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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民國67）年胡忠民到陽明醫學

院（今陽明大學）任職，同時期也擔任剛成

立的國賓女排教練。除帶領國賓女排獲多項

佳績外，也於韓國排球國際教練講習以第一

名成績取得國際排球教練資格，後更取得國

際排球教練講師資格，並以講師身分兩次赴

國外主持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指導各國教練

考取國際排球教練資格；胡忠民在球員水平

並非最高的狀況下，帶領中華女排取得1983

（民國72）年第三屆亞洲排球賽殿軍，獲得

參加1986（民國75）年世界錦標賽資格；後

又於1984（民國73）年擔任中華女排隊教

練，帶隊參加洛杉磯奧運資格賽，獲殿軍成

績；1987（民國76）年也帶領中華世大運女

排隊首度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Universi-

ade，簡稱世大運）。

除了擔任國際排球教練講習的講師以

外，胡忠民也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後簡稱

為中華排協）擔任過訓練組長、副總幹事等

職，並擔任中華排球雜誌總編輯及編輯委員

（召集人）多年；且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體

育運動總會（Chinese Taipei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後簡稱為大專體總）理

事及常務理事，對於國內排球事務推動不遺

餘力。之後，更在2004（民國93）年不畏艱

辛，開始大力推動我國企業排球聯賽（Top 

Volleyball League，簡稱企排），並擔任企

壹、前言

我國的排球運動曾經歷經十六人制、十

二人制、九人制的演變，臺灣省女子排球隊

也曾在1948（民國37）年於上海舉辦的第七

屆「全國運動會」中獲得九人制冠軍。（註

1）在1961（民國50）年左右，六人制排球

開始引進國內，（註2）1965（民國54）年

之後，臺灣省運動會開始正式採用六人制排

球。（註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

師大或臺師大）的「三劍客」—胡忠民（阿

民）、謝淑明（排骨）、洪盛朗（洪仔）就

是在這個臺灣排球運動轉型的關鍵時期進入

師大，開始展開他們為排球運動奉獻一生的

開端。（註4）

胡忠民大三、大四時，以舉球員身份擔

任師大男排隊長，帶領師大在擊敗來臺交流

的日本八幡隊，並到日本參加兩年的排球都

市對抗賽，且於1970年獲選為第六屆曼谷亞

運中華排球代表隊國手，並擔任掌旗官，帶

回銅牌佳績。胡忠民可說是1970年代我國當

家舉球員，不但冷靜聰敏，更具優秀的判斷

能力，才能夠合宜地配置合適的戰術，也有

當代排球界舉球「胡、王時代」之說。

1973（民國62）年第八屆世界排球錦標

賽亞洲區預賽胡忠民擔任隊長，我國男子排

球代表隊取得亞洲區代表權，得到首次參加

世界錦標賽的機會。（註5）但是1974（民國

63）年在墨西哥舉行的世界錦標賽，我國的

參賽權被「中共」取代而無法出賽，在國際

排總的會籍亦同時被排除。自此，造成我國

排球長期無法在國際排壇活動。

臺灣排壇豪俠

註1	 蘇嘉祥，〈撼動國際排壇　走出去就是面對世界

頂尖的亞洲超強	 他們從不放棄〉，《民生報》，

（臺北：2006.11.04）：B2版。

註2	 蘇嘉祥，〈排球界的左手怪傑　蘇水生初掌兵

符〉，《民生報》，1978.09.30，3版。

註3	 〈排球老國手今戰日茨城隊　當年叱吒風雲　且

看今日丰采〉，《民生報》，1979.08.23，2版。

註4	 許瑞瑜，〈排球三劍客友情相繫　謝淑明、洪盛

朗、胡忠民相知32年	 堅守崗位	 互為扶持	 蔚為佳

話〉，《民生報》，1997.10.29，2版。

註5	 〈參加世界排球預賽	 我男女排隊今赴菲〉，《聯

合報》，1973.10.29），8版。

277



業排球聯賽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任委員，從無

到有的推動國內企排的成立及延續，每一方

面都有著不可小覷的功勞；在社會體育方面

胡忠民付出的廣度及深度，一言難盡，就如

俠客一般，只因這是該做的事就去做，從不

計較個人得失。因此，本研究將以個案研究

方式進行，使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

行研究；自報紙、期刊、書籍進行資料和文

獻蒐集分析後，擬定訪談題目，和受訪者本

人及其親友實施訪談，以求詳實呈現胡忠民

對排球運動的各項卓越貢獻。

貳、生平事績

一、求學之路

胡忠民是1947（民國36）年2月1日（註

6）出生於臺南縣善化鎮（今臺南市善化區）

，家中共有五兄弟姐妹－－大姊、哥哥、胡

忠民跟兩個妹妹，胡忠民會走上運動之路受

祖父胡橫、父親胡茂全影響深遠。胡忠民的

祖父胡橫出身農家，身體非常結實硬朗，每

周都從居住的村子騎腳踏車載著胡忠民到四

公里外的善化教會作禮拜；（註7）因為父親

自己也喜歡運動，也遺傳給胡忠民178公分的

好身材，以及一身優秀的運動神經。（註8）

從小喜愛運動係起緣自國小時期，胡忠

民就讀的善化鎮茄拔國民學校（今臺南市善

化區茄拔國民小學），是當時臺南縣善化鎮

第二所小學。當時老師們的休閒活動以排球

及軟式網球為主；而胡忠民的父親也常在下

班後參與老師們的體育活動，因此造就胡忠

民自小接觸體育的機緣。（註9）且在高中時

期，胡忠民也多次代表善化鎮及善化教會，

參加臺南運動會及三一杯教會排球賽，胡忠

民的父親胡茂全擔任教練兼球員（舉球員）

，胡忠民日後能夠成為我國1970年代當家舉

球員，實可謂是家學淵源。國小畢業後胡忠

民考上臺灣省立善化中學（今國立善化高級

中學）初中部，是善化的第一志願，胡忠民

一家五兄弟姊妹成績都十分優良，皆就讀臺

灣省立善化中學。（註10）

圖1　民國55年五兄弟姐妹與父母於善化老家合照，後

排中間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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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排壇豪俠 --- 胡忠民

在胡忠民初二時，父親胡茂全獲選善化

基督教會長老並同時擔任青年團契會長，便

帶領一批青年在教會中闢建排球場，也因此

將教會內種植數十年的柚子、龍眼等樹砍掉

不少，雖然引起資深長老的指責與不滿，但

也因而完成這個影響胡忠民深遠的第一個排

球場。自球場建完後教會也經常舉辦排球比

賽，像是排球國手胡文雄、杜志雄、胡忠憲

等多位前輩，都是在這個球場讓胡忠民展開

排球運動的啟蒙、指導，也讓胡忠民的球技

一點一滴逐漸成長熟練。（註11）

註6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訪問人為江欣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體育室助理教授。

註7	 胡忠民〈懷念與追思	 憶先祖父、善化教會胡橫長

老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善化教會100週年紀念

特刊》，（臺南：1996）：55-59。

註8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9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10	 中學設立初期是臺南一中、二中、女中善化分

部，1956年8月就改為臺灣省立善化中學（今國立

善化高級中學），胡忠民的大姊胡美津就是考上

臺南女中就讀一年後，被分發回臺灣省立善化中

學就讀。胡忠民，電訪，訪問人為江欣惇，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2020年7月4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

註11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圖2　民國59年胡忠民參加第六屆亞運，家人及董惠美

來台北送機，右四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

民提供）

圖3　胡忠民的祖父胡橫來台北送機，右一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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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民第一次見到董惠美就是在臺南，

當時教會舉辦排球賽，因而認識，後來倆人

都考進了臺師大並加入排球校隊，排球隊

教練林竹茂老師就像媒人一樣把他們倆搭在

一起；後於1971（民國60）年11月11日在臺

南縣的善化教會結婚。臺師大畢業後董惠美

先回臺南後甲國中實習，接著北上在臺北市

立西松國中任教，一年後受聘於臺灣大學，   

（註12）倆人育有兩個兒子；婚後胡忠民仍

持續為排球運動奉獻，1973（民國62）年8月

還因胡忠民在左營參加排球代表隊集訓，當

時太太便在高雄待產，後大兒子立智在高雄

醫學院出生，一週後胡忠民就趕赴參加中、

南美洲訪問比賽。（註13）現在大兒子在廣

達電腦工作，小兒子在富士通公司；如今國

小四年級的孫子也喜歡打籃球，一家人都承

續了優良的運動基因。（註14） 

高中時期胡忠民同時也參加籃球、排

球兩項校隊。當時的體育組長康鍾藩老師擔

任籃球教練，籃球校隊隊員每天下午放學就

把書包放在器材室練到天色昏暗才返家；排

球隊多是在比賽前由教練陳長鴻老師集合大

家稍作練習。因為很多選手都是身兼二項運

動，所以平時體能訓練也維持的很好，胡忠

民在校高二、高三時期籃球隊成績較優，更

曾多次代表臺南縣參加南部七縣市的「自強

盃」等盃賽。（註15） 

註12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10月02

日。訪問人為江欣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

助理教授。

註13	 胡忠民〈懷念與追思	 憶先祖父、善化教會胡橫長

老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善化教會100週年紀念

特刊》，（臺南：1996）：55-59。

註14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15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訪問人為江欣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

助理教授。

圖5　師大畢業典禮，左為董惠美，右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圖4　1969年師大畢業旅行之合影。左起為楊政世、謝淑

明、洪盛朗、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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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排壇豪俠 --- 胡忠民

圖6　60.11.11與董惠美結婚照。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7　家庭結婚十周年紀念70.11.11，左起為長子胡立智、

董惠美、胡忠民、次子胡哲彰。（圖片來源：胡忠民

提供）

圖8　民國53-54年省善中排球代表隊（九人制）團體

合照，教練為陳長鴻老師，後排左二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9　胡忠民高中時期籃球賽照片。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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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胡忠民高中時期參加第二屆自強盃籃球賽，南部七縣市男、女各取第一名參加。台南縣代表出賽隊伍男

