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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貫中外教育家
享譽全球智慧者

陳景星

壹、前言

生長在宜蘭鄉下的陳教授，從小熱愛

運動。完成高中學業後，考量家中經濟狀

況，加上興趣使然，報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

，並如期進入臺師大體育學系就讀。大學畢

業後，先後任教於宜蘭中學、臺北師範學校   

（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臺師大。

大學時代對體操情有獨鍾的陳教授，雖

未曾在體操競技場嶄露頭角，卻因虛心學習

與積極求進的精神，獲得師長青睞與提攜。

他是臺灣體育史上首位參加國際體操總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mnas-

tics,以下簡稱FIG）國際體操裁判考試並取

得證照的第一人，更曾膺選擔任1964年東京

奧運以及1968年墨西哥奧運我國體操代表隊

的教練。

陳教授在事業有成之際，帶著一家人離

開臺灣，遠赴紐西蘭接受不同文化環境的挑

戰。在紐西蘭工作20年間，曾歷任紐西蘭基

督教青年會布萊達分部（Bryndwr YMCA）執

行長、紐西蘭國家體操代表隊教練與領隊、

紐西蘭體操協會（NZGA）理事長、紐西蘭全

國體操學校校長及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

（Dunedin College of Education）體育系

系主任等職務。

異鄉奮鬥20年後，陳教授在1991年受邀

回國在幾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從1995年開

始，受聘在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擔

任專任教授，直至2008年退休（時年74歲）

。退而不休的陳教授，自2009年起，每年都

像空中飛人似的飛越三大洋、五大洲，在不

同國度旅行演講。筆者於2015年7月趁其返臺

講學之便，相約進行三次專訪；進而在同年9

月趁他再度受邀回臺機會，請求提供相關文

獻及照片，使本文更能完整呈現。

深耕教育超過50年的陳教授，堪稱桃李

滿天下，廣受學生愛戴，被譽為「體育的心靈

導師」。（註1）無論是在體育教育、體操教

育或是師資培育領域的成就貢獻，多年以來，

已獲得國內外機構肯定而授予不同獎項。（註

2）陳教授在第三次的專訪終了時，一度語重

心長的表示：「很高興藉此機會分享我的人生

經驗、教學理念與教育哲學。其實，故事的重

點，不在於我做了什麼（What）？而是我為什

麼要這樣做（Why）？……」（註3）本文以

面訪陳教授本人、參考其本身及門生校友的

撰文與文獻資料照片，逐步勾勒出他的生命

故事。

註1	 江界山，〈體育的心靈導師〉，《國民體育季

刊》，35.3（臺北，2006.09）：90-93。

註2	 蘇嘉祥主編，〈陳景星　譽滿東西方〉，《傳炬

──學校體育園丁傳習錄》，教育部編著，臺

北：教育部，2009，186。

註3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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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陳景星教授（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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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事略

一、1934～1956（民國23～45）年

陳景星教授，1934年2月25日出生於宜

蘭羅東，家中有四個兄弟及五個妹妹，排行

第二；父親生前任職於太平山林業公司運輸

部門主任，家境堪稱小康。但生長在臺灣日

治時期，回憶童年的戰亂與艱困，陳教授談

到：「在上下學途中常遇到空襲，我會不慌

不忙的跑到橋下躲…… 。我父親每個禮拜會

拿糧票給我，讓我騎腳踏車到配給站排隊伍

領取一包鹽或是一條麵包……」（註4）1940

年進入羅東國小接受日本教育後，大多是在

家講臺語，在學校說日語；這樣的「雙語環

境」造就了陳教授的日語溝通能力，直至今

日在必要場合仍會使用日語演講。

陳教授從小喜歡運動，1946年進入羅

東初級中學後，加入橄欖球運動校隊。國中

三年間，除了考試前一周收心唸書應付考試

外，多半時間都用來參加訓練。畢業後，原

本打算就讀鄰近的羅東高中，卻無意間在同

窗潘同學的邀約下改變計畫，報考省立宜蘭

中學。潘同學是陳教授的鄰居，在校成績優

異，但因幼年時背部脊髓重傷以致行動不

便，平常都由他幫忙揹書包一起上下學。談

起這段往事，陳教授說：「當時，我並沒有

特別想要進入較好的學校唸書，只是擔心升

上高中後，沒有人可以在通勤時繼續幫忙揹

書包。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是潘同學的勸

說，改變了我的命運。」（註5）1949年進入

省立宜蘭中學就讀後，雖然對運動的熱愛不

減，但因高中課業繁重，不得不投入更多時

間唸書。完成高中學業後，考量家裡的經濟

狀況，加上本身對體育教育感興趣，決定報

考臺師大體育學系，也如願以償的進入該校

就讀。

1952年離開羅東到臺北的陳教授，描述

自己的大學新鮮人生活，宛若置身天堂。有

生以來頭一遭，無須擔憂學費籌措與生計問

題，又可自由自在投入各項體育活動。快樂

的大學生活維持了四個月，在寒假返鄉過年

時，收到學校寄來的成績單；在第一學期修

習的24個學分中，居然有7個學分不及格（當

時校方規定超過8學分不及格即予以勒令退

學），幸虧經補考及格，免遭勒令退學。結

束假期返校後，他開始奮發圖強的在學科方

面下功夫；大二開始，不但取得優秀成績，

還因此在父親任職的林業公司申請到獎學金

貼補家用。

在1956年如期完成大學學業後，陳教

授回到母校省立宜蘭中學教書，次年入伍服

役。在退役前，隨軍隊調派前往金門前線駐

守，遇上八二三砲戰。在戰役中，目睹許多

同袍在漫天炮火中陣亡，自己也幾度與死神

擦身而過；這場大難不死的軍旅，使他對生

命的意義與使命有了特別不同的體認。

圖3　各時期的陳景星教授（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4　1954年陳景星（前排右2）與父母、4個兄弟、5個姊妹在自家後院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2　陳景星7歲在羅東照相館留影

（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4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日。

註5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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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7～1969 （民國46～58）年

