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及2005年是江老師人生的重要旅

程碑。他先是以六年時間規劃，成功的在文大

創辦臺灣第一所運動教練研究所，而後以「十

年磨一劍」的精神，協助文大完成多功能體育

館新建工程。這兩項創舉，後來成為國內大專

校院效法的典範。江老師在生涯邁向高峰時，

不幸罹患癌症。2006年開始，持續定期接受治

療。2015年11月，因癌細胞轉移引發的多重病

症，住進淡水馬偕醫院加護病房，在與病魔

搏鬥數週後，於2015年12月15日辭世，享年67

歲。

江老師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年旅程，雖然

疾病纏身，仍是胸懷壯志，熱愛工作，無怨不

悔。江老師的生前好友紀政女士，在告別式中

以「體育的良心」為名，撰寫悼念文與大家分

享Jasson（江界山的英文名）生前鮮為人知的

小故事，彰顯他對文大及臺灣體育的特殊成就

與貢獻。本文透過訪談江老師的家人、親友與

同事，輔以家人提供的許多珍貴照片與文獻資

料，試著拼湊出江老師的成長奮鬥人生樣貌，

希冀藉由此文的出版，與讀者一同景仰緬懷及

廣為流傳。
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副教授。E-mail:margarettang2003@yahoo.com.au。

唐慧媛

江界山

質樸堅毅華岡人典範

壹、前言

有時候，一念之間的決定，可以改變一

個人的人生。1949（民國38）年出生於嘉義大

林的江界山（圖1），在高三聯考前，代表學

校參加省中運跳遠項目比賽榮獲銀牌，取得奧

運初選資格，成為國家田徑隊儲備的潛力選

手，因緣際會的進入「體育圈」。江家世代務

農，父親原本只期望他「好好待在家鄉種田」

。高中畢業後，不顧雙親反對，堅持北上就讀

中國文化學院（現為中國文化大學，別名華

岡，以下簡稱文大）體育學系，這項決定使他

後來的人生激起一連串「化學變化」。

大學時期受到多位恩師的影響，江老師

把握各種機會努力向學精進外語。大四參加中

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甄選

考試，成為赴希臘參加奧林匹克研討會的唯一

青年代表。服完兵役後，回到文大體育系擔任

助教，獲得師長推薦到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以

下簡稱田徑協會）協助講習翻譯工作。他不求

回報及對工作全力以赴的態度，受到「飛躍的

羚羊」紀政女士的賞識，後來田徑協會二度指

派他到非洲友邦擔任田徑教練及協助推展國民

外交。

累積豐富旅外經驗，1983年江老師遠赴

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攻讀碩博士學位。歷經五

年苦讀學成歸國後，在文大董事長張鏡湖先

生的邀約下，回到母校文大體育系擔任系主

任。1989年紀政女士當選田徑協會理事長，邀

請江老師接掌總幹事，其後他也受邀在中華奧

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

專體總）、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

全國體總）、國軍體育總會、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及其他政府民間體育組織工作，協助推展體

育事務。

圖1　江界山個人照（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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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樸堅毅華岡人典範     江界山

打掃廚房清理油污，有時候也會到教會打

工，順便在那裡學英文。」（註3）接著說：

「我跟其他姊姊在那段時間，如果他有需

要，也或多或少想辦法幫他。後來他結婚生

子，要去美國念書，當時我爸爸身體不好，

經濟方面也還是不足，我媽媽有點猶豫，不

想讓他去。那時，我也跟我媽媽說，他已經

走學術這條路，沒有繼續去唸書不行，所以

我堅持要讓他去。」常言道「長姐如母」，

江老師的求學之路，大姐在關鍵時刻總是扮

演重要角色，能夠獲得大姐的支持，想必也

是激勵江老師在求學路上力爭上游的原動力

之一。

二、求學打工（1968-1973）

1968年，江老師考取文大體育系。放

榜後，父母親考量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勸他

打消讀大學的念頭，繼承家業留在家鄉種

田。他向家人表達希望繼續升學的意念，當

時幸虧有大姊從旁遊說，註冊前夕終於獲得

雙親的首肯。江老師的大姊江束霞女士（以

下簡稱江大姐）接受專訪時談到當年情景：

「我跟我爸媽說，現在的孩子，不念書沒有

什麼出路。他念完高中，也沒有學什麼一技

之長，既然對讀書有興趣，就要成全他。」    

（註2）

江老師的大學生活多采多姿，但酸甜

苦辣的打工經歷，卻鮮為人知。大學四年

間，他總是必須在課餘時間，四處尋找打工

機會，賺取生活費自給自足。儘管如此，每

學期到了註冊繳學費時間，還是難免要「傷

腦筋」籌措學費。江大姐提到他大學時期的

打工狀況：「他唸大學時，為了賺錢什麼都

做。在餐廳廚房當洗碗工，餐廳打烊後幫忙

中學時代的江老師，對運動開始產生興

趣，從同濟中學初中部畢業後考上省立斗六高

中，正式加入田徑校隊接受正規訓練，同時也

利用課餘時間加入吉他社玩音樂（圖3），據

說「運動與音樂」是江老師苦澀青春期最喜愛

的「舒壓活動」。高三時代表學校參加臺灣省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現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贏得跳遠項目第二名（圖4），一躍成

為國家田徑隊儲備的潛力選手，同時取得墨西

哥奧運初選資格，就這樣踏入體育圈，從此沒

有離開過。

貳、生平事略

一、出生成長（1949-1967）

江界山老師是家中長子，有四個姊姊，

一個弟弟。江家世代務農，江老師的父親卻

因體質關係，無法承接家業從事農務工作。

為了養家活口，只好轉行拜師學藝做裁縫，

在大林鎮上開業，一家人就靠著裁縫店維

生。家境清寒，加上父親重男輕女的傳統觀

念，姊姊都在小學畢業後，跟隨父親從事裁

縫幫助家計，只有他和弟弟有機會繼續升學

（圖2）。（註11）

圖4　江界山參加跳遠比賽英姿（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註1 江束霞，面訪，臺北天母住家，2016年8月20日。

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

系副教授。

註2 江束霞，面訪，臺北天母住家，2016年8月20日。

註3 江束霞，面訪，臺北天母住家，2016年8月20日。

圖2　江界山與弟弟在嘉義大林住家門口留

影（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3　江界山高中時期參加吉他社在校表演留影（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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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自文大體育系退休的陳銘堯老師是江