子為善化中學，女子為南光中學，後排左三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11　籃光籃球隊於新營中學比賽後合照，後排左二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12　善化鎮青年盃冠軍，左起為胡文雄、胡忠

民父親、胡忠民、卓榮祥牧師。（圖片來

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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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排壇豪俠 --- 胡忠民

二、師大排球王國之路

在胡忠民高中畢業考結束後，適逢慶祝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運動大會。善

化教會代表臺南中會參加排球比賽，也榮獲

季軍佳績，這個成績應歸功於教會闢建球場

之後，經常練習所獲致的成果。參加完大專

聯考之後，還有體育術科考試，當時胡文雄

就經常以學長身份鼓勵胡忠民說：「加油，

你一定可以考上師大體育系！」也因為胡文

雄的鼓勵，讓胡忠民開始真正走向了這條排

球運動的路途。（註16） 

1965（民國54）年夏天大專聯考筆試之

後，胡忠民由祖父母陪同赴臺北參加術科考

試；聯考之後胡忠民順利考上師大，最疼愛

胡忠民的祖父胡橫也非常高興，祖父在胡忠

民小時候就擔任教會長老，每周騎腳踏車載

胡忠民參加各種聚會、探訪會友，祖父生前

更努力奔走完成善化教會公墓建置；胡橫對

人和藹仁慈、對事公正、重視子孫教育、勤

勞節儉，也對胡忠民造成深刻的影響。（註

17） 

1965（民國54）年9月胡忠民他們是首梯

次大專生上成功嶺接受八週軍訓的大專生，

在師大完成新生訓練後，到臺北火車站搭專

車前往成功嶺。第一週選出籃球隊，之後從

連對抗後選上營代表，營對抗後又選上團代

表，團對抗結束已是第七週，同儕好友無不

羨慕。返校後經過排球校隊選拔：謝淑明、

洪盛朗、胡忠民三人獲選為排球代表隊，這

是三人踏上「排球人生」的第一步，因為胡

忠民個子高，林竹茂老師便讓他先練攻擊

手，（註18）三人住同寢室，上課、活動、

練球 可說是形影不離，三人也同一心志要把

排球練好。（註19） 

1965（民國54）年12月全國文武大

專院校排球錦標賽師大屈居亞軍；1966     

（民國55）年第二屆全國莒光盃榮獲冠軍，

此後，冠軍幾乎都是師大囊中之物。在升上

大二前，林竹茂老師返回師大任教，很嚴肅

地提醒道：「國手一批一批進師大，你們要

深切體認，這個暑假是關鍵時刻，沒有奮發

圖強往後就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因此林竹

茂老師在評估胡忠民個性及特質後讓他改練

專職舉球員，（註20）當時林竹茂老師全程

陪他們練習，細心指導，也為胡忠民的排球

路奠下良好的基礎。大二時，謝淑明（臺北

市立大學退休教師）列先發舉球，可惜在班

際足球賽擔任守門員，導致手腕嚴重受傷，

只能暫停練習；此期間由胡忠民上場舉球，

因此得到更多的實戰經驗，（註21）舉球員

的技術跟戰術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因為這

個機會，也進一步讓胡忠民在之後的國際賽

註16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17	 胡忠民〈懷念與追思	 憶先祖父、善化教會胡橫長

老〉，《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善化教會100週年紀念

特刊》，（臺南：1996）：55-59。

註18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19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20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21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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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鳳等人當家時，也能維持霸業，師大成為

排球國手的養成所，排球隊員也成為師大師

生引以為榮的寵兒。（註25） 

選拔能夠選上國手，更讓胡忠民自此一直待

在排球領域。這個暑假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

轉捩點，林竹茂老師不斷灌輸三人的技術、

觀念及要領，特別是對胡忠民舉球技術及戰

術運用產生更深一層的影響。

胡忠民大一進入師大，1964（民國53）

年到1965（民國54）年之間，是排球九人制

改成六人制的更換期。有著「師大三劍客」

之稱的胡忠民、洪盛朗、謝淑明，一起參加 

1967（民國56）年2月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

錦標賽，由師大男女排球隊封王封后，（註

22）而同年4月第三屆莒光盃排球賽，師大因

領公費未帶學生證出場被判棄權獲亞軍，卻

由淡江不戰而勝獲得冠軍，（註23）此次的

事件也值得讓每位擔任教練者警惕，必須細

讀大會的競賽規程。

籃球、排球、標槍三棲的名將謝天性老

師於1967年6月應聘至馬來西亞擔任教練，不

過球隊的訓練並沒有停止，改由林竹茂老師

訓練。「師大三劍客」的胡忠民、洪盛朗、

謝淑明就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1967（民國

56）年12月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賽，師大

隊登上冠軍寶座，1968（民國57）年3月謝

老師由馬來西亞載譽歸國，重掌師大隊的兵

符，這時的師大男排在國內幾乎囊括社會

組、大專組冠軍，包括臺灣省錦標賽、大專

排球錦標賽、莒光盃排球賽大專組等比賽。

（註24）1968（民國57）年胡忠民任師大隊

長時，師大傲視大學排壇，同時幾乎也是國

家代表隊的化身，之後陳銘鐘、張榮祥、朱

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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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74。

註23	 胡文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排球隊四年〉，《球

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46-1976》，

（臺北：2018.8）：27-34。

註24	 胡忠民〈從「三劍客」到「三仙老公標」的排球

人生　（師大58級謝淑明、洪盛朗、胡忠民排球

之路三人行）〉，《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

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8）：35-39

。

註25	 蘇嘉祥，〈大專排運˙每下愈況　去年甲組

冠軍˙今年就不成軍〉，《民生報》，（臺

北：1980.05.17）：03版。

圖13　1966.5胡忠民大一任攻擊手的扣球

攻擊照（師大對文化），於華岡。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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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1966.5胡忠民網前攔網照（師

大對文化），於華岡。（圖片

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15　1966年杜元載校長與榮獲55年第二届莒光盃及臺北市市長盃冠軍

的排球隊員合影。前排左起陳文平、陳克宗、吳鍚宏老師、曹清

鵬老師、杜元載校長、吳文忠主任、洪盛朗、謝淑明、張清龍；

後排左起廖政訓、胡文雄、邱乾泰、林金田、周龍雄、胡忠民、

鍾考次。（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圖16　1966年獲得第二屆莒光盃排球賽冠軍的臺灣師大教練與選手。前排左起洪盛朗、謝淑

明、張清龍、陳克宗、陳文平、周龍雄；後排左起胡忠民、鍾考次、黃復原、廖政訓、

林金田、謝天性老師（戴帽子者）、邱乾泰、胡文雄。（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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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1967年2月的55年度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於中央警官學校舉行，臺灣師大男、

女排球隊雙獲冠軍，合影留念。（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圖18　1967年男子排球隊參加第二屆彰化記者

盃排球賽時之合影，胡忠民為左三。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19　1967年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家第二屆彰

化記者盃排球賽，榮獲冠軍，由胡忠民

領獎。（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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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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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球隊雙獲冠軍時，返回師大體育館的紀

念合影照。第一排右四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22　1968年5月第九屆全國大專排球錦標賽，臺灣師大排球隊榮獲冠軍。前排左起胡

文雄、蘇水生、胡忠民、王儀祥、張迺吉、曾浩祥；後排左一至三孫嘉雄、洪盛

朗、楊高平；右一至二羅良助、黃復源。（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圖21　1968年第九屆全國大專排球錦

標賽比賽圖，舉球員為臺灣師

大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

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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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球國手旅程

師大男排因1966（民國55）年第五屆

亞運及亞青代表隊連續兩年多位好手保送進

師大，如：蘇水生、楊高平、羅良助、張迺

吉、王儀祥、曾浩祥、孫嘉雄等，（註26）

而國內的排球技術也更上層樓，開始導入變

化的B式快攻球，從1966（民國55）年起一直

是師大領袖群雄，師大隊的胡忠民、王儀祥

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國家代表隊的舉球員，

「胡、王時代」一直持續活躍在國內排壇達

十年之久。從1964（民國53）年東京奧運會

出現了「A式快攻法」後，1968年胡忠民大三

的時候開始出現「B式快攻」，（註27）中華

隊、光華隊也是在1968、1969連續兩年去日

本比賽後，開始向日本學習B式平行快攻，

（註28）接著慢慢練出其他戰術；舉球員開

始慢慢發展出利用「距離差」、「時間差攻

擊」等戰術去避開對手的攔網。（註29） 

擁有三位1964（民國53）年東京奥運

國手（池田尚弘、中村祐造、德富斌）的日

本男排甲組冠軍「八幡製鐵」男排隊，在

1967（民國56）年10月來臺訪問比賽，最後

一場由師大隊把關，當時師大隊的教練林竹

茂老師和六位選手詹清泉、胡文雄、洪盛

朗、謝淑明、胡忠民、蘇水生展現高水準演

出，（註30）謝淑明、胡忠民的舉球戰術配

置非常精彩、頭腦清晰，不單掌握我方攻擊

手特性，使其發揮個人優勢，更對對手的攔

圖23　1968年第四屆莒光盃排球賽，臺灣師大排球隊合影，前排左起楊政世、羅良助、陳松恩、黃富

源、胡忠民、張迺吉、廖政訓；後排左起楊高平、陳瑞耀、詹清泉、謝淑明、謝天性老師、蘇

水生、洪盛朗、胡文雄、周龍雄、林竹茂。（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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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分析獨到，才讓師大隊最終在第三局六度

平手後，最終以16：14，以二比一戰勝日本

八幡製鐵隊，獲得公賣局體育館滿座觀眾的

掌聲與歡呼聲，比賽結束十分鐘都沒有觀眾

離場，不斷歡呼、喝采。（註31）中華全國

排球委員會劉闊才主任委員，特別利用12月

「56年度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於

臺北商專開幕典禮的時候，頒給每一位球員

一枚「為國戰功」的獎牌，以資鼓勵。（註

32） 

1968（民國57）年及1969年（民國58）

年中華男排代表隊因為謝天性老師擔任全國

排球委員會總幹事，以及日本排壇好友松平

康隆先生的安排協助，兩度赴日參加「全日

本排球都市對抗賽」。（註33）1969年（民

國58）年中華排協再度派出光華隊赴日本參

加第十八屆都市對抗賽，連續兩年訪日，也

著實看到選手的成長，以及中華男排整體實

力的提升。由於這兩次到日本取經，讓中華

隊學習到日本球隊的訓練方法、戰術運用，

也增加了實戰經驗。（註34）

圖24　1967年台師大隊戰勝八幡製鐵隊，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劉闊才主任委員特別選在56年度全國文武大專院

校排球錦標賽開幕典禮的時候，頒給每位球員一枚「為國戰功」的獎牌。左為臺灣師大胡忠民，右為劉

闊才主任委員。（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註26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27	 蘇嘉祥，〈從許峰和、周文慶的崛起　看排球戰

術的新趨勢〉，《民生報》，（臺北：1978.09.			

