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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排壇儒俠

註1	 詹清泉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胡文

雄，2019.06.18假北投詹清泉教授住家的訪談；詹

清泉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黃谷臣，2016.03.01假

北投孫羊正店。

註2	 請見表3。

註3	 外交部檔案，〈我國與瓜地馬拉文化交流（一）〉，

《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61104-

00001。

註4	 柯彥惠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2019.06.26

假真理大學體育室；黃谷臣教授訪談記錄，訪談

者郭金芳，2019.06.26假淡水新世紀咖啡廳：李昭

慶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2019.06.28.假

高鐵烏日站；陳良嶋校長電訪記錄，訪談者胡文

雄，2019.09.09，嘉義；温良財教授與王清欉教授

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2019.09.12，臺灣師範

大學校本部體育館三樓教師休息室。

註5	 本文照片分別由詹清泉教授、胡文雄教授、黃谷

臣教授與李昭慶教授提供。

壹、前言

詹清泉教授，臺灣排壇公認的謙謙君

子，曾是1966年第五屆亞運中華排球隊主力

攻擊手。選手出身的他，歷經臺南師範、溪

口國小教職員、嘉義縣、臺師大、陸光等球

隊乃至中華代表隊隊長。自我日益精進球

藝，隻身外派中南美洲任教練乙職，隨時掌

握國際排壇新動態，熟稔新規則，且執筆為

文出書道新知。因此總能勝任中華隊教練、

領隊、技術顧問，與全國排協常務理事、主

任委員、強化訓練委員等多項職務。自成風

格的教練哲學於平日訓練和賽事臨場傳承於

球員；而技術顧問的知己知彼的排球思維與

戰術內涵，亦透過全國排球教練講習口傳於

後學。一生無欲，淡泊名利，胸懷如海，能

納百川，真心摯情誠信以待臺師大66級、73

級與78級導師班學生。生則以日噓寒問暖，

親手包粽請師嘗鄉味，邀師年年相聚同學

會，藉此回饋無私付出的師恩。此乃一日為

師，終生為父最佳寫照。温文儒雅的真性

格，完整的排壇資歷，與完美的導師風範，

成就一代臺灣排壇儒俠的一生。

臺灣排壇儒俠的雙雅號—儒生與俠士，

得自詹清泉教授之人生於五常的實踐與修養，

即為人之品格與體育人之球技的平衡發展。於

焉，儒之言優也柔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俠

之術通也精也，技能安人能服人也。為此，

本文運用傳主的口述資料、（註1）手稿與出

版的文章，（註4）外交部檔案中關於傳主出

任中南美洲教練的文件、（註3）重要關係

人如曾指導過的球員、班導生的面訪記錄，      

（註4）以及相關照片（註5）和文獻等，針

對「仁、義、禮、智、信」五大主軸，分別

闡述詹清泉教授受到排壇三位先師的用心栽

培與影響；時任全國體協與排協等要職為臺

灣排球紮根運動與發展的發聲；從己出身的

選手球品涵養觀，和帶隊教練哲學的文理密

察，以及身為臺師大人生導師對班導生的所

做所為。

詹清泉教授在臺灣排壇的多元角色（球

員→隊長→教練→領隊→裁判→講師→主任

委員→技術顧問→常務理事），與在臺師大

完整的學經歷（學生→助教→講師→副教授

→教授），在其撰述的文章與專書中充分表

露無遺，字裡行間毫不藏私地分享一生所學

所知所感。透過自我檢討與反思，詹清泉教

授對臺灣排球運動發展的關切與努力總能在

字裡行間見真章。而他對球技與品格和學識

平衡發展的執著與信念，仍充斥在我們不同

階段的訪談記錄裡，彷彿在告誡著我們這些

體育界的後生晚輩們，莫忘己身的本份與對

自己人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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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仁之物語：排壇先師的用心栽培

仁者，仁慈博愛，推己及人。陳憲政老

師、陳良嶋校長與謝天性教授等三位排壇先

師的用心栽培，奠定詹清泉教授排球人生的

基石。

詹清泉教授於1940年出生於嘉義縣溪口

鄉，排行老么，就讀臺南師範學校之前僅接

觸過軟式網球和桌球，180公分的身材卻從未

打過排球。1952年進入大林初中就讀，1955

年成為臺南師範學校的新鮮人（相當於現今

高一生），為因應當時政府的師資培訓疏散

政策而至南師的北港分部上課。時逢曾任臺

北市教育局專員且畢業於省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陳憲政老

師分發至北港分部任教。陳憲政老師雖非體

育系出身，但本身是大學排球校隊，因熱愛

排球且極力鼓吹南師北港分部的學生自組

排球隊。詹清泉教授就在此機緣下接觸了

排球，在陳憲政老師教導下，開始玩起排

球。1956年嘉義師範學校成立，南師結束北

港分部，招回所有學生至本部上課。回到臺

南，詹清泉教授就在當時亦就讀於南師體育

科且是排球隊員的親友洪啟民的推薦下，加

入了臺南師範學校的排球校隊，因當時並無

正式的教練指導，故皆與體育科的學生一起

自主練球。

1958年7月詹清泉教授於南師畢業分發

至母校嘉義縣溪口國小服務，且加入嘉義縣

國小教員排球隊。1958年至1961年服務國小

三年期間，曾代表嘉義縣參加兩屆省運會排

球賽，代表嘉義縣國小教職員參加1960年臺

灣省第11屆全省國校教員排球錦標賽獲六人

制冠軍、九人制亞軍；1961年第12屆全省國

圖1　1952年就讀大林初中 圖2　詹清泉教授的母校及任教的溪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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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員排球錦標賽獲六人制亞軍、九人制季

軍，以及1961年南部七縣市排球錦標賽教師

組冠軍，詹清泉教授當時都是不可或缺的攻

擊手。此階段是排球深植於詹清泉教授生命

的重要時期，因為他遇到了當時嘉義縣排球

代表隊的隊長兼教練，也曾是黑人隊（註6）

隊員的陳良嶋校長（當時亦是嘉義縣國小的

教員，後為臺灣手球界的發展不遺餘力）。

由於陳良嶋校長對排球技巧與戰術的深入研

究，詹清泉教授在嘉義市崇文國小及嘉義市

中山堂前的廣場集訓時，（註7）接受了他正

式且具系統性的球技、戰略與體能的訓練，

猶如國家代表隊的訓練模式。（註8）其中前

排跳躍托球的訓練總讓詹清泉教授於隔天如

廁時蹲都蹲不下去，舉膝抬腳欲上階梯一層

都困難重重。但最令詹清泉教授欽佩的事，

是陳良嶋校長的為人與處事風格。身材不高

大的陳良嶋校長，以防守和發球見長，練球

時總以身作則，自我練發球不下數百個，防

守動作重複準確自我要求高。而這又苦又累

的集訓並無分文的津貼，純粹是興趣和榮

譽。

註6	 黑人隊為當時排球強隊，因長年在大太陽底下訓

練，全隊隊員皮膚拗黑，故隊名為黑人隊。

註7	 胡文雄，〈嘉義市消失的排球運動聖地〉，《中

華排球》，121（2006.02），169-171。

註8	 詹 清 泉 教 授 訪 談 記 錄 ， 黃 谷 臣 訪 問 ，														

2016.03.01，北投孫羊正店。

圖3　1960年2月代表嘉義縣獲第11屆全省國

校教職員排球賽六人制冠軍九人制亞

軍。後排左三14號為詹清泉教授。

圖4　1961年1月代表嘉義縣獲南部七縣市

排球賽教職員組冠軍。後排左四為詹

清泉教授

臺灣排壇儒俠 --- 詹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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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球場下的陳良嶋校長與其開刺繡店的

