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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奧運聖火的排球運動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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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奧運聖火的排球運動傳播者

壹、前言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舉辦奧林匹克運動

會的國家，在東京奧運舉辦的54周年紀念之

際，且即將迎來2020年奧運的現在，更令人

懷念起日本舉辦1964年東京奧運時，所創造

的奧運聖火入臺的紀錄。1964年9月5日第18

屆東京奧運聖火飛抵臺灣，並經由21位學生

運動員在臺傳遞，而林竹茂就是臺灣體育史

上絕無僅有的在臺灣傳遞奧運聖火的火炬傳

送者之一，更是擔當點燃聖火重責大任的全

臺唯一一位聖火點燃者。（註1）

「要擁有什麼樣的特質?能在學生時代就

讓聖火傳遞隊評選委員選中，擔任點燃奧運

聖火最後一棒的神聖殊榮？」「是怎樣的老

師才能讓學生擔任議員後，仍不忘其情的飛

抵臺灣指名要找他？（註2）」「如何專注於

訓練的教練，才能讓全家人作息都配合學生

的練球時間做調整？（註3）」

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

師大）體育系，也任職於臺師大的林竹茂教

授，不但一生作育英才無數，更是桃李遍佈

全世界；不僅帶領臺師大取得無數佳績，更

是率領中華隊走出國門多次，足跡遍及數十

個國家；此外，也是我國第4位前往中南美的

外派教練，（註4）多次擔任「排球大使」

外派，在國內外展現對排球的熱情與專業能

力，遠赴各國推展排球運動，透過體育外交

讓臺灣在國際上更具能見度。1974年林竹茂

便是臺灣外派至玻利維亞（Estado Plurina-

cional de Bolivia）及烏拉圭（República 

Oriental del Uruguay）的「排球大使」

；1983年再次外派至厄瓜多爾（Repúbli-

ca del Ecuador），1987年更是再出任智利

（República de Chile）的國家隊排球教練。

而在擔任外派教練期間，除了如變魔術般讓

外國球隊在短時間內脫胎換骨，獲取良好戰

績外；更是無私地為了沒有場地可用之人，

利用個人閒暇時間進行教學，以換取免費場

地給想學習排球運動的人使用。

註1	 聯合報，《世運聖火今抵臺下午在市區傳遞》，

（臺北：1964.09.05）：02版。

註2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3	 許瑞瑜，〈張少熙：粗獷外表下有顆細膩的心〉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79-81。

註4	 聯合報，《林竹茂赴南美擔任排球教練》，（臺

北：1975.02.19）：08版。

圖2　大阪城留影（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圖1　2003.2.14林竹茂帶隊出國留影

（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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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擔任教練外，林竹茂在體育行政方

面也是深耕排球界，除在臺師大擔任體育主

任及競技系主任外，更在中華排協擔任多年

總幹事職務，也自1982年起擔任亞洲排球聯

會會競賽委員會委員，1990起也擔任亞洲排

球聯會會教練委員會委員至2004年；除了排

球界外，林竹茂體育行政的奉獻範圍亦橫跨

多個運動種類，像是游泳、手球、籃球、足

球、舞蹈、殘障體育等。（註5）

林竹茂一生為了推廣運動的奉獻無法一

一細數，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

使用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擬定訪

談題目後，和受訪者本人及其學生和同事實

施訪談及後續訪談資料紀錄與整理，也自報

紙、期刊、書籍進行資料和文獻蒐集；茲分

為以下五大項貢獻進行研究：1.絕無僅有的

臺灣奧運聖火點燃者；2.臺師大排球隊戰史

上歷數不盡的豐功偉業；3.帶領臺灣排球國

家隊至世界各國的戰鬥燈塔；4.將排球運動

推廣到世界各地的傳播者；5.學校體育及社

會體育行政方面的長久貢獻。

貳、生平事蹟

一、求學歷程

林竹茂是1939（昭和14/民國28）年5月

20日出生於臺北州宜蘭郡的宜蘭街（宜蘭市

舊名「五圍」，1940（昭和15/民國29）年升

格為臺北州宜蘭市；1945（昭和20/民國34）

年為臺北縣宜蘭市；1950（民國39）年宜蘭

正式設縣，為宜蘭縣宜蘭市）。林竹茂是家

中8個兄弟姊妹（4男4女）的老大；雙親在宜

蘭市中心經營「近代美男裝社」，林竹茂就

讀的是中山國民學校（今中山國民小學），

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做裁縫，（註6）平時

林竹茂和兄弟姐妹們就要幫忙開店，不但要

掃地、準備柴火和燒木炭的熨斗等，妹妹們

還要幫忙煮飯；放寒暑假時，則是大家一起

學裁縫技術的時候。（註7）但是因為父親在

林竹茂唸初中時身體不好，而且還有一堆弟

妹要養，因此林竹茂考上宜蘭高中便辦了休

學，回家幫忙經營男裝店生意。（註8）林竹

茂雖然對自己的裁縫技術很有信心，但家中

兄弟姐妹中成績最好的他，對於自己的求學

之路中斷也十分無奈。

幸好世事峰迴路轉，在林竹茂回家當裁

縫師傅的第二年，林竹茂遇到人生第1位貴

人，因為林竹茂的舅舅也從事教職，因此他

跟林竹茂的母親說：「你家8個小孩若是全

都當裁縫有什麼前途？比較會唸書的孩子，

就該好好栽培，給他機會唸書，以後才有前

途。」因為這段話，林竹茂才得以繼續求學

之路。（註9）

在宜蘭中學時期，林竹茂也擔任學校

樂隊的一員，負責的樂器是小喇叭，高三時

更擔任樂隊的隊長；（註10）而且在唸高中

時，林竹茂就已經可以獨力完成一套西裝，

所以宜蘭高中畢業前，父親說如果沒考上大

學，就回家當裁縫吧！結果當年林竹茂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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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6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7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註8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9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10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11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註12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25個志願，只在最後1個填了體育系，結果

考上了臺灣師大體育系。林竹茂也表示：      

「雖然沒能完成自己當醫師的心願，但現在

也沒有遺憾了，因為兒女已經幫我圓了夢

了！（註11）」

林竹茂與曾擔任護士的柯麗卿結婚，柯

麗卿也是北醫的排球選手，倆人更有共同語

言，也更能支持林竹茂對排球運動的熱情；

林竹茂共育有3名女兒，老大在加拿大拿到生

物科技與工業管理雙碩士學位；老2則是讀企

業管理後在銀行上班，婚後轉為全職家庭主

婦；老3讀英國醫學院原任職於北醫，在2019

年9月轉到臺北榮總任職。（註12）雖然下一

代沒有接續林竹茂的排球衣缽，但是3人都在

各領域有非常耀眼的表現，而小女兒也接續

林竹茂的運動專精，轉而在運動醫學方面為

更多選手服務。

圖3　參加第三屆全省大專排球賽，臺灣師大排球隊與杜元戴校長合影。前排左三呂聯宗、前排右一

邱家騏、前排右二賴茂森；中排左一吳文忠主任、左三劉昭義、中排左四杜元戴校長、中排右

一曹清鵬老師、中排右三蔡裕仁；後排左二李文峰、後排左三林竹茂、後排右一謝天性老師、

後排右三劉輝雄、後排右四簡世豪，賴茂森提供。（轉引自球旅書懷，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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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球魔術師的崛起

