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長發，民生報資深記者。E-mail:changfaho@yahoo.com.tw。

何長發

橫跨田足跆三棲運動國家教練 
臺體留學深造先鋒

陳定雄



壹、前言

2009年7月從國立臺灣體育大學（以下

簡稱臺灣體大或臺體）退休的傳奇教授陳定

雄，在他過去執教三十六年歲月的逐夢中，

他那句流傳臺體的「壯志豪語」，就算他已

退休逾十年了，依然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記

憶裡：「以到日本求學深造視為參加世界杯

足球賽的預賽，到美國深造當作複賽，再把

赴德國研究看成決賽。然後，博士學位在向

我微笑，臺體校長職位也在跟我招手。」雖

然在他當年退休一刻，博士或校長都與他   

「擦身而過」，不過，在他領導出來一批又

一批的博士和校長等高徒心目中，陳老師才

是真正博士中的博士，校長群中的校長。

陳定雄老師在2009年夏天屆滿65歲後申

請榮退，當年他於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現

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出身，入學專長是

足球，但父親臨終特別的叮嚀：「足球不能

踢一輩子，要出人頭地須多充實學識。」愛

足球、更愛唸書的他，唸省體二年級父親病

世後，在老師、同學湊錢相助下，他後來苦

讀赴日、美深造，揭開後來在我國體育界和

教育界不平凡的執教生涯。

陳定雄老師在體育界或教育界，向來以

講真話、做真事令人敬畏。他更有自己的一

套人生哲理，其中尤以「悲壯美」理論最精

典，更以「身先士卒」站在最前面帶頭教授

學生，影響了無數學生追隨他當年刻苦求學

的精神，後來一個個幫陳老師圓了拿到博士

學位，以及當上校長職位的夢想。

圖1　陳老師桃李滿天下在其人生傳記發表會上爭相合照。（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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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選手為主，並未用心鼓勵省體學生

出國留學深造；而陳定雄老師是省體出身第

一位出國留學的校友，學成返母校後，他帶

動了省體學生出國留學的風潮，也鼓動了足

球專長生除了會踢球外，還要多往體育學術

研究發展。」

在體育教育的學術領域裡，博學的陳定

雄老師一把罩，具有多樣豐富的理論基礎，

而體育界理論派與實際派中，他又比很多的

教授強，強在他自己站出來實際參與第一線

的教練工作，足球是他最愛不用多說，最特

別的是，他的教練實力，同樣受到跆拳道及

田徑等不同運動種類的重用，一人身跨這三

樣不同運動種類的國家隊教練身份，還帶出

不錯的成績，成了我國體育教育界最另類的

運動教授。

1983年陳定雄老師成功率領國內足球精

英從英國教練班受訓返國後，他立即在1984

年受聘擔任中華木蘭女足國家隊的總教練，

首次帶領國家隊的他，身先士卒總是第一個

踏進足球場操兵。

有一回颱風正要來襲，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開始起了風雨，中

午休息過後，準備迎接例行的下午訓練，全

隊都在觀望陳老師是否會取消這場下午的操

課，木蘭女將都在宿舍窗口看見他冒著風雨

第一個站到球場，她們只好一個個也尾隨老

師上球場訓練了。這一幕被當時國訓中心的

米主任看在眼裡，打從心底佩服了陳老師的

帶兵態度。

當年自省體畢業後，陳老師先在日本東

京教育大學專攻「歐洲學校體育制度史」以

及研究所攻讀「美國體育思想史」，再轉赴

美國奧勒岡大學體研所攻讀「體育行政」。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他即將在美國拿到體

育博士學位之際，毅然接受應當年的省體老

校長周鶴鳴的聘召，立即歸國開始一生只奉

獻於母校，一教就是三十六年的作育英才，

培育無數的各類老師。

在那個年代，很多想盡辦法到美國深

造，最後都選擇追求換來一張綠卡長久居留

美國的夢想，一百個中只有極少數幾個，是

抱定學成歸國後奉獻給家鄉的人，而陳定雄

老師就是那極少數的一個臺灣囝仔。

當年清寒苦讀的陳老師，出國深造在

上飛機那一刻，告訴自己此行「不成功便成

仁」。年少無力靠足球為國家爭光，他寄以

在學識上的成就彌補此缺憾。陳定雄老師年

輕時代的求學夢想，後來常以詼諧口吻向學

生講述他「當年的雄心」，藉以激勵學生努

力上進求學。

滿腹體育教育學識的陳定雄老師，讓修

過他課的學生，那怕只是一句話而已，很多

人都受到他的影響，很多畢業後追隨老師走

上再深造之路。認識他、了解他的人，不得

不服了他，陳老師臭屁是有道理的。 

誠如當年陳老師的學生，現任教交大的

足球名師張生平說的：「省體首任校長周鶴

鳴是留美回國的碩士，但任內治校主要培養

244



橫跨田足跆三棲運動國家教練 臺體留學深造先鋒 --- 陳定雄

田徑場上也不差。何況技術好教，精神、紀

律難帶，國內能教好這兩樣的教練並不多。

」陳定雄是紀政口中難得一見有理想、有所

堅持的人。

陳定雄老師博學的體育知識，是靠他當

年在日本挨餓省錢，還得每個月都擠出點錢

買本專業書的結果。他當年靠師友湊錢帶兩

萬元赴日求學，省吃儉用只三個月便用完，

一定得平日打工當看管汽車管理員過活，天

天吃生力麵度三餐，就是為了買書求上進。

陳定雄老師如此豐富的學經歷過程，

在體育界教育界沒有幾人，不過，當年的雄

心豪語：「博士向我微笑，校長職位向我招

手。」如今已自臺體榮退，看似無一兌現，

但這兩個目標雖未實際到位，卻早已出現在

其身上，很多因素下，他與之「擦身而過」

。這位又是臺體出了名的體育哲學家，相信

他的學生們都會幫他回應：「登山之妙，妙

在半山。」這句話可是陳老師留在臺體校園

的名言之一。

有關陳老師的故事，筆者獲紀政的義

助，為他書寫了「臺體傳奇教授陳定雄悲壯

美人生」，在2020年9月3日正式辦贈書發表

會，新上任的體育署長張少熙特來祝賀，而

他人生中的幾個關鍵故事人物，九三這一天

在發表會上都現身說法，包括當年與陳老師

在日本留學苦讀的陳全壽校長，大力推舉陳

老師幫助國家跆拳道隊的老教頭陳峰儒，還

有80年代跟隨陳老師赴英國教練受訓學成返

陳定雄老師帶領中華木蘭隊在1984年

臺北世界女足邀請賽中，曾漂亮的以2比0擊

敗了衛冕而來的德國女足代表隊，不敗之身

只因積分相同，比得失球數吃虧而屈居亞

軍。在大會頒獎當晚，他失蹤了，全木蘭隊

找不到陳老師，原來他一個人在圓山飯店的

五百階梯上沉思（那兒是木蘭隊野外操練的

另一魔鬼訓練基地），隨即毅然辭去木蘭總

教練，因為他說過沒冠軍就辭職。在很多教

練輸球只會找藉口，而他說話算話的帶隊態

度，更令許多人感到汗顏。

擊敗冠軍德國女足，卻因與自家姊妹

軍中華良玉隊踢平關係，而導致最後錯失到

手的冠軍，後來陳老師在寫檢討文中表明，

雖然美夢破碎在良玉腳下，但仍以木蘭和良

玉女足的表現自豪，期勉大家抱樂觀態度看

待人生，更早已預期隨後1987年臺北世界女

足邀請賽會是木蘭的天空（後來果然如願奪

冠）。

當時陳老師帶兵的成功，尤其是把各運

動代表隊最差的體能訓練帶上來，隨後，也

引起其他運動種類的借重，先是被跆拳道國

家代表隊總教練挖掘，被禮聘擔任國家隊的

體能訓練教練，更被紀政找去擔任國家隊的

田徑總教練，確實引起一陣議論。

紀政當時曾說：「陳定雄老師是我三顧

茅廬求來的田徑隊教練。」紀政說過，任何

一項運動，在基本訓練方法上，差異不會很

大。「他能把足球隊帶得那麼好，我相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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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帶木蘭女足隊的教練群，以及1984年世女

