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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麼偉大，所以在知識領域方面

也不能忘記，一定要好好充實自己，

不能什麼都不懂，這樣人家當然會瞧

不起，不要自怨自艾，要自愛、自

重、自強，人家才會尊重。

肆、結語

我27歲到日本留學，在日本27

年，物質享受好，有房子、收入高，

但我在54歲回來臺灣，重大的取捨決

定發現是對的，而且無可取代，教育

年輕人，就像是教育自己子女，也夢

想未來臺灣的體育願景。我深深的以

為，應該50歲以前回來臺灣，更能發

揮自己所長，教育更多的國內英才。

（註49）

不過以他學有專攻，且在體育界桃李

滿天下，而他的許多學生在體育界都已負責

重要訓練工作，他這位屬於師公級的體壇耆

宿，肯定仍是體育界請益的最佳導師。陳全

壽對後輩年輕人也有殷切的期許：（註50）

對未來年輕人的期許真的不是

三言兩語可以講完，我從小學到大學

總是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比賽，我當然

非常熱愛運動，大概是有這種運動細

胞，若要把運動從我身上移除掉真的

是不可能。

我前前後後在日本住了二十幾

年，在美國也待過近兩年，很清楚瞭

解這兩個國家的體育是怎麼發展，我

有許多的專書，也看了許多體育運動

發展的過程，包括中國大陸，我對臺

灣體育有許多的期待，事實上我們的

經濟算不錯，運動成就卻不如日本、

韓國，但是像牙買加、非洲小國等這

些比我們國家小的國家運動成績都比

我們好，真的希望我們能夠把整個國

家愛好體育這種風氣培養起來。從下

到上，而金字塔的頂端便是超級選手

註49	 陳全壽，面訪，臺中住家，2014年7月29日早上						

9：00。

註50	 楊愛華，〈陳全壽生於體育節，終身體育人〉，《

成功的運動員》，臺北：臺北市政府，2002，30。

可以為國家拿奧運金牌，事實上近來

國家在體育上的確花了不少錢，最讓

人遺憾的地方就是我們始終是重文輕

武。

我們看到美國歐洲很多偉大的學

者都是奧運選手，我們的傳統說學體

育沒有出路，應該是要改進的，至今

還沒法改進是很可惜的，包括我們職

業運動發展的不順利也令人很遺憾，

如果發展順利，就可以帶動許多人喜

歡體育，像陳偉殷、林書豪一年也有

幾百萬美金的薪水，學哪一樣的有這

樣的薪水，任何人一年要賺一億五千

萬臺幣是不可能，所以其實體育不是

沒有前途，是我們職業運動發展不起

來，像我們的職棒好不容易要起來

了，就涉及簽賭問題，很多原因就是

歷史重文輕武的包袱。

這些年，負責推動運動的協會單

位都不是很健全，很多都是家庭企業

似的，都是自己人擔職，領一點政府

的補助，其實用心去查一大堆都是這

樣，所以說有限的國家資源，這樣辛

苦的資源卻都花在不應該花的地方。

政府都只會是用嘴巴講講體育的

重要，但撥給體育總是很少的經費，

杯水車薪，民間也是很少企業有效的

投入，跟外國比實在非常少，希望將

來我們職業運動漸漸發達健全起來，

讓年輕人都想當林書豪、陳偉殷，當

臺灣之光得到人們的尊敬，我想這樣

的力量會影響整個臺灣。有些人認為

錢應該放在全民運動上面，事實上全

民運動與競技運動是相輔相成的，如

果多幾個曾雅妮、林書豪啊這些人來

影響，臺灣的全民運動一定可以發展

起來。

臺灣雖然政治被孤立，但體育

是走得出去的，希望年輕人不要妄自

菲薄，真正運動好的人，沒有人腦筋

是不好的，反應都是非常快啊。年輕

人也要能好好的自愛，身材體力好很

重要，但不要一付喝酒抽煙嚼檳榔樣

子，要知道能成為臺灣之光是多麼重

圖22　陳全壽全家福（由左至右：太太，外

孫，兒子，愛犬，女兒）（圖片來源  

：陳全壽提供）

圖21　1991年陳全壽回臺，將一百多篇學術論

文集成一書「MUSCLE」，供奉在雙親墓

前（圖片來源：陳全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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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日本，很多履歷表如