在就讀中山國民學校時，自四、五年級

時就看著老師打排球，雖然學校沒有學生組

的球隊，但林竹茂就跟同學在一旁跟著打起

了排球；之後就讀臺灣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

時則是籃、排雙棲，同時參加籃球和排球校

隊。高中時更是成為三棲選手，除了籃球和

排球外，也是宜蘭縣田徑十項運動的選手，

（註13）並擔任救國團軍樂隊的小喇叭手。

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系，讓林

竹茂的運動細胞更為全面的發展。大一開學

林竹茂就為要參加樂隊或排球社的選拔而兩

難，最後選擇排球社，才有現在的排球界大

師。大學時期不單是參加排球隊，也參加田

徑隊，比賽三鐵中的鐵餅項目；大二時就加

盟公賣局的社會組排球隊，大三時臺師大橄

欖球學會會長林正代（北醫的總務長）找他

去參加橄欖球比賽，擔任前鋒，結果去參加

大專選拔賽，最後被選上大學明星隊，（註

14）還到遠征到香港參加國際邀請賽。

圖5　53年度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北區預賽冠軍，臺灣師大排球隊合影照。前排左起陳惠頌、陳克

宗、王秋雄、陳邦增、張義雄、陳文平、張清龍；後排左起劉輝雄、林金田、詹清泉、吳文忠主任、

謝天姓教練、林竹茂、郭邦雄、張龍雄、廖逢麟，詹清泉提供。（轉引自球旅書懷，林竹茂提供）

圖4　林竹茂外派玻利維亞擔任客

座教練，家人及學生機場送

機合照。（圖片來源：余育

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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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14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15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16	 林家豪、林玫君〈參加全國大專排球錦標賽〉，

《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46-1976

》，（臺北：2018.6）：54-59。

註17	 林家豪、胡文雄、林玫君，〈參加全國文武大專

院校排球錦標賽〉，《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

排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6）：71-

76。

而林竹茂也正是臺灣排球運動從9人制推

動為6人制的見證者。在1960年時開始推動真

正的6人制排球賽，第一次辦是1960年11月，

（註15）第四屆全國大專排球錦標賽在臺師

大舉行，那年臺師大男生同時取得6人制和9

人制的冠軍，女生9人制組的也是由臺師大奪

冠；之後又持續了幾年的9人制賽制，到1963

年全國排球協會才開始常態的舉辦6人制比

賽。而大學四年期間，林竹茂以臺師大男排

校隊身分參加全省大專排球賽，也是年年獲

得前三名的佳績。（註16）而在林竹茂大四

時臺師大拿下首屆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

標賽冠軍後，隨著林竹茂於1966返校擔任男

排助理教練後，臺師大也自1967年起創下此

盃賽前無古人、後無來著的八連霸冠軍輝煌

紀錄。（註17）

圖6　1967年12月的56年度文武大專排球錦標賽於臺北市公賣局體育館舉行，此為臺灣師大男，返回

師大體育館前的紀念合影照。胡文雄提供。（轉引自球旅書懷，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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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體育系畢業後到淡江文理學院擔

任助教，到1965年8月於中正紀念堂服陸軍

預官役，並參加陸光排球隊，且擔任陸光排

球隊隊長，期間日本松下排球隊也曾與來臺

於公賣局體育館和陸光排球隊進行訪問賽；    

（註20）1966年退伍後順利返校在師大當助

教，同時擔任臺灣師大男子排球校隊的助理

教練。（註21）同年9月更獲頒「優秀體育青

年獎（宜蘭縣代表）」。（註22）之後，也

曾擔任臺灣師大女子排球校隊的教練多年，

更同時帶領臺師大男、女排的訓練。

能夠成為一位成功的運動員，林竹茂

認為除了天份等條件外，最重要是：「要少

講、多聽、多練、多想，這樣才會成功。像

是林竹茂在大二加盟公賣局球隊時，就感覺

才從大學隊出來的自己，實力與社會隊打滾

多年的隊友們有一段差距，因此，每次球隊

練習之後，他都會自己再對著牆壁加強各種

舉球、接發球、發球或防守救球等技術，    

（註18）以求能使自己快速地跟上社會組球

隊的腳步。因為對自己的高要求，林竹茂排

球生涯歷經過臺師大男排校隊、公賣局排球

隊、省運宜蘭縣代表隊、陸光排球隊、師友

隊等。（註19）

圖7　民國56年（1967）8月19-20日，

參加第2屆彰化記者杯排球賽，

榮獲冠軍。左起為楊正世、胡文

雄、胡忠民、蘇水生、謝淑明、

洪盛朗、林竹茂、陳瑞耀、揚高

平、周龍雄、張迺吉、莊勝平。

胡忠民提供。（轉引自球旅書

懷，林竹茂提供）

圖8　林竹茂臺師大女排大專杯比賽場邊指

導照。（圖片來源：余育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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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19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20	 聯合報，《松下排球隊	 今天下午抵台	 即出戰陸

光》，（臺北：1965.05.29）：02版。

註21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22	 聯合報，《優秀體育青年：選出七六位	 將接受頒

獎》，（臺北：1966.09.07）：02版。

註23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24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參、國內的體育優良事蹟

林竹茂不單是自己在師大期間得到各式

優異成績，更在返回母校任教後，帶臺師大

排球隊取得各種佳績，且創下多項賽事的Ｎ

連霸紀錄。此外，林竹茂更是歷屆奧運聖火

唯一來臺的聖火點燃者。

一、臺灣首位奧運聖火點燃者

林竹茂不單是臺灣體育史上絕無僅有的

在臺灣傳遞奧運聖火的火炬傳送者，更是擔

當點燃聖火的重責大任；林竹茂常說：「獲

得日本東京奧運聖火在臺傳遞任務、及點燃

奧運聖火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榮幸！」（註23）       

雖然都已時隔55年，但能夠成為至今奧運聖

火唯一一次來臺的聖火傳遞者，仍是令林竹

茂至今非常引以為豪的一件大事。

當時是臺灣師範大學男子排球校隊隊

長，也是大學明星橄欖球隊成員的林竹茂，

為何能夠獲得這個全臺至今仍無人能及的超

榮幸任務呢？在那個沒有電子郵件、快遞的

年代，每當「國際奧林匹克史」的授課老

師吳文忠要送信給當時體壇的一些重量級人

士，因為林竹茂有一輛腳踏車，所以都會找

林竹茂來充當快遞，騎腳踏車送去。更重要

的是做事周到的林竹茂在把信送達後，每

次都不忘請收到信的教授包括郝更生、林

鴻坦、周中勛、唐恩江、趙國慶、陳海濤等

人，打電話給吳文忠教授確認收信。（註24）

就因為林竹茂這超時代的快遞任務，讓大家

他「使命必達」、從沒出過差錯、牢靠且負

責的認真態度，讓這些體壇的「重要人士」        

圖9　1964年東京奧運聖火來臺傳遞林竹茂擔任

聖火點燃者，（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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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因此在眾多體育