16）：02版。

註28	 日本當時排球風氣及水平十分卓越，日本隊於

1964年東京奧運取得銅牌、1968年墨西哥奧運取得

銀牌、慕尼黑奧運取得金牌佳績。

註29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30	 〈日高校排球隊	 今離華返國　昨晚一役再挫主

隊〉，《聯合報》，1968.01.06，6版。〈師大排

隊演出不惡	 昨力克八幡隊　雅攝佳二比零輕取北

聯〉，《聯合報》，1967.10.29，6版。

註31	 歐陽惠麟〈中日排賽側記〉，《排球》，（臺

北：1976.12）：10-15。

註32	 胡忠民，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日。

註33	 〈北市排球代表隊員	 昨日順利選出　計正選十一

名後補六名	 菲邀我參加排球賽〉，《聯合報》

，1968.03.07，6版。

註34	 胡忠民〈從「三劍客」到「三仙老公標」的排球

人生　（師大58級謝淑明、洪盛朗、胡忠民排球

之路三人行）〉：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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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1969.5光華隊赴日參加全日本都市對抗賽，賽後另安排與富士軟片公司友誼賽（於富士公司體育館）

足柄工廠，中間排左五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25　1968年中華隊首次參加「第十七屆都市排球對抗賽」。左起

為：詹清泉、孫嘉雄、王儀祥、胡忠民、胡文雄、蘇水生。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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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政戰學校中擔任教官期間的照片，

右起為洪盛朗、謝淑明、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29　1970年獲得第六屆曼谷亞運排球銅牌的中華男子排球隊

隊員９人，全部都是臺灣師大在學學生或校友。前排左

起為孫嘉雄、王儀祥、周龍雄、胡文雄；後排左起為湯

善本、楊高平、謝天性(教練，著白衣打領帶者)、蘇水

生、胡忠民、陳江水。（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30　1970年第六屆亞運與胡文雄合影，

右邊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

民提供）

圖27　1969年光華排球隊於4月26日-5月9日赴日本訪問比賽，全體隊

職員於體育館前合影。後排右三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

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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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在奧運會外賽—1970（民國59）年

的第六屆亞運會中，胡忠民獲選中華排球代

表隊國手，（註35）胡忠民並擔任第六屆亞

運會開幕典禮進場的掌旗官，（註36）排球

選手男子隊因故僅派九人出隊，但最終仍不

負使命以三比零（15:4、15:12、15:8）大敗

伊朗，在第六屆亞運為我國奪得銅牌佳績。

（註37）此屆曼谷亞運臺灣師大學生的競賽

表現極為卓越，被譽為「歷年來我國各級排

球隊中，素質最高的一支代表隊」，返國

後，還因優異的成績，至陽明山中山樓接受

蔣中正總統伉儷的召見。（註38） 

1970（民國59）年6月胡忠民實習期滿

揮別雙園國中，服兵役期間胡忠民在復興崗

政戰學校擔任少尉體育教官，也擔任政戰學

校男排教練；因為當年政戰學校的體育主任

鄭煥韜先生安排，才能讓胡忠民等三劍客都

能在政戰學校擔任體育教官，當年主要教學

項目有排球、刺槍術、超越障礙、爬竿、跆

拳等。（註39）謝淑明、洪盛朗、胡忠民這   

「師大三劍客」也一同代表陸光排球隊參加

國內各項比賽。當時的「陸光隊」一度還分

成藍、白兩隊，就等於國家隊的化身。（註

40）

1972（民國61）年中華男子隊遠征參加

「奧運會外賽」，（註41）自法國返臺後，

代表國軍排球隊（以陸光雇員身份）赴菲律

賓參加全菲排球錦標賽。國軍隊八戰全勝獲

得冠軍，賽後接受當地中華商會林會長在其

自家豪宅設宴款待。（註42） 

1973（民國62）年9月7日，前往瓜地馬

拉、薩爾瓦多、巴拿馬、海地、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牙買加等七國進行訪問比賽，   

（註43）共計21場比賽全勝。返程原安排在

夏威夷友誼賽，但是謝天性老師一直連繫不

上曾在師大一起打球的駐臺美軍，最後兩天

只好當夏威夷觀光客。（註44）胡忠民深入

的紀錄了當次中華隊訪問賽的辛苦及獲得全

勝的輝煌紀錄，並因此留下多篇報紙發表。

當時因為哥倫比亞波哥大城是山城，海

拔八千呎以上，氣壓的關係，大家動一

下即覺得口渴喉嚨乾，並且容易氣喘，

在這種環境及氣候，睡眠及飲食都很不

習慣。幸好沒有人因此生病，大家已下

定決心在此次中南美洲之行，保持全勝

紀錄，因此個個互相督促、鼓勵，以保

持良好的情況。（註45）最終帶回全

勝戰績。（註46） 

第八屆世界排球錦標賽亞洲區預賽於

1973（民國62）年11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

行。（註47）胡忠民擔任隊長，（註48）我

國男、女排球代表隊雙雙取得亞洲區代表

權，得到首次參加世界錦標賽的機會。當年

男排處於巔峰狀態，雖然不幸敗北屈居第

二，但我男、女代表隊都取得參加世界排球

大賽的資格。（註49）1974（民國63）年世

界錦標賽在墨西哥舉行，我國男排取得資格

理應參加。但無奈「政治干預體育」！我國

取得的參賽權竟被「中共」取代，我國在國

際排總的會籍亦同時被排除。（註50）自

此，我國排球即在國際排壇停止了活動。   

（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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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5	 何長發，〈我國排運邁開一大步　老國手、

老球迷齊讚排賽規模〉，《民生報》，（臺

北：1980.12.17）：2版。〈排球國手	 昨晚選出〉

，《聯合報》，1970.07.02，6版。〈參加六屆亞運

選手	 選拔委員會審查通過　十個項目合計八十六

名〉，《聯合報》，1970.10.03，5版。

註36	 楊武勳，〈集訓日記	十一月卅日　陳全壽回營	手

傷未全癒〉，《聯合報》，（臺北：1970.12.01）

：06版。

註37	 林玫君，〈赴國際交流觀摩〉，《球旅書懷：

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46-1976》，（臺

北：2018.8）：89。

註38	 蘇嘉祥，〈排球老國手籌組聯誼會 廣發															

「英雄帖」點將話當年〉，《民生報》，（臺

北：1982.10.17）：02版。

註39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40	 蘇嘉祥，〈排球	三軍健兒多驍勇	戰場球場常建功	

慶祝九三軍人節特刊　排運在軍中紮根開花〉，

《民生報》，（臺北：1986.09.03）：14版。

註41	 蘇嘉祥，〈排球老國手籌組聯誼會 廣發														

「英雄帖」點將話當年〉，《民生報》，（臺

北：1982.10.17）：2版。

註42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43	 蘇嘉祥，〈我國排球的豐收季〉，《民生報》，

（臺北：1979.10.09）：02版。

註44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45	 胡忠民，〈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參觀巴拿馬

運河》，《聯合報》，（臺北：1973.10.04）：08

版。

註46	 胡忠民，〈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在海地的兩

場比賽〉，《聯合報》，（臺北：1973.10.10）

：08版。

註47	 胡忠民，〈排球選手菲島紀行〈二〉〉，《聯合

報》，（臺北：1973.11.06）：08版。

註48	 〈參加世界排球預賽	 我男女排隊今赴菲〉，《聯

合報》，1973.10.29，8版。

註49	 蘇嘉祥，〈睽別十年　我重返亞洲排壇 群敵

環伺 切莫等閒視之〉，《民生報》，（臺

北：1983.11.21）：02版。

註50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51	 胡忠民，〈半年來外國排球隊訪華比賽觀後感〉

，《民生報》，（臺北：1982.07.19）：02版。

圖31　1970年第六屆亞運中華男排參賽成員，前排右二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32　1970年第六屆亞運胡忠民的亞運

掌旗入場照。（圖片來源：胡文

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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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1971年7月14-18日中華男子排球代表

隊赴韓國參加五國邀請賽，全體隊職

員於韓國泰陵村體育館前合影。後排

左起孫嘉雄、謝天性、鄭煥韜、王金

安、郭秋麟、楊高平、陳江水、陳銘

鐘、宋景祥、郭邦雄。前排左起胡文

雄、胡忠民、蘇水生、洪盛朗、王儀

祥、湯善本、周龍雄。（圖片來源：

胡文雄提供）

圖35　1972年中華男排於法國參加

第二十屆慕尼黑奧林匹克運

動會會外賽及挑戰賽。前排

左起蘇水生、張佳雄、朱基

鳳、孫嘉雄、陳江水；後排

左一至左五為胡忠民、王儀

祥、謝榮樂、楊高平、謝天

性教練；後排右一至右三為

蘇恒振、湯善本、張榮祥。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33　1970年第六屆亞運運動員進場照，胡