老師大學時期的同班同學，筆者邀請陳老師

談談同窗江老師。 他首先談到：

當時的體育系主任是周中勛教授，外

聘師資有來自師大的曹清鵬老師、崔

連照老師及陳景星老師，來自清華大

學的張齡佳老師，還有來自軍中劉北

正老師，他們可說是一時之選……我

相信這些老師對江老師都有一定程度

的啟蒙與影響。

接著，陳老師談起當年校園生活中令他

記憶深刻的往事：

我們有嚴格的學長制，學長姊們也都

會關心學弟妹的學習與生活。記憶比

較深刻的是大二那年，系上學長許志

銘（後來曾擔任教育廳督學室主任及

教育廳副廳長）當時是學生活動中心

的總幹事，他會帶領我們為系上做了

許多事情。例如：我們曾經用製模板

及手工打印方式，為體育系出版了第

一本系刊。（註4）

他並談到江老師大學時期的打工生活：

江老師家境不好，所以大學四年一直

需要打工。但是他打工賺錢的有些方

式和一般同學不太一樣。例如說：他

會幫人家修理手錶，據我所知，他這

項技能是中學時在家鄉跟親戚習得。

另外，他為了能夠順便在打工時學英

文，會到學校鄰近的美軍宿舍跟美軍

眷屬說：「我幫你們打掃庭院不收工

錢，只要你們可以提供我吃或住就可

以了，我還可以教你們中文……」   

（註5）

江老師的夫人賴麗雲老師也是文大體育

系的同窗，與江老師在大學時期是眾所皆知

的「班對」（圖5）。關於打工的事，賴老師

談到：「他都固定在餐廳打工，有時候，我

也會陪他一起到美軍宿舍幫忙打掃庭院，他

喜歡利用這個機會，跟美軍眷屬學習美式英

文。」（註6）

旅居紐西蘭多年的陳景星教授，是江老

師就讀文大體育系時期的體操課老師及體操

代表隊教練。1994年文大成立運動教練研究

所（以下簡稱運教所）碩士班、江老師邀請

陳教授從僑居地回到研究所任教。累積四十

多年的師生情緣，在眾人眼中，陳教授與江

老師在工作上亦師亦友，在生活上情同父子

（圖6）。陳教授受訪時，首先提到當年與江

老師在文大初識的情景：

有一天，他下課後來找我，問我可否

利用中午時間給他和幾個同學補習英

文。當時我有點驚訝，心想怎麼會有

學生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跑來

找我說要學英文。這件事情讓我很驚

訝，更讓我驚訝的是他的honesty，因

為當時他很誠實的接著跟我說：「可

是我們沒有錢付你補習費，we cannot 

pay you。」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學生

有點特別，一般人可能只會提到要補

習英文的事，多半不會談到有關錢的

事。（註7）

簡單幾句對話後，陳教授答應江老師的

請求，在每週上完體操課後，利用中午休息

時間，給包括江老師在內的8位體育系學生

免費補習英文。這樣的午間英文課進行了一

年多，直到陳教授受邀準備前往紐西蘭任教

前，辭去文大的兼課工作後才告一段落。

圖5　江界山與夫人賴麗雲在畢業典禮後與周中勛主任留影（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註4 陳銘堯，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4樓教授休息

室，2016年10月4日。訪問人唐慧媛。

註5 陳銘堯，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4樓教授休息

室，2016年10月4日。

註6 賴麗雲，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4樓教授休息

室，2016年10月20日。訪問人唐慧媛。

圖6　江界山（右）、賴麗雲（左）

與陳景星教授夫婦留影（照片

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註7 陳景星，面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師宿舍，2016

年7月31日。訪問人唐慧媛。2016年暑假筆者前往

澳洲探親度假，剛好得知陳教授正在新加坡與在

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女兒聚會，便臨

時在回程專程前往新加坡停留數日，以便與陳教

授進行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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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國內田徑水準，紀姐特別從自美

國田徑界名師Mr.Tinker Hatifeld擔任駐會

教練（圖9），但因大多數的田徑教練與選

手都不諳英文，她急需找一位懂得田徑又具

備英文聽說能力的人協助教練講習的翻譯工

作。時任全國體育總會秘書長周中勛教授，

得知這件事後，他便推薦江老師。紀姐曾在

江老師的告別式的悼念文中提到這段過程中

的一段小故事（註8）：

就在滿一個月那天，我拿著一個

信封，心虛地走到他面前說：「Jas-

son，感謝您一個月來的協助，信封

內是微薄的酬金，但是您的付出及貢

獻，絕對是超過這個數字好多倍。」

他並不知信封內的數字，但馬上

不加思索地說：「紀姐，如果協會和

我有任何金錢交易的話，應該由我付

錢給協會才對！」

我睜大眼睛，不敢相信耳朵所聽

到的。「Jasson，為什麼？」

「紀姐，翻譯的工作，讓我有機

會聽英文、講英文；就因為翻譯，我獲

得了第一手的訓練技術和理論，所以，

我是受惠者，我應該付錢才對。」

大學時期受到多位恩師的影響，江老師

體悟到運動員學好外語的重要性。在校四年

間，投入許多時間透過各種管道精進英文。

大四那年，便在參加中華奧會定期舉辦的奧

林匹克研討會活動時，通過考試獲選為前往

希臘雅典參加國際奧林匹克學院交流活動的

臺灣青年代表（圖7）。除了取得代表臺灣

出席國際奧會活動的機會，江老師也苦讀通

過預官考試，在入伍服役後加入陸光田徑隊   

（圖8）。

三、退伍工作（1974-1982）

1974年，江老師從軍中退伍，隨即受聘

回母校體育系擔任助教，次年與愛情長跑多

年的賴麗雲老師完成終身大事。回到熟悉的

校園工作，江老師常利用公餘時間參與中華

奧會的研習活動，為了繼續加強外語能力，

偶而也在一些活動擔任翻譯志工。就在這種

機緣下，江老師結識了時任田徑協會秘書長

的紀政女士（以下簡稱紀姐）。

圖9　江界山與家人和田徑協會美籍教練

Mr. Tinker Hatifeld留影（照片來

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7　江界山代表臺灣出席在希臘雅典的國際奧林匹克學院交流活動（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8　江界山服役與陸光田徑隊隊友留影（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註8 紀政，面訪，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辦公室，2016

年11月25日。訪問人唐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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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赴美留學（1983-1987）