選手的人選中，選擇了讓林竹茂擔綱這最後

一棒的殊榮。（註25）

為迎接象徵自由、光明、和平及勝利的

奧運聖火，我國特別仿鑄了一座「毛公鼎」

以存放聖火，因為存於故宮的毛公鼎原鑄於

周宣王時期，與起源於紀元前776年的古代

奧林匹克運動會時間十分接近，（註26）故

以此來迎接奧運聖火。在1964年9月6日由當

時的中華奧會主席楊森將軍、日本駐華大使

木村四郎及我國參加東京奧運的職員、選手

與體育界代表等千餘人，在松山機場迎接日

本聖火迎護團團長高島文雄等人帶來的東京

奧運聖火。（註27）一開始由陳英郎、畢立

明及鄭洛成三位田徑名將迎接聖火，傳出了

松山機場，每人跑500-1000公尺，聖火傳遞

到臺北綜合運動場後，由全體火炬隊員分為

二路縱隊，伴送跑最後一棒的林竹茂跑到聖

火臺，在經歷奏樂、鳴砲等典禮順序後，林

竹茂爬上專為本次聖火傳遞製作的毛公鼎邊

點燃奧運聖火，並讓奧運聖火在臺灣停駐一

晚。（註28）這毛公鼎聖火臺也是臺灣歷史

傳承的見證者，至今仍駐立在改建後的臺北

田徑場，在2009年伴隨著新一代的運動員迎

接臺北聽障奧運、（註29）在2017年再次見

證臺灣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相信這個仿

造「故宮三寶」製作的毛公鼎也將成為臺灣

運動史的真正見證者。（註30）

二、臺師大排球隊戰史上歷數不盡的豐功偉

業

在林竹茂自臺師大畢業後，便返回母校

協助學弟練球，在1966年回臺師大擔任體育

系助教後，便正式開始擔任臺師大男子排球

校隊的助理教練。在隔年1967年2月的55年

度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中，臺師大

男、女排球隊雙雙獲得冠軍，臺師大男排自

本屆起成為大專男子排球隊的勁旅，自1967

年的冠軍起，在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

賽中建構前所未有的「八連霸」高牆。（註

31）而在1967年5月舉辦的全國大專排球錦標

賽中，臺師大男排也拿下冠軍，且自當年起

創造了「七連霸」的佳績。

林竹茂更是在1967年率領臺師大男排打

敗來自日本的日本全國聯賽冠軍-八幡製鐵男

子排球隊，當年日本八幡（製鐵）男子排球

隊（新日鐵的前身，現在的新日本製鐵株式

會社）10月23日到臺灣進行訪問比賽，與臺

電及臺師大男排進行比賽交流。頂著日本全

國聯賽冠軍隊頭銜的八幡男排來臺踢館，訪

問賽第一場對臺電，臺電輸掉比賽；但日本

卻沒想到下一場，成為臺師大男排隊的手下

敗將，被臺師大3:1擊敗。排球實力比臺灣好

的日本，完全無法置信在日本拿下全國冠軍

的八幡製鐵男子排球隊，居然會在訪問比賽

中敗給臺師大男排，更是在日本排球界引起

一片嘩然，因為這場比賽徹底顛覆了日本排

球界對臺灣排球實力的刻板印象！因此，隔

年臺師大受邀去參加朝日新聞在日本舉辦的

日本全國錦標賽。（註32）林竹茂更是難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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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	 賈亦珍，《1964東京奧運當年點聖火林竹茂樂到

現在》，（臺北：2007.04.27）：A2版。

註26	 蜀公，《1980莫斯科奧運面面觀	 奧運聖火曾臨台

北》，（臺北：1979.08.05）：民生報02版。

註27	 聯合報，《世運聖火今抵台下午在市區傳遞》，

（臺北：1964.09.05）：02版。

註28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得意地說：「就是這樣日本排球協會才會開

啟台、日排球交流，1969年還邀請中華男排

隊到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註33）」

註29	 馬鈺龍，《2009臺北聽奧：毛公鼎聖火臺見證運

動史》，（臺北：2009.07.07）：B03版。

註30	 魏莨伊，《1964年打造曾參與東京奧運聖火傳

遞，53歲毛公鼎聖火台世大運重燃風采》，（臺

北：2017.08.17）：A5版。

註31	 林家豪、胡文雄、林玫君，〈參加全國文武大專

院校排球錦標賽〉，《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

排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6）：71-

76。

註32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33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圖10　林竹茂任中華民國光

華男子排球隊至日本

參賽（圖片來源：林

竹茂提供）

圖11　1969年赴日參加第十八屆都

市對抗賽的光華隊。前排左

起為日人（姓名不詳）洪盛

朗、蘇水生、曾浩祥、謝淑

明。後排左起為周龍雄、楊

高平、王義祥、詹清泉（教

練）、胡均發（領隊）、林

竹茂、蘇文宏、胡忠民、吳

季弘（管理）、陳江水。胡

忠民提供。（轉引自球旅書

懷，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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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1968年4月的第四屆莒光盃排

球賽中，臺師大人才濟濟，因此分成2隊同時

參加大男甲組和社男甲組（由畢業校友及在

校生組隊），將士用命下，臺師大男排抱回

大男及社男甲組的雙料冠軍，也創下另一項

令人津津樂道的優良紀錄。（註34）之後，

林竹茂於1974年起擔任我國外派教練，先後

至玻利維亞（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

livia）、烏拉圭（República Oriental del 

Urugua）、厄瓜多爾（República del Ecua-

dor）、智利（República de Chil）等國，於

國家功不可没。

在林竹茂1988年結束多年排球外派教

練生涯回到臺師大任教時，還有人邀他當籃

球課程的教練，但林竹茂覺得一身的排球技

藝轉跑道到籃球實在太可惜，所以仍是留在

排球領域創造臺灣的排球奇蹟。（註35）而

林竹茂也真的在排球體壇中不斷創造各種佳

績。

臺北市第一屆-第三屆運動會都是在臺師

大舉行，但當時林竹茂在臺師大資歷尚淺，

沒排到他當教練；結果林竹茂去擔任陽明山

隊的教練，陽明山隊是由銘傳大學及星光排

球隊合併組成的，最後林竹茂還率陽明山隊

打敗臺師大校隊。後來有個國賓女排的選手

王素珍(高雄師大附中體育主任)，在林竹茂

回臺師大任職時就讀臺師大，在師大期間林

竹茂認為她資質合適，便教了她跳躍發球，

結果在臺師大對國賓比賽時林竹茂要求她做

跳躍發球，成了全國第一個在賽事中跳躍發

球的女子選手，最後臺師大因此還打敗國

賓，結果聽說王素珍回國賓時還因為打敗了

自家社會組球隊受到責難。另外，臺灣第一

個做後排單腳扣球的選手林志華(前鎮國中)

也是林竹茂教出來的；（註36）臺師大的排

球隊男女都要學跳恰恰，以此訓練球員的節

奏感；（註37）如果現場有觀眾，林竹茂也

會訓練的更起勁；（註38）而且，早期的教

練多是土法練鋼，以訓練的數量取勝，而林

竹茂的訓練較有系統性，也能讓球員有更佳

的訓練成效。（註39）但林竹茂也表示並非

人人適合某些特殊動作，所以，教練的任務

就是要能夠慧眼視英雄，要能看出選手的特

質、因材施教，才能夠讓臺灣有更多表現優

秀的選手誕生。

林竹茂回國之後臺師大女排校隊轉交由

林竹茂整軍，林竹茂開始整軍後臺師大女排

自1992年起連續十多年都拿下冠軍，自1992

年到2005年都抱回大專聯賽公開一級的冠軍

金盃。這十多年間剛好林竹茂的太太帶小孩

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他更放心的把全部心

力都放在球員身上，連六、日都跟著球員練

球，從不休息；所以，那時候臺師大才能年

年抱回冠軍金盃。而林竹茂在師大練球時，

很多時間都是同時帶男排與女排，林竹茂表

示不必刻意男女分開訓練，訓練時用一種互

相刺激的方式，效果很好；就是讓程度較好

的男排教程度較差的女排，並一起進行一些

訓練；再請程度較好的女排球員教程度較差

的男排，（註40）通常效果會比男排、女排

分開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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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	 林家豪、胡文雄、林玫君，〈參加全國文武大專