足賽陳老師最引以為傲的後衛掃把腳進球，

進而擊敗衛冕的西德女足隊之木蘭老隊長黃

映雪等等，當然還有紀姊三顧茅廬請出陳老

師帶國家田徑隊的故事，都是那場發表會的

重頭好戲。

貳、生平	

陳定雄老師回憶兒時情景說著:「記得我

小時候家住在彰化北門口，後來搬到鹿港；

記憶中鹿港大望族辜家就在我家附近，我的

父親在世時主要從事紡織業，一度興旺時曾

經擁有五百名員工，也算是當地富人之一，

可惜家父野心太大曾經破產三次。我的父母

育有六男一女，我算排行老二，從商破產過

三次的父親，早在49歲即因肝癌過世，而我

當年18歲正剛要入省體。」

由於家境不好，又遭逢父親不到半百歲

數便過世，陳媽媽一位婦人帶多名孩子格外

辛苦，家裡生活不易，民國51年左右陳定雄

老師才升上省體不久，碰上繳學費（當時約

六百至八百元）成了陳媽媽傷腦筋的問題，

還有省體住校一個月吃住兩百五十元，在當

時都是負擔很大的必要開銷，陳媽媽為了陳

定雄老師求學，向周遭親友借錢都是五塊錢

加五塊錢逐一湊起來的。

在陳定雄老師年少時期的眼中，他有一

個全世界最兇的父親。他說，他從小即特別

會考試，所以功課一直很不錯，小學畢業考

初中，彰化最好的是彰化中學，那時全校要

錄取三百人，他的成績列第22名，但小學老

師卻向其父親傳達負面消息，無厘頭地被父

親狠狠地痛打一頓不說，又誤聽人家說，念

彰中的學生很多都會被學校「留級」，所以

反對他去讀彰中，而且心底只認定孩子該去

念商校將來才有前途，執意要陳定雄老師去

考彰化商校，就這樣他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

了彰商。

陳定雄老師小時候，家境不是很好，

晚上被父親叫去家裡的工廠看管，也不時要

跑夜市兼賣牛仔褲，還得為逃避警察來追而

跑，他開玩笑說「後來我很會跑就是跑警察

練來的。」

圖2　紀政（左起）贊助陳老師傳記出書，由筆者撰寫，

發表會上新體育署長張少熙同台祝賀。（圖片來

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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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雄老師的優勢應該是他的記憶力比

常人都強，所以一般人要看好幾遍而他只要

看一遍就OK。這優勢連帶使他的觀察力較常

人強，在學習也占有很大的優勢。所以他小

時候不是個讀書蟲，反而有很多時間去運動

場活動，而足球是他從小喜愛的運動。踢足

球是他從彰商初一開始接觸玩球，到初三便

當彰商足球校隊的隊長，由於他主踢左翼攻

擊很能射，在彰商校園很出風頭。

談起踢球的典故，他說初一時看到彰

中的陳政雄（後來是彰化師大退休的體育教

授）一記漂亮的倒掛金鉤射門，深深吸引了

他想學踢球並愛上了足球，而當時帶彰中足

球隊的老師蔡長啟，後來也當了臺灣體大的

校長。

年輕喪父，家裡沒錢支付他上省體的學

費，他記得媽媽去向家境不錯的大舅借錢應

急時，遭到拒絕，還被回以家裡沒錢就不要

念了，去找工作賺錢吧！而大舅的小孩卻都

送出國留學，受親戚的刺激之下，年少的陳

定雄老師內心，即許下將來一定要出國留學

的念頭，並且要好好讀出頭。

一、選擇體育之路

陳定雄老師被從商的父親命令式地去

彰商求學，在其父親思維裡，是希望兒子學

商，將來最好是去銀行上班，不過，在陳老

師的觀點中，將來到銀行上班為別人數鈔

票，又不會變成自己的鈔票，那就算了吧！

本身資質不錯的他腦筋很活，會計統

計學對他而言很輕鬆，然而因為喜歡足球關

係，他決定彰商畢業後要去臺中考省體。當

然他眼中很兇的父親，並不贊同他的選擇，

而在這學習抉擇點上，陳定雄老師卻執著堅

定就是要考省體。

民國50年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現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創校，民國51年陳

定雄老師考入而成為省體第二屆的學生。他

回憶說，當時省體足球專長只要招收五名新

生，而那一年則有三十人去報考足球專長，

最終入選的有老國腳劉武雄，還有江洽、何

源渝、王慶輝以及陳定雄老師。

陳定雄老師回憶那年他考省體的情景，

學科對會念書的他而言太輕鬆了，而考術科

分邊比賽及射門時，天候不好下著大雨，

他因家境關係買不起足球鞋，只穿上一般的

步鞋臨場試腳，在考場上一再滑倒，重心不

穩而射歪了，只考個零分，他非常不甘心，

站在大雨中難過，那一刻，他碰到了貴人相

助，省體第一屆舞蹈專長的學姊陳淑惠看到

了他，了解他的處境後，主動帶他去找首任

校長周鶴鳴說項。

周校長即在隔天再加考術科多了挑球及

頭頂球等項目，結果平時鮮少練過挑頂球的

陳定雄老師，挑球測試考了五十幾個，頭頂

球也有十幾個，竟然都是最高分的，這一來

把陳定雄老師的術科分數拉了上來，他如願

考上了省體足球專長成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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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雄老師在省體第二年，學校曾聘請

一位從日本來臺任教機械體操的日籍老師，

很鼓勵陳老師省體畢業後繼續赴日本深造，

並主動要幫他推薦考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的指

導教授，即後來任教日本筑波大學體育學群

長的岸野雄三，他當年可是日本國家體操隊

的隊長出身。

而陳老師為了迎合將來這位赴日深造的

推薦老師之專長，在省體二年級時曾有意改

機械體操專長，他這個念頭，當然遭致足球

專長指導老師楊雲給他當頭棒喝，直接斷了

轉專長的想法。不過陳老師在校時，除足球

專長之外，更選修了機械體操學分，意外讓

他在踢球射門的動作變得更加豪放。

陳定雄老師認為他是一輩子玩足球而

已，而不是苦練足球出名，念省體時還曾代

表彰化參加過省運足球比賽。

二、克服萬難留學日本辛酸

陳定雄老師深切記住其父親臨終特別的

叮嚀：「足球不能踢一輩子，要出人頭地須

多充實學識。」愛足球、更愛唸書的他，當

年考上省體時，家裡沒錢向有錢的大舅求助

還被諷刺，他當下就萌生強烈念頭，「我一

定要出國留學，為自己為媽媽爭口氣。」因

為大舅的孩子都出國留學，於是他立志全力

以赴要走上出國深造之路。

當年清寒苦讀的陳定雄老師，出國深

造在登上飛機那一刻，告訴自己此行「不成

功便成仁」。年少無力靠足球為國家爭光，

他寄以在學識上的成就彌補此缺憾。因此，

當年就夢想著：「以到日本求學深造視為參

加世界杯足球賽的預賽，到美國深造當作複

賽，再把赴德國研究看成決賽。」為了實現

出國留學目標，念省體期間，他在校選修日

語課程，參加留日考試時，標準40分，他考

了72分過關。

當年留學考入選名單，都是張貼在教

育部大門口公布的，年輕即喪偶的陳媽媽，

還親自上來臺北在教育部大門口，找看看有

沒有陳定雄的名字上榜，看到後高興的不得

了。留日考試過關了，接下來更頭大的是錢

的問題，沒錢怎麼出國留學？當時陳定雄堅

持不要陳媽媽再去找勢利的大舅借錢，他反

而直接向省體首任校長周鶴鳴開口，他原以

為當校長的應該待遇都不錯才對，卻沒想到

當時擔任校長的待遇真的不是很好，薪水也

只有一、兩千元，連周校長也無力借助他留

日的盤纏。

圖3　陳老師當年省體畢業紀念照。

（圖片來源：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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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陳定雄老師的出國盤纏，完全靠省

體老同學一個接一個的資助湊合下，勉強成

行的。受到役男限制，必須退伍後才能出國

留學，準備留日前，陳定雄老師已自省體畢

業並服役回來了。

陳定雄老師回憶當時情景說，當年同窗

室友余雅得幫忙他很多，陪同他四處去向同

學借錢甚至募款，其中他很感動一位田徑出

身的中長跑同學謝明哲，他畢業後在彰化溪

湖國中任教，當時老師月薪才七百元，他拿

到薪水袋後只留下一百元，很義氣地把六百

元拿出來給陳老師。

陳老師記得，當時同學都不是很有錢，

但都很講義氣地幫其湊款圓夢，最多的資助

借二千元（相當於三個月的老師薪水），

這些同學包括余雅得及黃進澤等人，而大部

分同學也都資借他六、七百元。而事隔十年

後，陳老師已返母校任教，有一天他專程去

臺南縣（現臺南市）找昔日十項全能老同學

黃進澤，準備向其致謝並償還當年資助之

情，找到了他家後，才知道黃同學已不幸過

世了。

當年經過老同學相互幫忙資助下，陳定

雄老師帶著兩萬元臺幣赴日求學，還包含飛

日本的機票，還有到東京教育大學求學的學

費，以及留在日本期間的吃住及生活費用在

內。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因為是國立的大學，

因此學費不貴，陳老師記憶中一學期學費不

用臺幣一千元，那時代他在日本求學生活相

當刻苦，他平均一餐只吃台幣四元，都是挑

選那時最便宜的素咖哩飯吃，刻苦過來後的

陳老師，導致日後看到咖哩飯不再吃了，因

為見物思景內心很難過。

圖4　當年陳定雄與陳全壽留日苦學共患難。（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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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體老同學中，陳定雄老師算是赴日