家人，一手包辦了聯絡球員事宜，為全隊球

衣「嘉義」兩字是用繡的，當時是全省唯一

的，甚至幫忙清洗全隊球衣，此德性善行的

義舉，更加讓詹清泉教授體悟到球藝寓於人

品的真理。也因為如此，詹清泉教授在那段

集訓的日子，總是很努力地練習，在陳良嶋

校長的回憶裡，詹清泉教授的「個性温和，

是一位自我要求很高的球員，對他要求的動

作，例如托球、發球、攔網等，他都會努力

來完成。當時他身材高，打前排左快攻很稱

職，在嘉義縣國校教員隊，表現傑出，是一

位優秀難得的球員。」（註9）

當時家住在溪口的詹清泉教授，回溪口

的最後一班公車是晚上六點鐘，時逢夏季六

點過後天才開始暗黑，而練球總是練到伸手

不見五指為止。因此，詹清泉教授騎腳踏車

到民雄再換搭火車到嘉義，變成直接從溪口

騎腳踏車到嘉義練球，每天來回三十幾公里

的路程。期間最辛苦的莫過於早已酸痛不已

的雙腿，必須忍受著車燈需靠摩擦生電才發

亮的腳踏車的踩踏工作。然而對詹清泉教授

來說，這段正規集訓的日子，這些從溪口來

回奔馳嘉義的歲月，以及身穿最亮眼的手工

刺繡縣隊字樣的球衣，代表嘉義縣出賽縱橫

球場的經驗，不僅完善地開發了他的排球身

體，更是促使他走向排球人生的重要關鍵。

詹清泉教授於1961年5月左右接獲兵單

且抽中了第三號的順序，原要接受鄉友放鞭

炮、披掛一條「為國爭光」的彩帶，接受親

友贈予布匹做套衣服好從軍去。但在親戚洪

啟民的影響下，詹清泉教授加入了報考大學

的行列，雖然僅有三個月準備時間，但為了

大學畢業後一年的預官軍職，只好拚了。當

時體育科屬於乙組，考試科目有國文、數

學、英文、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等，而師

範生出身的詹清泉，除了英數之外，其他科

目基本底子還不錯，所幸有一位剛考上政大

的初中同學幫他補習數學，暑假時又重點複

習，終於在8月順利成為省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系的新生。入學後，一看到排球校隊選拔

的公告，又獲悉教練是景仰已久的謝天性老

師，於是毫不猶豫前往報名且幸而錄取，大

學四年的排球之旅就此開展。

1962年詹清泉教授當選體育系模範生，

同年亦擔任英語系女排教練，並獲得系際比

賽冠軍。詹清泉教授以臺師大排球校隊的隊

員，歷經1962年第四屆全省大專盃第三名與

1963年第五屆全省大專盃第二名後，被推舉

出任隊長乙職，且於12月出賽第六屆大專盃

獲第三名。1964年6月臺師大於文武大專盃

北區預賽擊敗地主隊臺大獲冠軍，10月參加

第一屆毋忘在莒盃臺師大獲排球賽大專組亞

軍。不過在11月由政大主辦的第七屆大專

盃，雖連克省體及臺大，但仍敗於淡江。此

敗績讓具傳統性的臺師大排球隊吃下連三年

一冠難求的紀錄，使謝天性教練一聲令下，

全隊發奮圖強，每天早晚至少訓練二次，體

育館、室外球場及操場等地輪流訓練，尤其

是在操場上訓練當時還少有人使用的滾翻救

球的技巧。在詹清泉教授深刻的記憶裡，謝

天性教練總是第一位在天一亮即到球場的

人，甚至還上宿舍催醒尚在睡夢中的同學，

使得大家戰戰兢兢，一刻不敢懈怠，就連寒

假除春節回家一週之外都不得休息。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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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	 陳 良 嶋 校 長 電 訪 記 錄 ， 訪 談 者 胡 文 雄 ，				

2019.09.09，嘉義。

註10	 陳 良 嶋 校 長 電 訪 記 錄 ， 訪 談 者 胡 文 雄 ，					

2019.09.09，嘉義。

者，為了補貼全隊的生活費，謝天性老師還

親自在外包攬當時因升學的競爭流行小學模

擬考試試卷的批改工作，以份數計酬籌募經

費。幾個月的苦練，使得全體隊員不管在體

力或技巧上都有飛躍的進步，奠定紮實雄厚

的底子，且終於在1965年3月第一屆在臺北市

立棒球場舉辦的全國莒光盃打敗多位老國手

的淡江，以全勝成績榮登期望已久的冠軍寶

座，甜美果實終於品嚐在嘴裡，帶著勝利的

獎盃從臺師大畢業。（註10） 

圖5　1962年當選體育系模範生表彰

留影

圖6　1962年大二時擔任英語系女排教練獲得系際比賽冠軍

圖7　1963年台師大獲第五屆全省大專排球賽亞

軍。台師大對台大，扣球者為詹清泉教授

圖8　1964年10月第一屆毋忘在莒杯開幕典禮左

邊為荊玲（台師大獲排球賽大專組亞軍）

臺灣排壇儒俠 --- 詹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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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清泉教授經啟蒙教練陳憲政老師的引

領入門、體技教練陳良嶋校長的觸發興趣與

排球身體的開發、以及伯樂教練謝天性老師

的識才提拔，為己身在學生時代與短暫國小

教員的歲月，留下彩繪不留白的汗水青春，

繼續以中華隊隊長身分進軍亞運、以光華隊

教練和中華隊領隊的身分北征日本，並以外

派教練的身分遠赴中美洲，進行實質的國民

體育外交。

參、義之物語：對排球運動的紮根與

發展的義不容辭

義者，因時地人制宜，當做就做。詹清

泉教授對排球的義理，表現在其對國際排壇

發展趨勢的掌握與臺灣排壇時下問題的敢言

與敢當。

圖9　1965年3月台師大獲第一屆全國莒光盃大

男冠軍，跳起扣球者14號詹清泉教授

圖11　1965年代表陸光隊合影於師大宿舍。左起

胡文雄、詹清泉、林金田、郭邦雄

圖12　1965年台師大學士照

圖10　1965年3月台師大獲第一屆全國莒光盃大男冠軍團體照。

後排右二為詹清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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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十七屆都市排球對抗賽於一九

六八年四月廿七日至五月一日假大阪

府立體育館舉行，筆者（按：詹清泉

教練）有幸能身歷其境，目睹這排球

運動已在國際上佔有相當地位的國

家，所舉辦的全國性比賽；看到人家

那緊湊萬分，扣人心弦的比賽過程；

那訓練有素，默契良好，闘志旺盛，

全力以赴的隊伍；那堂皇，美麗實用

的場地及那謹慎認真，一絲不紊的工

作精神，還有那熱愛而懂得看球的觀

眾，構成一幅令人難以忘懷的動人鏡

頭。（註11）

上述引文摘記詹清泉教授於1968年4月任

中華隊隊長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以自己親

身經歷將所見所聞所思撰文刊登於排球雜誌

的文章。此引文透露幾個要點：能成為國際

排球強國強隊（簡單隆重、光榮耀隊且活發

的開幕以及慎重的國際賽規格的比賽儀式）

，需有實用的場館（規劃完善的練習與主賽

場地、特別席及光亮無塵不滑的地板）、認

真嚴謹工作的管理、行政與場務人員（裁

判、檢察員、司線員執法嚴謹、態度認真、

合作無間）、教練戰術與球員體技（個個能

攻能守且體力充沛耐戰）的無縫配合及運動

家精神（球不落地不罷休）、懂球愛球的現

場球迷與觀眾（完全信服裁判與信任教練和

球員舉動，以及鼓舞士氣的加油聲），以及

場場賽事盛況和球員與教練訪問都不錯過的

電視與電台的轉播。事實上這段引文也說明

了詹清泉教授對當時臺灣排球運動整體發展

與環境的期許。1969年4月詹清泉教授以光

華隊教練身分帶領光華隊赴日參加都市對抗

賽；1970年3月臺師大排球隊訪香港，期間皆

不斷嘉勉選手們要好好把握吸取強國強隊優

秀之處，以及與外隊比賽的經驗。

註11	 詹 清 泉 ， 〈 日 本 都 市 排 賽 觀 感 〉 ，																																															

《排球雜誌》，16/17（1968.12）：37。

圖13　1968任中華隊隊長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 圖14　1968年任中華隊隊長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授旗後合影。

後排左一為詹清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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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1969年4月任光華隊教練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後排右四為詹泉教授

圖16　1969年4月任光華隊教練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與日本隊合影。中排右六為詹清泉教授

圖17　1970年3月台師大排球隊訪香港全體合影。後排右二為詹清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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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以中華代表隊隊長、或教練、或