大學四年間，陳教授常利用假期返鄉參

加羅東獅雄田徑隊的訓練及比賽，因而結識

同為代表隊成員之一的鄭碧靜女士；經過四

年寒暑的交往，在1957年4月與鄭女士完成終

身大事。在入伍服役前曾與師母商討，打算

在服完兵役後從宜蘭轉往臺北發展。這個計

畫經由臺師大恩師崔連照教授的協助，再透

過周中勛教授的推薦，在退伍後隨即獲得機

會。1959年2月，陳教授從省立宜蘭中學轉

往臺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任

教，帶著妻子及大女兒遷入該校教師宿舍。

或許是因緣際會，在臺北師範學校一學期

後，同年6月接到崔連照教授的通知，請他回

臺師大擔任助教工作。

雖然在臺北師範學校任教只有短短的4個

月，由於陳教授與妻女以校為家，和住在宿

舍學生朝夕相處，建立深厚情誼；即使經過

半世紀的歲月，許多當年就讀的學生，至今

與陳教授仍維持良好的互動聯繫，實屬難能

可貴。

陳教授在大學時期專攻田徑，最擅長

110公尺高欄，曾在1955年大專運動會拿下金

牌，同時也對體操產生特別的興趣。儘管具

有極佳的平衡與協調能力，因身材高大，被

調侃根本不適合練體操；不服輸的陳教授，

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待在體操館進行「自主訓

練」。回到臺師大任教後，崔連照教授對他

在學生時代投入體操學習的態度印象深刻，

便指派其協助體操教學及組訓學校代表隊。

承接校隊教練職務後的陳教授，為精進體操

專業知識，開始利用瑣碎時間自學英文。每

個人學習語文的經驗都有所不同，其自學方

式是隨身攜帶迷你型英漢字典，隨時隨地背

誦單字句子，每次約5～10分鐘。這種學習型

態對陳教授而言，積年累月後已成為生活習

慣中重要的一部分。

對體操教學的專注熱忱與外語能力，

使陳教授在1963年獲得當時擔任全國體操協

會總幹事楊基榮教授的器重，請他到協會擔

任副總幹事一職；工作重點包括協助編譯國

際體操規則及推動申請加入國際體操總會

（FIG）的行政事項。1964年初，我國順利取

得FIG會員國資格，同時也獲得參加東京奧

運的機會，陳教授奉派擔任奧運教練。回憶

這段備戰東京奧運的歷程，陳教授在其著作  

《無限的挑戰（Unlimited Challenges）》

一書中曾提到：

如果現在有機會再次被遴選為奧運教

練，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執行這項任

務。在全力以赴工作之餘，我一定會

同時考慮個人的體能極限，量力而

為。當年，我日以繼夜的投入工作，

結果造成右耳聽力受損，至今無法復

原。（註6）

圖5　1957年陳景星教授（後排右2）與鄭碧靜女士（後排右3）在羅東自宅和家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6　1957年4月12日陳景星教授與鄭碧靜女

士結婚照（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7　1970年陳景星教授與妻女前往紐西蘭前夕與臺師大恩師

崔連照教授（前排中）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6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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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FIG首次在日本舉辦國際體操裁判

講習與考試，當時國內有多位資深裁判與教

練躍躍欲試。全國體操協會在瞭解考試方式

後，基於必須以英文進行筆試及口試，便指

派具有帶隊經驗及英日語能力的陳教授代表

臺灣前往應考。陳教授回憶這段永生難忘的

歷程時，說道：

雖然我有帶隊參加東京奧運的經驗，

可是在參加FIG國際體操裁判考試前，

我僅擔任過國內基層裁判，被通知要

到東京參加國際裁判考試，內心忐忑

不安。當時，我曾以缺乏旅費及簽證

趕辦不及等兩項理由，向協會表明可

能無法如期參與。沒想到這兩個問

題，在理事長辜振甫先生的協助下很

快的獲得解決，我也只好硬著頭皮踏

上旅程。（註7）

這趟東京之旅，後來成為陳教授在工作

生涯發展上的轉折點。陳教授記憶猶新的描

述1966年「赴京趕考」的過程：

我在6月27日晚上抵達東京後，趕緊讀

了一本最新的英文版國際體操規則，

計畫利用三天半的講習時間熟記，這

樣才有辦法應付最後一天下午的考

試。白天全神貫注的上課，晚上幾乎

不敢上床睡覺，我就怕沒考上國際裁

判證照，回臺灣無顏見江東父老，身

心非常煎熬……。（註8）

完成講習考試當晚，FIG舉行一場簡單隆

重的惜別晚宴；宴會中，陳教授接到日本體

操協會技術委員會主席金子明友先生的當面

恭賀，說他從今以後將對臺灣人有「不一樣

的看法」。FIG裁判考試榜單稍後揭曉，陳教

授排名第九，前八名都是日本人，第十名則

是赫赫有名的1960年羅馬奧運單槓金牌得主

小野橋。

除了上述這段令陳教授難以忘懷的人

生經驗，在東京短暫的五天停留，曾發生一

段鮮為人知的小插曲。依據陳教授本人的描

述，他在FIG惜別晚宴結束後，原本打算回到

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

sociation,以下簡稱YMCA）宿舍好好補眠；

沒想到在宴席間，突然收到日本體育大學校

長（他同時也是日本體操協會會長）栗本義

彥的司機通知，要接他從YMCA搬到校長家住

二晚。在作客時，校長曾一度徵詢他到日本

體育大學任教的意願。這項邀約後來因陳教

授已計畫前往紐西蘭發展，而未曾實現。

成為國內首位取得國際體操證照裁判

的陳教授，在1967年膺選擔任亞洲體操協會

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開始在國內體操

大小比賽擔任裁判長職務，時而受邀出國在

國際賽事執法。頂著奧運教練及國際裁判的

頭銜，也使他有機會應邀在臺北美國學校、

中國文化大學及輔仁大學等學校兼課。在臺

北美國學校的教學經驗，使陳教授在英語應

用能力方面得以與時俱進。1968年墨西哥奧

運再度奉派擔任體操代表隊執行教練；參賽

返國後，陳教授檢視過去八年間參與體操教

學、訓練、裁判、教練及行政工作等歷練，

感覺已完成工作生涯的階段性任務，期許自

己未來能夠有機會轉換跑道赴國外發展。

蓄勢待發的陳教授，在1969年獲得臺師

大江良規教授的推薦，前往紐西蘭的YMCA協

助推展體育活動。第一次收到邀請函時，因

母親生病而作罷；一年後再度獲邀，在母親

首肯與及家人的祝福下，決定接受邀請，到

基督城（Christchurch）YMCA布萊達分部擔

任執行長（Branch Secretary）職務。

三、1970～1992（民國59～81）年 

1970年4月6日，陳教授帶著妻子及四個

女兒（大女兒嬿勵12歲、二女兒明渝10歲、

三女兒嬿潔8歲及小女兒明梅6歲），在親

朋好友、美國學校同事及臺師大師生的祝福

下，從松山機場啟程飛往紐西蘭。遠在南半

球大洋洲的紐西蘭，對當年的臺灣人來說，

是一個既遙遠又陌生的國度；關於行前的心

情，陳教授在《無限的挑戰》一書中，有一

段以英文所作的回顧，述說著一家人當年面

對未知的未來，是如何滿懷夢想、願景、勇

氣、決心與承諾，同時也是帶著毫無猶豫空

間與別無選擇的心情：

We were excited about the unknown 

future. We had many dreams, vi-

sion and uncertainty… We brought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com-

mitment with us. There was no room 

for hesitation. There was no other 

choice around.（註9）

圖8　1970年4月6日陳景星教授與妻女前往紐西蘭當晚與親朋好友在臺師大校門口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7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日。

註8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8日。

註9	 陳 景 星 ， 《 無 限 的 挑 戰 （ U n l i m i t e d	

Chal lenges）》，臺北：尚暐，2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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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轉換跑道在教育領域工作，陳教授