本留學的先鋒，當時靠同學幫忙湊錢出國留

學，銘記在心，而他回饋這些省體校友的方

法，就是想盡辦法也幫他們順利赴日深造留

學，於是學弟陳全壽在隔一年後也跟他一樣

進入東京教育大學深造，兩人一塊在校外租

屋同居，後來也幫省體學長吳阿民從私立的

東京體育大學轉到國立的教育大學，幫他省

了很多的學費（因為私立的學費要高出了好

幾倍之多）。

陳定雄老師當時赴日本後，先在東京教

育大學當一年研究生，第二年即插班入學，

三年完成專攻「歐洲學校體育制度史」學業

後，再升入該校的體育研究所專攻「美國體

育思想史」也碩士畢業了，前後在日本求學

生活了六年時間。

三、日夜打拚再圓轉赴美國留學夢

省體校園裡一直流傳著陳定雄老師年輕

時的夢想：「以到日本求學深造視為參加世

界杯足球賽的預賽，到美國深造當作複賽，

再把赴德國研究看成決賽。」

完成了到日本留學的階段性任務後，

接著為再圓下一站赴美國攻讀的願望，陳定

雄老師人留在東京可真是日夜打拚，拚完成

東京教育大學碩士學位，拚通往美國的托福

考試，還要拚命賺取準備遠赴美國的更多盤

纏，否則難以成行。

陳老師說，那時候要想取得美國簽證，

需要有一百萬日幣的銀行存款才行。為了這

筆不小的存款，陳老師在完成碩士課業後，

留在日本將近快一年的時間，日夜打工賺

錢，一天裡不停接下三種工作，白天在停車

場當管理員，晚上幫人家記賬，深夜後還不

能休息，還去幫大廈擦外牆玻璃。

留日期間，陳定雄與較晚到日本的省

體校友陳全壽及吳阿民，經常一塊在東京打

工，他人窮志不短，再餓也絕不跟人借錢，

成了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倒是陳全壽生活開

銷大，還得向他借錢呢。

陳定雄老師是在日本準備留美的托福考

試，他回憶當年還與校友陳全壽真打賭，誰

輸一分則要被甩耳光一個，輸50分就要被甩

50個。那時留美托福考的標準是讀博士班需

要550分，陳老師是去考博士班的，結果他考

了562分，一次即過關。而碩士班的托福標準

要500分，當時陳全壽考了490幾分未過關，

後來只有陳定雄老師赴美再深造，陳全壽則

繼續留在日本的大學發展。

陳定雄老師選擇再赴美國深造時，他心

中目標即放在要選當時世界排名前三名的大

學，後來他挑選去念排名第二的奧勒岡大學，

主要考量是學費相較便宜點。轉飛美國念博

士，陳老師一去留美三年半左右，後來他常

感嘆說，「如果家裡不是很富有的話，就別去

吧！因為博士班課業之多，多到根本沒時間讓

缺錢的留學生有時間去打工生活。」

250



橫跨田足跆三棲運動國家教練 臺體留學深造先鋒 --- 陳定雄

直言，不屑看那些審博士論文老美教授的嘴

臉，他就是不送，率性地返回母校省體開始

任教了。

陳定雄老師講了個小秘密，事實上他在

日本完成碩士學位後，他的指導教授即後來

的日本筑波大學體育學群長岸野雄三，特別

告訴陳老師說，要為他特別保留一個博士班

的名額，繼續留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但陳

老師並未考慮留下來，理由是，他年輕時的

夢想就是「把到日本留學當世界杯預賽，接

著要赴美國留學視為世界杯複賽。」所以他

自己把可望在日本就能實現的博士夢想，阻

絕於門外了！

四、選擇返國任教心路歷程

陳定雄老師在當時是臺中省體第一位

出國留學深造的校友，他是省體第二屆畢業

生，之前首屆的省體學長尚無人出國留學

過。

陳定雄老師說，他在美國生活常常是沒

吃東西，卻也練就了忍受挨餓的能力。碰到

寒暑假，他一定會去找打工賺錢機會較多的

舊金山，好好多賺點錢才能應付新學期的求

學生活開銷。

想起當年在外留學的刻苦生活，陳老師

總是說，比起那時候沒錢吃飯，現在從臺體

大教授退休了，他常笑言「什麼沒有，就是

有錢」自我解嘲。既然到了美國就是要拿博

士學位，為何博士學位明明就在陳定雄老師

眼前了，他竟然喊NO返回台灣！這個問題，

陳老師這樣說著「老校長周鶴鳴當年只是碩

士學位，都可以當校長了，我為何要拚個博

士回來呢？」

當時陳老師留美奧勒岡大學體育研究所

攻讀「體育行政」博士班，其實他博士課程

已修滿九十學分，指導教授要他隨便寫個論

文送審，而之所以不願寫畢業論文送審，他

圖5　省體創校校長周鶴鳴對陳定雄影響很大。（圖片來源：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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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老師當年選擇出國留學深造之路，

早已打定學成後一定返回母校省體任教，他

堅定說著即使臺灣最高學府臺灣大學向他

招手，也不會改變其初衷，因此，他在日本

東京教育大學研究所拿到碩士文憑後，省體

開創校長周鶴鳴立即把他先從日本招攬返校

任教。陳老師說著他當年初返母校任教的教

育理念，他一直希望省體學生不要只會運動

而已，更希望省體人都能多讀點書，尤其能

多加強外語能力，所以他剛從日本學成返母

校時，在省體開班為學生教導日文的選修課

程。

初返母校省體任教時，陳定雄老師是以

講師資格被聘任，後來他在校至少任教九種

不同的科目，而他學生時代是足球專長考進

省體就讀，初返母校任教的他，校內的足球

專長課仍是其原指導老師楊雲在教，他尚插

不了手。而陳老師出國深造專攻的體育原理

及體育史，甚至後來的體育行政，運動生物

力學，還有運動生理學等等，都成了他在省

體的金字招牌教學課程。

陳定雄老師前後兩度返母校任教，第一

次是留日學成返國，短暫幾年後，他再赴美

國攻讀體育行政博士，雖然因故把博士學位

刻意地丟到一邊，毅然帶著妻子返母校任教

到屆滿65歲榮退。

陳定雄老師個人最愛的足球專長課，倒

是在他返校約兩三年後，年紀已大的楊雲老

師才把女足專長課交給陳老師開始帶兵。那

時候省體一直是以培養運動國手為主，並且

主打田徑和游泳等單項競賽，球類在眾多強

項中，男足還有不錯的名腳出自省體，而女

足則乏人投入，因此在民國60年代，省體女

足隊選手很多都是從其他專長轉過來踢球的

女生，尤以田徑選手最多。

這樣的非足球專長學生組合下的省體

女足隊，在當時國內女足壇，實力當然比不

上臺中在地的強隊宜寧中學，在大專賽也贏

不了銘傳和景文這些專收足球專長學生的學

校，只能偶有佳作的表現。

體育學識廣博的陳定雄老師，他的體育

開導不會只放在足球一項而已，返母校後他

即以校為志業，隨後他在省體任職的第一個

行政工作是擔任體育組長，後來也接任教務

主任，接著又升任休閒運動系系主任，接過

體育研究所所長，最後是以臺體休閒運動研

究所所長榮退。

五、站上第一線指導足球之路

足球專長出身的陳定雄老師，足球是他

的最愛，當原指導老師楊雲將女足專長訓練

交給他後，事實上那時期的省體女足隊可說

是缺兵乏將，還是靠非足球專長的其他專長

選手反串踢球才得以克難成軍，那時根本無

法與國內女足名門臺中宜寧中學爭天下。

省體女足從楊雲老師交棒到陳定雄老

師執掌期間，直到1978年才正式開放名額吸

收女足學生入校，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吸

收進來的學生素質提高，使省體女足在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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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充裕下，開始成為全國女足爭勝的強隊，