返回文大體育系工作崗位後，江老師著

手進行赴美留學計畫。賴麗雲老師憶起江老

師留學前的準備工作時提到：

他在擔任助教時就已計畫要出

國唸書，為了多存一點錢，我們曾經

一起去擺地攤賣衣服。後來，他發現

教網球的收入不錯，便開始學習打網

球，利用週末假日收學生教球，也幫

學員穿網球拍線（圖12）。到美國

後，他也努力考取網球教練證繼續教

球。在美國那幾年，我經常都會從臺

灣寄網球拍及球線過去，讓他在那邊

多賺點生活費。（註10）

美國教練Mr. Tinker Hatifeld結束訓練

講習工作返美後不久，紀姐接到外交部的電

話表示，希望能夠選派一位田徑教練到友邦

中非共和國推展田徑運動。基於先前教練講

習的合作經驗，江老師成為紀姐心目中的第

一人選。1978年間，江老師暫別文大的助教

工作，隨臺灣農耕隊前往中非擔任為期半年

的田徑教練（圖10）。

完成任務回到臺灣後，江老師與紀姐

分享在中非從事教練工作的收穫，使紀姐

更進一步瞭解到他對田徑運動的執著與熱

情。1979年田徑協會再度接受外交部請託，

要求指派教練到友邦南非史瓦濟蘭王國進行

二年的代表隊訓練工作。有了外派中非執教

的經驗，江老師成為紀姐心中的不二人選，

而江老師也不負所託，在短短兩年時間，協

助中非田徑代表隊在非洲七國田徑錦標賽取

得團體總冠軍榮譽，也利用閒暇時間為華僑

籌組運動組織推展體育活動。江老師的體育

專業與工作熱忱，在當地廣受佳評，被譽為

「體育大使」（圖11）。（註9）

註9 紀政，面訪，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辦公室，2016

年11月25日。

註10 賴麗雲，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4樓教授休息

室，2016年10月20日。

圖11　江界山與南非史瓦濟蘭王國政府官員

留影（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12　江界山在週末假日教網球及幫學員穿網球拍線（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10　江界山在中非共和國擔任國家隊田徑教練（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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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的吸引力很大，韓國學生頗受教

授的厚愛。

好在上天憐我，賜給我一份難得

的爬起來再跑的勇氣與毅力，安然渡

過了99%的考驗。現在正全心全力的做

實驗寫論文，我歸心似箭，好想念臺

北。

那天在電話中得知協會允以資

助的佳音，使我欣喜不已，環繞在心

頭的溫暖足足三天三夜，總之，這份

興奮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但是，紀

姐，我想向自己挑戰，我想辭謝協會

的資助。四年多來我已學會了獨立孤

撐，且也熬過了最艱苦困境的歲月，

您就讓我試試看我是否能繼續完成這

件在我生命中最具意義的事，好嗎？

如果我真的支持不下去了，我會致函

請求支援的，我很感謝您的關愛，也

感謝協會雪中送炭，我想這股暖流已

夠助我渡過今年的寒冬了。

如果我能順利完成畢業，我仍舊

是以前的我，協會如需任何協助我當

盡力而為，傾力以赴。您知道嗎？最

令我懷念的事情之一是，我在冬夜裡

騎著摩托車，冒雨趕往田徑場為Tin-

ker Hatfield翻譯的影像，那一年裡

我學會了成長，我學到了今日獲益無

窮的語文能力及爬起來再跑的精神，

而這些摸不著也看不見的技能，我卻

已轟轟烈烈的用了好多年。憑著它，

我想我應該可以畢業的。

五、返國任教（1988-1993）

1988年學成歸國後，江老師感念母校文

大張鏡湖董事長的栽培，婉拒國立體育學院

（現為國立體育大學）蔡敏忠校長的邀約，

回到熟悉的文大接掌體育系系主任，並毛遂

自薦兼任體育系大四班級導師，筆者當時

剛好也在大四這一班（圖14）。江老師到任

後，有兩項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舉」，筆者

至今仍記憶猶新。

1983年江老師以留職留薪一年及留職停

薪一年，暫別文大教職赴美進修。在美國西

岸的奧勒岡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在順利完成

碩士學位後，他決定繼續留在美國同一所學

校攻讀博士學位（圖13）。前面提到江老師

大學期間四處打工，自給自足方式完成學業

的經歷。在美留學離鄉背井的生活，而且身

邊帶著年僅5歲的長子立民同行，每天都要步

步為營算計度日，在經濟方面更是經常捉襟

見肘。師母賴麗雲老師在受訪時提到，每逢

繳納學費期間，就必須在臺灣籌措學費匯款

過去，有一年更是以房屋抵押向銀行貸款來

湊足學費。江老師求學的艱辛歷程，從他寫

給紀姐一封信中似乎可以一窺全貌。

書信的背景是紀姐在得知江老師即將

完成博士學位前一段時間的經濟困境，打算

透過田徑協會匯款幫忙紓困，協會苦等多時

沒有收到江老師的銀行帳號，只看到他寄來

一封「感謝信」。信中婉謝紀姐及協會的好

意，也順便分享了當時的心情（註11）。

紀姐收信安好：

猶記1983年8月22日下午向您電話

辭別，四年多的留學生涯已然飛逝。

這四年多的折騰不若趙寧所描繪的留

學生活那麼燦爛而美麗，倒是有失敗

的哀痛也有成功的喜悅，苦和樂譜成

了一首刻骨銘心的樂章，好難忘記。

讀得這麼辛苦有幾個原因，第

一，我自不量力，硬挑了「運動生理

學」領域，結果是撞得頭破血流，精

神險些崩潰。問題不在於我不夠認

真，而是我的數學、化學和物理的基

礎太差，為了完成必修的系列課程，

我必須從頭讀起；基礎化學、有機化

學、生物化學、定量分析、人類營養

學、生化實驗、基礎藥學……，每一

科無不在心驚膽寒的情況下完成。第

二，經濟問題，四年多的修練生活，

不但使我耗盡積蓄，且舉債苦撐，為

了貼補，只好在不影響課業的情況下

盡力打工。我的學業成績比大部分的

外籍學生好，但外籍生獎學金的名額

大都被韓國學生拿走了，畢竟1988年

圖14　江界山在文大與接掌體育系

後的首批畢業生留影（照片

來源：唐慧媛提供）
圖13　江界山在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攻讀學位期間與同學（左）及指導教授（右）合影

（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註11 紀政，〈體育界的「良心」：江界山老師 一路好

走〉，《紀姐隨筆》，2016.12.29，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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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的人事已定，新任

理事長紀政選任文大體育系主任江界

山擔任總幹事。他們都是田徑選手出

身，有國際比賽經驗，有指導選手經

驗，又有行政領導實務，兩人搭配算

是內行掌舵。（註12）

報導內容高度肯定紀姐的「慧眼識英

雄」。（註13）江老師在擔任田徑協會總幹

事的頭一年，為了透過媒體宣傳路跑活動   

（圖17），找到願意合作的唱片公司選定以

當年紅極一時的歌手葉歡所主唱的「記得我

們有約」做為活動宣傳曲，這種體育活動行

銷手法，在當年也是一項創新模式。

當時電腦甫自美引進臺灣，在教育機

構尚未普及。江老師體認到使用電腦是體育

系學生提升職場競爭力的必要技能，便以最

短的時間在學校找到合適的地點設置電腦教

室。為了鼓勵大四學生加強學習電腦操作，

在畢業前一個多月的時間，他「強迫」大四

同學以「即學即做」方式，使用電腦文書處

理作業系統完成個人自傳製作，以此做為  

「畢業門檻」之一，未依規定完成者以「延

畢」處分。筆者憶起這段往事，仍歷歷在

目。筆者離開學校進入職場工作後，有機會

把習得的文書系統操作技能，應用在公文處

理作業，受益良多。

另一件值得回味的往事，是江老師帶

領體育系應屆畢業生赴韓國畢業旅行的「創

舉」。當年大學生集體赴海外畢業旅行的情

況並不多見，擔任大四導師的江老師，在新

學期開學的第一次班會，向同學們提出海外

畢旅計畫的構想，預料之外的獲得大多數同

學的支持。1989年1月，文大師生一行60多

人在江老師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前往漢城     

（今更名為首爾）參觀1988夏季奧運比賽場

館（圖15），並順道與文大姐妹校慶熙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所有參與畢業旅行的同學都