院校排球錦標賽〉，《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

排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6）：71-

76。

註35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36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37	 張恩崇，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38	 王美麗，面訪，高雄國家訓練中心－108年度培育

運動教練人才研習會，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

24日，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39	 吳晨鐘，面訪，高雄國家訓練中心－108年度培育

運動教練人才研習會，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

23日，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40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圖12　1991年林竹茂帶師大男排赴東南亞訪問比賽，合照於泰國

（圖片來源：黃怡仁提供）

圖13　林竹茂1991年帶師大男排赴東南亞訪問比賽，全隊

合照於馬來西亞（圖片來源：黃怡仁提供）

圖14　林竹茂帶師大女排參加1984年初排球大專杯比賽

合照。（圖片來源：余育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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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將國名宣揚於世界各地的排球傳

播者

林竹茂長時間都在各國間移動，不是

帶隊去比賽，就是擔任外派教練至國外傳播

排球運動。林竹茂的排球教練生涯中最引以

為傲的代表作包括：1967年率臺師大男排校

隊打敗來自日本的日本全國聯賽冠軍-八幡

製鐵男子排球隊、2003年率領中華臺北女排

大學隊，勇奪南韓大邱世大運女子排球賽銀

牌，2005年則是任督訓委員帶領我國大學女

子排球隊，取得土耳其伊斯麥世大運冠軍后

座等。（註41）林竹茂也在擔任外派教練期

間，奇蹟似在短時間內帶領各國球隊獲取佳

績，其魔術師般的手段，（註42）更是令人

讚賞。

一、帶領臺灣排球國家隊至世界各國的戰鬥

燈塔

自1964年林竹茂自臺師大體育系畢業

後，便展開他多年率領國家隊至各國比賽的

比賽史。在1966年1月林竹茂便首次擔任中

華民國青年排球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註

43）1966年則擔任中華民國大學男子排球國

家代表隊教練。而在1967年率臺師大男排打

敗日本八幡製鐵男排（日本全國聯賽冠軍）

後，更為我國開啟中日排球交流的慣例。

因為中共於1971年在聯合國取得了「中

國」的代表權，自此屢屢在各方面阻礙我國

在國際參賽，導致於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

聯合國。像是1974 年林竹茂以中華排球隊教

練身分，準備率中華女子排球隊到墨西哥參

加世界排球錦標賽，沒想到在中共的政治力

介入下，承辦國墨西哥竟然拒絕我國參賽。

圖15　林竹茂（後排右一）1974年初帶中華男子排球隊出國前集訓，排球協會理事長許金德先

生（後排左五）與排球協會2位常務理事慰問球隊合影（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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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註42	 蘇嘉祥，《「排球大使」活躍在中南美洲》，				

（臺北：1978.09.22）：民生報02版。

註43	 鄭煥韜，〈出席國際正式比賽-亞洲青年排球賽〉

，《排球春秋》，臺北：健行文化，1984.12，63-

74。

註44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45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奧會模式的由來〉，												

https://www.tpenoc.net/?page_id=5255,2019年8月8日

檢索。

註46	 鄭煥韜，〈出國訪問比賽紀要〉，《排球春秋》

，臺北：健行文化，1984.12，18-48。

註47	 陳銘鐘，《中華排球隊中南美洲行誤把排球隊當

棒隊》，（臺北：1977.06.28）：聯合報08版。

（註44）而在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開始前，

加拿大拒發給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入境簽

證，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需以「臺灣」

名稱參賽。當時國民黨政府得知後不接受此

決議，因而決定不參加當屆奧運；最後直到

1981年3月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在瑞士洛桑

簽訂協議和核准後，中華民國得以在「中華

臺北」名稱下繼續參加國際運動賽事，即   

「奧會模式」或「奧運模式」。（註45）而

在1976-1981期間，我國一直無法參加國際正

式的賽事，在1977～1981期間林竹茂也擔任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總幹事，為突破困境、提

升國際能見度，臺灣開始展開數次的中南美

洲排球訪問賽活動。

1977年5月30日林竹茂帶領中華隊去委

瑞內拉（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

ezuela）遠征，巡迴中南美洲45天，與9個

國家進行訪問賽；（註46）在比賽到尼加拉

瓜（República de Nicaragua）時，林竹

茂還曾發生一件愛國事件：當時一位古巴

（República de Cuba）派到尼國採訪的記者

問秘書林竹茂：「你們從哪來？」林竹茂表

示：「我們來自中華民國。」但這記者故意

重覆說：「不是臺灣來的排球隊嗎？」林竹

茂被惹火了，拉高嗓門回說：「如果要訪問

中華民國排球隊，我們就是，其他免談！」

結果第二天，這個記者還帶了他寫的報導給

林竹茂看，「來自亞洲中華民國的男子排球

代表隊今天出戰尼加拉瓜代表隊」。（註47）

圖16　林竹茂1977年帶中華男子排球隊赴委內瑞拉參加委國排協40週年邀請賽（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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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時，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以下簡稱臺體）的鄭國平教授一同帶領

中華隊去南美洲巡迴比賽，歷時68天與16個

國家進行訪問賽；（註48）長期為國在外奔

波，當時巡迴比賽到了舊金山的時候，才接

到大使館通知：「生女兒了，生女兒了！」

，鄭國平還以為是自家的千金出生了，結果

是林竹茂的大女兒出生，（註49）由此可知

當年各個教練為國付出的用心，連老婆臨產

都還帶隊在國外比賽，結果林竹茂和鄭國平

都在國外為國打拼時喜獲千金；（註50）回

來後1979年哥倫比亞辦比賽，林竹茂也帶隊

參加。

莫斯科奧運會，因為中共參加此次奧

運，所以多個國家抵制，美國、日本都不去

參加，後來我國便在1980年於中華體育館舉

辦國際排球邀請賽，當時參加的國家有日

本、臺灣、哥倫比亞、委瑞內拉、法國等7

、8個國家，臺灣隊由吳伯雄擔任領隊，最後

取得第2名的成績。（註51）

1986年林竹茂帶中華男排首次參加世界

排球錦標賽，第一次參賽中華隊就拿到第11

名的成績。1987年2月因為要派駐智利擔任排

球客座教練，才辭掉排球協會總幹事一職，

林竹茂總共擔任排協總幹事將近10年，（註

52）可以說中華民國最困難時，是他擔當總

幹事走過這段路。

自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

亞洲運動聯合會也排除中華民國的亞洲運動

聯合會會籍，直到1990年北京亞運，中華民

國才以中華臺北之名重返亞運會，而林竹茂

圖18　林竹茂與中華隊球員暑期於左營訓練中心集

訓合照（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17　林竹茂（後排左四）1979年帶中華女子排球參加