尤其是從宜寧中學、長榮中學吸收顏春梅、

許家珍、謝素貞、陳玉婷一批後來的木蘭國

腳後，實力精進，開始稱霸大專杯賽。直至

1984年，陳定雄老師的學生呂桂花也留日學

成返母校後，他把女足專長訓練的棒子全權

放給她執掌迄今。

在上世紀80年代裡，可說是陳定雄老

師跨出校園，站在第一線帶領各類國家隊重

任的黃金時期。先是在1983年他接受中華足

球協會的重用，親自率領一批當時國內最精

英的足球名腳及年輕教練，赴英國參加國際

足球教練班接受嚴格的受訓，成功受訓返國

後，1984年他被重用擔任中華女足隊的總教

練。在1984年臺北世界女足邀請賽中，陳定

雄帶領中華木蘭隊曾漂亮以2比0擊敗了衛冕

而來的德國女足代表隊，不敗之身只因積分

相同，比得失球數吃虧而屈居亞軍。隨即毅

然辭去木蘭總教練，因為他說過沒冠軍就辭

職。後來在1989年陳老師被重託出任大洋洲

女足賽的中華木蘭隊領隊，在面對大洋洲紐

西蘭強硬挑戰下，艱辛保住了冠軍。

1990年北京亞運女足重擔，再度請出陳

老師出馬，不過，當時他不再以執行教練出

席，而堅持以「經理」身份隨隊督軍，遺憾

地「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卻兵敗北京城

了，陳老師說話算話的帶隊態度，從此退出

足球第一線。不過依然被倚重站出來擔任重

要足球教練講習受訓的執行講師，教導後進

的足球人才。

圖6　陳定雄老師（後排右起）返省體任教不久接續楊雲老師帶女足隊。（圖片來源：吳桂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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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搖身變跆拳道體能教練

1984年陳定雄老師在國訓中心帶兵的精

神，以及有別於傳統操兵的方法，讓常駐在

這個國家運動中心內培訓的其他運動教練看

在眼裡，於是就在他缷任木蘭女足總教練之

後，被跆拳道國家隊請去指導上課，並擔任

體能教練。

陳定雄老師回憶那段不一樣的參與經

歷說著，那應該是1985年的往事，在國訓中

心帶木蘭隊期間，有一次駐營的跆拳道國家

隊總教頭陳峰儒過來向他請教一些帶兵的問

題，從此兩人結識了。當時全國跆拳道協會

的理事長，是警備總部的首長羅張，所以跆

拳道長期培訓隊也常在臺灣警察專科（簡稱

臺灣警專）學校內受訓。1985年陳定雄老師

被跆拳道協會聘為國家隊的體能教練，於是

他在那一年中，每週有兩天從臺中省體上完

課後直奔警察警專，協助陳峰儒指導其跆拳

道選手。

名義上陳定雄老師主要是協助跆拳道

隊訓練體能，不過他傳達給跆拳道隊的第一

個概念，則是要先重視培訓前的選材參考。

跆拳道這個一對一的對打比賽，絕對是手長

腳長者占優勢，所以是選材的優先考量，而

像80年代跆拳道頂尖選手張榮三這樣人矮腳

短型選手倒是例外，他之所以能在身型大吃

虧下踢出一片天，主要是他有一個大優勢，

即能夠飛起來在空中踢壓打擊對手的超凡能

力。

陳定雄老師特別傳授跆拳道隊一個如

何選材適用的一個觀點，如下額骨越大者攻

擊性格越強，適合跆拳道這類身體搏擊的運

圖7　80年代跆拳道總教頭陳峰儒（右起）借重陳定雄代訓國手體能（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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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競賽，而這點正是張榮三的特質。當年陳

定雄老師有幸參與我們國家跆拳道隊指導期

間，他印象中隊上的頂尖好手有張榮三、黃

志雄、陳君鳳等人，為何沒有持續再參與跆

拳道﹖陳老師說，人生很多事不能做得太久

太滿，適可而止，也因這樣短暫的因緣際

會，陳定雄老師才有時間隨後搖身一變，轉

換為引起更大關注的我國田徑總教練。

七、大膽接下田徑總教練

陳定雄老師的國家運動隊執教生涯，

從女足到跆拳道隊，最大的震撼卻是大膽接

下我國田徑隊的總教頭位置，當然在當時的

體壇與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他得到

了田徑重量級的大咖紀政等大人物的支持與

肯定，在陳老師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的任

務，就大膽接下紀政重託於他的大任。

回憶那段被找去參與田徑協會協助訓練

的往事，陳定雄老師說，在1986年初的有一

天晚上，當時全國田徑協會正、副理事長紀

政與張博夫兩人專程下台中登門拜訪，從晚

上九點到府遊說到半夜三點，主要是希望聘

請他出馬擔任田徑協會的訓練組組長重任。

陳定雄老師回想當時紀政很有誠意的親自造

訪，似乎當場不答應她絕不離去的打算，他

笑言為了早上還要進學校上課，只好先說

OK，她才善罷甘休。看看時間已是凌晨三點

了！

圖8　80年代陳定雄老師站上跑道帶領一群大國手。（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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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元月陳定雄老師被請去先接田徑

協會訓練組組長，約半年左右，紀政即把陳

老師推上第一線，執掌國家田徑隊總教練。

而當年那段「紀政求來的國家教練」故事，

曾經被新聞局「光華雜誌」陳淑美專訪發表

在1987年4月號上。

紀政敢如此重用陳定雄老師的理由，

主要是田徑界的大教練比較沒有領導能力，

而陳定雄老師則具有這種與眾不同的領導才

能。再引用紀政說過的這句：「任何一項運

動，在基本訓練方法上，差異不會很大。他

能把足球隊帶得那麼好，我相信在田徑場上

也不差。何況技術好教，精神、紀律難帶，

國內能教好這兩樣的教練並不多。」陳定雄

老師是紀政口中難得一見有理想、有所堅持

的人。

在聘用陳定雄老師之前，紀政已數次邀

請陳老師為田徑界的教練與選手專題演講，

在場聆聽者皆是田徑大咖的教練群。而重

用陳老師的關鍵因素，還是田徑圈內實際參

與者中，大都是技術型教練而不是領導型教

練，紀政正是看重這一點而費心請他過來幫

忙的。

圖9　1987年4月號光華雜誌刊紀政求來的國家教練。（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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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政說，其實陳定雄老師除了帶兵有

素之外，請出他的另－個原因是其在帶木蘭

隊時曾經跟她說過：「世界上每一個人，最

美麗的裝飾品是知識。」在社會上普遍的認

為，運動選手都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很

多運動選手竟然相信這句話。太多的選手被

這句話洗腦洗得太成功了，實際上世上沒有

笨的運動員，只有學習態度不好的選手。

陳定雄老師走馬上任後，要求召集所有

田徑培訓選手來一次公開「選材」，他舉個

例說，集合所有跳部選手作簡單的一個測試

動作，要求選手併排蹲下來，很多選手光憑

這個動作簡測，即被他指示退訓，驚嚇了田

徑圈。陳老師的理論是「蹲下身體自然會後

仰者，跳躍能力較佳。」這簡易測試即可看

出乃慧芳就是天生的跳部人才。 

陳定雄老師執掌田徑期間，幾個改變的

對象包括把十項全能李福恩的撐竿跳成績拉

上來，李福恩原來一直在撐竿跳單項輸古金

水很多積分，陳定雄老師觀察李福恩看出其

肩膀不夠雄壯有力，自然影響及撐竿和三鐵

的成績分數，除得加強上半身力量訓練外，

陳定雄老師直接告知李福恩「你速度比阿水

快，技巧雖輸他，但發揮自己的速度特點也

可拉上撐竿跳的差距。」這一點破，促使李

福恩拉近了原撐竿跳的分數差距，從此他十

項成績也整個拉上來後，十項比賽常贏了古

金水。而陳定雄老師當時還是阿水讀省體的

班導師，但他無私心指點李福恩贏了自己的

學生。

八、臺體榮退笑看人生

2009年七月陳定雄老師屆滿65歲後，正

式從他人生中唯一的服務學校臺灣體育大學

正式榮退，那是他的母校，從省體到臺灣體

育學院，到目前的國立灣體育運動大學，從

1973年陳定雄老師實現當年刻苦出國留學返

圖10　2014年臺體師生為陳定雄老師（前右四）安排最後一堂課合影。（圖片來源：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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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教導後進的諾言，直到最終仍堅守著榮

