球協會裁判長，積極培養裁判人才，建

立國內裁判制度，開闊國際交流舞臺。

在體育行政方面，許老師1981（民國70）

年受臺南市長蘇南成網羅，規劃臺南市體育

園區並成功的舉辦1982（民國71）年臺灣區

運動會。規劃臺南市運動員培訓制度，創建

非常良好的根基，蒙熱愛體育的市長蘇南成

惜才愛才，懂得善用體育專業人才的許水野

老師，以團隊完美的配合，奠定臺南市成為

國內的體育大城。

圖58　執法最後一場裁判-2005年南北對抗賽 圖59　-執法最後一場裁判-2005年南北對抗賽

圖60　許老師2005年南北對抗賽擔任裁判退休

圖61　臺南橄欖球場是許老師最後一場裁判-（2005年12.17南北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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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水野老師一生奉獻體育，經歷橄欖

球運動員、教練、裁判及體育行政人員等職

務，樣樣都有很突出的成就，代表我國參加

第一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也帶領長榮中學

橄欖球隊為我國在亞青盃獲得亞軍，並為橄

欖球協會建立良好的裁判制度，離開橄欖球

場後，在體育行政工作上仍發光發熱，為家

鄉臺南市體育公園規劃完善的體育運動園

區，提供各單項標準的競賽場館與設施，受

惠熱愛運動的市民，退休後仍然不忘奉獻體

育資源，他以過去擔任國際裁判所建立的人

脈，繼續協助學校代表隊落實國際交流，將

體育專業貢獻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臺南市

體育界大家都非常懷念「水鴨」場長的貢

獻，2017年臺南市政府與臺南市體育總會為

了表達對許老師終生奉獻體育的尊崇與感

激，特別頒發「終生奉獻體育成就獎」。

圖62　2018年筆者邀請許老師參觀大專

錦標賽並合影

圖63　筆者陳良乾（右）主辦2018年（106學年度）大專盃橄欖

球錦標賽，特別邀請許老師觀賽並合影

圖65　107獲頒終生成就獎，李孟諺市長及體育總會劉

福財理事長（2）

圖64　筆者主辦大專杯聘請擔任審判委員

圖66　臺南市代理市長李孟諺頒發終生成就獎（2） 圖67　臺南市代理市長李孟諺頒發終生成就獎

圖68　臺南市代理市長李孟諺頒發終生成就獎（2） 圖69　1982年（民國71年）年區運會橄欖球冠軍在

體育場舉行

圖70　1982年（民國71年）年區運會橄欖球冠軍在體育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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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帶領臺南市隊前往日本菅平高原訓練（許老師後排右5筆者前排左2）

圖72　54年11.12南北對抗賽擠進3萬觀眾 圖73　許老師協助臺南市舉辦國際大專邀請賽秩序冊

圖74　2017年接受訪問，回憶往事經歷（陳良乾提供） 圖75　2018.09.01訪問許老師後合影

圖76　2018.09.01訪問後與許老師夫人合照 圖77　不愛照相的許老師夫婦，非常難得的全家合照

圖78　訪問結束，師母到門口送我，

特別要我轉達感謝教育部重視

許老師的成就1

圖79　延平中學成立校友會支援許老師

圖80　退休後回延平教孫子輩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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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民國 年齡 重要事蹟

1939 28 1月12日出生於臺南市忠義路。

1947 36 8 就讀臺南市永福國小。

附錄
許水野老師大事紀

1950 39 11 開始在臺南市鳳凰球場玩橄欖球。

1952 41 13 永福國小畢業考上長榮中學初中部就讀。

1955 44 16 長榮中學初中部畢業，考上高中部開始參加橄欖球隊。

1958 47 19 長榮中學高中部畢業，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專科部就讀二年。

1959 48 20 第一次代表臺南市參加臺灣省第14屆運動會橄欖球比賽。

1960 49 21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專科畢業，分發在臺南市延平中學實習一年。

1961 50 22 入伍服役一年，開始跟隨蔡宮桂、邱漢生先生學習橄欖球裁判。

1962 51 23 退伍返回臺南市延平中學任教並組訓橄欖球隊。

1964 53 25 參加全國錦標賽，第一次進入前三名。

1965 54 26 參加全國錦標賽第一次進入決賽，獲得第二名。

1966 55 27
第20屆全國錦標賽延平中學首度獲得國中組冠軍，母校長榮中學阻斷建國中學慾蟬聯20連霸，首
度獲得高中冠軍。

1967 56 28
延平中學在第21屆全國錦標賽衛冕成功，臺南市也在省運獲得冠軍，三級球隊全國賽都獲冠軍，
橄欖球在基層蓬勃發展。

1968 57 29
延平國中在第22屆全國錦標賽敗給建中、基隆中學初中部，獲得第三名。

代表國家參加第一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日本東京）。

1969 58 30 1969年第23屆全國錦標賽及1970年第24屆全國錦標賽再獲得冠軍。

1970 59 31 1970年12月第25屆在淡水鎮舉行，輸給民生國中獲得第二名，以後再也沒有獲得冠軍。

1973 62 34 兼任長榮中學橄欖球隊教練。

1979 68 40
帶領長榮中學參加第二屆亞洲青年錦標賽，因裁判對Scrum後，球員持球判斷與國內裁判相差甚
大，吃了暗虧落居亞軍。

1980 69 41 擔任第七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臺北）裁判（邊審）。

1981 70 42
受蘇南成市長網羅，擔任市政府體育顧問，希望帶動臺南市的運動風氣及提昇競技成績，尤其橄
欖球方面。

1982 71 43
舉辦臺灣區運動會，規劃臺南市體育公園運動園區，接手整建臺南市橄欖球場。

擔任第八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新加坡）裁判，第3屆泛太賽（臺南市）裁判長。

1984 73 45 擔任第九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福岡），隨隊裁判，舉辦第4屆泛太賽（臺南市）裁判長