忠民為掌旗官。轉引自中華民國參加

第六屆亞洲運動會報告書。（圖片來

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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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1973年中華男子排球代表隊第一次訪問中南美。全體隊職員於松山機場合影。後排左起 黃永福、邵伯才、

胡忠民、洪龍河、蔡江來、張榮祥、許金德、湯善本、謝天性、蘇水生、陳銘鐘、蘇恒振、王儀祥、朱基

鳳。（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36　1972年國軍排球隊訪問菲律賓大獲全勝，贏得冠軍，後排左二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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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國內競賽成果

自師大畢業後胡忠民便分派到雙園國

中實習，雙園國中實習時第一項重要任務就

是當年師大的焦嘉誥老師特別安排師大四年

級—59級的學弟妹到雙園國中觀摩體育教

學，這也是當時胡忠民剛畢業出校門面臨的

第一個「重大事件」；此外，胡忠民還要全

心投入指導雙園國中男排，更在實習期間帶

領學生獲得臺北市國男組亞軍的佳績。（註

52）

在1977（民國66）年胡忠民也擔任教

練，帶領運佳旅行社蔡賜爵先生（現任中華

奧運會副主席）成立的亞達女子排球隊至澎

湖參加臺灣區66年排球錦標賽，獲社女甲組

冠軍佳績。隨後，教育部為提高各項運動教

練之水準，於1978（民國67）年遣派胡忠民

與當時任教成功大學的蔡崇濱教授赴日本學

習運動訓練法，（註53）擔任講師的日本齋

藤勝副教授是國際排壇名教練，也是日本國

家代表隊訓練員，胡忠民在派赴日本研習四

個月就在東海大學跟隨齋藤先生參加研習。

（註54）

胡忠民自日本返國後，蒙國賓飯店董事

長同時也是中華排協理事長的許金德先生之

邀，接任國賓女子排球隊教練。胡忠民接管

國賓女排後，首先注重精神教育，在胡忠民

接手同年的全國中正盃排球錦標賽，胡忠民

執掌兵符帶領國賓拿下女子組冠軍，以五戰

全勝的成績奪魁。（註55）許金德董事長在

慶功宴勉勵說：「失敗的滋味妳們嚐到了，

勝利的果實妳們也享受到了，哪一種感受

好，妳們就去選擇吧！」（註56）在胡忠民

帶隊期間，不論社會組或高女組都有十分亮

麗的成績表現。

在1979（民國68）年胡忠民順利通過國

家A級排球教練檢定。（註57）也在1984（民

國73）年中華民國體育節慶祝大會獲中華體

育協進會頒發推展體育有功人員及「優秀教

練獎」。（註58）從1966（民國55）年起師

大隊的胡忠民、王儀祥就都擔當國家代表隊

的舉球員，「胡、王時代」的舉球持續活躍

在國內排壇達十年之久。雖然胡忠民曾笑談

以前在師大的時候，林竹茂老師說:「舉球員

就像媳婦一樣，要隨人罵……」，（註59）

但是，舉球員不但辛苦、更是一個球隊的頭

腦，就像胡忠民所言：

在球場裡面舉球的就像是做苦工的一

樣，判斷力要很強，要觀察自己的攻

擊手在哪？主力隊員在哪？頭腦要很

清楚，不能只有舉得很好，對戰術沒

有很好的運用……，要適應跟了解自

己的攻擊手，對每個球員很清楚，像

是洪盛朗老師178公分不算太高，但

他彈性好、動作快，所以我給他的球

速度會快一點，有時攔網就會來不

及……（註60） 

胡忠民也提出舉球員除了要能在各種情

況下舉球外，還要冷靜、反應靈敏、善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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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與判斷；此外，必須要了解攻擊手的特性

在哪裡、要配合他喜歡、習慣的球路，攻擊

手才會有好表現。因為舉球員本來就是一個

球隊的靈魂，要具備指揮作戰能力，還要能

密切注意教練的指示傳達。一個好的舉球員

不是對著攻擊手舉球，是要舉到攻擊手手伸

直打球的那個位置，當然後續還需要攻擊手

自己去改變突破對方；一個球隊的舉球員是

真的很重要的。（註61） 。

國賓隊也與東方工商合作，培養年輕選

手，在高女組兩大比賽三年內即獲得五次冠

軍的好成績。（註62）1983（民國72）年國

家女子隊排球教練由胡忠民擔任。（註63）

胡忠民帶了國賓女排八年，同時也一起帶著

東方女排訓練，很可惜後來國賓女排因董事

長許金德先生沒特別表態，而國賓總經理態

度很堅硬的情況之下解散了。（註64） 

1982（民國71）年胡忠民獲中華排協推

薦，與師大林竹茂老師（排協秘書長）一同

赴韓國漢城參加亞洲地區國際排球教練講習

會。（註65）講習結束經學、術科考試後，

我國的胡忠民、林竹茂都被評定為甲等，亞

洲教練會主委朴鎮觀更當眾表示胡忠民是與

會各國排球教練中的第一名。（註66） 

而胡忠民本身在陽明也同時身兼多職，

除了多年的體育主任外，還要帶領陽明校男

排、校女排訓練，且在室外水泥場的環境下

辛苦訓練（83年陽明才蓋室內體育館），多

年來胡忠民周日下午都是在排球場渡過，陽

明也在醫學盃中拿下多次優異成績，光是冠

軍就不下六次（分別於民國68、69、70、73

、74、78等取得冠軍），（註67）雖然工作

是雙倍，但胡忠民仍是在工作中享受快樂。

註52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53	 〈我選派教練出國	 進修運動訓練法〉，《民生

報》，《民生報》，1978.03.15，3版。

註54	 〈排球教練講習及檢定	 邀國際名家來華主持〉，

《民生報》，1979.02.07，2版。

註55	 〈中正杯排賽	今起交兵　老將新秀爭霸業	男女兩

組有激戰〉，《民生報》，1978.11.09，2版。〈

全國排球決賽雙演「長打」　臺電勇挫陸光奪王

座	 慶裕苦鬥大同得第三　女組國賓五戰全勝贏后

冠〉，《聯合報》，1978.11.13，8版。

註56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57	 〈齋藤將盡全力邀我裁判教練赴日觀察研習　

排球教練研習	 廿八人通過檢定〉，《民生報》

，1979.02.25，2版。

註58	 〈全國各界昨慶體育節　頒獎體育有功人員〉，

《民生報》，1984.09.10，2版。

註59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10月02

日。

註60	 胡忠民，面訪，訪問人江欣惇，2020年8月12日，

臺北市胡忠民家中。

註61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62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63	 〈參加國際排球賽	 各級教練人選遴定〉，《民生

報》，1983.04.25，2版。

註64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65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66	 〈排球教練胡忠民	 在韓講習成績優〉，《民生

報》，1983.01.04，2版。

註67	 胡文雄，〈專訪全國排協胡常務理事忠民　談

其排球運動的歷程〉，《中華排球》，（臺

北：1976.02）：12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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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國賓女排與胡忠民於國賓飯店合照，左二為奧會副主席蔡賜爵，左三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38　1981年中華女子排球隊集訓（於

中正理工學院）與中油女排友誼

賽，後排中為張長郡主任，後排

右六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

忠民提供）

圖39　1982年東方工商女子排球隊赴韓

國訪問前合影，後排中為國賓飯

店林敏善經理，後排右二為胡忠

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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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競技佳績

在1983（民國72）年那個還是「戒嚴」

、「漢賊不兩立」的年代，在我國排球退出

世界舞臺近10年之後，胡忠民擔任中華女排

教練，帶隊參加第三屆亞洲排球錦標賽兼洛

衫磯奧運資格賽（於日本福岡），女子組的

與賽球隊有：中華、日本、韓國、澳洲、紐

西蘭、菲律賓、印尼、香港、中共等九隊。

（註68）但是，當年因為屏榮抗議排協選拔

問題，因此造成邱金治、吳美玉、宋芳枝、

張雪惠等4人球監一年，連帶影響臺電隊林

美智等選手未能參賽；最後歷經波折，在出

發前兩天才決定參加，當時有關單位評估成

績時問胡忠民：「如此成行對成績是否影

響？」而胡忠民則是大膽回覆：「比數有影

圖41　1978年去日本於東京大學紅門合影，左為

胡忠民，右為蔡崇濱老師。（圖片來源：

胡忠民提供）

圖42　1978.07.03赴日研習於日本東海大學，

住宿教師招待所。（圖片來源：胡忠民

提供）

註68	 〈第三屆亞洲排球賽	中華女子隊參加	定後天啟程

˙男子隊十五日出發〉，《民生報》，1983.11.05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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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名次不受影響，可以打進決賽！」（註