退於自己母校，三十六年始終如一的執教生

涯，陳定雄老師如今笑看我們教育界、體育

圈，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百態，他自我悲壯

美一生，不完美才是完美人生。

陳定雄老師屆齡榮退後，仍被母校聘回

學校授課指導學生，2014年又屆滿70歲時，

二度正式在母校榮退教職，受過其教誨的師

生，還特別安排了一場「陳定雄教授最後一

堂」，為老師一生傳道授業解惑畫下完美的

句點。陳定雄老師如此豐富的學經歷過程，

在體育界教育界沒有幾人，不過，當年的雄

心豪語：「博士向我微笑，校長職位向我招

手。」如今雖已自臺體榮退，看似無一兌

現，但這兩個目標雖未實際到位，卻早已出

現在其身上，很多因素下，他與之「擦身而

過」。這位又是臺體出了名的體育哲學家，

相信他的學生們都會幫他回應一句陳定雄老

師在校內的名言之一：「登山之妙，妙在半

山。」

在陳老師榮退前，事實上博士與校長

位子早就近在其眼前，陳老師卻自己喊NO！

民國76年省體第二任校長胡繩武要退休前，

當時省體隸屬於臺灣省政府管轄的省立學

校，省教育廳長有權利決定選派那一位適任

人選，去接掌胡校長的位置。陳定雄老師深

刻記得在民國74年12月5日下午三點，當時

的省政府教育廳長陳倬民直接打電話到省體

給他，叫他晚上到其官邸來一下面談。陳定

雄老師抵達後，陳廳長早有耳聞與瞭解情

況，直接向陳定雄老師說，「當省體校長是

你人生中的夢想不是嗎？現在要找你來接任

校長。」不過，陳定雄老師當場立即回應「

謝謝您，請廳長另找適當人選」而直接回絕

了。後來省體第三任校長，才由當時從臺中

一中退休的校長段茂廷接任。

後來事隔快二十年左右， 省體改制為臺

灣體育學院，在民國94年選第八任校長時，

陳定雄老師在校內票選以絕對優勢的第一高

票送到教育部定奪，卻殺出程咬金讓他意外

落選。事後再談起這個當年的校長夢想時，

陳老師平靜地說道：「在世俗人的眼光中，

未登頂就是失敗。然而，勝負不足以代表一

個人的成敗，贏的當下，也同時失去了很

多，而失落也未必就等於是失敗者，甚至反

而收穫更多。」時至今日再問陳老師未達標

人生有遺憾嗎？他依然一副人生思維裡，美

果不一定要自己去享有的態度。

參、在體育運動的特殊成就或貢獻	

一、「足球教父」的由來

陳定雄老師在足壇曾經被叫出「教父」

的封號，而那段被封為足球教父的由來，得

自他在1983年率領國內一批足球精英人才，

遠赴英國比森阿貝國家運動中心參加FIFA國

際足球教練班受訓期間，被英國班主任叫開

後而成名。那次還是歷來我國選派教練出國

受訓最成功的一團。1983年陳定雄老師受中

華足球協會重用出任團長，親自率領一批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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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內最精英的足球名腳及年輕教練，赴英

國參加國際足球教練班接受嚴格的受訓，那

一次至今依然是被認為我們選派教練出國受

訓中最成功的經典。而那一切收穫的得來，

陳老師居功厥偉，令中外參與受訓的足球教

練人員對他莫不佩服。

那段「教父」的由來，是從英國足球

教練講習班的班主任口中傳開的，陳定雄老

師是那批受訓學員的團長，成員中除了他之

外，半數以上是國腳出身，也有的是全國足

球勁旅的教練，後來多數都當上了國家隊的

教練如羅智聰、張國基、張子濱、陳茂全、

葉分忠、鐘劍武等人。

在受訓期間，陳定雄老師為了要幫忙

大家爭取成績，授課後每晚都積極督導大家

在一起研習，有一天，班主任看到了我國這

批教練受訓學員，在他國學員都早已休息

時，仍然由陳定雄老師督促著在惡補功課，

當時，班主任走過來對陳定雄老師說：「教

父，放了他們吧！」陳老師當場微笑回以：

「NO！」從此，那些在英國受訓的我國教練

學員，也隨班主任直稱陳定雄老師為「教

父」。

圖11　陳定雄老師（後右二）在1983年成功率領國內教練團赴英國培訓合照。（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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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雄老師為了協助我國受訓教練通過

最後的測驗，那「教父」上課就得比他人用

功多費心，做筆記，劃重點，然後在晚上召

集大家再研習時，才能為學友劃重點，重複

講述重要的內容，最後測驗前夕，甚至教大

家苦背答案，英文能力好一些的教他們背一

句英文解答，較差的，教他們背每個問題中

重要的一個單字，只要測驗官能聽得懂他們

表達的意思，那目的便達到了。最後那次我

們選派出的十人赴英受訓教練團中，有八人

通過了測驗，取得了該項國際足總指定的B級

教練合格證書。

1983年那段已是快四十年的受訓往事，

陳老師身先士卒帶頭，白天接受英國講師操

課後，晚上再由他為一塊來的臺灣學員加強

複習，被英國班主任全看在眼裡，除敬佩臺

灣學員的用功學習精神外，更以尊敬的口語

稱呼帶頭的陳定雄老師為「教父」，這封號

在他們受訓成功返國後，曾被筆者在民生報

體育版及中華足訊季刊廣為傳開來。很多人

信服陳定雄老師，不管是足壇，或是臺體以

外的人，對他總是有很好的口碑，陳定雄老

師讓人信服於他的學養，他的為人，他的教

授能力，只要他肯出面，很多人都會站出來

支持這位「教父」，多為我國體壇奉獻其影

響力。

二、帶兵首重先教後練	內堂課更精彩

在陳定雄老師的理念裡，教練的英文為

coach，該英文字拆開來解釋即為一起(co)+

痛苦(ache)，也就是說當教練者是一起享

受痛苦的人。而他認為所謂的教練，應該是

「先教後練」，所以陳定雄老師自從被請進

國訓中心帶兵以後，他是國訓出了名的先教

後練大軍師，尤其是他那內堂課更加精彩有

料。

圖12　黃映雪帶著36年前陳定雄帶木蘭隊的精彩內堂課老筆記本給老師回味。（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260



橫跨田足跆三棲運動國家教練 臺體留學深造先鋒 --- 陳定雄

1984年暑期陳定雄老師住進國訓中心

帶領中華女足培訓大隊期間，午休後他都帶

大隊先進教室上內堂課，除講解足球專業理

論與戰術外，他也把出國多年吸收的運動科

學、力學甚至體育哲學，全在內堂課上毫不

保留地傳授給選手。那段期間，筆者前後有

二十天左右的時間也住進國訓中心裡，也親

眼目睹了女足選手上課所作的完整筆記，從

她們的筆記本裡，不難看出那段期間內陳定

雄老師帶兵用心之深。

陳定雄老師註冊商標式的「先教後練」

帶兵模式，不僅帶女足隊如此，後來他被聘

去擔任田徑總教練時，也曾要求田徑培訓隊

依然在午後先上內堂課，再帶往操場各自展

開專項訓練。陳定雄老師帶兵有個必須先了

解的基本動作，他認為如果不了解選手怎麼

教？因此，他指導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測知所

有選手的優缺點，以便為他們訂出合理的訓

練計畫，甚至改變他們的專長選項。

陳定雄老師積累多年的經驗分析，先從

選手的外型上觀察，他即可先歸納出一些通

則，比如他常對臺體學生上課說過的：「肩

寬者上肢有力，腿長者有彈性；馬腿會跑，

象腿有力。」還有他也說過：「跟骨越大者

腓腸肌、比目魚肌越強，足弓越大者跳躍能

力越佳；下額骨越大者攻擊性格越強，拳頭

越大者上肢肌力越強，蹲下後仰者跳躍能力

較佳等等。」

陳定雄老師認為，一般到國訓中心的選

手，都有某些方面的體型特點或性向上的特

長，也會有個別的缺失，如果能藉由一些檢

測幫忙，可以讓教練甚至選手更了解自己。

陳定雄老師直接道出運動是最現實的行業，

一些體型或性向上的條件，往往就決定了運

動員的前途，但我們常常因為某位選手是跑

步第一名或跳部第一名，就認定其最會跑，

最會跳，這是倒果為因，可能到了一個階段

就無法成績突破了。所以陳定雄老師認為   

「全國第一名不一定最會跑。」

陳定雄老師利用一些簡單的儀器，進

行各種的體能測量，試著將檢測理論化繁為

簡地應用在帶隊上。而他簡單可行的「潛能

測驗」方法之一，在一根直尺的中間畫上記

號，在受測者的雙手間丟下，能準確抓到畫

記號處者，證明其「空間感」不錯；手持馬

錶隨意活動，能準確判斷經過了多少秒者，

其「時間感」應該很好。其他如速度、距離

等，也有他可以簡測的方法。

陳定雄老師也很在意選手的基本性向

測驗，認為這對選手的發展方向有相當大的

影響，例如一個「時間感與空間感」均佳的

選手，如果作為足球員，應該比較能夠在正

確的時間、準確地頂踢到球。說到這節骨眼

上，陳老師自創的檢測法，為田徑塑造了女

子七項全能好王淑華，她原專攻跳遠，但進

國訓中心檢測後，陳定雄老師發現她各項潛

能十分平均，學習動機又很強，便鼓勵她改

練七項全能，後來反而在七項創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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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陳定雄老師以自己的臺體班上愛