在紐西蘭體操界的任務卻是有增無減，1974

年他以外國人身份，受聘擔任紐西蘭參加保

加利亞世界體操錦標賽男子代表隊教練；同

年，更獲邀前往澳洲墨爾本規劃主持一場為

期一周的全國體操教練研討會，並在1975年

再度獲邀前往澳洲墨爾本負責FIG國際裁判考

試擔任主考官。1976年進入NZGA擔任技術委

員會主任委員，兩年後（1978年）被推選為

理事長。1978年NZGA成立全國體操學校，他

接下校長職務，一待就是19年，直到1996年

才卸下任務。

除了在紐西蘭體操界聲名遠播，陳教授

自1972年起在但尼丁教育學院從事教職後，

歷經多年苦心耕耘，也在教育領域逐漸獲得

肯定。1986年獲聘為體育系系主任，1989年

升任最高教職並續任系主任職務；同年，他

致力教學方法創新的績效獲得肯定，成為首

位獲頒紐西蘭健康體育休閒學會（NZAHPER）

「亞歷山大基理斯爵士創新教學獎（Sir Al-

exander Gillies Award）」的學者。1990年

在獲頒NZAHPER的特別貢獻獎後，受聘擔任教

育部全國教師發展計畫的協同主任委員（Co-

Director）。

負笈異鄉20年奮鬥有成的陳教授，以飲

水思源的心情，希望能夠成為紐西蘭與臺灣

之間的交流橋梁。1991年受邀返國在母校臺

師大在暑期課程擔任短期客座教授，也同時

應邀在學術場合演講；此後便每年接受邀請

安排假期回臺講學，順便探訪家人親友。

抵達基督城後，先到YMCA預先安排好

的宿舍安頓下來，並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四個

女兒找到鄰近學校註冊就學。面對不同的語

言文化與風土民情，難免需要一段「適應

期」，陳教授鼓勵妻女努力學習英文及參與

社區活動，自己也專心投入YMCA的工作。經

過六個月的努力，Peter Chen（陳教授的英

文稱謂）的聲名在基督城不脛而走，來自其

他城市的體操選手紛紛慕名前來拜師學藝。

從1971年開始，陳教授的體操專業逐漸受到

NZGA的器重，先是受聘成為國家男子體操代

表隊教練，後來也請他擔任全國體操比賽裁

判長及全國體操學校男子體操課程主任。

1972年4月，距離基督城車程四小時外的

但尼丁教育學院體育系發出公告徵求講師。

當時在YMCA工作的陳教授，雖已在體操界闖

出名號，但在知悉這項消息後，內心渴望能

藉由這份工作回歸到「體育教育」的本務，

於是遞出履歷申請。為能通過艱難的面試，

花了一月的時間默默進行準備；首先拜訪當

地教育界人士徵詢相關資訊，然後針對可能

的面試題目設計100個模擬題，再蒐集資料

備妥「答案」。口試當天，在萬全準備下，

陳教授對每位口試委員所提出的問題應答如

流，終於在眾多競爭者中以「黑馬」姿態脫

穎而出。2個月後，陳教授接到但尼丁教育學

院的錄取通知書，並在同年8個月辭去YMCA的

工作轉任教育學院體育系講師。滿懷感恩喜

悅的心情，他帶著妻女遷往但尼丁市，次年

（1973年）他便貸款在學校附近買下人生的

第一棟房子，希望從此與家人能在當地安頓

下來。

圖9　1979年陳景星與鄭碧靜賢伉儷受邀代表紐西蘭僑界返臺參加國建會晉見蔣經國先生（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10　1983年4月12日陳景星教授與師母結婚25周年紀念與四位女兒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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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3～2008（民國82～97）年

自1993年開始，陳教授更頻繁的往返於

臺紐之間。1993年應邀到中國文化大學體育

系開設人文教育系列課程，擔任兩年的客座

教授；他著重啟發的教學模式，深受學生的

喜愛與推崇。江界山教授（時任體育系系主

任）表達希望能將原訂兩年的客座再延長一

年，並請求他幫忙協助申請運動教練研究所

的規劃，樂於接受挑戰的陳教授，有感於在

中國文化大學的任務未了，也考慮延續個人

教育理念加以深耕，決定將紐西蘭的工作略

作調整，挪出較長時間在臺講學。

1995年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奉

准成立，陳教授在同一期間取得教育部頒發

的「合格教授證書」，並受聘成為運動教練

研究所專任教授，就在這樣的機緣促成下，

開啟個人教職生涯的第二春。在任教的第三

年，便以優異的教學成果獲頒該校第一屆「

教學特優教師獎」，這是他返臺執教後得到

的第一份獎項殊榮。後來他在臺灣出版的研

究著作《跨越2000年體育教學與領導》（英

文版）及《智慧程式在啟動》（中英雙語

版），在1999年及2001年分別獲得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現為科技部）頒發「研究著

作獎」。

除了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績效獲得肯

定，陳教授在國際體育的貢獻也引起關注。

他在1993～2002年間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

運動舞蹈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圖11　2000年從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正式退休（左）並與全校教職員及家人在聚會留影（右）

（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12　2002年7月15日紐西蘭當地平面媒體

（Otago Daily Times）報導，陳景

星獲頒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

學會（ICHPER-SD）「雙年傑出學者

獎」（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Sport, & Dance,以下簡稱ICHPER-SD）大洋洲

秘書長時，經常運用在國際體育事務的職務

資歷與充沛人脈，為臺灣在國際場合發聲，

促成多項國際體育學術會議在臺舉辦。1998

～2001年間，陳教授受聘擔任中華奧林匹克

委員會教育員會委員；2002～2007年間，在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今教育部體育署）擔任

顧問。在2002年7月升任ICHPER-SD大洋洲副

會長，他也成為該學會當年的「雙年傑出學

者獎」得主。

2004年邁入70歲的陳教授，儘管在人生

旅程已立下許多的「里程碑」，卻不以此為

滿，持續潛心自修，不斷精益求精。2005年

起，陳教授連續6年受邀遠赴美國北愛荷華大

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擔任研

究所短期客座教授，也獲得該校頒給「傑出

訪問學者獎」。2007年獲得臺師大頒發「傑

出校友獎」及2008年獲頒ICHPER-SD的「雙年

傑出貢獻獎」。他常以「人生七十才開始」

自我期許，也勉勵學生學無止境，並以行動

證明凡事「事在人為」。

2008年5月，一如往常到校授課的陳教

授，因突發的身體不適緊急送醫，引起校方

及家人的一場虛驚。當時在紐西蘭行醫多年

的大女兒緊急抵臺，在愛父心切及掛慮師母

無法獨自一人在臺灣照料等考量下，決定帶

著雙親一起回到僑居地基督城。就在如此倉

促的情況下，告別任教15年的文化大學。

圖13　2003年參加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

舞蹈學會（ICHPER-SD）在土耳其

舉行的年會與執委會全體成員留影

（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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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經常引用愛迪生的這句話“I 

never work a day in my life. It was 

all fun.”表述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工作充

滿熱情，就能夠樂此不疲。（註10）在僑居

地休養生息4個月後，重拾健康恢復活力的

他，2008年10月收到美國休閒學院（Ameri-

can Leisure Academy）的喜訊，邀請他赴

加拿大參加該學院的年會及接受「資深貢獻

獎」表揚。喜出望外之餘，不顧家人要他與

師母在家含飴弄孫，享受退休生活的期望，

便準備行囊在師母的陪伴下，先飛往加拿大

授獎，再轉往美國北愛荷華大學履行原先允

諾的短期講學，藉此機會重回自己最熱愛的

教育工作崗位。

五、2009（民國98）年～目前

對陳教授來說，2009年是人生另一個新

階段的開始。時年75歲的他，常說「年齡」

對一個人來說，就只是「數字」而已。從

2009年開始，他風塵僕僕的飛越太平洋，到

美國北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Michigan）及美國運動學院（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擔任客座教授，並接受國