是生平首次踏出國門拓展視野，興奮的心情

不可言喻，筆者也在同行之列。

1989年7月，田徑協會改選，紀姐眾望

所歸當選理事長，邀請江老師擔任協會總

幹事。前面提到，江老師學生時代是跳遠好

手，大學畢業後曾在田徑協會擔任翻譯志

工，而後經由紀姐推薦，外派到中非共和國

及南非史瓦濟蘭王國擔任田徑教練。基於這

些共事經驗，紀姐在接掌田徑協會後，認為

江老師是擔任協會總幹事的不二人選。江老

師上任總幹事當天，民生報以「博士級單項

協會總幹事」為標題大幅報導（圖16）：

圖16　紀政接掌田徑協會理事長後聘請江界山任

總幹事（資料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15　江界山帶領文大體育系學生畢業旅行赴韓國參觀1988夏季奧運場館留影（照片來源：唐慧媛提供）

註12 〈江界山 博士級單項協會總幹事〉，《民生報》，  

1989.07.20，2版。

註13 〈期望紀政、江界山四件事〉，《民生報》，       

1989 .07.20，2版。

圖17　江界山與紀政理事長共同出席臺北市政府

的路跑活動（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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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開創大陸體育專業人士來臺工作的先

例。劉教授在運動科學訓練領域學有專精，

在文大運教所開設的運動生物力學系列課

程，引進許多科技新知、佳評不斷，很快成

為各大專校院爭相網羅挖角的對象，但他卻

堅定不移的留在文大任教11年，直至家鄉年

邁雙親召喚才回鄉工作，想必是受到江老師

當年的熱誠感召，劉宇教授的情義相挺也傳

為美談。

陳景星教授是江老師大學時代的英語

啟蒙老師，也是運教所草創初期的師資陣容

中，江老師大力邀請的另一位海外學者（圖

18）。陳教授在紐西蘭從事體育與教育工作

20多年，1993年回到文大擔任短期客座一

自美返國後，江老師除了在文大體育

系及田徑協會這兩個他過去最熟悉的地方投

入教學與行政工作，也陸續接受邀約在政府

與民間體育機構提供諮詢服務工作。例如：

在中華奧會擔任醫藥委員會及教育暨出版委

員會、全國體總研究發展委員會及競技運動

強化委員會分別擔任委員，在大專體總運動

科學委員會及網球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等職

務。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臺北市政府著手進

行臺北市關渡體育園區規劃及巨蛋體育館開

發新建案，江老師亦受邀加入專案小組擔任

審查委員。這些職務所累積的經歷，對江老

師後來在推展學校體育與競技運動工作，都

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六、圓夢行動（1994-2005）

留美期間，江老師的心中已興起念頭，

希望回國後在臺灣創辦一所專為運動教練設

置的在職進修或研究機構。返國工作後，他

向文大提出構想，獲得校方大力支持。但由

於當時文大的軟硬體環境條件未臻完善，未

能符合教育部的條件要求，文大所提出的運

教所碩士班申請計畫，歷經6年波折，直到

1994年才獲得教育部核准。據說這段期間，

江老師為了充實師資煞費苦心。筆者在訪談

多位其生前好友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提到

籌辦文大運動教練研究所的曲折過程，也對

江老師鍥而不捨的精神感到敬佩。曾於1994

年至2005年間在文大運教所任教的劉宇教

授，是江老師在研究所創辦之初，大力邀請

的海外學者之一。

1992年夏天，紀姐以田徑協會理事長身

分前往德國參訪，在法蘭克福大學結識了中

國留學生劉宇教授，當時他正在進行運動生

物力學領域的田徑訓練研究，紀姐向他徵詢

畢業後來臺工作的意願，結束訪德行程返臺

後，她轉告時任田徑協會總幹事的江老師這

件事。後來江老師聯繫得知劉宇教授已完成

博士學位轉往科隆體育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

工作，便在1993年年初，專程飛到德國法蘭

克福當面邀請他來文大任教。

筆者2016年11月中旬前往上海參加學術

研討會，剛好就便拜訪在上海體育學院任職

的劉宇教授，在徵求他的同意後，請他談談

當年的機緣。劉教授回憶道：

我是透過紀政的介紹認識江老師。記

得他當時來訪，住在我家附近的旅

店。我請他到我家裡吃晚飯，還特別

開了一瓶家裡珍藏30多年的白酒。餐

敘後，我帶他到著名的歌劇院看了一

場叫西城故事（Westside Story）的

舞臺劇。第二天我約江老師到科隆大

學參觀，順便與我的德國指導教授見

面。江老師跟我的教授說，想請我到

臺灣任教，他很吃驚，轉頭問了說：

「你會去嗎？」我說：「我會去。」

江老師只待了三天就回臺灣了。（註

14）

1993年8月，江老師趁著到德國斯圖加特

（Stuttgart）參加世界田徑錦標賽的機會，

再度前往法蘭克福拜訪劉宇教授，當面向他

說明聘任程序與作業進度。1993年11月劉宇

教授以特聘專任教練及專案居留方式來到

年。聘期結束後，江老師希望他能繼續留在

文大教課。陳教授曾談到他當時的心情：「

很多人在選擇工作時，總會選擇最安逸、最

優渥的單位，問題是，一個較差的地方可能

也是最需要你的地方。人選擇工作時要有使

命感，才能豐富生命歷程，使生命更有意

義」。（註15）陳教授認為他的教育主張與

江老師的辦學理念一致，所以他後來不僅接

受留任繼續教課，而且在文大運教所任教長

達15年。

圖18　文大運動教練研究所畢業生在舊址大孝館舊址合影（前排由左2至右2依序為劉宇教授、江界山所長、

陳景星教授、林文郎教授）

註14 劉 宇 ， 面 訪 ， 上 海 體 育 學 院 圖 文 信 息 樓 會 議

室，2016年11月11日。訪問人唐慧媛。

註15 江界山，〈點亮生命的一堂課〉，《生命之旅：

陳 景 星 八 十 大 壽 紀 念 賀 文 》 ， 臺 北 ： 華 岡 ，            

201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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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波三折後也在博士班招生的同一年落成

啟用。此時，江老師奉校方指派由運教所所

長轉任體育館館長兼體育室主任，原所長職

缺則請林正常教授接任。

儘管文大體育館營運與體育室行政業務

繁忙，江老師在他的既定目標完成後，仍利

用公餘時間持續投入中華奧會、全國體總、

大專體總及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的工作。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今教育部體育署）成立後，