哥倫比亞國際邀請賽（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19　1990年林竹茂參加第11屆亞運會與（左起）體總秘書長

陳金樹教授、吳萬褔教授、魏香明主任、林竹茂教授。

圖20　北京亞運，林竹茂與韓國排球國際裁

判合照（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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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8	 民生報，《中華排球隊征前表演分藍白兩組今晚

對抗》，（臺北：1979.07.25）：02版。

註49	 江欣惇、許光麃，〈允文允武、才華橫溢的排

球教育家---鄭國平〉，《百年體育人物誌》，13						

（臺北：2018.12）：116-167。

註50	 蘇嘉祥，〈林竹茂雙喜臨門	 謝淑明夫婦搭檔〉，

《民生報》，（臺北：1979.10.08）：03版。

註51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52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53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也是帶隊參加本次北京亞運的一員。1994年

更是多次擔任遠南暨泛太平洋殘障運動會

領隊，帶隊出國比賽；1995年則是以總教

練身份帶著中華女排國家代表隊至日本參

賽；1996年更是以總領隊身分帶身心障礙中

華隊至亞特蘭大參加奧運；2000年也以澳洲

殘障奧運考察團執行秘書身份，隨隊至雪梨

比賽(圖22)；2001年的第八屆遠南暨泛太

平洋殘障奧運考察團執行秘書身份帶隊參

賽。2003年林竹茂則是擔任總教練帶領中華

女排參加在南韓大邱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

會；賽前並不被看好的中華女子排球隊，以

所有與賽隊伍倒數第一名的身高大爆冷門，

第一場比賽就對上全隊只有一位球員身高不

到180公分的烏克蘭隊，打出27：25、25：14

、25：18的成績，成功技驚全場。最後一路

過關斬將、勇闖冠軍戰，抱回亞軍獎座；   

（註53）更寫下中華大學女子排球隊在世大

運最佳的團體球類戰績。

圖21　亞特蘭大身障奧運，出發前與李登輝總統

合照（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22　1996年亞特蘭大，開幕典禮中華隊的身心障礙，總領

隊 東海大學後援會會長（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23　林竹茂帶殘障奧運隊參賽前與陳水扁總統

合影（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24　林竹茂2001年帶中華大學隊參加世大運北

京閉幕典禮（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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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竹茂2005年時已經退休，但仍是以督

訓委員身分再度帶隊到土耳其伊士麥（土耳其

語：İzmir；希臘語：Σμύρνη）打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並再次創下自己於2003年創下的團體球

類最佳紀錄，率中華女子排球隊拿下世大運冠

軍金盃。2006年亞洲運動會排球賽於2006年11

月30日至12月14日在中東卡達杜哈（Al-Rayy-

an Indoor Hall）舉行，林竹茂當時也是擔任

顧問一職，（註54）杜哈亞運中華女排也抱回

了季軍獎盃。

二、將排球運動推廣到世界各地的傳播者

在1974年時林竹茂擔任中華女排教練準

備率隊到墨西哥參加世界排球錦標賽，結果卻

因中共阻撓而無法參賽，而類似的情況在那個

年代不斷發生。因此，我國在那個年代開始派

遣「排球大使」遠赴各國推展排球運動，透過

這種體育外交的方式讓臺灣在國際上更具能見

度。

林竹茂就是於1974年起擔任我國的排球

外派教練。自1974年出發至玻利維亞，原本預

估玻利維亞去4個月、烏拉圭也去4個月，但去

烏拉圭擔任客座教練1個月後，因為林竹茂為

了讓更多烏拉圭的人接觸排球這個運動，除了

訓練國家隊外，也在個人的假日和休息時間免

費訓練烏拉圭當地的俱樂部球隊，以便換取免

費場地讓其他沒打過排球的人從事排球運動，

當時林竹茂教球是從國小學生、國中生、高中

生到鄉間的歐巴桑都是一視同仁，在烏拉圭

國內大大的提升了排球運動的風氣。（註55）

所以當時烏拉圭國際排球總會的執行委員斐列

斯，很肯定他的訓練成效，主動跟當時的臺灣

大使陳雄飛提出要求，希望能延長林竹茂的任

期，所以那時總共在玻利維亞跟烏拉圭待了20

個月；並於1975年帶領烏拉圭女子國家代表隊

參加巴西國際邀請賽，獲殿軍佳績；同年也帶

領烏拉圭男、女國家代表隊，參加巴拉奎舉行

的南美洲排球錦標賽，男、女2隊均獲殿軍佳

績；1976年則是帶領烏拉圭男子國家代表隊，

圖25　鄭國平帶青年女子隊參加委內瑞拉國際排球邀請

賽。巡迴玻利維亞（拉巴斯）訪問比賽，與擔任

外派玻國教練的林竹茂合照。（圖片來源：林竹

茂提供）

圖26　林竹茂任外派教練時期與巴拉圭會長及大使館周

明義秘書聚餐合影（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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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巴拉圭舉行的南美洲排球錦標賽，也獲殿

軍佳績。駐烏拉圭大使陳雄飛回臺述職時還在

立法院報告，並且公開誇讚林竹茂在外派至烏

拉圭擔任教練時達到宣傳臺灣的成效，比各種

農技團的效果更好呢！（註56）

1976年返臺後，1977擔任排球協會總幹

事帶中華隊去委瑞內拉遠征，在遠征的過程，

玻利維亞要辦玻利維亞運動會要求臺灣派教

練，最後林竹茂又轉戰玻利維亞3、4個月，並

讓玻利維亞男子國家代表隊在玻利維亞運動會

中取得亞軍佳績，林竹茂還笑稱比賽後慶功宴

時，又聽到玻利維亞的大使想留他繼續在玻利

維亞任教，思鄉情切的林竹茂第二天一早立馬

搭飛機回臺，（註57）否則又不知要在玻利維

亞再多留幾年。

之後，林竹茂又於1983年外派到厄瓜多

爾擔任「排球大使」，1984年帶領厄瓜多爾男

子國家隊參加南美洲排球錦標賽，也取回第六

名成績；除此之外，在厄瓜多爾時期林竹茂更

完成他生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排球教學與

訓練（Voleibo. Tecnicas. De La Ensenanza 

y Entrenamiento F. E. V. 1984）》一書；同

年自厄瓜多爾歸臺。1987年又再次外派至智利

擔當排球教練，並帶領智利青年女子國家隊參

加南美洲青年排球賽，榮獲第五名；這1年也

是林竹茂最後一次擔任國家外派排球教練，至

世界各地推廣排球運動。

註54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55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56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57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圖27　林竹茂任外派教練，師大女排隊員機場送機合影。

（圖片來源：余育蘋提供）

圖28　林竹茂1978年與哥倫比亞隊職員合照

（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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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剛派任到玻利維亞時，林竹茂的