69）後派出年輕的中華隊赴會，球員包括張

素梅、王美麗、林桂美、王素珍、蘇素勤、

錢玉香、何淑娟、李素鳳、吳敏慧、陳麗

雪、李致美、陳芳玲等平均年齡18.3歲的新

人，因為這次參賽的女排成員不是高中生就

是大學生，且賽前波折不斷，僅經過短暫集

訓，便赴日參賽，預賽在教練胡忠民的充分

調度及「以時間剋制空間」的戰術之下，終

於在關鍵對戰澳洲隊時以15:13驚險取得第三

局的勝利，（註70）如胡忠民所預言取得4強

決賽門票。

而這國際排壇第一次讓「兩個中國」女

排一同參賽的比賽，終於在四強賽中，兩岸

女排正式交手；中國隊教練袁偉民賽前親自

上場餵球，（註71）並派出「大榔頭」—郎

平、鄭美珠等選手出賽；賽後由記者在飯

店安排兩岸「雙民會」，由兩隊教練、兩位

「民哥」就排球教學經驗及生活點滴進行交

流，賽後兩隊選手還手拉手跳舞並合照，可

惜當時臺灣管制較嚴，「雙民會」不能見

報，這件十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岸第一次

接觸」，因為時空背景的交錯，最終在2010

年才在中華排球雜誌中報導出來。（註72）

而這次的比賽中華女排最終獲亞錦賽第四

名，並取得參加1986（民國75）年「世界女

排錦標賽」資格，能與全世界最好的24隊球

隊站上同一個競技舞臺。（註73）1984（民

國73）年洛杉磯奧運資格賽也獲得殿軍佳

績，且本屆奧運由於共產國家抵制，國際排

總透過日本通知我國可以遞補參加洛杉磯奧

運。可惜，當時排協的曾聯嶽理事長竟然婉

拒，（註74）讓中華女排錯失參加洛杉磯奧

運的機會。 

1983（民國72）年11月中華民國排球協

會恢復國際會籍並正式進軍國際比賽的第三

天，就爭取到環太平洋青年排球邀請賽主辦

權。（註75）1987（民國76）年7月8日～19

第14屆世界大學運動會於南斯拉夫札格拉布

（Zagreb）舉行；當年我國大專體總向世界

大學運動總會（FISU）申請入會，代表團第

一次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當年是由胡忠民擔任

我國世大運女排代表隊教練，許義雄出任總幹

事，帶領女排隊員余育蘋、吳美玉、王美麗、

許梅珠、王素珍、賴雪燕、宋美玲、林芳英、

陳麗芬、黃娟娟、林桂美、李致美12人，田

徑選手參賽代表許光麃等4人（註76），隊職

員共計27人前往參賽。這是多年爭取後我國

首次組成代表團參賽，更為爾後我國參與世

大運及大學生國際運動開啟了第一扇大門。   

（註77）

註69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10月2

日。

註70	 蘇嘉祥，〈臺灣女排和中國大陸手拉手的那一

夜〉，《中華排球雜誌》，133（臺北：2010.6）

：14-18。

註71	 袁偉民後來因帶中國女排得到前所未有的世界大

賽五連霸，最後成為中國體育總局局長（相當於

體育部長），並爭取到2008北京奧運主主辦權。

註72	 蘇嘉祥，〈臺灣女排和中國大陸手拉手的那一

夜〉，《中華排球雜誌》，133（臺北：2010.6）

：14-18。

註73	 蘇嘉祥，〈中華女排連克菲紐澳　晉入四強	 同時

取得世界排球賽參加資格〉，《民生報》，（臺

北：1983.11.15）：02版。

註74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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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1983年兩岸首次排球交戰，賽後「雙民記者會」，中國、日本的記者發問，拿大麥克風訪問胡忠

民的是北京中央人民電台記者。蘇嘉祥攝影，轉引自中華排球雜誌。（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44　1987年世大運開幕，中間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註75	 蘇嘉祥，〈中華排球娘子軍愈打愈順手　卅八分

鐘直落三氣走紐西蘭	今戰澳洲隊	如再獲勝就晉級

決賽〉，《民生報》，（臺北：1983.11.14）：02

版。

註76	 〈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　中華女排名單敲定〉

，《民生報》，1987.04.01，2版。〈進軍世界大

學運動會	 中華代表團名單核定〉，《民生報》

，1987.06.03，2版。

註77	 鄭志富、簡欣穎，〈昂首闊步的歷史—我國參加

1987年世大運紀實〉，《國民體育季刊》，183（

臺北：2015.9.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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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1987年世大運，胡忠民為女排教練，右為我國世

大運選手余育蘋。（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46　1987年世大運代表團隊職員攝於開幕典禮。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47　1987年中華女排參加世大運，胡

忠民於場邊擔任教練比賽圖。 

（圖片來源：鄭志富提供）

圖48　1987年中華女排參加世大運，胡忠民擔

任教練。（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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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民國81）年胡忠民奉派以觀察員

身份，率領並協助我國八位排球績優教練前

往東歐捷克參加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1993

（民國82）年胡忠民擔任中華青男排球代表

隊領隊，參加世界青男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

格賽（於泰國舉行），並取得第三名佳績，

同時更取得世青賽參賽資格。2000（民國89）

年至2003（民國92）年為提升亞洲男排實

力，東亞四國（臺、日、韓、中）議定辦理

「亞洲四強挑戰賽」，每年選定兩地四國輪

流舉辦。四年間胡忠民多次奉派擔任領隊，

中華隊也曾擊敗中國及日本。2012（民國

101）年胡忠民擔任中華女子排球隊領隊參加

亞洲女子盃排球賽（於哈薩克舉行）獲第七

名。（註78）  

2009（民國98）年胡忠民擔任「聽障奧運

排球項目競賽經理」，比賽分別在臺大及新莊

體育館舉行；（註79）2011（民國100）年擔

任中華女排領隊赴南京、上海移地訓練，之

後參加在臺北舉行的亞錦賽獲第五名。2012

（民國101）年胡忠民擔任中華女排領隊赴

非洲阿爾及利亞，由中華隊與阿國對戰兩場

來爭奪大獎賽參賽權；比賽後雙方竟然在場

數、局數皆平手，最終比分數中華隊以3分勝

出，取得當年世界女排大獎賽參賽權。（註

80）數十年間，胡忠民為臺灣排壇帶回多項

佳績，其在排球界的戰績更是歷歷可數，令

人讚嘆。

圖49　1990年擔任領隊率中華青少年排球隊赴香港參加亞洲青少年男排錦標賽，右一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註78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79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80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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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0　1994年在卡達舉行的亞青男排錦

標賽開幕餐會，右二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1　1994年擔任領隊參加亞青

盃（卡達˙多哈）前的授

旗儀式，左為胡忠民，右

為王貴清副理事長。（圖

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2　2000.6.1～4東亞男排四強

挑戰賽，第一屆第一站於韓

國漢城，第二排左三為胡忠

民。（圖片來源：胡忠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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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2000年胡忠民與中華男排進軍雪梨奧運世

界區資格賽的合影。中華排球雜誌89冊。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4　2001中華排球隊於韓國參加第十一屆亞洲男子排球

錦標賽，獲得第六名，後排右四為胡忠民。（圖片

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5　2001年亞洲男排四強挑戰賽(中、韓、台、日)

於日本宮崎舉行，胡忠民以日文致詞。（圖片

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7　2001年第十一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中

華隊職員合影，照片左起林獻龍、胡忠

民、張木山、黃德壽。（圖片來源：胡

忠民提供）圖56　2001年中華排球隊於大阪城體育館獲得東亞運動會排球賽

銅牌，全體隊職員於領獎後合影，中排右三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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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體育工作的推行

1969（民國58）年胡忠民自師大畢業

後，分發在臺北市的雙園國中實習。雙園國

中第一次全校集合的場合是下午降旗典禮。

林金鍊校長把胡忠民介紹给全校師生，同

時，讓胡忠民接下體育組長工作。之後校長

說：「今年是雙園國中成立第三年，我們預

定今年要辦理運動會。」邊說邊拿出一份運

動場設計圖，此時擔任體育組長的胡忠民便

心中有底，雙園國中的運動場要「無中生

有」了。後約定了一個週日下午邀集同仁到

校，把運動場依籃曲式彎道形狀、尺寸先釘

樁、劃線，生出一個運動場。因為校長非常

重視這個運動會，訓導處也配合指導一、二

年級同學搬出桌椅把運動場圍成壯觀的看

臺，最終運動會的各項表演，競賽在熱鬧氣

氛下順利進行；（註81）而胡忠民的第一個

體育行政任務，「無中生有」的運動場及運

動會也順利完成。

退伍後胡忠民受聘到中原理工學院（今

中原大學），在中原任教的四年，因為擔任

助教所以都要處理學校的體育行政工作，且

圖58　2002年中華男排參加釜山亞運，全

體於釜山機張體育館與詹清泉老師

合影，中排左五為胡忠民。（圖片

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59　2002年釜山亞運，胡忠民擔任男排領

隊，胡忠民與日籍教練寺迴太合影。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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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1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82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83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84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85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86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胡忠民在中原時是先擔任籃球隊教練，後因

為韓偉院長知道胡忠民的排球經歷，便讓胡

忠民成為中原「籃、排雙棲教練」；1971

（民國60）年6月再轉任陽明醫學院但仍受託

兼任中原理工的體育課程。（註82）胡忠民

先後也取得排球裁判證、教練證，並進修取

得國際排球教練資格；曾任中華排協副總幹

事，訓練組長、排球雜誌編輯主任委員。

但其實胡忠民結束中南美行程時便接

獲臺大體育室主任—蕭保源老師邀請，希望

胡忠民轉任臺大任教。因為夫人也在臺大任

教，因此胡忠民也認真考慮過要轉任至臺

大，但胡忠民也知道向中原韓偉院長提出辭

呈有高度困難。當胡忠民把辭呈送上時，韓

偉院長向後一攤，大聲叫：「Ｎo！」片刻後

又問「Ｗhy？」因為他們都是基督徒，所以

韓偉院長就告訴胡忠民，神的意思要韓偉院

長在中原，韓偉院長需要的是像胡忠民他們

這樣的年輕人，要留下來跟韓偉院長一起打

拚！最後請韓偉院長在辭呈上批示：「不同

意，慰留。」（註83）最終胡忠民只好將臺

大的聘書退回。

1975（民國64）年陽明醫學院成立，

由中原理工學院韓偉院長出任首任院長，得

韓偉院長的厚愛邀請胡忠民一起赴陽明共

事，隔年胡忠民順利正式受聘陽明醫學院專

任教師，可惜韓偉院長到了陽明就職大約八

年多，就不幸得到腦癌，在未退休前就過世

了；韓偉院長對胡忠民的人生及工作路途影

響深遠，不但是他第一份大學教職的長官，

更是慧眼識英雄的一路帶著胡忠民由中原理

工至陽明醫學院為校披荊斬棘，直至退休。

（註84） 

1976（民國65）年8月胡忠民正式受聘

陽明醫學院專任教師，並同時受聘為講師兼

體育及衛生主任；當時校內各項建設方興未

艾，體育教學及運動場地設施之設置與建設

是工作重點；在陽明印象較深刻的事，就是

早期人事主任對胡忠民的簽到簿大概一半都

是公假十分有意見，還有一次排協有活動，

人事主任就要跟長官打小報告；那段時間排

協黃鉎塗老師帶著胡忠民等人到全省各地辦

理排球研習和教練講習會，（註85）且學校

當時只有胡忠民一個專任體育老師，所幸當

時韓偉院長也十分能夠體恤胡忠民，畢竟體

育室只有他一個人，要校長兼撞鐘，不論哪

個項目的代表隊要比賽，都是胡忠民這個體

育主任都要帶隊參賽，公假怎麼少得了。後

來直到陽明第五年進了第二位體育的專任老

師，公假日數居高不下的情況才慢慢改善；

（註86）之後陽明的學生人數日多，體育室

才漸增加專任體育教師，至今陽明仍固定有

五位專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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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胡忠民於1989（民國78）年赴中