他受聘在國民體能推展指導小組、運動科學

小組及運動員用藥諮詢小組擔任委員職務，

同時也在全國運動會禁藥管制小組及教育部

健身操教材編制專案提供專業諮詢。2000年

江老師體認到長久以來，絕大多數運動

教練及學生運動員都過度注重訓練與技能發

展，經常忽略品格教育的培養，以及外語能

力的增進。因此，在文大運教所籌辦創設之

初，他希望在課程規劃安排上，除了能夠加

強運動科學與訓練方面的學習，也能重視人

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為此，他遠從紐西蘭請

來陳景星教授，為文大運教所開設人文教育

系列課程。

陳教授的運動教育學、運動領導學、運

動哲學，以及國際體育實務等課程，在運教

所廣受學生喜愛。由於其治學嚴謹及教學認

真，在文大任教期間，他先後獲得文大教學

特優獎及傑出教師獎；從文大退休後，更獲

頒教育部最高榮譽的「終身成就獎」。1998

年陳教授出版《超越2000年體育教學與領

導》一書，江老師撰寫序文提到：

培養一位理論與實際兼備，深富人文

素養，具有國際觀和遠見的教練人

才，是本所創立以來始終堅持的理念

和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本所特

別開設了人文教育系列課程，並遠從

紐西蘭邀請了陳景星教授擔任課程教

師。歷經五年的實施，我們驚奇地發

現，本所學生在專業素質提升之餘，

個人的氣宇風格也為之質變，這個成

果顯然地超乎了我們的預期，使得當

初的夢想成了真，理念也獲得了初步

的實現。（註16）

擁有「臺灣運動生理學之父」稱號的林

正常教授，在文大運教所開辦兩年後接受江

老師的邀約來到文大任教。在江老師逝世一

週年的追思會場合，林教授撰寫了一篇感人

的追思短文，與在場師生分享他與江老師共

事的過往。文中談到：

沒有江界山教授的熱誠感召，我可能

不會也沒機會前來文化大學擔任專任

教授，成為他的所長接班人。我跟江

界山教授雖然彼此相知相惜，因為大

家都忙，事實上，很少有機會閒聊。

不過，我們兩個人，大概都知道對方

在想什麼。為了博士班，我們曾一起

到教育部找人溝通，爭取協助成立事

宜。（註17）

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的林正

常教授，與江老師在運動科學領域一起耕耘

多年（圖19），對於江老師在運動訓練方面

的遠見特別稱道：

江教授他深知近代運動訓練的趨勢以

及國內教練對肌力與體能訓練知識的

匱乏，這一門課在國內首開先例，

成為研究所必修課程。為了這一門

課，1996年6月，江教授送給了我一本

Essentials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原文書。沒有辜負

江教授的心意，2004年，我與同好，

出版了本書第二版的中文翻譯版……

後來江教授在文大成立協會，此課程

成為顯學。（註18）

1994年及2005年是江界山老師工作生涯

的重要里程碑。他自美返國工作後所立下的

理想宏願，1994年文大運教所碩士班獲准成

立，江老師的夢想初步獲得實現，博士班在

2005年通過核定招生，圓夢計畫再向前邁進

一步；難度最高的文大體育館興建工程，歷

江老師獲選為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副理事

長；次年，他跨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港澳等國家地區

的運動科學專業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亞洲運

動科學學會（Asian Council of Exercise 

and Sports Science, ACESS），並獲選為副

會長（圖20）。

註16 江界山，〈序〉，《超越2000年體育教學與領

導》，臺北：高文，2000。

註17 林正常，〈緬懷摯友江界山教授〉，《運動生理

週訊第350期》，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

week/show.asp?repno=350，2017.01.09檢索。

註18 林正常，〈緬懷摯友江界山教授〉，《運動生理

週訊第350期》，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

week/show.asp?repno=350，2017.01.09檢索。

圖20　亞洲運動科學學會會員

在上海國際研討會留影

（照片來源：江界山家

屬提供）

圖19　江界山與林正常教授於八里留影

（照片來源：林正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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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因應運動產業時勢所趨，江老師

邀集志同道合的國內運動專業人士共同引進

辦理美國舉重協會（USA Weightlifting）

運動表現專業研習暨證照檢定考試。同年，

受聘擔任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圖23），為

2017世大運的籌辦提供專業建言。2015年11

月間，江老師因癌細胞轉移引發病症住進淡

水馬偕醫院加護病房，在與病魔搏鬥數週後

病情急轉直下，2015年12月15日在八里家中

辭世，享年67歲。

參、重要成就貢獻

相較於傑出的田徑選手，江老師並非

天賦異稟，也缺乏強健體魄；服完兵役後，

他雖然沒有延續個人的運動生涯，但懷抱著

對體育運動的熱忱，他轉換跑道在工作上扮

演一個「拓荒者」角色，在自己選擇的舞臺

上，迎接人生各階段的挑戰。他曾經在課堂

上分享達文西的經典名言：Life well spent 

is long（生命雖然短暫，只要善加利用就夠

長）。

一、科學家素養，人文情懷

專研運動科學多年的江老師，擁有科

學家不畏失敗的品格。他經常鼓勵學生要離

開舒適圈，自己也勇於嘗試新事物。在工作

上，他總是全力以赴，遇到瓶頸，也嘗試用

不同方法尋求突破。許多人會將人生比喻為

一場馬拉松賽跑，筆者整理江老師的「大事

紀」後，感覺他是把人生的當作是一場又一

場的短跑賽。從高中畢業北上求學開始，他

一次又一次地在起跑點為每項賽事熱身備

戰，每場比賽都是抱持著使命必達的信念，

挑戰個人極限。

2009年，江老師在林正常教授《又見

正常心》一書出版前夕，送來一篇「雲淡風

清林正常」的七乘七短詞（圖24）。次年，

江老師再度以書法寫下七乘七短詞（圖25）

，在一場國內的學術研討會中公開展示，藉

此表達對林教授的謝意與敬意。江界山老師

七、迎向挑戰（2006-2015）

2006年，事業正邁向高峰的江老師，不

幸罹患癌症。儘管如此，他懷抱著對體育恆

久不滅的熱情，在工作崗位上的腳步從未停

止過。2007年，他受邀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黃金計畫運動科學委員會召集人，為國家

隊備戰2008北京奧運工作集思廣益；同時也

承接教育部委託辦理「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聘任管理辦法」法案修訂（2008年3月24日

頒布實施）。

2008年江老師在文大創辦「國際肌力及

體能研討會」，同年獲得美國職業網球協會

（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Tennis As-

sociation）頒贈「20年服務獎」（圖21）

。2009年他受聘擔任教育部大專院校體育專

案評鑑委員，並繼續接受委託辦理「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增能計畫」。2013年，江老