徒古金水為例，他直覺就認定「阿水沒有屁

股」故速度當然差。一般常識屁股翹的人會

跑，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樣的人臀大肌較發

達，速度的反應會增強，這在運動生理學上

可以找到依據。所以他教阿水加強體能，一

定要先把臀大肌練出來。

三、難忘1212兩球贏西德女足

在上個世紀橫跨七、八十年代裡，臺

北舉辦的世界女子足球邀請賽曾轟動國際，

共四屆賽會中我們木蘭女足最漂亮的一場戰

役，就是在1984年12月12日以2比0擊敗當時

被視為「超級強隊」的衛冕軍西德女足，而

那場漂亮勝仗，是陳定雄老師帶領中華木蘭

女足最永生難忘的代表佳作。

上世紀80年代FIFA國際足總還未創辦

女足世界杯，反而我們走在女足風氣之先興

辦大賽，90年代FIFA女足世界杯開戰後，德

國及美國女足隊開始稱霸了世界，而她們當

年都曾歷經臺北大賽的洗禮，1984年臺北第

三次舉辦大賽時，賽前各方公認的「強級強

隊」是衛冕而來的西德女足冠軍隊SSG09，之

前該隊在世女足邀請賽橫掃千軍無敵手，然

而在該年12月12日遭逢中華木蘭隊時，卻首

度落敗，而且還是以兩個球敗在木蘭嬌娃的

腳下。

當時中、德女足交鋒前，西德女足各方

條件均占優勢，比賽前夕，陳老師獨自一人

關在小房間內思索應對之策，上陣廝殺後，

木蘭女足竟反而能以兩球擊潰強敵，賽後分

析當時木蘭隊贏在場上的氣勢逼人，戰術運

圖13　1984年臺北世女足賽陳定雄老師帶木蘭隊勇挫西德女足。（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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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功，尤其是準備充足的體能本錢上臨場

發揮淋漓盡致，全場壓迫得強如西德也場上

無技可施。那時的西德女足的攻擊力，是各

支外隊中最靈活的強隊，中路小組短傳「撞

牆」攻門有威脅，翼邊推進吊中攻擊凌厲，

又有遠射的能力。

不過賽前木蘭隊已掌握兩個情報重點，

右翼巴蒂嫚是攻擊靈魂，雖然快而動作細

膩，卻有個致命的習慣，即習慣從防守者的

右腳邊過人，然後快推底線吊球助攻；另一

個重點是，西德的左後衛特別喜歡壓上前場

助攻。陳定雄老師了解了西德女足的實力虛

實後，為了防西德的攻擊，又要發揮自己的

翼邊後衛反突擊，他與助教葉分忠溝通後，

決定排出一個「13123」的雙掃把陣式，在三

名球員組成的「後衛牆」前後，各擺一隻「

掃把腳」球員，一個在後衛牆的前面清掃，

並負有中場助攻的任務，另一個則放在後衛

牆的後面，擔任後防總清掃的重任。

一般運用此陣式，側重於打守勢足球，

而陳老師卻活用為攻擊足球，左右後衛突擊

已不稀奇，他更期待要「掃把腳突擊進球」

給球迷看。當木蘭隊搶先進球領先後，陳定

雄老師指揮場上球員持續保持攻擊球風，到

了最後再由掃把腳黃映雪終於演繹了陳定雄

老師期待中的掃把進球後，這著奇招，震懾

了西德隊，漂亮以兩個球擊潰了最強的西德

女足。

回憶當年這場木蘭兩球贏西德之役，

除了賽前作戰部署成功外，成敗的另一個因

素是，激發士氣的成功；陳老師始終堅信作

戰一定要講究氣勢，也是他帶兵最厲害的地

方，因此比賽前作戰開會時，他運用心理

學、軍事戰略學及人生哲學等激勵下，帶動

了全隊的作戰精神力，上陣後，終見木蘭女

將全場壓迫西德球員，令對方感受一股強烈

無比的戰鬥意識。

當然要贏最強的西德女足，除了靠智

慧、氣勢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那年木蘭隊具備苦修換來的體能本錢作後

盾，從頭到尾壓迫著西德的攻防，以致造成

了西德的攻擊屢屢受阻，防守也出現了破

綻。以兩球擊敗西德女足的結果，在那時是

中外教練都覺得不可能的事！就在大會落幕

前一天晚上，在臺北市立體育場看台上曾出

現了一個令人側目的畫面，日本隊六十多歲

的老教頭吉田泰知走上來，在陳定雄老師身

邊很恭敬地單膝跪在地上，用日本話稱呼小

他二十多歲的陳定雄為「陳先生」，這一舉

動驚動了看台上周圍的人，在陳定雄老師旁

邊的助教葉分忠，連忙起來請日本老教頭上

坐。

當場吉田泰知對陳定雄老師說，能夠

擊敗超強的西德女足令他佩服，尤其曾到日

本東京教育大學深造，身為日本人的他，對

陳定雄老師帶隊擊敗強敵，他也感到與有榮

焉！也是在擊敗西德女足的隔天，澳洲女足

教練吉姆西比也三番兩次主動找陳定雄老師

討教如何訓練球隊，似乎我們漂亮贏了西德

女足之後，我們的足球教練能力才被外國人

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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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閉幕當晚，西德女足以兩球擊敗挪

威後，最後總積分與木蘭隊同分，卻憑得失

球數多出一球的優勢下，冠軍反而被西德女

足拿走，當晚，西德SSG09隊經理漢斯對陳定

雄老師說：「我們拿這個冠軍感到很慚愧，

因為，我們是你們的腳下敗將。」事過境

遷，平心再論那場木蘭擊敗西德女足戰役，

當時西德女足占有一定的優勢，再戰一次我

們未必還是贏的一方，正是如此，1984年12

月12日木蘭女足漂亮用兩個球擊潰了西德，

更是令人永難忘懷的一天，如今回憶那精彩

戰役，1212還真成了中華女足擊敗西德的   

「紀念日」！陳定雄老師憶起此戰役，也難

掩內心的欣慰。

圖14　陳定雄老師帶領女子足球隊相關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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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練中的大講師

在我國體育教育的學術領域裡，滿腹學

識的陳定雄老師，具有多樣豐富的體育學理

論基礎，而體育界理論派與實際派中，他又

比很多的教授強，強在他自己站出來實際參

與第一線的教練工作，精通日美德語又具有

個人演講的魅力，在他人生中主講無數場的

運動專業講習，他可說是個「教練中的大講

師」。

筆者印象最深的一次，1988年由FIFA

與可口可樂共同合作策劃，為致力第三世界

足球發展而全球巡迴舉辦的青訓講習會，請

來FIFA大師海德佳主持，他是發行全球FIFA   

「臨門一腳」訓練影片教材的策劃人，也是

幾十年來評價最高的一位外來大講師，而那

次在臺中舉辦的全國教練授課，也是歷年來

最成功的一次講習會，而陳定雄老師是那次

臺中講習的執行長，也是海德佳大師的最佳

搭檔。

海德佳的最大知識寶庫是豐富的實際參

與經驗，在他不斷教學相長中，領悟出自己

的足球哲理，而他來臺傳授其理論時，透過

最佳搭檔陳定雄老師的個人體會後，再用他

經典的翻譯解說，使內容反而更加有「畫龍

點睛」的效果。筆者舉幾個實例來說，在海

德佳的理念中，技術必須是連貫性且流暢有

作用的動作，而不是單純的一個控球或射門

動作，應是控、運、傳、射球等動作一氣呵

成的表現。

圖15　80年代陳定雄老師是臨門一腳講習的最佳助講。（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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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德佳講到這個理念時，陳定雄老

師另補充完整解釋而出，誠如他在其著作的   

「運動訓練處方」中寫出了關鍵點，正好補

充了海德佳的解釋，即強調了技術的根本在

準確，換言之，踢、傳球不準確，便談不上

什麼技術可言。

陳定雄老師用馬拉度納的技術好在那裡

作解釋，他射門準確，傳球準確，運球時機

使用準確，跑空位拉空檔的時機抓得準確等

等，這些準確都表現出來了，就是馬拉度納

過人之處的技術，而這些裡頭含蓋了時間、

空間及力量等的準確在內。

再舉另一個實例，海德佳說，在足球興

盛的國家如德國、巴西、阿根廷等等，隨時

隨處可見幼童在空地上玩耍足球，我們都知

道「萬丈高樓從地起」的道理，塑造一個良

好的足球金字塔，首要打穩底面積，一個重

要觀念是讓孩童喜歡足球，並踢得愉快，享

受「快樂足球」，別超負荷壓迫訓練。而陳

定雄老師接下海德佳這段理論後，再把其延

伸加註解為，到了長大進軍國際大賽階段的

國家隊組訓時，成績要突破就得超越體能極

限去「享受痛苦」，這樣才能出頭天。所以

海德佳與陳定雄老師的共同理念結合下，推

展足球運動務必懂得紮地基的重要性，因此

「再造紮根現在始」，我們得抓對不同學齡

圖16　陳定雄老師是FIFA大講師海德佳的最佳拍檔。（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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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足球開導理念，先享受「快樂足球」