東巴林參加國際排總主辦之「國際排球教練

講師講習會」，經過一週的上課及一週的測

驗結果。來自東德主持人的巴克教授宣布，

胡忠民以第一名取得講師資格。胡忠民取

得「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資格後，受

國際排球總會教練委員會（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Federation，簡稱FIVB）指派赴

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擔任國際排球教練

講習會，並擔任講習會講師，於講習會的10

天會期間，進行各國的教練排球相關學、術

科教學，指導與會教練考取國際排球教練資

格。（註87） 

謝淑明，洪盛朗，胡忠民三人先後受選

為中華排協理事、常務理事等職；在排球界

從年輕時的「三劍客」稱號，追隨黃鉎塗老

師到全省各地辦理教練講習會。（註88）隨

著時光飛逝，現在「三劍客」的稱號已改為

「三仙老公標」。（註89）之後胡忠民在陽

明大學擔任體育室主任，一直當到2003（民

國92）年才結束在陽明近30年的體育室主任

行政職務，（註90）而能專注於課程教課之

上。

1991（民國80）年胡忠民獲頒「體育有

功人員獎」，「體育績優學校人員獎」的獎

項表揚。（註91）胡忠民在2012（民國101）

年自陽明大學退休（服務37年），在3年前才

結束陽明的兼任教學，至今每年陽明大學校

慶胡忠民都會返校參與。

註87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10月2

日。

註88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89	 胡忠民〈從「三劍客」到「三仙老公標」的排球

人生　（師大58級謝淑明、洪盛朗、胡忠民排球

之路三人行）〉，《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

球隊征途1946-1976》，（臺北：2018.8）：35-39

。

註90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註91	 民生報，《體育績優有功人員　教部9日公開表

揚》，（臺北：1991.09.08）：04版。

圖60　胡忠民於賽前扣球給選手熱身。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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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胡忠民與陽明大學女排隊合影，後排右一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62　胡忠民與陽明大學男

排隊合影，最後排右

三為胡忠民。（圖片

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63　2019年陽明大學排球校友杯賽後與學生聚餐合影，胡忠民為前排左六。（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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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體育工作的開展

在胡忠民1978（民國67）年獲教育部

遴選派赴日本進行四個月的排球訓練法研習

後，回國便開始常態擔任國內排球講習、

研習活動中「排球運動訓練法」課程的講

師；1982（民國71）年至1992（民國81）年

固定參與排球裁判、教練講習，1997（民國

86）年後常態性擔任國家隊選拔委員。（註

92）

同時胡忠民也在1978（民國67）年開始

協助中華排協的行政事務，但胡忠民在中華

排協的社會體育服務部分可說是一波三折；

當時胡忠民是先擔任組長職務，協助排協事

務；但不到一年就發生四位組長一位幹事總

辭的風波。當時排協總幹事是由林竹茂老師

擔當，因為胡忠民等人跟林老師關係非常親

密，所以胡忠民他們都有話直講，因為希望

林老師優先把國內事情處理好，都已經到中

南美出國好多次了，現在應該要把國內好好

的推展、發展，但當時的溝通無果，最後胡

忠民、洪盛朗、謝淑明、黃襄陽等人任職不

到一年就一起總辭。（註93）

之後在1982（民國71）年，胡忠民再度回

到排協擔任副總幹事、訓練組長，（註94）可

是，1983（民國72）年中華排球協會訓練組

長胡忠民再度向排協總幹事遞出辭呈，因為

有屏榮的4位選手拒絕受訓，並宣布放棄青年

國手資格而引咎辭職。（註95）同年11月中

華排協國際會籍終止8年後，我國第一次參加

國際比賽（亞洲排球賽），教練胡忠民將勉

勵選手以「平常心」應戰，中華女子隊當年

雖然由於四位屏榮球員坐球監未參加比賽，

但在胡忠民的調度之下，仍打出殿軍佳績。

（註96）

之後，胡忠民於1990（民國79）年大專

體總創立後擔任理事一職；在1990（民國79）

年7月召開第1屆第1次會員大會，正式宣告

「法人化」，大專體總「自立門戶」後，主

導大專院校體育發展；（註97）1996（民國

86）年大專體總常務理事會中，大專體總舉

行第三屆改選，胡忠民當選常務理事；（註

98）可說在大專體總成長的腳步中，每一步

都可以看到胡忠民的影子。

圖64　馬英九頒獎資深優良教師。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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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民國83）年全國體總臨時理監事

會議，通過體總競技運動強化委員會名單，

胡忠民開始擔任體總競技運動強化委員。   

（註99）2001（民國90）年開始擔任全國運

動會沙灘排球項目的審判委員會召集人一

職，直至2009（民國98）年國內沙灘排球運

動步入正軌才結束長達9年的召集人職務。 

（註100）同年也是我國首次舉辦的聽障奧

林匹克運動會（Deaflympics，後簡稱聽障

奧運），胡忠民也在聽障奧運的排球項目中

擔任競賽經理一職；同年還擔任中華女排領

隊，帶隊參加世界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並

同時在教育機關服役滿40年，接受馬總統領

贈「教師服務獎章」。2011年胡忠民更擔任

中華女排領隊，帶隊參加亞錦賽，獲第五名

佳績，並取得2012世界女排大獎賽參賽權。

註92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93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94	 〈排協幹事部人選聘定	 溜冰協會張希哲蟬聯〉，

《民生報》，1982.11.30，02版。

註95	 〈青年女排四國手拒絕集訓	 排協訓練組長胡忠民

請辭〉，《民生報》，1983.06.22，2版

註96	 蘇嘉祥，〈亞洲排球賽女子組	 中華隊面臨兩大強

敵	 打入前四名應無問題〉，《民生報》，（臺

北：1983.11.05）：2版。

註97	 鄭清煌，〈大專體總揭開新頁	 正式宣告法人化

　選出簡曜輝等46位理監事	 常務理事及正副會

長選舉	 10日內再做定奪〉，《民生報》，（臺

北：1990.07.28）：04版。

註98	 鄭清煌，〈大專體總改選	 主流派大獲全勝　陳太

正連任會長〉，《民生報》，（臺北：1996.08.			

25）：02版。

註99	 〈強化委員會	委員名單確認　吳萬福接主委	許樹

淵、林正常任副座〉，《民生報》，1994.04.01，2

版。

註100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圖65　1989年於巴林與參加國際排球教練講師講習會之學員合影留念，

右一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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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1989年國際排球教練講師講習

會會場合影，右一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66　1989年國際排球教練講師講習會結訓典禮中領贈

第一名紀念獎，左為胡忠民，右為主任講師巴克

（Dr.Baccke）。（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68　1990年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胡忠民受聘擔任排球教練講習會

講師。（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312



臺灣排壇豪俠 --- 胡忠民

圖70　2002年參加第14屆釜山亞運會技術會

議後中華隊出席人員合影2002.10.01

左為寺迴太、邱金治、吳喜智、胡忠

民、章金葆、詹清泉、許倍熒、林光

宏。（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69　2001年胡忠民與全國運動會沙排選手合照，

右三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71　胡忠民擔任中華民國排球

協會常務理事參與第61屆

和家盃排球錦標賽開幕典

禮，左三為胡忠民。（圖

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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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球企業聯賽的推手