師為教育部體育署撰寫中華民國體育政策白

皮書競技運動篇，同年，創辦「臺灣肌力及

體能協會」並擔任理事長。2012年江老師與

中、日、韓學者在臺北聯合發起成立亞洲教

練科學協會（Asia Association of Coaching 

Science, AACS）。2014年AACS在日本北海道

札幌舉辦國際研討會暨召開雙年年會，江老

師獲被選為第二任會長（圖22）。

圖21　江界山2008年獲頒美國職業網球協會20年

服務獎（照片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23　江界山2005年受聘擔任臺北市政府市政

顧問（資料來源：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22　亞洲教練科學協會在日本北海道札

幌市舉辦國際研討會臺灣代表團留

影（照片來源：唐慧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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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將風采，就連與江老師熟識多年的林教

授在看到創作時，也感到驚訝。林教授說：   

「兩則短詞，充分地嶄露出他的才華，與對

於我這個朋友的誠摯心意。不知體育與運動

界裡還有誰有此能耐呢？」（註19）

筆者在整理江老師的文件資料時，意外

找到一篇他在擔任田徑協會總幹事期間，為

田徑期刊所撰寫的序文，字裡行間流露對自

我的期許與對田徑健兒的高度期待，也再度

看到他科學家理性素養背後，鮮為人知的人

文情懷：

對一般人而言，一年中有四季，

每個季節都有獨特的風格，它生生

不息，變化有序，令人激賞。對田徑

健兒來說，可就不同了，一年裡的每

個季節，天天都是奮鬥，季季都是挑

戰，因為田徑人繳出的成績沒有好運

與歹運，只有成功或是失敗，真是冷

酷而現實。因此田徑健兒唯有嚴格的

尊重四季的分野，在每一天，每一

月，每一季裡，戰戰兢兢的嚴守自己

的崗位，完成既定的目標，才能在四

季轉換的巨輪下，飛出舊有的軌跡，

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註20）

林正常教授在追思短文中亦提到：

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個不折不扣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人。與江

界山教授相處的日子裡，深知他溫文

儒雅，待人總是和顏悅色，從不口出

惡言，厲言相向。他也從不跟人爭出風

頭，為了學校，經常是委曲求全，事情

圓滿就好，有時不免為他不平叫屈。衷

心期望江界山教授的為學與待人處事的

學者風範與精神，能夠成為典範，廣為

流傳，直到永遠。（註21）

二、胸懷壯志，十年磨一劍

從高中畢業北上求學開始，江界山老師

便與體育運動結下一世情緣。在文大經過四

年的風雨洗禮，他找到自己未來的志向。退

伍後，回到母校文大擔任助教，他二度遠赴

非洲友邦擔任田徑教練，不負所託的頂著「

體育大使」的稱號回到臺灣。暫別工作出國

深造，在美國歷經五年寒窗苦讀，完成博士

學位，返回文大接掌體育系。

過去許多人對文大體育系感到好奇，

在一所沒有適當運動設施的學校，如何以「

體育之名」興學，如何孕育造就傑出體育人

才？1988年江老師接掌體育系，承先啟後的

帶領團隊，胼手胝足一步一腳印，改造文大

的軟硬體環境，20年來逐步完成多項許多人

認為「不可能」的任務。其一是在1989年向

教育部提出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的申辦計

畫。這項計畫由江老師帶領團隊以六年時

間，不斷進行計畫修訂及軟硬體設施補強，

終在1994年取得教育部核准成立；文大當時

便是在既沒有田徑場也沒有體育館、游泳池

等設施的條件下，成功創立臺灣第一所運動

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江老師生前

達成的另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是在運動

教練研究所碩士班成立的10年後，完成文大

多功能體育館的新建。嚴格說來，這項計畫

從起草構思規劃，足足花費了10年的光景，

但實際上，從動土施工興建到竣工啟用，只

花了兩年時間。談到這座耗資23.7億元的多

功能體育館，文大張鏡湖董事長在受訪時曾

特別提及：「當時很幸運，蓋體育館使用的

鋼架還沒有漲價，還算便宜。體育館蓋完

後，鋼價就漲了，我們就可能無法負擔了，

這是很巧的事…江主任一直都在積極參加營

造會議。」（註22）文大體育館在2005年啟

用後，不但成為華岡人的驕傲，也成為陽明

山的新地標。（「華岡」一詞的由來：文大

在陽明山山仔后校區原為一片橘子園，創辦

人張其昀取「美哉中華，鳳鳴高岡」之意，

擷「華岡」以為地名。）

圖24　江界山在林正常教授「又見正常心」

一書贈詞（資料來源：林正常提供）

圖25　江界山以書法寫下七乘七短詞致贈林

正常教授（資料來源：林正常提供）

註19 林正常，〈緬懷摯友江界山教授〉，《運動生理

週訊第350期》，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

week/show.asp?repno=350，2017.01.09檢索。

註20 江界山，〈序〉，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期刊（手

稿）。

註21 林正常，〈緬懷摯友江界山教授〉，《運動生理

週訊第350期》，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

week/show.asp?repno=350，2017.01.09檢索。

註22 張鏡湖，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董事長辦公

室，2016年9月7日。訪問人唐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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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師「十年磨一劍」的功夫，令許多