裁判、或教練講習會講師、或技術顧問、或

領隊、或研習考察團員等職務的身歷其境，

在詹清泉教授的賽會檢討報告或返國報告或

追憶文章中，皆提到集訓或賽事的主要場館

（可含選手住宿膳食）問題乃是我國排球運

動水準無法提升的一個重點要素。再者因國

家運動代表隊的主角是選手，故國家代表隊

是要集全國菁英，條件夠，動作好，或有前

途者，重新聚集起來訓練，理當選人而不選

隊。（註12）其次是領隊，代表隊整團的領

導者，其支持與關懷對團隊訓練及比賽精神

力的催化劑之一，人選若為該項運動出身者

更為理想。而代表隊的教練與助理教練需採

用國家教練責任制，才能借重一再參與國際

比賽而有寶貴經驗，以及對世界各國排球特

性相當瞭解的教練，得以訂定一套完整而適

當且身心兼具的長期訓練計劃，以及確實執

行技術、戰術、默契，以及體能且和國際潮

流相符應的訓練。（註13）

註12	 詹清泉，〈看第三屆亞青盃排球選拔賽〉，《國

民體育季刊》，1.3（1969.12）：36-38。

註13	 詹清泉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胡文

雄，2019.06.18，北投詹清泉教授住家。

圖18　1983年任台師大排球隊教練獲全國大專甲組

冠軍詹清泉教授被球員們高高抬起
圖19　1970年12月任第六屆泰國亞運會排球代表隊隨隊裁判

（左一）

圖20　1977年12月任全國排協舉辦之

排球教練講習會的講師與日本

國家隊教練齋藤勝先生合影

圖21　1989年9月任第五屆韓國亞洲男排錦標賽中華隊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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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1990年4月任中華男排隊領隊參與在日本舉行的世界排球錦標賽挑戰賽授旗典禮

圖23　2002年9月任第14屆釜山亞運中華女排領隊。後排左四為詹清泉教授

圖24　1990年任全國排協考察團團員參與第11

屆世界女排錦標賽與大陸排協會長前中

國五連霸女排教練袁偉民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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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代表隊的教練人選，詹清泉教

授於1989年擔任全國排協強化委員會主任委

員時，與相當投入要職的委員會之委員們取

得共識，國家代表隊的教練應由當時最適任

的教練出任，再另組教練團協助配合訓練並

提供意見，但不能左右帶隊教練的決定，此

與當時中華體育總會一向由冠軍隊伍的教練

當任國家代表隊教練的規定是有所出入的。

（註14）因此，執行過程相當不易，但仍朝

向委員會共識的理想目標努力，以避免長久

以來存在於冠亞軍二隊的紛爭與歧見，而折

損集訓效果與比賽戰力。

詹清泉教授又以承辦第五屆亞洲男子

排球錦標賽的韓國為例，指出已有1986亞運

和1988年奧運經驗的韓國，無論是在軟硬體

設備皆已達完善完美境界，或是在賽事期間

的行政支援，保安及各隊全天候的服務與接

待都是值得效法；對於當時排列亞洲第二級

球隊中華隊的敗北也提出幾點原因：成隊素

質不佳、整隊士氣低落、集訓效果不彰(適

逢大專明星隊訪問日本和韓國，明星隊裡當

選國手的球員未能參加國家隊而影響實力)

，而觀其外隊，例如排列第三級的中東各國

異軍突起的要因，如巴基斯坦與尼泊爾聘有

大陸籍國家教練、巴林聘有兩位韓國教練，

而大陸隊亦有隨隊醫生即時協助身體不適球

員，因而建議排協應擬定辦法，給予國手實

質協助，培養榮譽感；寒暑期國內或日、韓

國移地訓練與學期中的間隔定期調訓；應培

養國、高中、大專與社會組球隊差異性的實

力；將國內各大賽事與國際賽事的比賽期程

分開等。（註15）

期盼當中小學基層教練的詹清泉教授，

非常在意兒童的身心發展與排球技術的訓練

和品格教育三方的平衡發展。而這需從教

育當局方針的擬定（如體育課排球必修）、

國小校務政策的配合、小學教練的認知（如

以簡淺攻守動作要領協調與紮實基本動作為

主，不教超出身體機能負荷且花俏的招式）

、全國排協在賽事規則上的強制規定，以及

家長的支持，如此得以發展全民排球運動。

相關實際作法，詹清泉於〈國小排球問題〉

的撰文中亦有指明，迫切希望有關當局的協

助，積極進行國小排球教練人才的培訓、安

排國手或冠軍隊或球藝好的球員定時至各國

小巡迴示範演出與指導，以及統一全國賽制

的比賽，例如是否一律採用六人制以適應國

際主流的需要。（註16）

註14	 胡文雄，〈排壇前輩訪問紀—專訪師大教授詹清

泉老國手〉，《大專體育》，2.3（1992）：15。

註15	 詹清泉，〈第五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考察報

告〉，《中華排球》，48（1989.12）：8-15。

註16	 1970年代臺灣的排球賽制仍以九人制為主，但當

時國際排賽事皆以六人制為主，日本當時已積極

倡導六人制排球賽。詹清泉，〈幾個有關國小

排球的問題〉，《排球雜誌》，5/6（1973.05）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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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清泉又於1985年在日本參加第五屆國

際迷你排球（註17）研討會的報告中指出，

各國包括加拿大、義大利、東德、沙烏地阿

拉伯、日本等國對迷你排球的研究與推展，

針對國情、氣候、以及該國學童生理發展狀

況設計出一套適合於年齡八至十二歲的學童

所實施的迷你排球，以提倡全民排球運動。

此外國家統籌支出，日本企業亦透過冠名贊

助方式，連續十年提供日本全國學童排球比

賽的經費、或寒暑期育樂營經費。而教練團

則是由日本國家代表隊最佳球員為主體，使

學童能學到最標準的基本動作和技術觀念，

特別強調防守紮實的基本動作，不以快攻搭

配複雜戰術，以防運動傷害，同時將迷你排

球比賽與生活教育融合。（註18）

詹清泉教授又於2016年憂心忡忡提到，

排球在臺灣國、高中學校的發展，受到優秀

選手大都集中於少數學校，而造成面與量

的萎縮，此影響臺灣中等教育學校排球的

發展甚大。而社會組因工商企業支持度不

夠，2016年真正的社會隊僅有臺電一隊，以

男子企業聯賽而言，球員都是由社會、大專

和高中球員勉強湊合而成，凝聚力不足，且

需遷就各級學校訓練及比賽時間，未能全心

全力投入是一大問題，若能擴大企業界的認

同與支持，培養專屬企業球隊，相信臺灣排

球大有可為。（註19）

肆、禮之物語：選手球品的諧和涵養

禮者，適其得體、處事有規。本節著重

在詹清泉教授對身為一名排球選手在球技、

品格與學識都要三修的觀念與作為的闡述。

選手出身的詹清泉教授，認為打球與

一個人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從人格特質的

測驗，可知什麼個性的人適合那個位置，例

如排球團隊中的舉球員、攻擊手，防守球員

圖25　1985年赴日本參加第五屆國際迷你

排球研討會與國際排協會長Acosta

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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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迷你排球，專指為兒童設計的一種排球運動，透