2004年是國內排球運動界的一大改變，

因為這是「企業排球聯賽」首屆賽事開始的

起始點，第一年共有台電、國訓美津濃、

津津、三商等隊伍參賽。我國的企排最開始

是章金榮秘書長提出想推動一個排球企業聯

賽的概念，因為章秘書長認為學生留在學校

練球，練完晚上還要到夜店打工，這樣無法

好好的專職投入排球運動，所以提出這個想

法；（註101）因此胡忠民跟隨章金榮秘書長

的腳步，擔任企業排球聯賽推動委員會召集

人，於2004年2月19日召開第一次男子排球企

業聯賽推動委員會議，（註102）自此，胡

忠民展開16年企業排球聯賽的委員會主委生

涯。

但是在企排初辦之時，選手們本身也感

覺不安，因為企排的知名度不足、排協也不

知會不會續辦；而賽事本身的時間、球季未

定，初時整體展現的效果也一直不太顯著，

且前幾年比賽隊伍總是十分不固定，參與的

觀眾也不多；（註103）後來企排第四年舉辦

後，委員會就提出企排是否要繼續舉辦的問

題來討論，當時擔任企排委員會主委的胡忠

民就用了一個新約聖經（路加褔音13章6~9

節）的故事來勉勵大家：

有一個葡萄園裡面種了無花果樹，有

天那個主人來一看，發現三年來無花

果樹都沒有結果，就想把它砍了，裡

面的工人就跟主人說，主人阿…你不

要太早把它弄掉，你要看看你是不是

真的有好好的照顧這個園子，給它鬆

土、施肥、澆水……後來主人有聽進

去這個建議，好好的栽培，之後無花

果樹就漸漸的變好起來。

胡忠民以聖經中的故事來鼓勵大家，請

大家循檢自身是否有好好的耕種、施肥、澆

水和照顧，（註104）最後大家都同意還是

再努力看看，也因此才讓企排能夠再延續下

去。而到了第五年開始，企排中整個選手態

度都提昇了，所以企排就慢慢地穩定的發展

開來；從第1年4支球隊（僅男子隊），第6年

更打開新區域，首度舉辦女子組賽事—新增

3支女子企業隊參賽；企排10年男子組增至5

隊；企排11年，男女子組又各增加１隊，使

參賽隊伍增加至10支球隊。企排每年比賽4至

5個月時間，依最終表現分級發給零用金及每

循環優異的技術獎金；各個球隊利用週末、

週日以賽代訓，藉不斷磨練，熟悉各項技戰

術，提升戰力、不斷增加經驗，企排未來的

終極目標即是在追求提昇我國排球國際賽成

績。（註105）

企業排球聯賽推動委員會主委胡忠民

曾在受訪時說：「觀眾是球賽的命脈，希望

未來能有更多球迷進場。」早期因為沒有電

視直播是打不開市場的主因，而在企排開打

前兩年，球迷要買票才能進場，也是影響觀

眾投入的因素，後來排協才發展出藉企業聯

賽「以賽代訓」方式。所以2004年後，中華

隊也開始有更多更好的表現，中華女排還在

2010、2012年2度取得世界女排大獎賽參賽

權，2020年企排更領先導入鷹眼挑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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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胡忠民與排球企業聯賽推動委員會成員們合影，前排右三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73　企業排球聯賽在花蓮比賽，花蓮縣主委洪連成、全國排協秘書長章金榮，企業排球推動委員會胡忠

民主委及全體裁判同仁與來自巴林的國際裁判委員Mr.Nacii合影。（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註101	 胡忠民，電訪，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室，2020

年7月4日。

註102	 邱金治，〈締造我國排球運動發展新史頁：國內

企業男排運動聯賽正式啟動　聯賽推動委員會

委員名單出爐〉，《中華排球雜誌》，111（臺

北：2004.4）：17-18。

也期許在企排的帶動下，未來中華隊可以有

更好的成績展現。

註103	 張巧瑜，〈專訪企業男排聯賽推展委員會—胡主

任忠民之企業男排聯賽成長的感言〉，《中華排

球雜誌》122（臺北：2007.03）：28-29。

註104	 胡忠民，面訪，臺北市胡忠民家中，2020年8月12

日。

註105	 胡忠民手稿，2020年7月6日，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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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排球企業聯賽五年大會介紹胡主

委忠民的場景。（圖片來源：胡

忠民提供）

圖75　106年全國甲級排球企業聯賽賽前講習，右二

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76　109年企業排球聯賽竹北體育館男生頒獎合照，右四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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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109年企業排球聯賽女生頒獎合照，右四為胡忠民。

（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圖78　109年全國甲級排球企業聯賽賽前總集訓，所有控制委員，裁判及各精英球

隊在北港講習訓練二日，第二排左五為胡忠民。（圖片來源：胡忠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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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身為見證臺灣六人制排球運動的發揚

者，胡忠民自師大的「三劍客」時期接觸六

人制排球，後連任2年師大男排隊長、在日本

八幡隊來臺交流時帶領師大隊獲勝、受邀至

日本參加2年排球都市對抗賽，並在第六屆曼

谷亞運為我國帶回銅牌佳績。此後，胡忠民

親身經歷了政治干預體育的1974墨西哥世錦

賽事件，面對我國排球長期無法在國際排壇

活動的景況，胡忠民等人也透過中南美洲巡

迴訪問比賽的方式，持續的讓我國排球項目

在國際現身。

1978（民國67）年後，胡忠民開始帶

領當代常勝軍—國賓女排，除帶領國賓女排

獲多項佳績外，且帶領國賓女排班底組成的

中華女排取得1983（民國72）年亞洲排球賽

殿軍，取得參加1986（民國75）年世界錦標

賽資格；且於1984（民國73）年帶隊參加洛

杉磯奧運資格賽殿軍；1987（民國76）年更

帶中華女排首度參加世大運。此後，胡忠民

也持續任教練、領隊帶領中華隊獲得各項佳

績。

此外，胡忠民於排球國際教練講習以第

一名成績取得國際排球教練資格，之後更取

得國際排球教練講師資格，多次赴國內、外

各地擔任排球教練講習的講師；在中華排協

方面除擔任過訓練組長、副總幹事等職，也

擔任中華排球雜誌擔總編輯及編輯委員（召

集人）多年；且自大專體總創立後即任理事

及常務理事；2001（民國90）年胡忠民更開

始擔任全國運動會沙灘排球項目的審判委員

會召集人一職，對於國內排球及沙灘排球事

務推動不遺餘力。

最重要的是，2004（民國93）年在章金

榮老師的號召下，胡忠民擔任召集人開始推

動我國企業排球聯賽，並擔任企業排球聯賽

委員會主委；在企排可能腰斬之際，也是胡

忠民以聖經故事說服大家，才有現在企排現

在的盛況；可說胡忠民在國內企業排球聯賽

的推動、成立及延續方面都有著不可小覷的

功勞，胡忠民不單是有實力，且願意行義俠

之行為，可稱之為「臺灣排壇豪俠」。及至

今日，「三劍客」已經變成「三仙老公標」

，胡忠民仍是國內排球運動不可或缺的支

柱，也期許未來企業排球聯賽能夠持續在國

內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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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2000年「三仙老公標」於陽明大學運動會合影。

左起為胡忠民、洪盛朗、謝淑明。（圖片來源：

胡忠民提供）

圖80　訪談者江欣惇至胡忠民家中訪談合影。

（圖片來源：江欣惇提供）

319



附錄

一、胡忠民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7 36 2月1日出生於臺南縣善化鎮茄拔（嘉北里）。

1959 48 12 善化鎮茄拔國民學校畢業。

1962 51 15 臺灣省立善化中學初中部畢業。

1965 54 18

臺灣省運開始採用六人制排球。

參加籃球、排球兩項校隊。

籃球隊參加南部七縣市「自強盃」預賽，獲臺南縣冠軍。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運動大會排球比賽，獲季軍。

臺灣省立善化中學高中部畢業。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大學（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且加入排球隊。（9月）

「國慶盃」排球賽社會組，獲殿軍。（10月）

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獲亞軍。（12月）

1966 55 19 第二屆全國莒光盃排球賽，大專男子甲組獲冠軍。（4月）

1967 56 20

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獲冠軍。（2月）

第三屆莒光盃排球賽，獲亞軍。（4月）

第二屆彰化記者盃排球賽，社會男子組獲冠軍。

麻豆五王盃，獲冠軍。

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獲甲組冠軍。（8月）

日本八幡製鐵男排來臺訪問賽，師大獲勝。（10月）

因八幡製鐵訪問賽獲勝，全國排委會頒發「為國戰功」的獎牌。（12月）

全國文武大專院校排球賽，獲冠軍。（12月）

1968 57 21

擔任臺師大排球隊隊長。（1968-1969）

第四屆全國莒光盃排球賽，獲冠軍。（4月）

中華代表隊赴日參加全日本排球第十七屆都市對抗賽。（4、5月）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獲冠軍。（5月）

第20屆全省錦標賽　男甲　臺師大獲冠軍，胡忠民任隊長，於屏東。（7月）

1969 58 22

第21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男甲　臺師大獲冠軍，胡忠民任隊長，於新竹。

光華代表隊赴日參加全日本排球第十八屆都市對抗賽，胡忠民任隊長。（4、5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8月）

分發在臺北市立雙園國中實習，並兼任體育組長。

雙園國中獲臺北市國男組排球亞軍，胡忠民任教練。

通過臺北市A級排球裁判檢定。

1970 59 23

服兵役在復興崗政戰學校擔任少尉體育教官。

擔任政戰學校男排教練。

入選第六屆曼谷亞運國手，獲銅牌。返國後蒙先總統　蔣公召見。

加入陸光排球隊。（1970-1974）

擔任亞運會開幕典禮中華代表團掌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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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60 24

退伍之後至雙園國中任教，並兼任體育組長。（6月）

赴韓國漢城參加國際五國排球邀請賽，首次與歐洲、比利時交手。（7月）

請辭雙園國中教職，受聘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助教。

第23屆全省排球錦標賽於臺北縣，陸光藍獲男甲冠軍，胡忠民任隊長。（12月）

1972 61 25

國軍隊赴菲律賓參加全菲排球錦標賽，獲冠軍，胡忠民任隊長。（6月）

擔任中華男排隊長，赴法國參加第二十屆慕尼黑奧運會外賽亞洲區挑戰賽及資格賽。（7月）

第24屆全省排球錦標賽，陸光藍獲男甲冠軍，胡忠民任隊長。（8月）

1973 62 26

擔任中華男排隊長赴印尼參加印尼國際排球邀請賽。（2月）

擔任中華男排隊長赴中南美洲巡迴訪問，此為首度官方排球隊，共計21場比賽全勝。（9月）

代表南投縣參加第28屆省運，獲冠軍。（10月）

擔任中華男排隊長，赴菲參加第八屆世界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獲亞軍；且取得參賽權。（11月）