西班牙文一竅不通，當時在玻利維亞聖塔克魯

斯市僑領羅美南鼓勵林竹茂：「想在南美洲

揚名立萬，一定要先把西班牙文學好，才有

機會！」因為這句話點醒了林竹茂。林竹茂發

奮圖強，除了自己拿字典自學外，也跟自己教

導的球員學習西文；（註58）自稱没有語言天

份的林竹茂就靠著苦學，而有了日文、西班牙

文、英文都不錯的外語能力。最後，還在厄瓜

多爾用非母語的西班牙文，花了一年多在1984 

年完成《排球教學與訓練》這本書，這本書也

在林竹茂論文升等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林竹茂自烏拉圭回臺後，時隔18年，在

1992年宜蘭縣區運會時，林竹茂又突然接到外

交部通知，希望他擔任國外貴賓的翻譯與接

待，原來外交部之所以找排球教練的林竹茂擔

任接待，因為有一位烏拉圭的國會議員安德

烈.培列斯(Andres. Perez)來臺參與區運會，

這位烏拉圭的國會議員特別指定要林竹茂擔任

翻譯與接待，是因為他在烏拉圭時也受過林竹

茂的排球指導，所以多年後特別要求要找林竹

茂到場，順便敘舊；（註59）由此可知，林竹

茂在近20年前在烏拉圭為推廣排球運動無私的

付出,以及在當地受歡迎的程度，難怪當年駐

烏拉圭大使會誇讚林竹茂的宣傳臺灣成效，比

農技團的效果更好。

伍、體育行政的長久貢獻

林竹茂除了擔任教師及教練外，更是投

入行政工作的付出，不論是對內的學校體育行

政或排球界的行政工作，更是同時擔任體育界

各個運動領域的行政職務，在體育行政方面的

貢獻多不勝數。

一、學校體育

林竹茂的教學風格相當獨特，草根性十

足的林竹茂聲音非常宏亮，氣氛絕無冷場，  

「早八的課同學們只會早到、沒人敢遲到！上

課的兩個小時，老師都是從頭喊到尾。」第一

次上排球課時下大雨，第一堂課林竹茂就讓全

班同學在體育館內練習「魚躍救球」，因為地

板有打蠟，大家都「滑」得很開心。結果第二

堂課林竹茂就把大家帶到戶外，以身作則與同

學們在泥濘的操場（當時仍是泥土場地）上練

習「魚躍救球」；「全班同學下課後都像是泥

人兒，每個人都裹著滿身泥巴！」（註60）一

開始時覺得很尷尬，但回憶起來卻是滿滿成就

感。郭美蘭也回憶林竹茂的上課情形：「老師

雖然身材壯碩、聲音超大，但教學一點也不粗

枝大葉，他會用精準而循序漸進、嚴格中帶點

輕鬆的教學方式，帶領學生認識排球、愛上排

球：而林老師詼諧、富哲理的口頭禪，也都成

為學生課後琅琅上口的經典名句。（註61）」

150



註58	 許瑞瑜、林嘉欣，〈金牌排球教練體育外交

大使──林竹茂〉，《學校體育》，132（臺

北：2012.10）：54-63。

註59	 許瑞瑜，〈林竹茂傑出排球教練成大使〉，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67-78。

註60	 許瑞瑜，〈張少熙：粗獷外表下有顆細膩的

心〉，《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										

24（臺北：2010.12）：79-81。

註61	 許瑞瑜，〈郭美蘭：經典名一輩子受用〉，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82-83。

註62	 許瑞瑜，〈張少熙：粗獷外表下有顆細膩的心〉

，《傳炬Ⅱ：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24（臺

北：2010.12）：79-81。

在臺師大的體育行政方面，由於林竹茂

多次接受國家徵召，外派至國外擔任客座教

練，因此，擔任學校體育行政工作的總時間

並不長。但是，林竹茂自1965年返回母校擔任

助教後，除前幾年擔任義務行政工作外，也自

1972年開始擔任訓導長室秘書，直至1974年被

派駐玻利維亞暨烏拉圭擔任該國國家隊客座排

球教練，才暫停臺師大的行政工作。

而林竹茂在結束玻利維亞、烏拉圭、厄

瓜多爾、智利等國的外派客座教練工作於1988

年回國後，又立刻接任臺師大的體育組主任工

作，直至1993年才卸下體育組主任的行政職務

工作。在林竹茂擔任體育組主任期間，因為體

育組的編制的人員也較少，所以每個人負責的

業務量都非常大，而林竹茂又是活動力很強的

主管，因此，都會接辦很多額外的業務，曾任

臺師大運動與休閒學院院長的張少熙回憶當年

在體育組與林竹茂共事的情況時，也表示終於

能體會當年林竹茂所說的角色定位不同，要考

慮的層面不同之意；而且，雖然跟林竹茂共事

「皮要繃緊一點」，但是，跟著林竹茂做事不

用擔心做錯事，因為他總是會幫你解決問題，

（註62）也因此更能抱持這種不怕做錯的精

神，累積更多工作及辦活動的經驗。

除了學校的體育行政工作之外，林竹茂

在臺師大也有一個學校體育工作的創舉，便是

臺師大運動休閒學院中的運動競技系；早期

臺師大僅有體育系一個體育相科系，後於2000

年開始進行相關籌備會議及規劃工作，在2001

年8月正式成立「運動競技學系」，而林竹茂

也是臺師大運動競技學系的創系系主任，直至

2003年自臺師大退休，方卸下競技學系主任一

職。在退休後，林竹茂還轉至私立稻江科技暨

管理學院擔任體育室主任，持續發揮他對體育

的熱情，後於2004年才再次退休。

圖29　2019年5月，老師的第一代學生曾碧珠從香港回台

探望老師。（圖片來源：余育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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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體育

林竹茂是個多才多藝的體育家，對社會

的貢獻並不侷限於排球運動。在國內及國外都

多有貢獻。國內自臺灣省排球協會於1971年改

組後，由林竹茂擔任推廣聯絡組組長；（註63

）1977-1981年期間更擔任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的總幹事職務，1982-1987年任中華排球協會

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註64）1988-1990年

間則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強化委員(圖31)

，1992年在國內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排球委

員會總幹事；林竹茂擔任排協總幹事期間，

鄭國平也任職其中，鄭國平回憶林竹茂工作

時非常細心，各種報告送出前都要先給林竹茂

看過，做事鉅細靡遺，在林竹茂手下做事的人

都一定能有所成長。（註65）這做事周到的個

性，是林竹茂自求學時期，跑腿幫吳文忠教授

送信給各個體壇重量人士時，都會在送到後請

各位收信教授打電話回覆吳文忠教授，因此細

心周延的舉動，讓1964年林竹茂獲得了點燃東

京奧運聖火的重責大任。（註66）

圖30　2001年運動會林竹茂帶隊入場（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31　2001年林竹茂任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排球

隊中華民國代表隊總教練（圖片來源：林

竹茂提供）

圖32　七十九學年全大專院校排球國手選拔賽冠

軍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全體合影（圖片來

源：黃怡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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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排球行政工作外，1993年林竹茂擔