過特殊設計的練習和比賽中，培養排球的基本能

力，促進身心的發展，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是藉

此活動來達到生活教育上的功能。詳見詹清泉，

〈迷你排球〉，《師大體育》，23（1987.01）

：7-9。

註18	 詹清泉、吳錦亮、陳榮憲、高榮珍，〈參加第五

屆國際迷你排球研討會報告（二）〉，《中華排

球》，34（1985.12）：39-43。

註19	 詹清泉教授訪談記錄，黃谷臣訪問，2016.03.01，

假北投孫羊正店。

註20	 吳萬福，〈由中日排賽談我國排運前途〉，《排

球》，12、13（1967.12）：8。

註21	 當時詹清泉教授在臺師大擔任助教。

註22	 歐陽惠麟，〈中日排賽側記〉，《排球》，12、			

13（1967.12）：13-14。

等。根據同是臺師大排球隊，也是1966年第

五屆曼谷亞運排球國手的胡文雄教授指出，

詹教授因為個性內向，反而讓他發展出何時

該用力猛搥，何時該用吊球的智慧型攻擊

手。胡文雄教授津津樂道的回憶說：

詹老師在大四時凡事以身作則，關心

隊友，率領師大在民國54年3月第一

屆全國莒光盃打敗宿敵淡江，獲得冠

軍。另外在民國55年的第五屆亞運排

球國手選拔賽，他因服役改穿陸光隊

球衣參加選拔，因為他攻守俱佳優異

的表現，不但讓陸光隊獲得冠軍，同

時也入選為國手，又擔任中華隊的隊

長。最令人值得回味的是民國57年10

月，日本甲組冠軍八幡製鐵隊來臺訪

問，八幡擊敗國內甲組陸光、臺電、

穀豐，最後一場由師大把關，師大不

負三千多位觀眾所負，以二比一擊敗

八幡，現場掌聲如雷，觀眾許久不願

離去。連臺北教育大學吳萬福教授都

說，這是打破戰後二十二年來國內球

隊未曾贏過日本球隊的記錄。（註20）

而排球評論家歐陽惠麟先生在雜誌也

評語：師大諸小將個個打得出色，詹

清泉（註21）打得尤其是好。（註22）

不過他也堅信只要自己肯練、苦練、

持續練，照樣可以練就出一番好成績，最後

他為自己的表現表示肯定。攻擊手顧名思義

就是要攻擊得分為主，防守的工作也不能疏

忽；具備的條件個人認為高大的身材、優異

的彈跳力外，更需要有果斷、霸氣的個性，

如能再配上靈活的反應，經技術上的訓練，

一定是位優秀的攻擊手。

詹清泉教授強調，球員必須遵守本份，

所謂守本份就是練球的時候就認真練球，自

我要求訓練量的比重；在技術上要求自己

全面性的發展，不能太偏重於某一技巧，同

時要培養臨場應變處理的能力；在體力上也

要維持一定程度以因應持久的耐力戰，更要

懂得自我調適與消遣。其次是在生活上的守

本份，因為排球是一種團體性運動，故平日

也要多關心隊上的人事，注意與隊友們之間

的互動，練球時的撿球、掛網與整理球具等

工作也要即時協助。再者是自我充實排球規

則與知識，累積智慧，在每次的訓練、集訓

或賽事結束後的檢討會、座談會中，認真參

與、討論得失、提出意見與建議。球員自主

管理與遵守本份，是提升個人球藝、球隊默

契與戰術執行水準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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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一場排球賽的狀況說明之：防守

球員需在對方千變萬化的攻擊下，再配合我

方攔網的情況，要在不能持球的要求快速將

球救起，傳到合適的位置；而舉球員也要剎

那間，根據我方攻擊手的迂迴，時間差與空

間差的各戰術要求，更需觀察對方攔網防守

的狀況，舉出長短適中，不高不低，快慢剛

好的球，供攻擊手扣球得分。攻擊手則需時

時刻刻保有不失分的意志，以及得分的企圖

心，如此才能突破對方攔網而為己隊攻下分

數。這種如此錯綜複雜的賽事情境，無疑要

有高超球技、持久體力，及相當智慧的配

合，才可能有此精湛的表現。

詹清泉教授在談及球員本份時，事實

上也在呼龥學生運動員的學業與將來就業問

題。他認為原本良善的「保送制度」在某種

程度的執行上限制了運動員的學業學識的發

展。學生運動員的學業不能因訓練比賽而耽

誤功課，造成特殊份子，不用上課，影響運

動員的素質，尤其是中小學生，心智發展尚

未成熟，應在運動與學業兼顧下進行，否則

不但影響求學機會，在運動上也一無所成，

以致失去教育的意義，及培養優秀運動員的

苦心。（註23）運動員除了訓練之外，還要

念書，如此在退役之後才能有好的規劃與發

展，不一定要走運動選手之路，在事業上也

都能有與別人一較長短的地方。（註24）

伍、智之物語：教練哲學的文理密察

智者，知也、文理密察也。本節針對詹

清泉教授為訓練臺師大排球隊與國家代表隊

的思維與方法，以及其赴中美洲任外派教練

之職的異國體察。

詹清泉教授認為教練在排球訓練與比賽

的階段是一位主導人物，需兼顧學生球員的

技術、體能、學業成績、品格發展等面向，

必須協助球員在時間上的自我管理與調配，

因為他堅信打球的人在品性上的訓練會比一

般更完美，因為他相信打球的人頭腦絕對不

簡單，甚至更靈活。他以排球這項團隊運動

為例，這個團隊中的每個人在分工上都有個

人的位置（職責任務），必須透過己身的堅

守崗位與隊友的合作無間才能完美演出一場

比賽，這當中有個人本性的突顯也有社會行

為的發展，這些都是球隊教練責無旁貸的責

任。（註25）

在球員的眼裡，一字「靜」道出詹清

泉教授的帶隊風格。冷靜且毫無脾氣是他個

人的註冊商標，但深鎖於眉目之間的溝痕，

是臺師大排球隊員永銘在心的畫面。任教於

淡江大學的黃谷臣教授，（註26）慢條斯理

地談起詹老師的指導方式是專業且具系統性

的教授，而且練球時從不會惡言相向，不過

當他皺起眉頭，嘴巴微張，發出啫啫啫二三

聲時，球員就會知道詹老師處於不高興的態

度，就會趕快認真，否則會覺得無地自容；

若做得好，詹老師也會不吝嗇地稱讚。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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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	 詹清泉，〈運動員學業問題〉，《國民體育季

刊》，63（1984.12）：41-43。

註24	 詹清泉教授訪談記錄，黃谷臣訪問，2016.03.01，

假北投孫羊正店。

註25	 胡文雄，〈排壇前輩訪問記錄—專訪師大教授詹清

泉老國手〉，《大專體育》，2.3（1992）：10。

註26	 黃谷臣教授，臺師大78級畢業，現為淡江大學教

授，大三時為該班的班長，協助班上與校方和導

師之間的事務。黃教授記憶猶深的一堂排球課，

「有次老師扣球，球被別人打遠，我就一直追，

把球給追回來，被詹老師稱讚，很開心。」

註27	 柯彥惠教授，臺師大66級畢業，國小為棒球隊投

手，高中時以省運會柔道冠軍資格，保送臺師

大。在臺師大術科專長為棒球與排球，在這之前

從未接觸排球的他，全隊中僅他一人非國手、選

手出身，還被某位師長嘲笑人高馬大的身材居然

打不到一顆小小的排球，此後，帶著不服輸的

心，在詹老師的指導下，經過一年就能上場，受

到詹老師甚多的照顧、鼓舞與稱讚。此外在剛入

學時還曾被看中為田徑十項全能的培訓選手，曾

是臺師大7項運動校隊(田徑隊，水上運動、手球、

棒球、排球、橄欖球、柔道)成員，迄今還拿八

年的全國大專教職員的高爾夫冠軍。訪談中特別

強調田徑是運動之母，所有的運動原理講求「角

度、速度（＝力量）、體力（＝技術）」；每一

個人都可以當選手和教練，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

以當「好」選手和「好」教練。

註28	 詹清泉，〈教練生涯—追記赴尼加拉瓜任教經

過〉，《中華排球》，7(1975)：4-6。

教於真理大學的柯彥惠教授，（註27）中氣

十足且爽朗談笑中的肯定詞句，道出詹清泉

教授影響己身日後在教學與訓練上至深的教

練哲理。以下精簡其訪談內容：

詹老師是師範生出生，在訓練教學

上，極度有耐心。他很清楚自己在做

什麼，從不打罵選手，從沒對選手生

過氣，也從不過度操練選手。他的指

導方式是，給予觀念、監督提點，以

及回應選手的主動詢問。他認為自主

訓練與主動學習是關鍵，選手要先「

觀看與察覺」，再「將動作印在腦海

裡」，爾後「轉錄動作進行自我意象

訓練」。在比賽過程中，罕見他生

氣，從不苛責選手，僅會針對賽局狀

況提點選手，因為詹老師本身就是個

很「冷靜」的選手。

身為臺師大排球術科專長的教練，詹

清泉教授經常鼓舞選手出校門至各級學校系

運動代表隊或社團教球，以累積經驗和賺取

生活費。以柯彥惠教授為例，在大學時期最

多曾任17支系運動代表隊的教練，當時學生

打工一個月有千元收入是相當可觀的。除了

排球的基本動作與正確觀念的指導之外，選

手們受益良多的仍是詹清泉教授的為人處事

風格：選手為主體、教練為督導；自主內省

的訓練，操之在選手、因材施教的解惑，責

之在教練。永遠待選手如己出，照顧有佳，

絕不求回報，往往都是選手自動自發提出幫

忙，而選手個個接棒接得好，皆將詹清泉教

授所教如實應用在教學與生活之中。無怪

乎，時常能品嘗到選手親手種的蔬菜。

除了擔任中華代表隊和臺師大的教練之

外，詹清泉教授還曾於1974年至1975年遠赴

中美洲任教練乙職。他憶道：

1974年9月26日下午九時35分搭乘中華

班機赴中美洲尼加拉瓜及瓜地馬拉兩

個國家作為期各四個月的教練工作，

單槍匹馬，身負重任，需長程的飛行

遠至地球另半邊的陌生地方去，心中

實有萬分的緊張與惶恐，可是能有此

機會為國家做點國民外交的工作，也

可增廣見聞，大開眼界，又感到無比

的榮幸與興奮。（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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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外派教練純粹是為了國家外交，