果有寫上參加過什麼運動社團反而都

是有加分的，因為他們的企業認為，

學運動的人身心絕對比較健全，對公

司也比較有貢獻，忠誠度也較高，儘

管他們升學壓力很大，但是社區家長

對運動社團是非常支持的，所以他們

的運動成績都比臺灣好，所以任何的

國家如果有過多的政治狂熱及宗教盲

信，這樣運動風氣絕對起不來，臺灣

就是這樣。如果能用運動取代了政治

和宗教的狂熱，我相信運動是可以起

來的。像日本他們社區或大學都有運

動團隊，一有比賽整個社區都動員去

看比賽，甚至去加油當啦啦隊，社會

變得非常活潑祥和，很多學者相信體

育具有強的社會整合作用。

目前整個地球有暖化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能盡量騎腳踏車，多走

路，多用運動來取代政治狂熱與宗教

盲信，用運動來維護這個地球，我相

信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和諧、更美好。  

（註51）

退休後的陳全壽事實上依然馬不停蹄，

只要有需要他的地方依然竭盡所能的奉獻心

力，不管是日本或臺灣，舉凡學術論文指

導、審查、大學演講、學術發表等；他也常

回老家與兄弟姊妹年們坐在客廳裡泡茶懷

舊，偶而唱唱卡拉OK，聊聊小時候，關心時

事，並且維持天天百步走、打打高爾夫及下

圍棋的運動習慣，年已74歲的陳全壽目光炯

炯、精神奕奕，腳程依舊不輸年輕人敏捷快

速。他對體育的熱愛，從對年輕人的殷殷企

盼與耳提面命中展露無遺，這位富涵學養、

運動成就輝煌的十項全能醫學博士，徹底地

將他的體育人生發揮的淋漓盡致而光彩，更

為體壇後輩樹立最優秀的典範。

附錄

一、陳全壽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1 30 9月9日出生於彰化縣溪湖鎮。

1948 37 7 就讀彰化縣溪湖鎮媽厝國民小學。

1951 40 10 小學4年級參加彰化縣國小田徑賽獲100公尺冠軍。

1954 43 13 就讀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初中部（退學、休學兩年）。

1956 45 15 就讀臺灣省立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附設初中夜間補校。

1960 49 19 就讀臺灣省立員林農業職業學校。

1962 51 21 彰化縣中學聯運高中組鉛球冠軍（破全國）。

1963 52 22
中上聯運高中組跳遠冠軍（嘉義）。

就讀省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

1964 53 23 第一次參加國際比賽──菲律賓國際田徑賽十項運動和鉛球皆獲第二名。

1966 55 25

中上聯運獲大專組十項全能冠軍（臺中）。

省立臺灣體育專科學校體育專士。

省運十項全能冠軍（新竹）。

第一次參加曼谷亞運獲十項全能第四名。

空軍預官入伍（1966～1967）。

1967 56 26

省立臺北工專體育組助教（1967～1968）。

省運鉛球冠軍（屏東）。

第一屆國軍運動大會鉛球冠軍。

國際田徑邀請賽十項全能亞軍、鉛球亞軍（菲律賓）。

1968 57 27

考取日本留學，進入日本國立東京敎育大學攻讀運動生理（1968～1973）。

日本全國大專聯獲運十項全能冠軍（成績創下日本學生紀錄）。

第一次參加奧運（墨西哥奧運），參加男子十項與百公尺。

就讀東京教育大學先修班。

1970 59 29
再次參加亞運（曼谷亞運），並擔任田徑隊隊長，卻是在出師未捷集訓時摔斷左手而
放棄比賽。

1971 60 30 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體育學學士。

1973 62 32

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運動生理學碩士。

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部助教（1973～1976）。

設計「表面及深部EMG兩用電極及肌電誘導法、身體訊號、影像同期迴路」。

1976 65 35

進入杏林大學醫學院在職進修，專攻基礎醫學（1976～1982）。

擔任日本中京大學體育學部講師～教授（1976～1994）。

中華民國第三屆國家建設會議文教科學組海外學人代表。

中華民國國家建設會(國建會)日本分會會員（1976～1995）。

註51	 陳全壽，面訪，臺中住家，2014年7月29日早上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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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69 38 到美國加州大學UCSD生物學研究所擔任交換教授（1980～1981）。