任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習會常務理事，隔年

則任林口優秀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主任；此外，

在1998年時作為我國體委會體育白皮書「提升

國家競技運動實力分冊」協同召集人；1998-

2001年間也同時擔任教育部高、國中體育評鑑

委員、教育部大學體育評鑑委員，以及考試院

高等考試評審委員；在2000年時則任體委會全

民運動會申請舉辦工作的評鑑委員；（註67） 

2002年還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技術委

員工作。

在國外的體育行政方面，除了派任到4

個國家擔任客座教練外，多次帶隊到中南美

洲進行巡迴訪問賽，更數十次帶隊至國外參

賽；1980年林竹茂也走出臺灣，擔任亞洲聯合

會排球競賽委員會委員工作，且長達12年之

久，直至1992年轉任亞洲聯合會排球教練委員

會的委員職務；在2000-2004年間則是擔任亞

洲的教練委員會委員一職。 

註63	 林家豪、胡文雄、林玫君，〈參加全國文武大專

院校排球錦標賽〉，《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

排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6）：77-

78。

註64	 鄭煥韜，〈排球協會改組後的新希望〉，《排球

春秋》，臺北：健行文化，1984.12，252-254。

註65	 鄭國平，面訪，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教育學院

院長辦公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4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66	 賈亦珍，《1964東京奧運當年點聖火林竹茂樂到

現在》，（臺北：2007.04.27）：A2版。

註67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圖33　林竹茂於2003年1月帶隊巡迴訪問出

發前合照於師大校門口（圖片來源：

林竹茂提供）

圖34　林竹茂於2003年2月帶隊巡迴訪問至哥斯大黎加

開賽前2國國旗舉旗（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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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運動項目方面，林竹茂也是貢獻

良多。不但曾於1968-1973年同時擔任中華民

國游泳協會競賽組副組長及手球協會訓練組

副組長、手球協會競賽組、手球競賽委員會委

員；同年也擔任臺灣省菸酒公賣局青年男子籃

球隊助理教練；也擔任過游泳競賽委員會競賽

組、籃球公賣局青年隊助理教練，1987-1990

年體育運動總會技術委員，1995年更擔任臺北

優秀選手運動中心主任，也是新古典舞團的

董事，（註68）其跨域之廣，更是體育界所難

見。

林竹茂在臺師大期間也曾接辧大專排球

聯賽主辦學校10年時間；（註69）因為林竹茂

在體育各個領域都有卓越貢獻，因此，在1985

年獲頒中華民國「優秀教練獎」、（註70）  

1999年更是獲頒教育部「體育運動精英獎-推

動體育有功人員獎」，（註71）像是臺中教育

大學的林金田教授，還曾專門打電話跟林竹茂

說：「你真的是為臺灣排球界有非常卓越的貢

獻，希望你可以再接再厲，為臺灣作出更多貢

獻。（註72）」足可見其為體育運動的貢獻是

受到各界肯定的。

圖35　林竹茂於2003年2月帶隊巡迴訪問於巴西機場合照（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圖36　林竹茂於2003年2月帶隊巡迴訪問中南美

各國球隊聚餐（圖片來源：林竹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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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8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69	 鄭國平，面訪，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教育學院

院長辦公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4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70	 蘇嘉祥，〈「排球大使」排排坐	 揚名盟邦.受獎無

愧〉，（臺北：1985.09.10）：民生報02版。

註71	 教育部體育署，〈1999年體育運動精英獎-推動體

育有功單位或人員獎	林竹茂〉，https://www.sa.gov.

tw/PageContent?n=3031,2019年8月12日檢索。

註72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73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7月22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註74	 林竹茂，面訪，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競技系張恩崇

老師研究室，訪問人江欣惇，2019年8月29日，弘

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陸、結語

身為1964年第18屆東京奧運聖火飛抵臺

灣，臺灣體育史上絕無僅有的奧運聖火點燃

者，在拒絕了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來臺的邀

請，而在東京再次迎來奧運的這個時刻，林竹

茂希望「見證奧運聖火」這他一輩子最大的榮

幸，能在未來再有機會分享給全臺灣。以臺師

大排球隊長身分點燃聖火，後又任職於臺師大

的林竹茂教授，也是我國外派至玻利維亞、烏

拉圭、厄瓜多爾及智利的客座教練，在國內外

展現對排球的熱情與專業能力，透過體育外交

讓臺灣在國際上更具能見度。且如變魔術般讓

外國球隊在短時間內脫胎換骨，獲取良好戰績

外；更是無私利用個人閒暇時間進行教學，以

換取免費場地給想學習排球運動的人使用，只

為了能將排球運動推展給更多的人知道。

林竹茂一生在國內、外作育英才無數；

不僅帶領臺師大取得無數佳績，更是率領中華

隊走出國門多次，足跡遍及數十個國家；此

外，他為排球運動的貢獻是可3D細數於地球各

地、年齡層橫跨老中小、指導層面遍及國家

隊、社會隊及至初學者的偉大教師。

除了擔任教練進行訓練之外，林竹茂在

體育行政方面也是深耕體育界，除在臺師大擔

任體育室主任及競技系主任外，更在中華排協

擔任多年總幹事職務，也擔任亞洲排球聯合會

競賽委員會委員、亞洲排球聯合會教練委員會

委員等；除了排球領域外，林竹茂亦橫跨多個

運動種類，像是游泳、手球、籃球、足球、舞

蹈、殘障體育等方面。

林竹茂一生兼過很多份工作，包括淡江

專任、政工幹校、臺北城市大學、銘傳、臺

大、明智、中原、健行科大、開南、稻江、輔

仁大學、陽明南州國中、師大附中、復興中學

等，加上臺師大，林竹茂前前後後總共在全

臺16間學校上過課，可謂名符其實的「兼課大

王」！（註73）而林竹茂在我國最艱困的時期

當過排協的家，又為我國進行多次體育外交；

國內外的各個領域都有林竹茂努力的足跡，真

正是臺灣體育界開創的勇將。

就像林竹茂受吳文忠博士影響，因為吳

文忠教授對林竹茂訓示：「在大學體育學系服

務，要先當專家，再當學者。」強調所有理論

都要跟實務結合、佐證；因而造就出對國內、

外體育界多有貢獻的排球運動傳播家；林竹茂

對於排球界的後輩們也有一務實的建議：「天

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註74）」期許各位

排球領域的教練們，都能因材施教，造就更多

排球精英，讓更多人真心愛上排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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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2016年6月學生幫林竹茂慶生合照

（圖片來源：黃怡仁提供）

圖38　2019年4月亞洲俱樂部杯林竹茂與學

生合影，左起為黃怡仁、林竹茂、 

余育蘋（圖片來源：黃怡仁提供）

附錄

一、林竹茂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39 28 5月20日出生於宜蘭縣宜蘭市。

1952 41 13 宜蘭市中山國民學校畢業。

1955 44 16 宜蘭市臺灣省立宜蘭高級中學初中部畢業。

1957 46 18 宜蘭市臺灣省立宜蘭高級中學高中部休學。

1960 49 21

宜蘭市臺灣省立宜蘭高級中學高中部畢業。

9月，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系。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男子排球校隊。

臺灣省運動會宜蘭縣排球代表隊。

1961 50 22 加盟公賣局的社會組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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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51 23 獲選臺灣橄欖球大學明星隊，到香港參加國際邀請賽。

1964 53 25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

淡江文理學院擔任助教。

9月6日，擔任奧運來臺傳遞任務，以最後一棒身分「點燃東京奧運聖火」。

1965 54 26

8月，陸軍預官役，參加陸光排球隊且擔任隊長。

參加陸光男子排球隊，奪全國排球錦標賽男子甲組冠軍。

中華民國青年排球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

1966 55 27

1月，第二屆亞洲青年排球錦標賽管理。

8月，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助教，及臺灣師大男子排球校隊助理教練。

9月，當選宜蘭縣「優秀體育青年」。

中華民國大學男子排球國家代表隊教練。

1967 56 28

率臺師大男排打敗日本八幡製鐵男排，啟中日排球交流。

中華民國光華男子排球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日本。

臺北市新光紡織女子排球隊教練（1967-1970）。

1968 57 29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青年男子籃球隊助理教練臺北（1968-1973）。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競賽組副組長（1968-1973）。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訓練組副組長（1968-1973）。