第一位排球外派至拉丁美洲的教練是謝天性

教授，繼之則是詹清泉教授。拉丁美洲的排

球運動在冷戰時期雖不普及，但外派教練若

沒有一定的底子，無法實際現場示範一樣無

法服人。在尼加拉瓜訓練初期，面對西語文

問題、無憂愁且慵懶的民族性，與好玩的心

態，總令詹清泉教授有股無力感與挫折感。

尼加拉瓜的體育是由教育部體育司負責，其

他單項運動協會，大都是有名無實。在尼加

拉瓜棒球是國家運動，拳擊是尼國人所喜

愛，雖尼加拉瓜的民眾「玩」排球的人數不

少，尤其是女子，但只限於玩，大都是自由

組隊，無人負責推動，加上器材昂貴，且因

球員工作、學業、經費與場地等問題，都讓

完整的訓練計畫無法進行，比原先的期望落

差甚大，讓人有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圖26　1974年9月外派中美洲離國在松

山機場與家人友人師生合影

圖27　1974年與尼加拉瓜體育總會會長及體壇人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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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清泉教授的訓練工作是，每週一至週

四的白天，三小時輪流訓練首府馬拉瓜（註

29）的各個學校校隊，晚上三小時訓練馬拉

瓜男女代表隊，週五、六則到其他各城市巡

迴指導。在尼加拉瓜的訓練工作，總因首都

馬拉瓜沒有一個室內球場，因此白天均在國

家棒球場前之柏油路上練習，加上一年四季

如夏的大太陽的照射，頭上曬腳底下燙，苦

不堪言；晚上是借一所商校的禮堂訓練，但

因磨石子的地滑，天花板又過低，練習效果

不大，練習時間往往到十點、十時半，才能

吃冷晚飯。若到其他各地城鄉縣鎮的巡迴指

導，則在週五隨身帶球，擠一、二個小時的

巴士或野雞車，訓練兩天才回馬拉瓜。

註29	 尼加拉瓜的首都馬拉瓜，於1972年12月23日，發生

了一場大地震，市容幾乎全毀，全市僅一家觀光

飯店，其餘都是家庭式的旅館，房價不低。

圖30　1974年尼加拉瓜巡迴教學2

圖28　1974年由尼加拉瓜國家隊教練陪同至尼國各地教學 圖29　1974年尼加拉瓜巡迴教學1

圖31　1974年尼加拉瓜巡迴教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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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艱困的環境，詹清泉教授依然一

絲不苟地執行著職責。在尼加拉瓜的訓練工

作，詹清泉教授一方面著重球員們的基本動

作的訓練、快攻、變化攻擊、攻守陣容的介

紹，另一方面在改善球員們純粹玩排球的觀

念，且指導正確的訓練法。訓練效果來自於

全面的根本基礎上，由於球員們和教師教練

們的熱心學習，在技術和觀念上都有很大進

步。詹清泉教練在訓練期間仍不忘做國民外

交，並連絡僑胞感情的工作，與尼國教師、

教練及球員們不只是在球場上做技術的研究

商討，更建立很深厚的私人友誼，同時藉由

吃飯時間，不時向同桌的當地人和旅人介紹

Formosa就是臺灣，以及臺灣的進步和繁榮的

情形。

圖32　詹清泉教授外派至尼加拉瓜排球教練工作報告

（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號020-061104-0001）

圖33　1974年在尼國與以特使身分赴尼國慶賀蘇

慕薩總統就職典禮的嚴家淦副總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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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元月27日詹清泉教授結束了尼

加拉瓜四個月的任期，因表現優異受到尼加

拉瓜政府的表揚和感謝，接著搭機轉赴第二

站瓜地馬拉。（註30）詹清泉教授在瓜地馬

拉的訓練工作分為國家男女代表隊的訓練及

教練講習班兩部分。瓜地馬拉代表隊雖參加

過不少次國際賽，但都只有選而不訓，因此

詹清泉教授當年主持的集訓，是有史以來第

一次的長期訓練，份量較重的訓練，然訓練

總在球員上完課、下了班、打完工及比完賽

之後才開始，儘管球員的練習情緒都很高

昂，但體力和精神上受到侷限，影響練習效

果。因此四個月的集訓，雖因時間短促及各

種條件不能完全的配合，而不能有滿意的成

績，但無論攻守都有長足的進步，在集訓期

間曾和鄰國薩爾瓦多男女代表隊做過多次友

誼賽，男女雙方均有壓倒性的勝利，也表現

了集訓的成果，排協和球員們都非常滿意。   

（註31）

註30	 瓜地馬拉長期未受到戰爭之苦，是中美五國未分

離前的政治中心，教育部設有體育健康司，主管

全國體育衛生行政工作，司長兼任體育學校校長

之職。體協主管國內國際各項運動比賽，場地皆

在體育村內各單項協會專屬場所，經費由國會撥

款。足球為瓜地馬拉的國家運動項目，排籃雖居

第二，但遠不及足球。瓜地馬拉排球協會在體育

村內擁有一座三個場地的體育館，專門用來比

賽。雖為中美洲的冠軍但水準尚不高，幾乎不做

平常訓練，可以說是完全以夜間或假日的比賽來

做練習。詹清泉教授抵瓜地馬拉的第二天，排協

安排一場記者招待會，此後在報上，經常有照片

及消息刊載，非常推崇我們對瓜國排球技術的援

助及友好關係。

註31	 外交部函稿中南美（一）第149號，主旨：我排

球教練詹清泉君在友邦任教，工作認真，表現優

異，頗著成效；尼加拉瓜政府特頒感謝狀表揚。

現詹君已轉抵瓜地馬拉工作，亦深獲瓜國排協及

體育界人士好評。擬請貴校和貴會惠予嘉勉以資

鼓勵。說明：本案係依據駐尼加拉瓜大使館二月

七日尼加（六四）字第○八七號函暨駐瓜地馬拉

大使館二月廿六日致本部第○八一號函辦理。尼

國與瓜國的感謝函詳見外交部檔案，〈我國與瓜

地馬拉文化交流（一）〉，《外交部》，國史館

藏，數位典藏號020-061104-00001。

圖34　詹清泉教授獲頒尼加拉瓜政府感謝狀（外交部檔

案國史館藏號020-061104-0001）

圖35　1975年瓜地馬拉排協會長Gohlillo贈予

獎牌及和毛起鷴大使於機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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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軍校體育館實施的教練講習班

的內容，則著重於教學法及訓練法的講解，

因為參加者都是各球隊的教練及各級學校的

老師，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排球方面的進

修，不只是認真聽講，也勤於發問，並利用

詹清泉教授空閒時候，要求協助訓練他們的

球隊，三個多月的相處，感情融洽，每逢假

日均有人邀請去郊遊或家中用餐。當講習班

結業時，還携眷一起開了一次熱列隆重的歡

送野餐會，其中幾位已成為異國好友。（註

32）在瓜國四個月後要離境返國的詹清泉教

授，在瓜國機場感受到送行的球員與朋友真

誠流露的情感與祝福，正如當年駐瓜國的毛

大使所言及的：「我們在這兒所做的，都是

表面的，你們所做的才是真正爭取國民外

交，很實際。」（註33）毛起鷴大使的這句

話所指的「你們」，正是指當時中華民國政

府外派到拉丁美洲各國家的體育運動教練。

陸、信之物語：人生導師的班會課

信者，以誠居心、以信待人。本節內容

要點為詹清泉教授擔任臺師大73級生與78級

生的導師，每週班會中不斷提點關於身為體

育人的為人處事與未來生涯發展的大事記、

以及協助學生找工作和解決各式問題。

圖36　1975年外派瓜地馬拉任職期滿返國前機場送行的當地報導（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號020-0611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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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	 詹清泉，〈追記瓜地馬拉任教經過〉，《中華排