內各大學邀請回臺演講。2009年他再度獲選

擔任ICHPER-SD大洋洲副會長後，並於2010

年獲邀擔任世界休閒組織（World Leisure 

Organization,簡稱WLO）內任聯合國高級顧

問。同年，在新竹教育大學的熱情邀約下，

返臺在該校擔任一學期的客座教授。

在新竹教育大學客座講學時，意外接到

獲頒教育部推動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的

喜訊。喜出望外的陳教授，在授獎時開心的

形容：「這個終身成就獎，等於是我的諾貝

爾獎。」（註11）在得獎感言中，他語重心

長的說：

我要向所有我在東西方社會來回間支

持、幫助及啟發我的人們，致上最高

的謝意。衷心期盼80歲時，我能夠完

成自己在教學上的使命。最後我要對

我的妻子說聲感謝，感謝她長年對我

在教學使命上的支持、信賴、犧牲以

及奉獻，並且，我也要對我的家人致

上謝意，感謝他們對我已超過退休

之齡時，仍繼續投入教學的體諒與支

持。（註12）

獲得教育部終身成就獎肯定後的陳教

授，從2010年開始演講邀約不斷，雖然時年

近八旬，仍舊以行動展現他對於教育的熱愛

與使命感。2011年先是安排時間到日本天理

大學及北京體育大學擔任短期客座教授，再

回到國內10所大學及8個組織機構進行20場

演講。2012年先後在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

（NIE）、柬埔寨全國體操協會及香港中文

大學講學。2013年先飛往新加坡在國際運動

學院（International Sports Academy）進

行三天講習會的主講人，再返臺回中國文化

大學運動教練所博士先修班擔任客座教授，

同時也在北、中、南11所大學演講，並受聘

在宜蘭舉辦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擔任顧

問。2014年起，陳教授受聘擔任世界休閒組

織（WLO）的理事，並前往美國阿拉巴馬及中

國青島參加WLO年度大會。

在國內外桃李滿天下的陳教授，畢生主

張「種族、性別與科目」三大平等的信念，

在東西方深耕教育逾50年，感受到體育在臺

灣仍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他希望有生之年能

夠繼續站在教室講臺前，分享東西方的智慧

哲理，用盡一生獻身教育，耕耘體育園地。

参、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體育教育

（一）學習喜歡不喜歡的事（Learn to like 

what you dislike）

「學習喜歡不喜歡的事」是陳教授的人

生哲學，他認為無論是為師者「本身」或是

「教學生」，經常「跨出舒適圈」嘗試去作

不喜歡的事，是教育中的重要課題。他說：

「一個人如果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只會劃

地自限。生活周遭大部份重要的事，我們都

不喜歡；人類大部份重要的事也都很困難；

像寫作、學習英文都是重要卻困難的事，所

以大部份人都不喜歡，可是這兩件事對每個

人來說，都很重要。」（註13）陳教授強

調，在體育教育的實施過程，老師們要試著

去瞭解「學生為什麼不喜歡」這件事？學生

之所以不喜歡，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會，如

果體育老師能夠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去嘗試

他們不喜歡的事，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他提

到早年剛到紐西蘭教體操的經驗：

同事們告訴我，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

上體操課，因為覺得它很困難也很危

險。然後我就跟他們說：Oh, really? 

Let me try….上了一個月體操課後，

學生變得喜歡體操，第二學期都來選

修我的體操課。後來，同事瞭解到，

不是科目或項目的關係，而是你怎麼

教。（註14）

陳教授的親身經歷，確實驗證「學習

喜歡不喜歡的事」的重要性，因此鼓勵體育

教師不但要努力嘗試「打破慣例（break the 

mold）」，也要勇於「開創先例」。他認

為：

學生通常都是因為不會才不喜歡，老師

應該設法找出最簡單、容易、快速而有

效的方法去教他們；不要告訴他們說

「練習一個月就會」（他們可能因此中

途放棄），要儘量找出讓他們「一學就

會」的方法（讓他們看到初步成果），

這樣就能讓他們喜歡。所以，要讓學生

從不會、不喜歡它，到學會、喜歡它，

體育老師的責任就是幫他們找到更好的

學習方法。（註15）

註10	 唐慧媛，〈智慧之星的生日派對〉，《生命之旅

──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

慧媛編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2014，iv。

註11	 陳景星，《無限的挑戰》，（U n l i m i t e d	

Challenges），臺北：尚暐，2004。

註12	 教育部編著，《99年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

體及個人頒獎典禮手冊》，臺北：作者，2010。

註13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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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15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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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個學生都是天才（Every student is 

talented regardless）

「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

師」是陳教授常提到的「教育哲學」。他認

為，如果能夠在上課時多觀察學生，找尋學

生的特點，幫助學生瞭解自己，對於提升他

們的自信心及開發潛能，一定有所助益，體

育教育的功能也可以更為彰顯。無論在哪一

所學校任教，面對什麼樣的學生，教導什麼

科目，陳教授總是抱持著「不放棄任何一個

學生」的理念，要求自己不帶偏見去瞭解每

一位學生的特點。談到個人在觀察學生的經

驗時，他說：

有些學生是「顯性的天才」，有些是

「隱性的天才」，有些學生則是連自

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天才。有些學生的

特點很容易找到，有些學生的特點卻

不容易被察覺，但只要願意花時間，

應該都沒有問題。（註16）

在生平事略的第一段描述，曾提到陳教

授中學時代幫行動不便同學揹書包一起上學

的經歷，在從事教職後的他，因此對身障同

學特別有感。談到在體育教學中面對「特殊

學生」的處置方式，陳教授談到早年在家鄉

教書時的一段特別經驗：

民國45年我從臺師大畢業後，回到宜

蘭中學教書，擔任初二的導師。我那

班有一位患有小兒麻痺的學生，在上

體育課時，大部分活動都無法參與。

在觀察一段時間後，我給他出了一個

功課。我告訴他：「你只要引體向上

做得到20次，我這學期的體育成績就

給你100分。」我記得他期中考時就

做到了22次。這位同學大學畢業後成

為工程師，在畢業50年後的同學會回

憶錄裡，提到很感謝我當年給他體育

滿分，說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信心。  

（註17）

把每一位學生都視為天才，相信他們的

「可塑性」，師生之間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

礎上，學生的潛力就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教

育將可以創造無限的可能。陳教授不但喜歡

在上課時觀察學生，更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以Q&A的方式與學生「溝通」，藉此瞭解學生

的想法，適時給予口頭讚賞，是他的教學特

色之一。他說：「給予表現好的學生肯定及

表揚（recogni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是教學過程中很重要的事。」他微笑著補

充說：「我教書時，絕大部分學生都對我都

很有信心，因為我對他們有信心。」（註18）

（三）跨領域的全人教育（Interdisciplin-

ary and holistic education）

談論全人教育的核心概念，陳教授首

先提到哈佛大學的研究發現：「一個人的成

功，85%是來自態度與正向情緒，專業能力

只佔15%。」他表示，培養學生的正面態度

（positive attitude）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之一，他認為體育教師必須：「要求學生隨