，長大後為突破實力，更該有「享受痛苦」

的足球認知。

最後筆者再舉這個例子，一支球隊有再

好的技術、戰術及體能，但隊裡缺乏凝聚的

力量，也是難以成功的；因此，國際足總大

講師海德佳曾經說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話:「傳

球時，必須把您的感情傳過去。」足球不是

一個人的競賽運動，它是場上11人的團隊表

現，但場外的隊友也能影響場內隊友的最大

發揮，因此，海德佳又說過:「球隊的靈魂決

定於場外的球員。」 海德佳這段話又被陳定

雄老師加重語氣解釋為「場內重要，場外更

重要。」這裡點出了教練帶隊練兵與作戰，

必須注意整個球隊的心理與情緒，這股看不

到卻又很有影響作用的力量，將會影響團隊

的訓練與表現。所以足球成功需要凝聚全隊

的力量，就必須把您的感情傳過去。

在陳定雄老師一生中主持的無數次運動

演講，足球還有臨門一腳講習擔任大師賈拉

漢的最佳助講，另有大洋洲國際足球行政教

練裁判醫學講習會等等，也為跆拳道主講，

更數次受紀政邀請為田徑界的教練與選手專

題演講，而在場聆聽者皆是田徑大咖的教練

群。

肆、結語	

一、體育教育是百年大計

上過陳定雄老師課的學生都該聽過陳氏

解說Sport之意，在他的邏輯裡，運動就是體

育，體育等於教育，而他一直把體育教育視

為百年大計，並更加推崇現代奧運創始人古

伯坦說的：「人生的真諦在於奮鬥有方，不

在於征服別人。願歡樂與友誼永遠存在，願

奧運的火炬永遠不熄，為了人類的利益，促

進國際間的瞭解。」

陳定雄老師常以教育的立場看待運動，

他說「我寧願相信，美比贏更重要。」又一

再跟上他的課之學生解釋：「英文Sport這

個字源於Disport，意思是船靠港後，水手上

岸歡欣快樂的日子；參與運動本該是一件美

事，爭取錦標當然是競技的目的之一，但只

要過程盡力，無論得到怎樣的結果都心安，

也就夠了，若為了要贏，而弄得身心俱疲，

怨懟終生，那就不是運動的本意了。」不過

陳定雄老師認為，從古至今人們總以「成敗

論英雄」，但人們就是太在意輸贏，害了眾

人都在你爭我鬥。所以他一直抱持著一個理

念，那就是認同古伯丁爵士的奧運之理念，

即為騎士道之精神，亦即以光明正大的態

度，以美的理想為基礎，從事於有系統的鍛

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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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運動競賽，甚至奧運之危機，在於

賭博，更甚者為贏而冒險服禁藥，因此，陳

定雄老師始終支持古伯丁爵士創辦奧運會的

論點「奧運之所重，在於參加，不在獲勝；

人生的真諦在於奮鬥有方，不在於征服別

人。」（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to win but to take 

part；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is not the triumph but the struggle. 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have conquered 

but to have fought well.）陳定雄老師更

認同「苦戰而敗，遠勝輕易的成功之理。」

他也認同，「無數的勝利之中，戰勝自我乃

為最佳的勝利。」又如他口中常灌輸學生的

「悲壯美」，就像當年帶中華木蘭隊雖未奪

冠，但只要過程精彩，盡心盡力，無論得到

怎樣的結果都欣然接受。

所以在陳定雄老師的體育教育百年大計

思維裡，他認為體育應讓它回到其本質，就

是愉快的競賽，而不再是一味地追求輸贏。

這樣的你爭我奪的後果，導致運動競賽充滿

黑暗面，伴隨著切割不了的違禁藥物、賭搏

等黑洞。誰能找到一種可以讓體育變得真愉

快的競賽，將是對人類社會的最大貢獻。

二、陳定雄式教練理論

陳定雄老師帶兵自有一套，雖然他曾

笑言帶國家隊沒有戰術沒有隊形，強調基本

動作的訓練模式，其實，仍有陳定雄式的教

練理論在，帶足球隊他強調「以觀念帶動默

契」，拿1984年他統籌中華女足集訓大隊的

模式，他首階段著重觀念、精神以及肌力的

訓練，後階段則加強速度、耐力、準確以及

團隊戰術的訓練，更以精神力「身先士卒」

站在最前面帶頭教授學生出名。陳定雄老師

當年帶國家隊的精神力，曾經感召了國訓中

心上上下下的人。有一回颱風正要來襲，國

訓中心開始起了大風大雨，午後準備迎接例

行的下午訓練，女足全隊都在觀望陳定雄老

師是否會取消那場下午的操課，木蘭女將都

在宿舍窗口看見他冒著風雨第一個站上球

場，她們只好一個個也尾隨陳定雄老師上球

場訓練了。這一幕被當時國訓中心的米主任

看在眼裡，打從心底佩服了陳定雄老師的帶

兵態度。

在陳老師帶兵訓練的思維裡，他絕對強

調觀念的教導第一，心理訓練第二，技術練

習第三，體能訓練殿後，循序漸進。在執行

技術與體能的訓練上，他認為應注意「先求

準確，再求力量」的原則，而在他理念下，

他教導選手要認知準確的因素，包括了時間

感、空間感、力量感、速度感、重量感、韻

律感、速度感以及球感等等。在這樣的教導

下，1984年中華女足集訓大隊在陳定雄老師

「共同觀念」的強化灌輸下，所有受訓的女

球員，把她們放在任何攻守位置，都知道該

怎麼打，即使未經特別培養默契，仍能踢出

流暢的攻守，只是球員能力勝任與否而已。

陳定雄老師提出了很重要的帶隊觀念問

題，很多教練以為球員之間的配合默契，就

是靠長時間一起練習，久而久之自然了解隊

友的行進路線與習慣。默契的養成當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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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過，能先建立全隊的踢球觀念，陳

定雄老師更堅信「以觀念來帶動默契」，更

可以在培養球隊默契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當今世界一流的足球強國，他們備戰像

世界杯這樣重要的比賽，從來沒有經過長期

的集訓，頂多是半個月甚至更短時間內的配

合便殺上戰場，他們卻很少擔心球隊默契會

有問題，原因可以說是他們的球員普遍都具

有共同的踢球觀念，所以只需要短時間的合

作配合練習，「默契」就可以打出來。

陳定雄老師覺得國內的足球教練素質

不一，訓練及指導觀點不同，嚴重缺乏大家

共識的踢球觀念，因此來自不同球隊選手組

成國家代表隊時，成員由於踢球觀念的不

同，所以一時難以組合作戰踢出很好的團體

隊形。1984年陳定雄老師帶領中華女足集訓

大隊時，首階段便每天灌輸全體球員的踢球

觀念，不只內堂課傳授，在場上訓練比賽時

球員跑錯位置，或當場狀況的選擇或判斷不

對，教練立即喊停，不斷地告訴球員什麼才

是正確的觀念。陳定雄老師指導球隊一再灌

輸共同的觀念之後，讓球員普遍知道，攻擊

時或防禦時全體如何結合應對狀況，如此雖

未經特別的默契培養，仍能光靠已建立的共

同觀念踢出流暢的攻守。陳定雄老師語重心

長說，任何一支足球隊的組訓，不能忽視「

觀念帶動默契」的重要性，所以一直認為國

內足球運動要進展，要先統一國內基層足球

教練的觀念，教出來的球員才能有共同的踢

球基本觀念，如此，組合國家代表隊的集訓

才能更見效果。

圖17　1984年陳定雄老師帶木蘭隊親自示範動作。（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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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足球專長出身，進而走上學術