1985 74 46
支援崑山科大舉辦第16屆全大運，沒有器材、體育場借用。新完成之游泳池沒有水，協調市政府
動員消防局載水罐泳池。

1986 75 47

擔任第十屆亞洲橄欖球錦標賽（泰國曼谷）裁判，接掌全國橄欖球協會裁判長，並擔任第5屆泛太
賽在裁判長。

高雄市蘇南成市長力邀協助主辦1986年臺灣區運會籌備工作，並在高雄電台，舉辦臺灣區運會經
驗分享。

1997 86 58 屆齡退休/從事韓國體育交流，安排橄欖球隊來臺南訓練

1998 87 59 退休後返回延平中學義務擔任橄欖球隊教練，繼續培育人才

2005 94 66 12月17日擔任南北壯年橄欖球對抗賽裁判後，告別44年裁判生涯。

2007 96 68 受聘擔任全國大專院校橄欖球錦標賽審判委員至2015年（76歲）。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要事蹟

圖82　許老師參觀2018年大專盃比賽

圖83　帶領許老師學習裁判的蔡宮桂先生

圖81　許老師出席106學年度大專盃橄欖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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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奉獻橄欖球運動的園丁── 許水野

訪談摘錄

黃建輝，面訪，臺南市永華橄欖球

場，2017年8月12日。訪問人陳良乾，長榮大

學運動競技學系助理教授

訪問內容:談談許老師在長榮中學帶你訓練的

　　　　　感想?

黃建輝老師是筆者1968～71(民國57

～60)年就讀安南國中時的同學、隊友，也

是鄰居，國中畢業後他考上長榮中學，接受

許老師指導，當我告訴他，我訪問他的來意

後，他非常訝異，因為許老師任教延平國中

時，我是安南國中的隊員，兩校在台南市就

是死對頭，在全國的比賽也常碰頭廝殺；後

來筆者就讀六信高商時，許老師任教長榮中

學，又是敵隊的教練，他想不通我怎會有興

趣寫許老師的事蹟，我告訴他，許老師為臺

南市體育界樹立很多政績，甚至為臺灣橄欖

球運動付出一輩子，他的功德事蹟是值得記

載下來讓後輩們追憶。

黃老師知道我的來意後非常感興趣，與

我侃侃而談將近兩小時，他說：許老師是一

位非常盡責的教練，在球場嚴肅不苟言笑，

私底下話雖也不多，但是對學生總流露一種

像父親的關懷，他到長榮中學是因為學校缺

教練，球隊成績不佳，被趕鴨子上架的，來

自學校、校友會的壓力很大，所以訓練量也

就格外大，希望可以扭轉球隊的戰績，很多

選手接觸他之後都可以感受許老師嚴師慈

父的印象，表面上他很嚴格，其實他的心很

軟，非常和善，沒有看到他生氣，我在長榮

中學曾經輸過，我們都很自責難過，許老師

總會將責任一肩擔，因為他會覺得是因為訓

練不夠，責任應該是教練承擔。

有時我們同學與老師聚會時，我們會捨

不得老師的辛苦勸許老師要完全的退休了，

不要再辛苦了，他總回覆我們：我還能動

還能為體育做點事，我就不會停下來，我因

為走上體育，所以我得到很多，我也希望將

這些資源再回饋給下一代。許老師對體育的

奉獻完全無私，包括對外國球隊來臺的交流

與協助也非常重視，所以他有很多外國好朋

友，也得到外國人的敬重。

周文良，面訪，臺南市立永華體育

場，2017年6月12日。訪問人陳良乾，長榮大

學運動競技學系助理教授

訪問內容：談談許老師在裁判領域對您的影

　　　　　響

我一直稱呼許老師是「師公」(師爺的意

思)，我今天能走裁判這條路，完全是許老師

的培育與教誨，在臺灣當裁判是一種興趣也

是一份責任，因為都是兼差性質，當裁判是

不能靠飯吃，在臺灣一年的橄欖球比賽不超

過五場，裁判的實務經驗培養很困難，所以

都必須靠自己不斷學習摸索，許老師給我的

觀念就是自己首先要有自由心證，走入賽場

要先問問自己有沒保握吹好，專業能力是否

充足，因為裁判的壓力非常大，壓力來自專

業、經驗、心證，所以師公給我的教育，至

今是我傳承下一輩的力量，希望未來的裁判

都有這樣的觀念，以裁判的執法水準，帶動

提升教練、選手的實力。我走裁判這條路完

全是受師公的鼓勵、培育與傳承，好幾次的

裁判培訓課，他反覆的告訴我們:當一位橄欖

球的裁判，必須抱著興趣與責任，有了興趣

才能認真的完成任務，有了責任心之後，才

能負責任讓比賽順利進行，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要專心投入，預知會有相當大的犧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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