時注意自己的態度（attitude），而不是別

人對他要求。學生一旦懂得自我要求，把好

的態度養成，這些特質自然會變成他們邁向

成功的重要條件；他們有了這些特質，你就

不用擔心他們未來會不會成功。」（註19）

19世紀德國幼教之父福祿貝爾（Fried-

rich Froebel）說：「教育之道無他，唯愛

與榜樣而已。」論及培養學生態度的方法，

陳教授也進一步強調體育教師「以身作則」

（set a good example）的重要性。他舉例

說：「老師本身如果上課守時，學生就不會

遲到；老師也不必用打罵或體罰方式來教學

生……。」（註20）

註16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17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18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19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20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圖14　1998年獲頒中國文化大學第一屆

「教學特優教師獎」，與董事長

張鏡湖（右）合影（圖片來源：

鄭碧靜提供）

圖15　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

研究所專任教授期間（1995

～2008）在畢業典禮與全體

師生合影（圖片來源：鄭碧

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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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的陳聰明

先生是陳教授1956年在省立宜蘭中學初任教

職時的學生；他在陳教授80大壽時為文祝賀

內容談到：「……教授擔任級任導師，首度

聆聽教誨，教授溫文儒雅，從未疾聲厲色，

一再以敦品勵學，勤練體魄教導同學，因其

真誠相待，同學咸樂於受教，師生相處融

洽。」（註21）

2010年陳教授在新竹教育大學擔任客座

時，曾與教授協同授課朝夕相處的張惟翔老

師，在〈竹大遇見蘇格拉底〉一文中提及：

「……陳老師總是身體力行，為學生們作最

好的示範，若陳老師談到準時，則自身比

將其實踐到極致，讓所有的學生、老師自嘆

弗如，心悅誠服，因為陳老師說：守時，是

預測未來的第一步……。」（註22）由此可

見，不僅是鼓勵學生做到，他本身也是言行

一致，數十年如一日。

（四）雙語教學全球化（Bilingual educa-

tion and globalization）

自1993年返國獻身教育後，陳教授嘗

試在教學中藉由「雙語教學」模式，提升學

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從親身體悟外語能力

對生涯發展的重要性，他語重心長的說：「

很多老師太注重他們教的科目，其實無論你

教的是中文、英文或是體育，如何把它應用

在生活中成為實用的東西，才是教育的終極

目標。」（註23）上課時，他通常會在開始

時，先用中文跟學生打招呼寒暄，然後再把

他們帶入不熟悉的英文環境；考慮到學生可

能在「不熟悉」的地方待太久，會產生學習

疲乏或失去專注力，他會適時以中英文穿插

方式進行：

要將學生從熟悉的中文環境抽離，把

他們從習慣的地方帶到不習慣的地

方，就好像把他們從冷氣房帶到大太

陽下一樣；他們一開始一定會不習

慣；所以，一定要讓他們反覆交替練

習，才能逐漸適應，這是我雙語教學

的原則。（註24）

陳教授引用老子《道德經》的名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The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鼓勵大家以「務實」的方法學習

外語；有很多人以為要學好英文一定要到國

外學，其實最好在國內先學習在「適應」各

種可能的情況，才能成功的「向外發展」。

他以 Think locally and act globally 來描

述全球化的概念。

談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願景

（vision），陳教授說：「我希望我的學生

不是只看到臺灣，他們的世界不應該只有臺

灣或是亞洲，他們的世界應該是全球。」有

些學生找不到工作，我就在想怎麼會找不到

工作，如果臺灣找不到，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試試，即使一輩子住在臺灣，也要讓自己全

球化。近年來，遊歷各國講學，他樂此不疲

的說：「要在24小時內變成當地人（Become 

a local within 24 hours）。」（註25）

二、體操教育

（一）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前面「生平事略」曾提到陳教授在中

學時代，雖然接受過橄欖球及田徑的訓練，

具有極佳的平衡與協調能力，進入臺師大就

讀後，由於系必修課程中訂有器械體操，他

為了要精通這項科目，開始認真投入練習；

唯因身材高大，被調侃並不適合從事體操運

動。陳教授不因此動搖，經常利用課後時間

獨自待在體操房自主訓練。本著「勤能補

拙」及「人定勝天」的信念，終使他能夠在

苦練後，從田徑選手變成體操達人，也因此

贏得臺師大恩師崔連照教授（註26）的賞

識，邀請他回到母校負責體操課程教學與訓

練工作，更進而促成其後獲得時任全國體操

委員會總幹事楊基榮教授的提拔，向當時的

主任委員的辜振甫先生推薦，擔任該委員會

副總幹事。（註27）

註21	 陳聰明，〈師道　師恩〉，《生命之旅──陳景

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媛編著，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61。

註22	 張惟翔，〈竹大遇見蘇格拉底〉，《生命之旅

──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

唐慧媛編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

部，2014，41。

註23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24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25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26	 陳景星教授就讀臺師大體育學系時，崔連照教授

是他大學時代的導師，亦是他的體操課程老師及

體操代表隊教練，更是影響他日後發展體操與教

育事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陳教授尊稱他為義

父。

註27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訪問人陳嘉遠，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兼體操協會副會長。

圖16　1964年臺師大校慶在禮堂表演彈翻床

後空翻（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17　陳景星教授參加1964年東京奧運擔任中華民國

體操代表隊教練（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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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時勢造英雄」，陳教授的

上述經歷，不但使他得以「跨領域」的參與

國內體操事務，更促成他後來獲得體育界運

動好手「夢寐以求」的機會，成為我國參加

1964年東京奧運及1968年墨西哥奧運男子競

技體操代表隊的執行教練。由於具備較佳英

日語能力，陳教授亦能在眾多體操菁英中脫

穎而出，代表我國參加1966年6月FIG在東京

舉行第一次國際裁判講習會，並且不負眾望

的以超越日本體操專業人士的成績通過考

試，成為臺灣第一位國際體操裁判。（註28）

（二）樹立競技體操邁向國際標竿

由於個人對體操的熱忱與外語能力，

陳教授在臺師大任教時期，獲得更多機會參

與國際體操事務。（註29）在擔任全國體操

委員會副總幹事期間，他也秉持敬業態度積

極處理會務，編譯國際體操規則，以及辦理

申請加入FIG行政事項，協助完成取得FIG會

員國資格。（註30）臺灣體操發展在當時正

處於「萌芽階段」，陳教授能夠在體操強國

環伺的困境中，不畏艱難的完成交付使命任

務，對國內體操推展邁向國際化，可謂引領

開端，建立基礎，至今仍為國內體操界額手

稱道。

圖19　陳景星教授為臺灣第一位FIG國際體操裁判考試通過者，圖為1972年更新版證照（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18　1966年陳景星教授完成FIG 國際體操裁判考試後，日本體操協會

理事長栗本先生在東京機場送行留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21　陳景星教授1964～1970年間在臺北美國學校擔任男子排球及體操隊教練（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20　1983年英國查爾斯王子及黛安娜王妃訪問Otago Boys 

High School由陳景星教授帶領男子體操校隊表演及接

受晉見（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28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

註29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

註30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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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我國歷屆組團參加奧運的紀錄，