球》，8（1975.12）：6-9。

註33	 胡文雄，〈排壇前輩訪問記—專訪師大教授詹清

泉老國手〉，《大專體育》，2.	3(1992)：16。

註34	 温良財教授，臺師大前總務長，現為臺師大體

育系教授。温良財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

芳，2019.09.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體育館

三樓教師休息室。

詹清泉教授是個行事風格低調的老師，

教書四十載，所有心力都放在學生身上和球

隊訓練上，即使在身兼臺師大訓導處體育組

主任時亦是如此。臺師大温良財教授回憶起

35年前，也就是1980年這一年是他們73級的

幸運年，他說，

我們剛進臺師大一年級時，大三和大

四的學長姐都跟我們說，「你們這一

屆69年進來73年畢業的同學，真的很

幸運能夠遇上現今體育系最好的兩位

老師當導師。」誠如學長姐們所言及

的，我們這一屆真的很幸運，我們甲

班的導師是詹清泉老師，乙班的導師

是簡曜輝老師。但對當時大一新鮮人

什麼都還不知道的我們，一直到後來

與導師的接觸，才驚覺我們的導師真

的是人師。當時我們班的組成包括聯

考生、體保生、僑生與外籍生，所以

一、二年級時，住在鄰近學校的詹老

師，雖身兼體育組主任，還時常到宿

舍來看我們，擔心我們對新環境不適

應，很關心我們，四年裡與我們班互

動頻繁，一起參與我們班的活動，像

每年運動會結束後難得的班聚。（註

34）

圖37　2015年9月73級甲班教師節暨中秋節陽明山

敬師聚會

圖38　2018年8月5日73級甲班年度同學會假苗栗

圖39　2017年8月9日78級甲班同學會及校友盃球賽在

埔里合影

圖40　2019年78級甲班畢業30週年回母校慶祝

臺灣排壇儒俠 --- 詹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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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日的關心之外，詹清泉教授對

於畢業後將是為人師表者的體育系本科生的

73級甲班的專業要求有著一份「堅持」。温

教授以他在大四時上詹老師的體育行政（必

修）和排球論（選修）為例說明，前項科目

詹清泉教授要求學生除了明瞭體育行政的理

論，也希望學生可以參與臺師大每年盛大且

優良傳統的體表會，藉以學理與實務並重；

而他對排球課的要求，會希望學生熟知排球

每項技術的動作原理和細節要領，所以會按

部就班且很有耐性地教授每一項動作。不過

對73級甲班的學生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莫過

於幾乎是每週必開的臺師大星期三下午四至

五點的班會課。由於班上是由四種身分別的

學生組成，所以詹清泉教授會針對不同身分

的學生安排不同班會課的內容。政大王清欉

教授以自己為例，（註35）分享了詹老師對

運動績優保送生說的話。不過，王教授強

調，是他個人主觀認為，那幾次的班會課的

內容「應該」是針對像他一樣的保送生，因

為詹老師是沒有指明對象的。他分享自己這

段的故事：

我是棒球甄選進來的保送生，在大學

之前我花很多時間在訓練上，書本比

較少，但一進到師大，不論學術科大

家都一樣的標準，不管你是不是國

手。由於詹老師也是選手出身，他知

道運動績優生的障礙是什麼，我記得

很清楚他說：「若你真的一拿到書本

就想睡，又或者是坐不下來，但該念

書的時間到了，不管怎樣，你就是坐

在書桌前，看什麼書都可以，胡思亂

想也可以，或是冥想也行，久而久

之，時間到了，你就自然而然就會坐

在書桌前，慢慢地重新養成習慣，克

服選手因長年將時間花在訓練上而造

成在課業上的學習障礙。（註36）

這點確實鼓舞到王教授，雖然自己和

聯考生的落差並不是很大，但大四那年，他

的成績平均有八十幾分，這件事還曾被民生

報報導出來。王教授說明就是詹老師的這份

堅持，耳提面命，讓他同時得到啟發，知道

自己不足之處而利用時間加強，知道自己與

聯考生不一樣的地方，而改變不良的讀書習

慣，以及運用正確的學習方式，以提升自己

的學科能力。

73級甲班是第一屆詹清泉教授完整地

帶完四年到畢業的班級，他對導生班學生的

關愛延續至78級甲班上。身為78級甲班導

師，詹清泉教授每晚練球前後會至學生宿

舍繞繞，聞聞是否煙味傳出走道、聽聽是

否有「長江一號或二號的敲門暗號（打麻

將）聲」。除了這個例行的訪查慰問，總盡

善盡美地安排每週一個小時的班會內容，從

大一至大四，四個學年，八個學期，幾乎每

週班會課都要開班會，而且出席率幾乎達百

分百，除非真有事無法脫身，否則每週三班

會時間一到，教室就是滿座，因為要接到不

開班會通知的機率比較少，就連平日專業或

通識的必選課會缺課的同學也會如期如時出

現。任教於國北商大的李昭慶教授分享，出

席率如此高的關鍵在於，｢詹老師從沒有嚴

厲對待學生，但他會一直講，一直講，有時

184



會讓人覺得很囉嗦，但又不會覺得討厭，反

而沒出席會過意不去，會讓人覺得不來開班

會，有愧於老師。｣（註37）

在一般學生的印象裡，班會課都是有

事才開，例如宣達校方政令，或關乎學生權

利義務，但詹清泉教授的班會課，有著年級

性的目標：大一和大二著重在｢提升體育人

的正面形象｣；大三和大四開始建構｢未來可

以走的路｣的藍圖；大四開始準備｢航向自己

決擇的路｣。相較於聯考生，體保生的江湖

味總是多了點，抽煙、喝酒、打麻將，以及

出口成｢章｣，是他人對體育人的刻板印象，

尤其在保守傳統的臺師大，體育系的口碑總

排在他系之後。面對學生這些舊習，尤其自

己所帶的78級甲班全都是男生，沒有女生，

在言行上根本不用顧慮東顧慮西的，但詹清

泉教授並沒有對學生說教：不可以這樣或不

可以那樣，而是以希望的口吻在言行舉止上

多注意，例如要出寢室門，至少穿個鞋子，

穿個有袖子的上衣；要抽煙就在適當的地方

抽，不要邊走邊抽；在家小酙無防，不要在

店家酒言酒語；要稍微有涵養，不要粗言粗

語等。據李昭慶老師所言，後來他們班還為

了這件事，私下開會決定不再罵大家聽得懂

的，而是發明了屬於他們自己知道的術語，

例如「結領帶」，代表對某事的不認同或看

不慣的事。此證明詹清泉教授的苦口婆心有

了實質的回饋。

到了大三和大四，詹清泉教授的班會

課會著重職場經驗分享，他依臺師大學生畢

業後可以從事的職涯發展，安排相關講座請

畢業系友回來分享。第一條路是往中學校長

之路邁進，實習完拿到教師證直接分發至中

學教書，（註38）累積積分考主任，再考校

長；第二條路是到大專院校任教，先從小助

教當起，再一面寫文章升等講師、副教授和

教授，或者先在中學服務完四年後，亦可賠

償公費，再進修考研究所，畢業後到大專院

校任教；（註39）第三條路是通過公務人員

高考至政府機關上班；第四條路是自己創業

或回家繼承家業。此外，還會分享他個人的

生活經驗，包括婚後如何跟另一伴相處。   

（註40）

註35	 王清欉教授，政大前體育室主任，現為政大體育

室教授。

註36	 王清欉教授訪談記錄，郭金芳訪談，2019.09.12，

臺灣師大?明確地點?。

註37	 李昭慶教授，臺師大78級畢業生，現為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教授兼總務長。

註38	 只有僑生可以不用實習，但若要留在臺灣教書，

要先當兵才行。

註39	 民國八十年左右研究所畢業，大專院校的聘書即

可到手。

註40	 詹清泉教授帶的78級畢業生中有人在大二已結緍

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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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級甲班和78級甲班畢業的學生，在