人嘖嘖稱奇，但與江老師熟識的好友紀姐則

認為「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她說：

Jasson是一位隨時隨地都願意接受挑

戰的人。在拿破崙的字典裡沒有im-

possible，我覺得在Jasson的字典裡

也沒有impossible這個字。我所知道

的Jasson，就是只要他想要做的事

情，大部分都能成功完成的。（註23）

恩師陳景星教授在江老師逝世一週年的

追思會上，特別用4Ｄ描述江老師「質樸堅

毅」的一生：

一個人要找到自己人生方向Direction

其實不難，難得是如何保持使命必達

的決心Determination，更重要的是擁

有一顆願意奉獻的心Dedication，有

了前面的3D，最終才能達成目標Des-

tination。（註24）

陳教授並這麼形容他所認識的江老師：

對自己未來要做什麼，都很有定見。

我也很少看他放棄自己想要做的事

情。現在，回頭看他的人生路，雖然

走得彎彎曲曲，但總是路路相連，一

直都在既定的軌道方向，而且最後都

有達成目標。（註25）

三、春風化雨，鞠躬盡瘁 

運動員出身的江老師，在文大運教所

對於具有運動員身份的研究生，總是特別關

照。這一類的研究生，無論是碩士班或是博

士班學生，都是長期著重術科專長訓練，在

學科方面都比較缺乏扎實基礎，相對需要較

多的關懷與協助。在運教所與江老師共事多

年的林正常教授提到：

對研究生的指導，他堪稱有教

無類，相當有耐心，總是鼓勵多於責

備，總是希望能夠把他們帶好，讓他

們完成學業。基本上，他認為只要肯

努力，下功夫，學會任何東西都是有

可能的。他認為研究生要勇於嘗試，

激發自己的潛能。

對於外國學生，除英文要夠好

外，還需要有興趣接觸他們，有耐心

輔導他們。雖然江界山教授，相當忙

碌，與外國學生保持非常好的互動。

他邀請外國學生到八里打球敘餐。這

種心胸，要出國留學過、吃過苦，有

悲天憫人胸懷的人才能展現出來。   

（註26）

來自韓國的崔寶蘭是當年受到江老師照

顧的研究生之一，從文大畢業後，她轉往美

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獲知江界山老師逝

世的噩耗時，專程回到臺北靈堂致意；告別

式當日因無法來臺，她在臉書留言追念恩師

（圖26）。江老師用愛心與耐心在文大運教

所經營的「華岡大家庭」，讓外系的學生都

羨慕不已。有了江老師的支持與協助，研究

生在學習上也相對用心。

除了在文大的教學與行政工作，江老

師在政府與民間體育機構的邀約兼職工作從

未間斷。他所擔任的職務與角色，不但跨領

域也相當多元。在中華奧會，他主要參與醫

學、運動員用藥及教育出版；在全國體總會

則聚焦在研究發展、運動營養與競技運動強

化方面；大專體總的兼職工作涵蓋運動醫

學、運動科學及網球；在政府與民間的組織

所參與範圍與層面更廣，諸如：巨蛋新建、

關渡平原開發、國民體能、國光獎章、運動

傷害及健身操教材等。

江界山老師走過67年的人生歲月，用

心思考生命與生活，坦然面對人生的轉折挑

戰；在實踐夢想的過程，步履雖然有時蹣

跚，他也從未猶豫停下。2001年他跨國邀請

許多運動科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籌組「亞

洲運動科學學會」；為提升運動教練肌力訓

練專業知能與技能，2008年他在文大創辦「

國際肌力及體能研討會」，引進美國專業師

資定期在臺講學；2012年他與中日韓學者在

臺北聯合發起成立的「亞洲教練科學協會」

，藉此提供場域拓展運動教練的國際化視

野；2013年在文大創辦的「國際肌力及體能

研討會」，建構交流平臺及認證制度，以提

升運動教練在肌力體能訓練水準。有感於運

動產業時勢所趨，2015年他在文大引進「美

國舉重協會運動表現專業研習暨證照檢定考

試」。當時，江老師因癌細胞轉移導致的身

體不適，已日漸明顯，多次進出淡水馬偕醫

院與病魔搏鬥，但他心中秉持的信念是「成

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肆、結語：典型在夙昔

「我憂心忡忡看待未來，但仍滿懷美

好希望」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先生的

經典格言，江界山老師生前喜歡引用這句話

激勵自己，傳達正向力量。在諾貝爾和平獎

頒獎典禮現場，記者問史懷哲先生：「什麼

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他回答說：   

「有工作可做，有對象可愛，有希望可想。

」筆者引用這段史懷哲先生與記者的對話，

做為江界山老師豐富精采一生的最佳註解。

圖26　韓國研究生崔寶蘭在臉書向恩師道別致意

（資料來源：林正常提供）

註23 紀政，面訪，希望基金會辦公室，2016年11月25

日。

註24 陳景星，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8樓柏英

廳，2017年1月9日。訪問人唐慧媛。

註25 陳景星，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8樓柏英

廳，2017年1月9日。

註26 林正常，〈緬懷摯友江界山教授〉，《運動生理

週訊第350期》，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

week/show.asp?repno=350，2017.01.09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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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後記

江界山老師的長子江立民Dr. Stanley Li-Ming Chiang目前在美國東岸East Stroud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從事教育工作（圖27）。筆者嘗試透過電子郵件聯絡到他，請他

簡單描述對父親的印象與記憶，筆者將它收錄於此並分享讀者，並為追思紀念（圖28）。

Memories of My Dad - Dr. Jasson Chiang

As long I can remember, my father was the center universe of our family, he provided us with great 

care, love, and shelter. Whenever there was an issue, he was the one that provided solutions.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at hand, he would be the one to provide resolutions. Father was always able to think 

three steps ahead as though he was able to look into the future. Whenever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 

w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even the chances for success is unknown. He was always thoughtful and care 

for his subordinates and colleagues and treat them as family members. 

During the final moments of his departure, in the back of his mind he was still thinking how to col-

laborate with the sport industry and how to secure funding for many projects ahead. Lastly, as I was orga-

nizing his documents, he had finished his probationary documents for the upcoming annual review and 

several proposals for future funding initiatives.

父親的人生哲學是：以家庭為生活重心，以事業為重，以校為家。

父親曾對我說：他的一生是為了追求理想而活。

父親也經常勉勵：

做對的事，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家人，對得起長輩。

做對的事，也許影響不在當下，但會帶著一個人走到對的地方。

待人接物必須誠實、公平、公正，無論做什麼事都需盡最大努力，不可輕意放棄。

父親是慈父，他經常和我分享人生道理，我想是深深受陳景星老師及師母的影響。

為了工作上的發展，他經常四處找贊助，如果不順利，他時常自掏腰包。雖時常如此，但

他總是樂在其中。

父親，永遠是我的學習典範，我以父親為榮。

「質樸堅毅」是文大的校訓，源自國

父遺訓。質是質直，樸是樸實，堅是堅強，

毅是弘毅。簡言之，質樸是「實事求是」之

意，堅毅則是「精益求精」之意；文大創辦

人張其昀博士認為「質樸堅毅」是新時代大

學生應遵循的準則。（註27）

大學時期，江界山老師不顧雙親的反

對，選擇進入體育圈，以自給自足方式，努

力向學完成學業。受到大學恩師的啟蒙，他

追求自己的理想志向，務本務實的規劃未

來。自美學成返國後，他可以選擇到「更適

合」自己的地方工作，但他選擇到「最需

要」他的地方，並且賦予自己艱鉅任務，設

定目標，使命必達。

在華岡的40多年歲月，江老師以校為

家，一步一腳印的為學校打造願景。在參與

國家體育發展的歷程，他本著無私的精神，

奉獻一己之力。江老師是文大校訓下的實踐

家，也是臺灣體育的夢想家。他不僅功在華

岡，是華岡人的典範，也功在體壇，為臺灣

體育界留下良好的風範。

筆者有幸成為江界山老師自美返國接掌

文大體育系後的首批畢業生。在公部門工作

多年後，因緣際會回到文大教書，成為江老

師的同事。在江老師過世後，承接這次人物

誌撰寫工作，是我此生的榮幸。在資料蒐集

過程，筆者有機會專訪江老師的家人、好友

與同事，記錄更多有關江老師鮮為人知的故

事，內心充滿無限的感觸與感動，也開始學

會以不同的角度，思考生命與生活的真諦。

希冀本文之讀者，看過江老師的生命故事

後，也有不同的啟發與收穫。

圖28　江界山全家福照（照片來源：

江界山家屬提供）

圖27　江界山與長子江立民在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留影

（照片來源：江立民提供）

註27 中國文化大學，〈校訓.校歌〉，http://www.pccu.