在競技體操項目僅在1964年東京奧運男子競

技體操代表隊取得參賽資格，組成男子團體

成隊參加競賽（註31），陳教授當時擔任代

表隊執行教練，雖未能取得佳績，卻已樹立

臺灣體操界參賽典範，成為體操選手追求卓

越，重返奧運殿堂的最高標竿。他在1966年

國際體操裁判證照考試後，隨即在1967年膺

選成為亞洲體操協會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並接受全國體操委員會安排兼任技術指

導組組長，負責組訓備戰1968年墨西哥奧運

男子競技體操代表隊，協助參賽自選動作編

排及臨場指導等任務。（註32）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有感於陳教授早期在

應聘至紐西蘭之前，對臺灣體操發展初期所

建立的功績，特別在2015年6月特聘他擔任該

協會的首席顧問，期望借重其國際體育事務

資歷，繼續協助指導國內體操運動的推展。

（三）跨越藩籬深耕體操教育

1968年間，陳教授有感於個人參與體

操教學、訓練、裁判、教練及行政工作等數

年，已完成陸續完成階段性任務，便規劃轉

換跑道期望赴國外發展。1970年經由恩師江

良規教授推薦，獲聘前往紐西蘭南島首府基

督城的YMCA布萊達分部擔任執行長乙職。在

YMCA任職期間，他也一本初衷秉持個人對體

操的熱忱與專業，在當地用心經營體操基礎

教育。

或許是因頂著奧運教練頭銜及國際裁判

資歷的光環，陳教授的英文稱謂Peter Chen

在當地不到半年時間，便吸引來自其他城

市體操選手慕名前來拜師學藝。從1971年開

始，陳教授的體操專業逐漸受到NZGA的器

重，先是安排擔任1971年紐西蘭國家男子體

操代表隊教練，進而在1972年協助組訓國家

男子體操代表隊，並參加保加利亞世界體操

錦標賽。

儘管在1972年已辭去基督城YMCA的執行

長職位，轉任至但尼丁教育學院體育系從事教

職，陳教授仍然一以貫之的繼續在當地體操

界貢獻心力。他在1976年膺選擔任NZGA技術委

員會的主任委員，1978年NZGA成立全國體操學

校，他擔任校長一職長達19年時間，直至1996

年才卸下職務。陳教授飲水思源及無私奉獻的

精神，在紐西蘭體操界獲得高度肯定。他在

1978年榮任紐西蘭體操協會理事長時，臺灣平

面媒體曾以專題報導，特別介紹這位「負責領

導外國運動團體的中國人」。

除了長期在紐西蘭推廣基層體操教育工

作，陳教授曾在1974年專程前往澳洲墨爾本

協助規劃主持一系列的全國性體操教練研討

會，並在1975年再度回到墨爾本擔任FIG國

際裁判考試的主考官。澳洲體操協會後來在

1992年頒給他「傑出貢獻獎」，表彰他過去

對協助提升澳洲體操裁判與教練專業素養的

貢獻。陳教授在大洋洲深耕體操教育，不但

跨越藩籬，更是親力親為（leading by ex-

ample），深獲外國友人的高度讚賞。

三、師資培育

（一）重視學生的平等待遇（student fair 

treatment）

在前面「體育教育」的內容，曾談到陳

教授以「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自我期許，

也鼓勵教育工作者一定要身體力行、努力實

踐。在師資培育的演講場合，經常談到「學

生平等待遇」的課題，他強調：

You must learn to like every stu-

dent.這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有些

學生你還沒看到就已經不喜歡了。但

是我會要求自己「練習」去喜歡每一

位學生。You cannot teach people 

you don’t like them. 我因為瞭解

這件事，也培養自己這個特點……。

（註33）

圖22　陳景星於1978～1996年間擔任紐西蘭全國體操學校校長，並在

1996年退休時與全校教職員合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31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

註32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飯店，2015年7月

9日。

註33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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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認為，這個看似簡單的課題，

卻往往被許多老師忽略。所謂的平等待遇，

他進一步解釋：「你要先喜歡學生，才有辦

法找到他的優點，否則你不可能找到他的優

點；要看到一個人的缺點太容易了……，學

生如果知道你喜歡他，他才會喜歡你……。

」至於要如何讓學生去喜歡老師，陳教授提

供了他個人的「小撇步」：「你可以在談話

時，從不同的議題切入，然後設法找到聯

結，打開他們的心房。」（註34）

從談論平等待遇延伸到打開學生的心

房，看似簡單卻經常「知易行難」。當訪談

到一個段落時，陳教授沉默了一會兒，接著

說：「很多老師會覺得，不喜歡自己教的學

校、教的科目、教的學生……」但他認為，

為師者一定要試著學習接觸不同的人、事、

物，並嘗試去喜歡它們，才能真正成就「教

育」這件事。他說：「回想起來，我認為我

在從事多年教育工作後所得到獎項，都跟我

在這裡提到的所有課題，都有密切關係。」

（註35）

（二）創造有效有趣的教學法（Creating ef-

fective and motivating pedagogy）

一般老師通常會按照「慣例」來設計

教程進行教學，也將這些慣例視為最好的方

法，陳教授認為，其實最好的方法應該是去

開創「新的方法」；但他也補充說：「即使

沒有最好的方法，也有更好的方法；不過更

好的方法必須遵循能夠更快、更簡單、更有

效、更容易、更安全等5項原則。」（註36）

陳教授進一步強調，每一位老師在設計教教

法時，應該念茲在茲的思考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o teach，更應經常敦促自己，

不斷學習精進教學方法，求新求變，以此談

到如何創造有效有趣的教學法。

談到在紐西蘭從事師資培育的工作時，陳

教授表示，其實並不引用太多的「理論」，完

全是遵照前述的原則去設計「比較好」的教學

法；2010年在新竹教育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

依然是秉持同樣的概念教導學生。除此之外，

他也鼓勵大家在教學上嘗試「知己知彼，獨創

一格」。在教學上獨創一格，是要跟一般的教

學法不一樣，才能打破傳統，超越他人。他

說：「在紐西蘭工作時，如果你做得跟他們一

樣好還不夠，那只有他們一半好，你要做得比

他好很多，才能夠比他們好一點，才能獲得他

們的信賴與尊敬。」（註37）

圖23　2003年陳景星教授帶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方進隆教授（右1）訪問但尼

丁教育學院，並與副校長（右2）合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24　2007年獲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獎」