大專院校服務者就有20多位，例如運動局局

長、校長、總務長、創業家、攝影大師等，

出來競選縣長的都有，可謂人才備出。早期

進大專院校，不像現在要三級三審，大都是

藉由師長推薦從由小助教開始擔任。受學生

們尊重的詹清泉教授，平時很照顧學生，畢

業後也很為學生著想，當年代很多公私立學

校會請詹清泉教授推薦，基本上他都很樂意

推薦自己教過不錯的學生，不過即使不是師

大或他的學生，他覺得對方好也會推薦，而

受推薦的人大都「多人稱讚少人嫌（臺語）

」。對於詹清泉教授推薦畢業學生至各大專

校院任教，政大王清欉老師表明，因為詹老

師與學生的關係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

上，他花很多心思和時間與導生班的學生互

動，試圖了解和理解學生的個性，如此才能

適才適任該職務該校風。王老師以自己為

例：

入學時，我們是一個一個跟詹老師面

對面談，當時我真的很緊張。詹老師

有我們全班同學的學習個人資料表，

他自己還另外製作了一個表，我記得

有一欄位要填自己的偶像但有點忘了

當時寫誰。在幾年前的聚會，老師還

跟我說我學生時代的偶像是誰，聽到

真的好感動。還有當年從師大畢業後

本來回到國中教書，後來詹老師推薦

我去政大，因為政大需要一位棒球

專長的老師。我自己回想老師會推薦

我，應該是在師大期間自己對系上活

動都會參與和幫忙出公差，與人相處

也融洽，學業成績也都平均維持在中

上水平，應該是這樣才受到詹老師的

信任。

以第五名成績畢業的温良財教授也指

出，詹老師是個很細膩的老師，對導生班學

生都了解得很清楚。對詹清泉教授所帶的導

生班的學生而言，能遇上這樣以誠信待人的

老師，只有「幸運」二字形容。雖然平時嚴

謹，不苟言笑，卻不令學生畏懼而是敬重，

即使學生不斷犯錯，讓他一直在後追著擦屁

股（打架、在宿舍打麻將、學分被當掉、追

女朋友被控告等），他也不會說任何重話，

也不會罵人，但會一直不斷地温和告訴學

生，念書要注意什麼，學術科要如何安全過

關，若要混也要安全地混過；每週班會開不

夠，還要分組請大家吃飯，或到家中享用師

母做的飯菜，藉此機會在聊天過程中更能夠

個別理解學生。學生謂之，「一日為師，終

身為父」，此段建立在父子關係的情感是恩

重如山。（註41）而詹清泉教授以身作則的

導師風範，亦深深影響學生日後為人師表的

言行，例如臺師大温良財教授在擔任82、86

、93級導師時的作為，亦是以導師詹清泉教

授為模範，以誠信待學生。而以指叉球聞名

且本身是臺師大73級也當過教師、中華職棒

明星投手和總教練的「阿草」謝長亨，對於

老師的角色和教師節的意義也有不同的感

覺，他表示在師大求學時的班導師詹清泉是

他最難忘的老師。詹老師熱心幫助學生、關

心學生，是他心中最理想的教師典範。（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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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語：温良恭儉讓的退休生活

2002年9月28日詹清泉教授獲教育部頒發

「教澤深長」感謝獎，在服務屆滿40年後，

詹清泉教授於2003年退休，且承蒙總統召見

以感謝其為教育界的貢獻。退休後的詹清泉

教授仍將己身庫存的價值發揮，於臺師大兼

排球課繼續付出自己專業才學，直到2010

年。

詹清泉教授賢伉儷育有二女，退休後與

家人過著簡單和樂的生活。平日協助女兒照

顧孫輩兒、看書、聽音樂與好友唱卡拉ok、

同友人爬山雲遊四海；每兩月與益友隊成員

相聚打高爾夫球賽；（註43）每年端午節吃

著學生親手包的粽子，咀嚼似母親的味道，

（註44）還不時能品嘗到學生親手栽種的蔬

菜；每年七月的師生同學會，一連參加30餘

年之久，最近二次在2019年7月12日78級甲班

師生同學會，以及2019年9月28日73級甲班教

師節師生同學會，參加的成員老中青三代都

有了。而不管同學會的地點是國內、離島、

國外，詹清泉教授及其夫人從不讓學生負擔

費用。

註41	 黃谷臣教授訪談記錄，訪談者郭金芳，2019.06.26

假淡水新世紀咖啡廳。

註42	 蘋果日報，〈教師節前夕眾明星念師情〉，1994

年9月27日。

註43	 柯彥惠教授說明，益友隊為益師良友隊，參與的

成員有教師和業界人士，每個月相聚打差點賽，

罰的錢全數作為球隊基金。對於在學期間以及畢

業後的職涯對照顧有佳的詹老師，一直是他很敬

重的長者，至今常親自將自己在淡水田地種的菜

給詹老師和師母食用，同時陪同詹老師打高爾夫

球。

註44	 據李昭慶教授透露，他同詹老師都是嘉義人，第

一次詹老師吃到他包得肉粽，趕快打電話給他，

說肉粽很好吃，接著就不好意思將電話給師母

講，師母說因為他包的粽子很像他媽媽包的粽

味。過了一、二個月，詹老師又打電話給他，說

粽子還是很好吃。李昭慶教授心想，放了這麼久

真的捨不得吃。從那次之後，包粽手藝師承母親

的李昭慶教授只要有空就會包肉粽送給詹老師和

師母吃。今（2019）年端午節前他沒先打電話直

接包好拿給詹老師，讓詹老師誤以為是師母開口

跟他要的，詹老師就是這麼客氣的人。

圖41　2002年9月28日詹清泉教授獲教育部頒發

教澤深長感謝獎

圖42　清泉教授全家福照

臺灣排壇儒俠 --- 詹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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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5	 陳國華，《恭賀詹教授清泉榮退》光碟，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73級甲班同賀，2003年1月

18日，片長77分鐘。源起構想温良財教授，全程

規劃、拍錄、剪輯、製作由臺師大體育系91級畢

業校友陳國華老師，現為清華大學體育室助理教

授。影片提供者温良財教授，轉錄王清欉教授，

內容文字整理郭金芳。

前述「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實不為

過，三十幾年來，詹清泉教授家中的電話或

手機不時有學生來電，除了寒暄之外，還要

請導師指點職場上正遭遇到的種種迷津。學

生來訪時，不論人數多寡，小桌大桌，一定

是他要作東，絕不占學生便宜。師生見面時

個個總會提到「當年勇」，也有像温良財教

授一樣，會向詹老師報告體育系的近況，也

有像王清欉教授般和詹老師聊起棒球。

在2003年1月18日由臺師大體育學系73級

甲班為詹清泉教授舉辦的榮退聚會上，詹清

泉教授發表了他的退休感言：

教書教了40年又6個月，心中有兩個感

觸，一方面覺得很榮幸，另一方面覺

得很感傷。榮幸之處在於「桃李滿天

下」，不論是出國，到了外地遇到團

體裡的導遊叫我老師，特別照顧我；

在機場、在觀光區都會遇到有人叫我

「老師、老師」，當下的喜悅、高興

和欣慰真是無法形容。然今日的這個

場合，真的是意識到年紀大了，人老

了，要退休了，但在感傷無奈之餘，

更體會到身體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又

鑑於今日社會變遷快速，價值觀與昔

日大不同，對人的認知與人際關係

上要有適應能力、加強公共和人際關

係。因此，在座的各位—感情最好也

最傳奇的73級，你們現在正值忘年之

時，健康最重要，為自己也為家人保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祝福各位全家都

能夠平安健康。（註45） 

身體健康，是詹清泉教授自退休前與

他所帶過的學生共勉的一個目標，至今快八

十歲的他，溫文儒雅的真性情、心平氣和的

好情緒與慢條斯理的行事風格，這些特質依

舊彰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臺灣排壇一代儒

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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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詹清泉大事記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0 29 出生於嘉義縣溪口鄉。

1946 35 6 就讀溪口國小。

1952 41 12 就讀大林鎮大林初中。

1955 44 15 就讀省立臺南師範普師科在啟蒙教練陳憲政指導下接觸排球，於二年級加入排球隊。

1958 47 18
南師畢業分發至嘉義縣溪口國校服務。

加入嘉義縣國校教員排球隊。

1959 48 19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14屆省運會（新竹市）。

1960 49 20
2月代表嘉義縣獲第11屆全省國校教員排球賽六人制冠軍及九人制亞軍（嘉義市）。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中市第15屆省運會。

1961 50 21

1月代表嘉義縣獲南部七縣市排球賽教職員組冠軍（高雄縣）。

2月代表嘉義縣獲第12屆全省國校和教員排球賽六人制亞軍及九人制季軍（南投縣）。

8月就讀臺灣師大體育系且加入排球隊。

1962 51 22
5月臺師大獲第四屆全省大專排球賽季軍（成大）。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17屆省運會（臺中市）。

1963 52 23

5月臺師大獲第五屆全省大專排球賽亞軍（臺師大）。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18屆省運會（新竹市）。