研究之路，他為了讓選手了解足球不光是踢

而已，其中還含有許多的理論，所以他帶領

國家培訓隊時，每天總會安排半小時以上的

內堂課，用心灌輸選手足球科學知識，還有

人生哲學與生活藝術的理念。再藉紀政當年

請出陳定雄老師去掌田徑隊的理由「技術好

教，精神、紀律難教，國內能教好這兩樣的

教練並不多。陳老師是紀政口中這方面的將

才。」 像女足國家隊成員來自不同的學校，

難免有一些球員過去有芥蒂，他帶兵一開始

便灌輸球員建立「足球的最佳戰術是友情」

的觀念，希望融和四十名女球員建立親如姊

妹般的情誼。

陳定雄老師廣為吸收運動科學、力學、

哲學，成為博學的足球人，他第一個把運動

科學帶入足球隊，並著作了「足球運動訓練

處方」等研究書，他一再強調過，足球不是

光靠花拳繡腿，而帶隊練兵一定要懂得技術

訓練之外，絕對不能不在意體力訓練、精神

訓練以及環境適應能力的訓練。在陳定雄老

師的足球理論裡，技術有三大要素，除準確

外，還有速度和耐力，因此在技術訓練中，

必須要懂得去改善球員的快速準確能力和持

久準確能力。因為，缺乏速度，球員就練不

成快速準確的能力，而耐力不足，則球員缺

乏持久的準確能力。在足球場上，常需要有

快速和持久的準確能力，慢半拍會失掉控球

權及進球良機，而持久耐力不夠，往往在最

後關頭會失去準頭，最後導致輸了球。

三、陳老師名言學生都能背上好幾句

陳定雄老師當年發奮圖強出國苦學，更

好學廣為吸收運動科學、力學、哲學，成為

體育教育界博學的臺體教授。從他返回母校

一生只效忠省體（臺灣體大）執教三十六年

榮退後，如今陳定雄老師留傳在臺體的名言

語錄，歷經近半世紀了，依然能讓認識他的

師生都會背上好幾句。

現任臺灣體大運動教育學院院長許光麃

說：「陳定雄教授開擴我們學生的視野，激

發我們學生的雄心壯志，讓我們學生充實而

謙虛的離開臺灣體大校園。感謝老師。」許

光麃回憶說，以前上到陳定雄老師的課程，

保持戰戰兢兢的態度，怕陳老師隨時出題考

我們，被點到的學生，通常傻愣在那邊，因

為陳老師的題目異於一般的老師，很難回

答，佩服陳老師的智慧與機智！

早期省體校友田楊橋說：「陳老師的人

生哲學和教學方法確實與眾不同，我是民國

60年代的學生，那個時候老師經常引用優美

的詞句和名言，來激發學生學習的潛能，如

今我還念念不忘，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老師。

」比陳定雄老師慢幾屆從省體畢業的陳茂

全，曾經在1983年跟隨陳老師率團赴英國參

加FIFA國際足球教練講習班受訓，他說：「

三十七年了！到現在還是記著陳定雄老師所

給予我們的，衷心的感謝他。」

臺體田徑出身的林士元說：「陳老師的

銘言佳句陪我渡過無數的艱辛歲月，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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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訓練、受傷後的復健，他的字字句句

給了我奮鬥的力量，陪我度過人生的低潮。

謝謝陳教授，我會拿出跑400公尺的精神繼續

奮鬥。」林士元留言說自己：「因爲很喜歡

定雄老師的課，可惜在體專五年無緣上到陳

主任的課，只有在學校週會陳主任上臺演講

時以及畢業前寒假集訓時，才有機會聽到陳

主任的課，所以把握任何有能聽陳教授演講

或講習，將這些砥礪人心的名言佳句記下，

鼓勵自己向上。雖然短短的一熄，卻在士元

生命裡出現了無數的火花。」

舉重國手出身的臺灣體大教練屠國華對

陳老師悲壯美一生下結論：「悲情的歷史，

壯麗的過程，美好的回憶。」

四、陳教授最後一堂課

陳定雄老師在2009年屆齡65歲時，正式

從臺灣體大任教榮退後，他還是被母校聘請

回去兼課持續到2014年，依規定退休教授兼

課只能到70歲，不過，隨後陳定雄老師依然

被聘為「榮譽教授」，依個人身體狀況又教

到75歲才完全退休。

而在2014年陳老師屆齡70歲時，當時臺

體大進修教育中心主任楊峰州，還有臺灣體

大教務組長鐘瓊珠老師，特別為老師安排了

一場「陳定雄教授的最後一堂課」。他們曾

聽陳定雄老師以通論來談日本的教授在退休

之前，都會來場最後一堂講堂，作為教學生

圖18　陳定雄老師退休後難得再回母校的體育場與老友和學生輩合影。（圖片來源：何長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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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的句點，於是臺灣體大師生合力也要為陳

定雄老師的授課來場完美的Ending。陳定雄

老師的愛徒之一，現任臺灣體大運動教育學

院院長許光麃說，陳定雄老師退休前幾年，

常以日本教授的最後一堂課為題，針對人類

生存發展的危機，教育常令人詬病的問題，

大學校務發展的困境，大學教授研究議題過

於細緻、缺乏跨領域統整的問題，培養出來

的大學生缺乏國際觀與前瞻視野等內容，在

其授課的最後階段常有感而發。

陳定雄老師退休了，他那句流傳臺灣

體大的「壯志豪語」，就算他已退休逾十年

了，依然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記憶裡：「以

到日本求學深造視為參加世界杯足球賽的預

賽，到美國深造當作複賽，再把赴德國研究

看成決賽。然後，博士學位在向我微笑，臺

灣體大校長職位也在跟我招手。」陳定雄老

師的人生路中，日本預賽再轉戰美國複賽，

他說過，事實上他在日本完成碩士學位後，

日本筑波大學體育學群長岸野雄三，特別告

訴他說，要為他特別保留一個博士班的名

額，繼續留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但陳定雄

老師並未考慮留下來，理由是，他年輕時的

夢想就是「把到日本留學當世界杯預賽，接

著要赴美國留學視為世界杯複賽。」所以他

自己把可望在日本就實現博士夢想，當年就

阻絕於門外了。

圖19　張昭雄（右）於1990年和中廣主播李雅媛共同轉播球賽。（圖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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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他人生的終極美夢「赴德國研究

之決賽」呢？年輕時曾經為衝著去實現德國

決賽之路，事實上，他早在日本攻讀碩士期

間，便在東京教育大學刻意向一位留德的德

文系老師討教，特別選修了三年的德文課，

成績相當優異，可惜的是，當時他沒有去德

國留學的推薦老師。如今回想當初，陳定雄

老師有些遺憾，直說他當年應先考慮去德國

才對，因為留德的學費可申請全免的。雖然

在他退休之前，博士或校長都與他「擦身而

過」，不過，在他領導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博

士和校長高徒心目中，陳定雄老師才是真正

的博士中的博士，校長群中的校長。

誠如他在臺灣體大師生為其安排的那

場「陳教授的最後一堂課」裡，又留下了這

段陳氏哲言：「生命像一枝蠟燭，長短粗細

不一，有的燃起熊熊大火，燭照四方；有的

一股小火，一足以照亮數尺之地；有的長久

不熄，有如長燈當空；有的瞬息一逝，有如

慧星一閃。當然有一種人，如為他人照明之

志，令以燃燒自己；不過另外有一種人，雖

然只有短短一息，卻出現了無數火花。」

陳定雄老師人生中，事實上博士與校長

都近在眼前了，他卻喊NO！臺北世界女子足

球賽冠軍近在咫尺，他也以不敗之師急流勇

退，他反而卻會說「不完美才是完美人生」

！「對於結論中所下的結論，到底是什麼？

請自下結論，這就是陳老師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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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定雄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4 33 2月22日出生於彰化。

1950 39 6 就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

1956 45 12 就讀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初中部。

1959 48 15 就讀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962 51 18 就讀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

1967 56 23 留學日本東京教育大學。

1971 60 27 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1973 62 29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任教。

1973 62 29 臺灣省足球協會總幹事。

1973 62 29 美國奧勒岡大學體育研究所。

1977 66 33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體育組長。

1983 72 39 FIFA英國足球教練班受訓中華團長。

1984 73 40 臺北世界女子足球邀請賽中華木蘭隊總教練獲亞軍。

1985 74 41 1988漢城奧運跆拳道培訓隊教練。

1985 74 41 FIFA可口可樂「臨門一腳」教練講習會講師。

1986 75 42 1988奧運田徑培訓隊總教練。

1986 75 42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訓練組組長。

1986 75 42 大洋洲國際足球行政教練裁判醫學講習會講師。

1987 76 43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教務主任。

1988 77 44 FIFA可口可樂國際教練講習會講師。

1989 78 45 澳洲大洋洲女足賽中華木蘭領隊。

1990 79 46 北京亞運會中華女足隊經理。

1996 85 52 國立臺體育學院體育學系暨體育研究所系主任。

2002 91 58 國立臺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系系主任暨休閒管理研究所所長。

2008 97 64 國立臺體育學院圖書館館長。

2009 98 65 國立臺體育學院教授榮退。

2014 103 7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兼課榮退。

2019 108 7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榮譽教授兼課榮退。

2019 108 75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頒授終身貢獻獎。

2020 109 76 臺體傳奇教授陳定雄悲壯美人生新書發表。

274



橫跨田足跆三棲運動國家教練 臺體留學深造先鋒 --- 陳定雄

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