與校長郭義雄合影（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34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35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36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37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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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導模式與哲學智慧（Leadership 

models and philosophic wisdom）

1993年應邀在文化大學開設人文系列課

程後，陳教授便致力於融合東西方的領導哲

學，以及整合科技與人文的智慧精髓，作為

教育講學的核心概念。他在2000年所出版的

作品《智慧程式在啟動（Wisdom Formulas 

in Action）》，正是應用這些概念完成，

當年也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著

作獎」的肯定。談到東方的哲學智慧，除了

尊崇孔子儒家思想之外，陳教授偏愛在課堂

上，講述老子《道德經》的要義。在面訪

時，他特別談到：

老子的「不言之教（teaching with-

outsaying）」是一個非常高的境界，

雖然不容易做到，但我非常推崇。好

比說很多人問我，怎樣教育四個女

兒？我認為也沒有特別的教育方法，

他們就是看著我和師母是怎麼樣「一

路走來（what we have gone through）

」。我認為「以身作則」是很重要的

道理。教書也是一樣，當你談到原理

原則，其實最佳的講解方式，就是給

學生一些範例（example）。（註38）

論及「領導」，陳教授強調，每一位老

師都應該要是一位好的領導者，而每位領導

者都應該在教學時確立大方向，然後讓學生

在這個範圍內自由發揮；學生在這樣的領導

模式下，才能用自己的方式，開發個人的潛

能。他以個人教育子女的模式分享經驗：

我教育女兒的方式，就是用1%in-

struction and 99% imagination；

以這樣的原則不去設限。如果只讓他

們跟著你的腳步走，今天他們可能無

法打破傳統，走出自己的路。老師的

領導模式應該從1+1=2走到 1+1=100，

教育本來就有無限的可能。當然，在

教育過程中也要注意到安全原則。我

的領導哲學雖然鼓勵學生勇於嘗試冒

險，但也考量安全，避免冒太大的風

險，因為安全抵達目的地，比早到更

重要。（註39）

（四）終身學習與奉獻（Continued learn-

ing and dedication）

教不厭、學不倦，一生以追求「種族、

性別及科目」三大平等信念的陳教授，回到

臺灣獻身教育後，希望致力於爭取「科目平

等」。在2001年所出版的《進化、教育與體

育（Evolution,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著作中曾提到（註40）：

Why physical education is under-

valued in school?

Why physical education is in dan-

ger of extinction?

Why do many students dislike phys-

ical education?

Why physical education is treated 

as playtime?

Why physical education is viewed 

as second-class subject?

體育教師不應把自己設限在只傳授體

育知識或是指導運動技能的框架，要經常自

省，力求改變。他說：

老師不要只教教科書上的東西，講起

來那其實只有1%的工作；我覺得老師

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不斷進修學習求進

步；你不能跟你學生一樣的好，應該

要比學生百倍的好，這是我的原則概

念。有些人說他教了30年的書，學生

會認為他只是重複了30年的工作。   

（註41）

圖26　2015年7月18日完成專訪後與本文作者合影

（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圖25　陳景星教授2010年獲頒教育部推動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分別與吳清基部長（左）、師母合影留念（右） 

（圖片來源：鄭碧靜提供）

註38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39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40	 陳景星，《進化、教育與體育（Ev o l u t i o n ,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臺北：尚

暐，2001，100。

註41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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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奉獻是人類最珍貴的財產；每個

人都要不斷的追求成長，追求新的生命，找

到新的使命；這樣才能產生新的動力。在訪

談即將告一段落時，陳教授提到他對自己的

期許：「我已年過80，還是每天學習新的事

物；很多年紀大的人很快呈現衰老現象，通

常都跟他們停止學習有關。這些年來，我在

自己女兒身上獲得很多啟發，所以，每天都

希望學習新的事物，繼續成長。」（註42）

肆、結語

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形成習慣，習慣培

養個性，個性塑造命運。陳景星教授的生命

歷程多采多姿，與其個人崇尚融合東西方教

育的思維，以及樂於跨越藩籬接受挑戰的個

性，有密切關聯。

2013年11月，陳教授受邀參加一場定名

為「智慧之星」的生日派對，收到來自「不

同年代」的學生為文祝賀，文章集結成冊在

2014年以《生命之旅──陳景星教授八十大

壽專輯》為名付梓出版。曾任國立體育大學

校長的周宏室教授，在賀文中有一段對陳教

授的人格特質描述：

樂觀、冒險精神、勇於嘗試、平和、

穩健、條理井然、微笑、包容、平易近

人、讚美對方、不恥下問、博學多聞、

記憶力超人、語文天才……等數不盡的

特質，讓接近到他的人，敬佩不已。常

不忘提攜後進，以愛為根本，身體力

行，是名符其實的教育家。（註43）

1959年曾在臺北師範學校接受陳教授指

導的學生王義治（退休校長），以「紅樓春風

化雨情，不吝呵護如父兄；教學魅力揚千里，

一代名師德澤宏」撰詞歌頌陳教授的師道與師

恩；（註44）1968年在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就

讀時，修習陳教授一年體操課的江界山教授，

以〈點亮生命的一堂課〉描述其具啟發激勵的

教學理念；（註45）臺師大的校友門生鄭光慶

老師則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彰個人

對陳教授的景仰；（註46）2010年邀請陳教授

到新竹教育大學擔任客座的謝錦城教授，亦以 

〈相見恨晚的恩師〉為題，傳達個人對陳教授

的推崇；（註47）而臺師大校友鄭志富教授，

在其〈松柏同春〉的賀文中寫道：

陳教授長期耕耘體育教學，於國內外

散播種籽，對體育教育的奉獻及努力

令人敬佩不已。而其努力奮鬥、勇於

接受挑戰的精神，更是我們這些後進

晚輩學習的典範。（註48）

從1993年返臺任教後，陳教授花了許

多時間研究人生真理、智慧及哲學的議題。

在講堂上，他常以簡潔話語，啟迪人心；例

如：「忠誠厚道，飲水思源」、「一葉知

秋，滴水知海」、「片言知百理」、「如江

上之清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陳教授曾

將個人過去的經歷及教育理念，寫成多本英

文勵志書籍。近年來，他潛心鑽研近100年來

諾貝爾獎得獎人的共同特質，以及他們是如

何將不凡的智慧，落實應用在人類的日常生

活中。他談到自己未來的規劃：

有生之年，我希望繼續探究宇宙的真

理，神通內心的世界；因為只有這

樣，我才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

西，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預測

大家預期不到的事情，瞭解大家不

瞭解的事情。我也期許自己要用盡一

生的努力，為社會國家做出一點貢

獻，當落葉歸根後，留下一些東西；

就像東西方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

發明家及領導者，諸如：老子、孔

子、孫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

斯多德、達文西、牛頓、達爾文、愛

迪生、愛因斯坦、居禮夫人、海倫

凱勒、甘地、德雷莎修女、馬丁路

德……等古聖先賢一樣，雖然每個人

終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但還是能

夠為人類留下來寶貴的資產，世代相

傳。（註49）

陳教授在東西方作育英才超過一甲子，

受教學生無不感受到他的身教言教、劍及履

及、如沐春風的父愛。他窮盡一生以嚴謹治

學的態度，學術兼修的風範，不斷嘗試突破

國界藩籬，以及無限開放的心靈與熱情，終

使他成為國際間倍受推崇景仰的學者。

註42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註43	 周宏室，〈陳景星80大壽感恩記事〉，《生命之

旅──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

唐慧媛編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

部，2014，15-17。

註44	 王義治，〈師道　師恩〉，《生命之旅──陳景

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媛編著，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7。

註45	 江界山，〈點亮生命的一堂課〉，《生命之旅

──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

媛編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

，13。

註46	 鄭光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命之旅

──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

媛編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

，77。

註47	 謝錦城，〈相見恨晚的恩師〉，《生命之旅──

陳景星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媛編

著，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85。

註48	 鄭志富，〈松柏同春〉，《生命之旅──陳景星

教授八十大壽專輯》，鄭光慶、唐慧媛編著，臺

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4，81。

註49	 陳景星，面訪，臺北市北投仲信會館，2015年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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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陳景星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4 23 2月25日出生於宜蘭縣羅東鎮。