12月臺師大（任隊長）獲第6屆全省大專排球賽季軍（省體專）。

1964 53 24

5月臺師大獲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賽北區預賽冠軍（臺大）。

10月臺師大獲第一屆毋忘在莒排球賽大專組亞軍（臺師大）。

代表嘉義縣參加第19屆省運會（臺中市）。

11月臺師大獲第七屆全省大專排球賽亞軍。

1965 54 25

3月臺師大獲第一屆全國莒光盃排球賽大專男子組冠軍（臺北市）。

5月代表陸光迎戰日本松下排球隊（臺北市）。

8月任淡江文理學院助教。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0屆省運會獲亞軍（臺中市）。

1966 55 26

代表陸光排球隊獲第五屆亞運選拔賽冠軍入選國手（臺北市）。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1屆省運會獲冠軍（屏東）。

12月任中華隊隊長參加第五屆泰國亞運會獲第七名（泰國）。

1967 56 27

8月回臺師大任助教。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2屆省運會獲冠軍（臺中市）。

10月代表臺師大以2：1擊敗日本甲組冠軍八幡隊（臺北市）。

1968 57 28

4月代表臺師大參加第四屆全國莒光盃排球賽獲社會甲組冠軍（屏東）。

4月任中華隊隊長赴日參加都市對抗賽（日本）。

6月在《排球雜誌》發表文章至1973年5月共4篇。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3屆省運會獲季軍（高雄市）。

1969 58 29
4月任光華隊教練赴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日本）。

12月在《國民體育季刊》發表文章至1984年12月共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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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59 30
3月臺師大排球隊訪港。

12月任第六屆泰國亞運會排球裁判。

1971 60 31 8月於臺師大晉升講師之職。

1974 63 34 9月外派南美洲尼加拉瓜任排球教練。

1975 64 35

1月由尼加拉瓜轉派瓜地馬拉任排球教練。

9月在《中華排球》發表文章至1987年3月共7篇。

9月任中油排球代表隊教練且榮獲經濟部暨所屬構第六屆員工運動大會排球錦標賽亞軍（嘉義市）。

任師大男子隊教練至1987年。

1976 65 36
4月出版《排球發球與扣球訓練法》專書。

5月任臺師大排球隊教練獲全國大專盃甲組冠軍。

1977 66 37

5月出版《排球扣球跳躍動作之力學分析》專書。

6月榮升副教授。

12月任全國排協舉辦之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臺北市）。

1979 68 39 任臺師大體育組主任至1983年止。

1981 70 41 8月榮升教授。

1983 72 43
4月任臺師大排球隊教練獲全國大專甲組冠軍。

於《師大體育》發表文章至1987年1月共3篇。

1985 74 45 10月赴日參加第五屆國際迷你排球研討會（日本）。

1987 76 47 4月任全國排協舉辦之教練講習會講師（臺北市）。

1988 77 48

在《臺灣體育》發展文章。

任國際女子排球邀請賽SRC（臺北市）。

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競技運動強化委員。

1989 78 49

9月任第五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中華隊技術顧問（韓國）。

任世界大學男排邀請賽裁判（臺北市）。

當選全國排協理事。

任全國排協強化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0 79 50

4月任中華男排隊領隊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界排球錦標賽挑戰賽。

任全國排協考察團團員赴中國考察第11屆世界女排錦標賽。

8月任國際女子排球邀請賽SRC（臺北市）。

1992 81 52 在《臺灣省學校體育》發表文章至1993年9月共4篇。

1993 82 53
任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執行委員。

當選全國排球協會常務理事。

1994 83 54 8月任世界女子排球大獎賽執行委員。

1997 86 57 任全國排協顧問至2016。

1998 87 58
任第一屆亞洲大學排球錦標賽裁判委員（臺北市）。

發表文章至《大專排球研究論集》第5輯。

2002 91 62

8月任第3屆亞洲東區排球錦標賽領隊（中國）。

9月任三國四強國際男女排球挑戰賽中華女子隊領隊。

任第14屆韓國亞洲運動會中華女排領隊。

2003 92 63 由臺師大退休且兼任排球教學至2010年。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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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詹清泉教授排球經歷記

職稱 經歷

選手
臺南師範排球隊、嘉義縣國校教職員排球隊、嘉義縣排球隊（省運）、臺師大排球隊、陸光排球隊（社會甲組）、中華排
球隊（亞運、訪日）。

教練 臺師大排球隊、光華排球隊（訪日）、外派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全國協排主辦全國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

裁判
全國性排球賽、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規則委員、1970年第6屆亞運會裁判、1989年世界大學男排邀請賽裁判、1990年國
際女子排球邀請賽SRC、1998年第1屆亞洲大學排球賽裁判委員。

領隊
1990年世界排球錦球賽挑戰賽中華男排領隊、2002年三國四強國際男女排球挑戰賽領隊中華女排領隊、第3屆亞洲東區排
球錦標賽領隊、第14屆韓國亞運中華女排領隊。

全國排協
1976年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輔導組組長、1989年全國排協理事、強化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1993年全國排協常務理事、
1997-2016年全國排協顧問及規則委員會委員。

三、詹清泉著作一覽表

專書

詹清泉，《排球運動強度的研究》，國立臺灣師大體育學會，1981。

詹清泉，《排球扣球跳躍動作之力學分析》，國立臺灣師大體育學會，1977。

詹清泉，《排球發球與扣球訓練法》，國立臺灣師大體育學會，1976。

期刊論文、雜誌文章

詹清泉，〈排球扣球教學〉，《臺灣省學校體育》，3（5），17（1993.09）：4-7。

詹清泉，〈排球傳球教學〉，《臺灣省學校體育》，3（3），15（1993.05）：6-12。

詹清泉，〈排球之球感練習〉，《臺灣省學校體育》，3（1），13（1993.01）：不詳。

詹清泉，〈1993年排球新規則修訂條文之分析〉，《臺灣省學校體育》，2（6），12（1992.11）：不詳。

詹清泉，〈迎佳節、嘆體育〉，《臺灣體育》，專刊（1988.09）：31-32。

詹清泉，〈從規則精神對部分規則條文的探討〉，《中華排球》，39（1987.03）：38-39。

詹清泉，〈迷你排球〉，《師大體育》，23（1987.01）：7-9。

詹清泉，〈少年排球訓練的探討〉，《中華排球》，37（1986.09）：37-38。

詹清泉，〈排球攻守能力的比較與規則的修改〉，《中華排球》，35（1986.03）：19-20。

詹清泉，〈排球進攻戰術的發展〉，《師大體育》，21（1986）：不詳。

詹清泉，〈參加第五屆國際迷你排球研討會〉，《中華排球》，34（1985.12）：39-43。

詹清泉，〈參加第五屆國際迷你排球研討會〉，《中華排球》，33（1985.10）：45。

詹清泉，〈排球新規則介紹〉，《師大體育》，20（1985.06）：93-94。

詹清泉，〈運動員學業問題〉，《國民體育季刊》，63（1984.12）：41-43。

詹清泉，〈尼國民間運動組織簡介〉，《國民體育季刊》，4（1979.03）：37。

詹清泉，〈談排球規則的修改〉，《國民體育季刊》，31（1976.12）：44-45。

詹清泉，〈教練生涯〉，《中華排球》，8（1975.12）：6-9。

詹清泉，〈教練生涯〉，《中華排球》，7（1975.09）：4-6。

詹清泉，〈幾個有關國小排球的問題〉，《排球雜誌》，5/（1973.05）：21+31。

詹清泉，〈談六人制排球攻擊、攔網的判決〉，《排球雜誌》，1（1972.01）：21。

詹清泉，〈日本都市排球對抗賽觀感〉，《排球雜誌》，16/17（1968.12）：37-38。

詹清泉，〈參加第五屆亞運追憶〉，《排球雜誌》，14/15（1968.06）：26-27。

詹清泉，〈看第三屆亞青盃排球選拔賽〉，《國民體育季刊》，1.3（1969.12）：36-38。

研討會 詹清泉、温良財，〈排球比賽中跳躍次數與勝負關係之研究〉，《大專排球究論集》，5（1999）：29-47。

研習手冊

詹清泉，《扣球、接扣球及攔網訓練》，中華排球協會教練講習會手冊，1987。

詹清泉，《排球隊形與戰術》，臺北市排球委員會教練講習會手冊，1987。

詹清泉，《攻擊技術分析及訓練方法》，中華排球協會教練講習會手冊，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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