1982 71 41 在日本中京大學升任教授，是戰後日本文部省授予外國人運動生理學教授的第一位。

1984 73 43

發明「陳氏起跑法」。

〈陳氏起跑的生物力學研究〉一文獲1984年美國奧運運動科學會議論文生物力學組優
秀論文。

1988 77 47 獲日本杏林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1990 79 49 擔任北京亞運運動科學會議生理學分科會主持人、發表人。

1991 80 50 擔任韓國體育學會年會專題演講人。

1991 80 50 擔任世界田徑錦標賽（日本東京）中華民國代表團領隊。

1994 83 53

放棄日本高薪返國為體育教育工作奉獻心力，擔任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1994～2000）。

擔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國際事務代表。

擔任臺灣區運會禁藥管制小組委員（1994～1996）。

1995 84 54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競技運動強化委員會委員（1995～1997）。

擔任世界田徑錦標賽（瑞典哥德堡）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

1996 85 55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運動科學委員會委員（1996～2000）。

擔任國際田徑會議（瑞典）中華民國會議代表。

1997 86 56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國際交流委員會顧問（1997～2000）。

擔任東亞運（韓國釜山）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領隊。

擔任世界田徑錦標賽（希臘雅典）中華民國代表團領隊。

1998 87 57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運動醫學委員會委員（1998～2000）。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學術發展委員會顧問。

擔任亞洲田徑錦標賽（日本福岡）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

擔任13屆亞運會（泰國曼谷）中華民國亞運考察團團長（運動科學小組總召集人）。

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亞、奧運運動科學委員會總召集人（1998～2002）。

1999 88 58

擔任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創會理事長。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運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公費留學考試典試委員。

2000 89 59

擔任考選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典試委員。

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委員（2000～2003）。

發明「陳氏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增強器」獲得多國專利。

獲行政院體委會年度優秀運動科學論文獎。

獲教育部產學貢獻獎（體育界第一人）。

擔任臺灣體育學院校長（2001～2004）。

2001 90 60

擔任世界田徑錦標賽（加拿大）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

擔任中華民國馬拉松協會名譽副理事長。

擔任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2001～2005）。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2003 92 62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全能運動選手訓練計畫主持人（2003～2008）。

擔任成功大學國際生物力學學會專題演講人。

獲行政院體委會體育精英獎之終身成就獎（我國第五位獲獎者）。

希臘世界田徑錦標賽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雅典）。

2004 93 63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主任委員（2004～2007）。

獲行政院體委會運動科學研究優等獎。

擔任中華民國教練學會名譽理事長。

2007 96 66 卸任行政院體委會職務，回任臺灣體育學院任講座教授。

2008 97 67

擔任世界業餘田徑聯盟（IAAF）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日本）。

擔任東亞運法規會委員執行委員。

擔任東亞運競技委員會協執行委員。

2009 98 69 擔任世界業餘田徑聯盟（IAAF）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柏林）。

2010 99 70 自臺灣體育學院退休。

2011 100 71 擔任韓國世界田徑錦標賽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大丘）。

2013 102 73 擔任俄羅斯世界田徑錦標賽中華民國代表團會議代表（莫斯科）。

2015 104 74 擔任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總顧問。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二、附記

（一）師母（陳宣華）眼中的陳全壽

在師母眼中陳全壽是個外酷內暖的性情

中人，從師母的描述裡，讓人更加認識眼前

這位文武兼備的運動、醫學博士，其實有著

不為人知的浪漫與貼心。

我們那時要考留學考才能出去，

我當時考留學考要申請學校，就是要

申請東京教育大學，他們告訴我這是

一級學校不好申請也不好唸，我當時

知道陳全壽是因為運動特別好是保

送，我在想陳全壽都能唸了我怎麼不

能唸，於是辦了手續到東京教育大學

（現為筑波大學），我當時在那邊當

了一年的研究生，那裡留學生少，女

生更少，校區不大，幾乎都在那個校

區，所以留學生大家感情都非常好。

我們其實就是近水樓臺。吳阿

民跟他很要好，當時他在日本體育大

學唸書，常常來找他，又常特意把我

們湊在一起，於是就這樣近水樓臺，

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我以前認為他

只是一個運動員，書應該不會唸得很

好，但是曾經跟他選了同一科叫做身

心相關論，那個老師天南地北的講，

我完全不知怎麼寫筆記，但是陳全壽

卻很厲害，筆記記得很有條理且又完

整，真的很厲害，我才知道他不是只

有運動好，還很會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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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編按：指陳全壽）很會