1974 63 27

入選1974年世界排球錦標賽中華隊國手。

世界錦標賽政治干預體育，我國取得的參賽權被「中共」取代而無法出賽。

臺灣區63年排球錦標賽，獲男甲 冠軍（陸光隊），於豐原。

1975 64 28

獲中華排協頒發推展「排球運動有功」獎章。

國立陽明醫學院成立，韓偉院長邀請一起赴陽明共事。

通過全國A級排球裁判檢定。

擔任中華排協 訓練組副組長。（1975-1976）

1976 65 29
受聘國立陽明醫學院講師兼體衛主任。（8月）

暑期自強活動排球教練。（左訓中心）

1977 66 30

亞達女子排球隊參加臺灣區66年排球錦標賽，獲社女甲組冠軍，於澎湖，胡忠民任教練。（8月）

暑期自強活動排球教練。（左訓中心）

擔任中華排協 訓練組組長。（1977-1978）

1978 67 31

國賓飯店女子排球隊成立，擔任國賓飯店女排教練。（1978-1986）

獲教育部遴選派赴日本東海大學進行四個月的排球訓練法研習，回國擔任排球運動訓練法講師。

全國中正杯排球賽，國賓女排獲冠軍，胡忠民任教練。（11月）

1979 68 32

通過A級排球教練檢定。

擔任東方工商女排教練。

擔任臺灣排協、臺北市排委會、中華排協舉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1979迄今）

擔任中華排協 副總幹事。（1979-1980）

1980 69 33

擔任中華女排家隊教練。（暑期集訓）

擔任全國第十六屆莒光盃排球錦標賽東方中學高女組教練，獲冠軍。

升等副教授。（8月）

1982 71 35
參加韓國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以第一名成績取得國際排球教練資格。

擔任中華排協副總幹事、訓練組長。

1983 72 36

擔任國家女子隊排球教練。

擔任第三屆亞洲排球賽中華女排隊教練（中華隊首次與大陸隊交手）獲殿軍；且取得1986年世界錦標賽的參賽

資格。（11月）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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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73 37
因推展體育有功，獲中華體育協進會頒發「優秀教練獎」。

擔任洛杉磯奧運資格賽中華女排隊教練，獲殿軍。

1986 75 39 參加大專體總組織的漢城亞運觀摩團赴韓。

1987 76 40

擔任第14屆世界大學運動會中華女排代表隊教練。世界大學運動會於南斯拉夫札格拉布（Zagreb）舉行。

擔任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6月）

升等教授。（8月）

1988 77 43 擔任中華排球雜誌總編輯。（1988-2010）

1989 78 42 於巴林以第一名取得國際排球教練講師資格。

1990 79 43

擔任中華女排技術顧問。（參加北京亞運會第10屆）

擔任中華青少年排球隊領隊。

受國際排球總會教練委員會（FIVB）指派赴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擔任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講師。

1991 80 44

擔任世界青少年男子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 領隊。（香港）

接受體育有功人員，體育績優學校人員獎的獎項表揚。

擔任中華排協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中華排協 強化委員會委員。

1992 81 45
以觀察員身份，帶隊參加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於捷克）

擔任中華排協 強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3 82 46
擔任世界青男排球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中華青男排球代表隊領隊，於泰國獲季軍；取得世青賽參賽資格。

獲選為優良教師。

1994 83 47

擔任亞洲青年排球錦標賽中華男排球代表隊領隊。

獲選大專體總強化委員。

擔任中華排球雜誌總編輯及編輯委員（召集人）。（1994-2010）

1996 85 49
擔任亞特蘭大奧運資格賽中華男排領隊，於雪梨。

任大專體總常務理事。

1997 86 50 擔任中華青年男子排球隊選拔委員。

1998 87 51 赴日情蒐，使第十三屆曼谷亞運會中華男排獲銅牌。

2000 89 53

擔任領隊率中華男排赴德國移地訓練一週。

擔任雪黎奧運資格賽中華男排領隊。

擔任亞洲四強挑戰賽中華男排領隊，獲殿軍。（2000-2003）

2001 90 54

擔任亞洲排球錦標賽中華男排領隊，於韓國獲第六名。

擔任大阪東亞運中華男排領隊，獲銅牌。

擔任全國運動會沙灘排球賽審判委員會召集人。（2001-2009）

2002 91 55 擔任釜山亞運會中華男排領隊，獲第六名。

2004 93 57 擔任企業排球聯賽推動委員會召集人及主委。（2004迄今）

2006 95 59 獲選為優良教師。

2008 97 61 於泰國擔任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中華男排領隊。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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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98 62

擔任世界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中華女排領隊，獲季軍。

「馬偕醫學院」成立，受聘為兼任教授，並協助校方聘請專任體育教師。

擔任聽障奧運排球項目競賽經理。

在教育機關服役滿40年，接受馬總統領贈服務獎章。

2010 99 63 中華排球雜誌於99年第133期出刊後，停止發行。

2011 100 64
擔任第16屆亞洲排球錦標賽中華女排領隊，獲第五名。（9月）

擔任全國運動會沙灘排球項目資格賽審判委員會委員。

2012 101 65

帶隊參加倫敦奧運女排資格賽獲第八名，於東京。（5月）

擔任亞洲女子盃排球賽中華女排領隊，於哈薩克獲第七名。

自陽明大學退休（專任服務37年）。

轉任陽明大學兼任教授。

2017 106 70 結束自陽明大學41年教授歷程，停止兼課。

2019 108 72 擔任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排球隊選拔委員。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著作

出版年月 作者 書名/篇名 出版社/出版期刊

1973.09 胡忠民 我排球隊展翅東飛。 聯合報

1973.09 胡忠民 依依不捨離舊金山。 聯合報

1973.09 胡忠民 排隊受瓜國熱烈歡迎。 聯合報

1973.09 胡忠民 我排球隊活躍瓜京。 聯合報

1973.09 胡忠民 排隊訪瓜四戰全勝。 聯合報

1973.09 胡忠民 排隊在薩極受歡迎。 聯合報

1973.10 胡忠民 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參觀巴拿馬運河。 聯合報

1973.10 胡忠民 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哥倫比亞連趕三城。 聯合報

1973.10 胡忠民 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離委賦歸不勝依依。 聯合報

1973.10 胡忠民 中華排球隊中南美紀行　在海地的兩場比賽。 聯合報

1972.01 胡忠民 奧運排球展望。 中華排球，第1期，12-15

1972.01 胡忠民 漢城行。 中華排球，第1期，33-34

1972.05 胡忠民 屏東集訓日記（參加20屆奧運排球賽會外賽。 中華排球，第2期，11-19

1972.12 胡忠民 中華排球隊花都賽記。 中華排球，第4期，22-25

1973.05 胡忠民 國軍排球隊征菲記盛。 中華排球，第5、6期，10-13

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一）。 聯合報

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二）。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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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三）。 聯合報

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四）。 聯合報

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五）。 聯合報

1973.11 胡忠民 排球選手菲島紀行（六）。 聯合報

1974.01 胡忠民 （中華排球選手菲島紀行）參加世界盃亞洲區預賽記評。 中華排球，第1卷第1期，32-46

1974.10 胡忠民 排球信箱。 中華排球，第4期，33-38

1975.09 胡忠民 論六人制排球舉球的意義與舉球員的地位。 中華排球，第7期

1976.03 胡忠民 舉球技術的分析（1）。 中華排球，第9期，16-22

1976.06 胡忠民 舉球技術的分析（2）。 中華排球，第10期，16-22

1976.10 胡忠民 六人制排球舉球技術的理論與實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會

1977.02 胡忠民 六人制排球─舉球訓練法（上）。 中華排球，第11、12期，25-36

1977.04 胡忠民 六人制排球─舉球訓練法（下）。 中華排球，第14期，48-64

1978.02 胡忠民 排球比賽中「替補」與「暫停」之運用。 中華排球雜誌，第16、17期，16-18

1978 胡忠民 排球技術訓練法之理論與實際。 慶堂出版社

1978.09 胡忠民 排球戰術介紹。 中華排球，第19期，16-18

1978.12 胡忠民 赴日研習排球訓練法心得報告。 中華排球，第20期，86-96

1982.07 胡忠民 半年來外國排球隊訪華比賽觀後感（一）。 民生報

1982.07 胡忠民 半年來外國排球隊訪華比賽觀後感（二）。 民生報

1982.07 胡忠民 半年來外國排球隊訪華比賽觀後感（三）。 民生報

1983.07 胡忠民 參加1982年漢城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報告書。 中華排球，革新號˙第一期，41-43

1987.03 胡忠民 「國賓女排」解散有感。 中華排球，第39期，14-15

1992.09 胡忠民 參加1992年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報告書。 中華排球，第57期，25-28

1994.05 胡忠民
中華男子排球代表隊參加1994年世界錦標賽亞洲區資格賽比賽經過及感

想。
中華排球，第62期，37-39

1994.05 胡忠民 斯里蘭卡國際排球教練講習會日記。 中華排球，第62期，58-61

1996 胡忠民 「懷念與追思 憶先祖父、善化教會胡橫長老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善化教會100週年紀

念特刊，55-59

2000.8 胡忠民 中華男排進軍雪梨奧運艱苦行。 中華排球，第89期，29-36 

2000.10 胡忠民
中華男排雪梨奧運資格賽參賽記飄洋過海移地訓練未完成的任務空留遺

憾。
中華排球，第90期，63-72 

2000.12 胡忠民 排球新規則實施後我國各級排球代表隊未來參加國際競賽因應之道。 中華排球，第91期，58-61

2001.06 胡忠民 談中華男排在第三屆大阪東亞運之表現。 中華排球，第94期，56-68

2002.09 胡忠民 排球比賽中如何調整接發球隊型。 排球教練雜誌，第1期，3-6

2007

林獻巃、

胡忠民、

黃宏榮　

亞洲男排四強接發球、防守與扣球及其進攻成效之研究。 運動教練科學，第9期，31-42。

2008.03 胡忠民 四年來推動國內企業男子排球聯賽之回顧與感想。 中華排球，第124期，26

2009.10 胡忠民 聽障奧運簡介暨2009臺北聽奧室內排球比賽概述。 中華排球，第129期，45-48

2018.8 胡忠民
從「三劍客」到「三仙老公標」的排球人生　（師大58級謝淑明、洪盛

朗、胡忠民排球之路三人行）。

《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

途1946-1976》：35-39。

出版年月 作者 書名/篇名 出版社/出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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