1940 29 6 就讀羅東國民小學。

1946 35 12 就讀羅東初級中學。

1949 38 15 就讀省立宜蘭中學。

1952 41 18 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1956 45 22 任教省立宜蘭中學。

1957 46 23 入伍服役。

1959 48 25
任教臺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任教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師大）體育學系（1959～1970）。

1964 53 30 膺選擔任1964東京奧運體操代表隊教練。

1967 56 33 膺選擔任亞洲體操協會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68 57 34 膺選擔任1968墨西哥奧運體操代表隊教練。

1970 59 36 受聘擔任紐西蘭布萊達分部（Bryndwr YMCA）執行長。

1971 60 37 膺選擔任紐西蘭國家男子體操代表隊教練。

1972 61 38
受聘任教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Dunedin College of Education）講師。

膺選擔任紐西蘭參加保加利亞世界體操錦標賽國家男子體操代表隊教練。

1974 63 40
受聘擔任澳洲全國體操教練研討會主講人，在墨爾本莫那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規劃舉辦
為期一周全國教練講習。

1975 64 41 受邀前往澳洲墨爾本擔任FIG國際裁判考試主考官。

1976 65 42 膺選擔任紐西蘭體操協會（NZGA）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8 67 44

受邀擔任紐西蘭國家體操代表隊領隊參加英國聯邦運動會（Commonwealth Games in Edmonton, 
Canada ）。

膺選擔任紐西蘭體操協會理事長。

受邀擔任紐西蘭全國體操學校校長（1978～1996）。

1979 68 45 受邀代表大洋洲返國參加國建會教育組會議。

1986 75 52
受聘擔任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體育系系主任。

受聘擔任紐西蘭健康體育課程修訂委員（1986～1987）。

1989 78 55 升任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最高教職兼體育系系主任。

1990 79 56 膺選擔任紐西蘭教育部全國教師發展計畫協同主任委員（1990～1991）。

1991 80 57 受邀返國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短期客座教授。

1993 82 59
受邀返國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客座教授（1993～1995）。

受聘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大洋洲秘書長（1993～2002）。

1994 83 60 受邀擔任臺灣省教師研習中心種子教師研討會主講人。

1995 84 61
受邀擔任紐西蘭健康體育課程委員會專家顧問（1995～1996）。

受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專任教授（1995～2008）。

1998 87 64 受聘擔任中華奧林匹克教育委員會委員（1998～2001）。

2000 89 66 膺選擔任紐西蘭但尼丁教育學院終生名譽最高教職。

2002 91 68

膺選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大洋洲副會長（2002～2005）。

受聘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顧問（2002～2007）。

受邀擔任亞洲運動科學協會國際顧問（2002～目前）。

2003 92 70
獲聘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體育運動哲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3～
2007）。

2005 94 71
膺選擔任世界休閒組織（World Leisure Organization）理事（2005～2010）。

受聘擔任美國北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USA）客座教授（2005～2010）。

2009 98 75

受聘擔任美國北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Michigan, USA）及美國運動學院（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客座教授。

再度膺選擔任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大洋洲副會長（2009～2010）。

2010 99 76
受聘擔任新竹教育大學客座教授。

受聘擔任世界休閒組織內任聯合國高級顧問。

2011 100 77

受聘擔任中華民國體操協會技術顧問 (2011-2015)
受聘擔任日本天理大學及北京體育大學短期客座教授。

受邀擔任新竹國際城市休閒發展專題論壇主講人。

受邀返臺在10所大學及8個組織進行20場演講。

2012 101 78

受邀擔任第十一屆世界運動大學論壇（FISU F Forum）主講人。

受邀擔任新加坡國家教育學院（NIE）主講人。

受邀擔任柬埔寨全國體操教練三天講習會主講人。

受邀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研討會主講人。

受邀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預先博士班客座教授。

受邀返臺在10所大學及3個組織進行16場演講。

2013 102 79

受邀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先修班短期客座教授。

受邀擔任新加坡國際運動學院（International Sports Academy）運動領導講習會為期三天講習
會主講人。

受邀擔任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宜蘭舉辦）顧問。

受邀返臺在11所大學及2個組織進行18場演講。

2014 103 80

受邀擔任亞洲運動教練科學協會國際顧問。

膺選擔任世界休閒組織（WLO）理事（2014～目前）。

參加世界休閒組織（WLO）年度大會（美國阿拉巴馬舉辦）。

受邀返臺在8所大學、1所高中及1個組織進行15場演講。

2015 104 81

受聘擔任美國運動學院國家講座成員（2015～目前）。

參加世界休閒組織（WLO）年度大會（中國青島舉辦）受邀前往杭州在浙江大學及浙江工商大學演
講。

受邀返臺在8所大學、2所高中及5個組織進行37場演講。

受聘擔任中華民國體操協會首席技術顧問（2015-2019）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 3 0 1 3 1

學貫中外教育家  享譽全球智慧者－陳景星

二、陳景星獲獎紀錄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66 55 32 在日本通過國際體操總會（FIG）考試，成為臺灣取得證照的國際體操裁判第一人。

1989 78 55
首位獲頒紐西蘭健康體育休閒學會（NZAHPER）「亞歷山大基理斯爵士創新教學獎（Sir Alexan-
der Gillies Award）」學者。

1990 79 56 獲頒紐西蘭健康體育休閒學會（NZAHPER）「特別貢獻獎」。

1991 80 57
獲頒紐西蘭心臟基金會「傑出服務獎」。

獲頒日本岡山體操協會「金質貢獻獎」。

1992 81 58 獲頒澳洲體操協會「傑出貢獻獎」。

1993 82 59 獲頒紐西蘭體操協會「傑出貢獻獎 」。

1995 84 61 獲頒紐西蘭體育學會「終身會員」。

1996 85 62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傑出貢獻獎」。

紐西蘭全國體操協會「國家服務貢獻獎」。

1998 87 64 獲頒中國文化大學第一屆「教學特優教師獎」。

1999 88 65 獲頒國科會「研究著作獎」。

2001 90 67 再度獲頒國科會「研究著作獎」。

2002 91 68 獲頒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雙年傑出學者獎」。

2004 93 70 獲頒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頒發「傑出訪問學者獎」。

2007 96 73
再度獲頒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頒發「傑出訪問學者獎」。

獲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獎」。

2008 97 74
獲頒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學會（ICHPER-SD）「雙年傑出貢獻獎」。

美國休閒學院（American Leisure Academy）「資深貢獻獎」。

2010 99 76 獲頒教育部推動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

三、陳景星專書著作

數量 著作 出版時間 出版社

1
《超越2000年體育教學領導（Leadership in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Beyond 
2000）》

1998 高文

2 《智慧程式在啟動（Wisdom Formulas in Action）》 2000 尚暐

3 《進化、教育與體育（Evolution,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001 尚暐

4 《東西方思想的智慧（Wisdom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2003 尚暐

5 《無限的挑戰（Unlimited Challenges）》 2004 尚暐

6 《震撼的啟示（Powerful Inspiration）》 2006 尚暐

7 《東西方教學50年（50 Years of Teach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2007 尚暐

8 《創意教學法（Creative Teaching）》 2010 尚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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