寫詩，一開始認識以後，有一次他打

電話給我，用十元日幣一直投一直

投，他就唸一首他寫的詩「祖國的芬

芳」送給我，內容寫的就是我，我就

告訴他不要再投錢，我隔天再去你那

邊看。他也常常講說小孩子成長的過

程、照片都應該寫一些文字來記錄，

我是比較現實一點的人，比較沒有浪

漫，所以他都會怪我，他就認為我應

該要寫育兒日記，然後把這些整理得

很好才對。如果是孩子生日，他也希

望應該要有個蛋糕啊，他是有很柔軟

的一面，不要看他外表好像很嚴肅，

但是其實他是非常善良柔軟的人，跟

我爸爸一樣，所以我從來沒有被他那

副嚴肅的外表所嚇到。

其實，不管在日本或林口期間，

女學生都很喜歡找他，都跟他很好。

他在日本有花粉症會一直咳嗽，那些

畢業的女學生還總是寫信來很關心

他，在林口的女學生看到他就趕緊跑

來抱住他，他非常不一樣。在林口，

他那個研究室、電腦室每天都很多

人，大家感情都非常好，畢業已經幾

十年了都還是有聯繫，到現在也常常

都聚在一起聚餐，什麼事情都還是會

來請教老師問題。在日本也是這樣，

只要一知道老師回去日本，散在各地

的學生們都會到處聯繫，聚在一起來

看老師。（註52）

（二）喜愛高爾夫的陳全壽

1968年在參加墨西哥奧運回程住

在楊傳廣家裡，隔天楊傳廣帶著我和

吳阿民在住家附近打了一場高爾夫，

註52	 陳宣華，面訪，臺中住家，2014年7月29日早上						

9：00。

註53	 陳全壽，面訪，臺中住家，2014年7月29日早上						

9：00。

後來，我去唸日本大學的教育

學研究所，他畢業時我研究所還有一

年，他便等我畢業計畫要一起去美

國，他那一年等我的時間對生理學很

有興趣，他想說這一段時間就去醫科

大學學骨頭、肌肉、研究解剖等，很

湊巧的，因為我們要結婚，所以去拜

訪我的指導教授，老師就問他畢業後

要做什麼，他就講啊，那時剛好醫科

大學有個解剖研究室要找一個助教，

我指導教授馬上就打電話推薦他去醫

科大學面試，本來是要繳學費去學，

後來竟可以研究還領薪水，也因此我

們就暫時留在日本沒有去美國。

在醫科大學期間，他做了相當多

的研究，那時中京大學他的好友安田

教授，一直來挖角希望他去豐田市的

中京大學。那時蘇文和正在中京大學

訓練，他就常常為了蘇文和從東京跑

去豐田陪他一起練習，他剛來語言又

不通，又常想家，所以理事長就希望

他每個禮拜可以去陪蘇文和練習、解

解鄉愁，所以他們對陳全壽這個人很

清楚，所以一直希望他去中京大學任

教。

在杏林醫科大學期間他要買什麼

儀器，他們都會為他準備，他當時在

那個階段寫了相當多的研究論文，醫

科大學教授大多數是醫生，如果你不

是醫科畢業的，其實升遷也是一個很

大的瓶頸，而且在學校薪水低、研究

費高，以我們沒有經濟基礎的人，其

實是希望薪水能高一點，所以這是他

選擇離開的原因。中京大學因為不是

在很都市，所以他必須用重金禮聘好

的老師去學校。

那是我第一次下場打，從此之後就愛

上了打高爾夫，並且經常的打，退休

後的我現在一星期都會去打一兩次。

（註53）

自言要把運動從他身上移除是不可能的

任務，已74歲的陳全壽仍然養成每天運動的

附錄圖2　熱衷高爾夫，與蔡麗香等友人

球敘（圖片來源：陳全壽提供）

附錄圖1　愛上高爾夫（圖片來源：王靖鑫拍攝）

習慣，除了每星期打個兩次最愛的高爾夫，

還參加了一些朋友們組成的高爾夫球隊定期

球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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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寫詩的醫學博士、全能國手、政務官－陳全壽

附錄圖4　陳全壽賢伉儷（圖片來源：

王靖鑫拍攝）

附錄圖5　享受含飴弄孫之幸福  

（圖片來源：陳全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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