edu.tw/intro_song.html，2016.11.17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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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江界山大事記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9 38 1 1月29日出生於嘉義縣大林鎮。

1956 45 7 就讀大林鎮大林國小。

1962 51 13 就讀大林鎮同濟中學初中部。

1965 54 16 就讀省立斗六高中。

1967 56 18 獲得省中運跳遠項目銀牌，取得教育部保送甄試及墨西哥奧運初選資格。

1968 57 19 就讀文大體育學系（1968-1972）。

1972 61 23

通過考試獲選為赴希臘奧林匹克研討會青年代表。

考取預官，加入陸光田徑隊，入伍服役（1972-1973）。

參加國軍運動會四百公尺接力成績破陸軍紀錄，獲頒特技二等獎章。

1974 63 25 擔任文化大學體育系助教（1974-1979）。

1975 64 26
與賴麗雲女士結婚。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及中華奧會翻譯（1975-1977）。

1978 67 29
赴中非共和國擔任田徑及體操教練（6個月）。

長子立民在臺北天母出生。

1979 68 30

擔任文化大學體育學系講師（1979-1988）

赴南非史瓦濟蘭王國擔任國家田徑隊教練（1979-1980）。

參加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傷害研習會高級班結業。

1983 72 34 留職留薪赴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83-1984）。

1984 73 35
留職停薪在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84-1987）。

次女立詩在美國奧勒岡出生。

1987 76 38 取得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1988 77 39
受邀至國立體育學院籌備體育學系（2個月）。

擔任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88-1994）。

1989 78 40

籌辦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1989-1994）。

規劃新建文化大學多功能體育館（1989-2004）。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總幹事（1989-1993）。

擔任中華奧會醫藥委員會委員（1989-1993）。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監事（1990-1993）。

擔任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考試委員（1989-1991）。

1990 79 41

擔任國軍體育總會及國軍體育戰技運動大會體育顧問。

擔任中華奧會委員會教育暨出版委員會委員（1990-1993）。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總會運動醫學委員會委員（1990-1992）。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1990-1992）。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91 80 42

擔任臺北市關渡體育園區及巨蛋體育館審議委員。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建置中國文化大學第一代健康科學車。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競技運動強化委員會委員（1991-1997）。

1992 81 43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總會網球委員會主任委員（1992-2002）。

1993 82 44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第六屆發展委員會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選訓委員會委員（1993-1997）。

1994 83 45 成立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擔任所長（1994-2005）。

1995 84 46 擔任1995年福岡世界大學運動會網球代表隊領隊。

1996 85 47
擔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公費留考命題閱卷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運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1996-2004）。

1997 86 48

擔任教育部顧問。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1997亞洲大學運動會籌備委員。

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協會教練委員會（Coaching Commission, ICHPER.SD）委員（1997-

2000）。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參加帕瑪世界大學運動會工作執行小組委員（1997-1999）。

1998 87 49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亞奧運專案運動科學組營養小組召集人。

擔任第二屆世界大學射箭錦標賽指導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技術顧問暨藥檢委員會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顧問（1998-2001）。

擔任中華民國有氧體育運動協會理事長（1998-2002）。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民體能推展指導小組委員（1998-2000）。

1999 88 50

擔任中華奧會醫藥委員會委員（1999-2006）。

擔任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常務理事（1999-2003）。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員用藥諮詢小組委員（1999-2000）。

擔任全國運動會運動禁藥管制小組委員（1999-2015）。

2000 89 51

擔任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副理事長。

擔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教育文化組特約研究員。

擔任中華民國馬拉松協會名譽副理事長（2000-2004）。

擔任中華嘉新體育獎學金委員會會委員（2000-2001）。

2001 90 52
擔任亞洲運動科學學會（Asian Council of Exercise and Sports Science, ACESS）副會長（2001-

2005）。

2002 91 53
升任文化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選拔委員會委員（2002-2005）。

2003 92 54

擔任教育部健身操教材編制專案委員。

擔任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檢定考試筆試召集人。

擔任臺灣運動健康學會理事（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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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2005 94 56

成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班。

規劃新建文化大學體育館落成啟用。

擔任教育部大專院校體育訪視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光獎章獎審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科學及訓輔小組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民體能推展指導小組委員。

擔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教育文化組特約研究員。

擔任中華奧會運動醫學委員會委員（2005-2015）。

2006 95 57 擔任文化大學體育室主任兼體育館館長（2006-2015）。

2007 96 58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黃金計畫運動科學委員會召集人。

辦理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法案修訂（2008年3月24日頒布實施）。

2008 97 59

獲頒美國職業網球協會（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Tennis Association）20年服務獎章（20 

Years of Service）。

創辦NSCA-CSCP國際肌力及體能研討會（2008-2015）。

2009 98 60

擔任教育部大專院校體育專案評鑑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優秀教練國外培訓甄選委員會委員。

擔任臺灣運動健康聯盟理事（2009-2012）。

承辦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增能計畫」（2009-2015）。

2012 101 63
獲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推展學校體育有功人員獎。

創辦亞洲教練科學協會（Asia Association of Coaching Science, AACS）。

2013 102 64

撰寫中華民國體育政策白皮書競技運動篇。

籌募產學合作經費建置中國文化大學第二代健康科學車。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顧問（2013- ）。

創辦臺灣肌力及體能協會擔任理事長（2013- ）。

2014 103 65 擔任亞洲教練科學協會（Asia Association of Coaching Science, AACS）會長（2014- 2016）。

2015 104 66

引進辦理美國舉重協會(USA Weightlifting)運動表現專業研習暨證照檢定考試。

擔任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2015-）。

12月15日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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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鏡 湖 ， 面 訪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大 恩 館 董 事 長 辦 公

室，2016年9月7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副教授。

陳景星，面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師宿舍，2016年7月31

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

學系副教授。

陳景星，面訪，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8樓柏英廳，2017年

1月9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康

促進學系副教授。

陳 銘 堯 ， 面 訪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大 孝 館 4 樓 教 授 休 息

室，2016年10月4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副教授。

劉宇，面訪，上海體育學院圖文信息樓會議室，2016年

11月11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學運動與健

康促進學系副教授。

賴 麗 雲 ， 面 訪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大 孝 館 4 樓 教 授 休 息

室，2016年10月20日。訪問人唐慧媛，中國文化大

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副教授。

四、報章雜誌

〈江界山 博士級單項協會總幹事〉，《民生報》， 

1989.07.20，2版。

〈期望紀政、江界山四件事〉，《民生報》，1989 .07.20

，2版。

五、其他

江界山，〈序〉，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期刊手稿。

紀政，〈體育界的「良心」：江界山老師 一路好走〉，

《紀姐隨筆》，2016.12.29，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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