1969 58 30 任中華民國排球代表隊赴日參加第18屆都市對抗賽。

1972 61 3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兼訓導長室秘書（1972-1974）。

1973 62 34 2月任中華女子排球隊 教練率中華女子排球隊參加 印尼四國邀請賽 獲亞軍。

1974 63 35

任中華女子排球隊 教練率中華女子排球隊到墨西哥參加世界排球錦標賽，被墨西哥拒賽。

中華民國派駐玻利維亞暨烏拉圭排球教練 南美洲（1974-1976）。

國立烏拉圭體育學院研究所研究（1974-1976）。

1975 64 36
帶領烏拉圭女子國家代表隊參加巴西國際邀請賽，獲殿軍佳績。

帶領烏拉圭男、女國家代表隊參加巴拉圭舉行的南美洲排球錦標賽，男、女均獲殿軍佳績。

1976 65 37 帶領烏拉圭男子國家代表隊參加巴拉圭舉行的南美洲排球錦標賽，獲殿軍佳績。

1977 66 38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總幹事臺北（1977-1981）。

5月30日，帶領中華隊巡迴中南美洲45天，與9個國家進行訪問賽。

派任玻利維亞客座教練4個月，並讓玻利維亞男子國家代表隊在玻利維亞運動會中取得亞軍佳績。

1979 68 40 8月2日，帶領中華隊去巡迴中南美洲比賽67天，與16個國家進行訪問賽。

1980 69 41 亞洲排球聯合會競賽委員會委員亞洲（1980-1992）。

1982 71 43 任中華排球協會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3 72 44 中華民國派駐厄瓜多爾排球 客座教練 南美洲（1983-1984）。

1984 73 45 帶領厄瓜多爾男子國家隊參加南美洲排球錦標賽，獲第六名。

1985 74 46 獲中華民國「優秀教練獎」。

1987 76 48
中華民國派駐智利排球客座教練 南美洲（1987-1988）。

帶領智利青年女子國家隊參加南美洲青年排球賽，榮獲第五名。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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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77 4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體育主任（1988-1993）。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強化委員臺北（1988-1990）。

1990 79 51 第11屆亞洲運動會中華民國代表隊領隊。

1992 81 53

亞洲排球聯合會教練委員會委員亞洲（1992-199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排球委員會總幹事臺北（1992-1995）。

整軍臺師大女排，連抱回13年大專聯賽公開一級冠軍金盃。

1993 82 54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習會常務理事臺北。

1994 83 55

任第七屆遠南暨泛太平洋殘障運動會中華民國代表隊領隊北京。

中華民國北部林口優秀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主任臺北（1994-1995）。

英國雪菲爾大學運動管理研究所研究（1994-1996）。

1995 84 56 任中華民國大學女子排球國家代表隊總教練日本。

1996 85 57 任美國亞特蘭大殘障奧運會中華民國代表隊總領隊美國。

1998 87 59

擔任體委會體育白皮書「提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分冊」協同召集人。

擔任教育部高、國中體育評鑑委員（1998-2001）。

擔任教育部大學體育評鑑委員（1998-2001）。

擔任考試院高等考試評審委員（1998-2001）。

1999 88 60
獲頒教育部 「體育運動精英獎-推動體育有功人員獎」。

任第八屆遠南暨泛太平洋殘障運動會中華民國代表隊領隊曼谷。

2000 89 61

亞洲教練委員會委員（2000-2004）。

任澳洲殘障奧運考察團執行秘書雪梨。

擔任體委會全民運動會申請舉辦工作評鑑委員。

於臺師大籌備運動競技學系。

2001 90 62

任第九屆遠南暨泛太平洋殘障運動會中華民國代表隊總領隊釜山。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兼 運動競技學系創系系主任（2001-2003）。

任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排球隊中華民國代表隊總教練北京。

2002 91 63 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技術委員。

2003 92 64

任大邱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排球隊 總教練，奪亞軍佳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競技系主任退休。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體育室主任。

2004 93 65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體育室主任退休。

2005 94 66 擔任土耳其伊士麥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排球隊督訓委員，奪冠軍佳績。

2006 95 67 擔任卡達杜哈亞洲運動會女子排球隊顧問，奪季軍佳績。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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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竹茂著作

出版年月 作者 書名/篇名 出版社/出版期刊

1970 林竹茂 現代六人制排球訓練法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會

1976 豐田博、馬津宣著，林竹茂譯 排球教學與訓練 臺北：順先出版限公司

1978 林竹茂等 排球教學指引 臺北：健行出版社

1980.03 林竹茂 排球高手傳球力學分析 國民體育季刊

1981.09 林竹茂 我國排球訓練之我見 國民體育季刊

1982 林竹茂 排球的比賽制度 國民體育季刊

1984 林竹茂 排球入門 臺北：國家出版社

1985 林竹茂 排球跳躍扣球發球之研究 臺北：知音出版社

1986.06 林竹茂 排球強攻扣球動作科學分析 國民體育季刊

1987.03 林竹茂 體育運動設施問題之我見 國民體育季刊

1987.09 林竹茂 排球運動應用系統方法訓練之探討 國民體育季刊

1988.09 林竹茂 單、雙足跳扣球搭配戰術應用探討 中華體育季刊

1989.10 林竹茂 一九八九年第五屆世界青年女子排球錦標賽檢討 體育與運動

1990.02 林竹茂 談籃球比賽中教練的臨場指導 體育與運動

1990.03 林竹茂 評鑑在體育教學管理中的應用 國民體育季刊

1990.04 林竹茂 排球舉球員視覺能力訓練方法探索 體育與運動

1990.12 林竹茂 球類運動教學「講解與說明」運用之探討 臺北：中等教育

1992.06 林竹茂 田徑運動科學化訓練探析 中華體育季刊

1993.02 林竹茂 奧地利學校禮育與競技運動現況分析 體育與運動

1994 林竹茂 現代競技排球發展趨勢與展望 臺北：大專排球研究論集

1995 林竹茂 排球扣球技術運動生理學暨訓練策略研析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

1995 林竹茂 排球扣球技術運動生理學暨訓練策略研析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

1995.08 吳美玉、林竹茂

我國女子排球舉球員與世界級優秀舉球員舉（傳）球

技術優劣研究--以一九九四年世界女排大獎賽臺北

站為研究對象

體育學報

1995.10 林竹茂 排球扣球技術運動生理學暨訓練策略研析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

1996.04 林竹茂 韓國發掘優秀運動人材策略探析 體育與運動

1996.07 林竹茂 韓國發掘優秀運動人材策略探析 體育與運動

1999 林竹茂 排球基本技術（上）VCD 臺北：要領有限公司

1999 林竹茂 排球基本技術（下）VCD 臺北：要領有限公司

2000 林竹茂 排球比賽過程技術動作分析（上）VCD 臺北：要領有限公司

2000 林竹茂 排球比賽過程技術動作分析（下）VCD 臺北：要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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