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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文允武　誠正勤樸

許樹淵

壹、前言

今日若要談論到當今體壇允文允武的

最佳代表人物，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

授──許樹淵莫屬。許教授1959（民國48）

年進入臺師大體育學系，然而，那刻似乎註

定他這一生與臺師大及體育界密不可分的關

聯。之後，1970（民國59）年，許教授成為

師大體育研究所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也繼

續留任講師、擔任田徑教練到2005（民國94

）年退休。現在，他已高齡75歲，仍在臺師

大體育學系擔任兼任教師，正因為許教授這

生與臺師大有如此深的淵源，曾有媒體記者

以「一生和師大體育劃上等號」之稱號來形

容許教授，同時，他也是臺師大第八屆傑出

校友之一。（註1）

許教授在體育界是重量級人物之一，

他在學術上、術科訓練上及實務上，都付出

了許多心思，也做出了相當多的事蹟，對於

整個體育界有著極大貢獻。在學術上，他有

著不勝枚舉的著作，許教授共出版了30多本

著作，除了運動生物力學專長外，也橫跨了

其他體育學科的領域，這些重量級的出版，

都是大學指定用書，這樣的學術貢獻，在

體育界可說是當今無輩。另外，許教授於

1974（民國63）年創立全國體能測驗標準模

式、1989（民國78）年撰寫出保送考的給

分公式。這些模式，仍廣受體育界及各學校

單位的使用。在術科上，許教授精於術科訓

練，田徑專長的他堅持藉由親自示範來訓

練選手，因此，訓練出多位國內頂尖的田

徑選手，像是曾三度獲得國光獎章的簡鴻

玟；1991年（民國80）年世大運金牌得主

王惠珍；以及張金維、盧俊宏及吳信惇等

好手，他都曾給予指導。除了本身田徑專

長外，他也曾講習過30多種運動「國家級教

練」的講習會，如籃球、排球、空手道等。

在實務上，許教授曾舉辦許多形式的運動

會，包含校內運動會、臺塑關係企業第一屆

運動大會及大專運動會等。在經歷上，他也

任體育學會第十一屆、第十二屆理事長、中

華奧會運科委員會副主委與主委一職、中華

體總強化委員會及獎勵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華體總國家級教練講習會講師、1998（民

國77）年曼谷亞運運科委員會技術小組副召

集人、2000（民國89）年雪梨奧運會技術小

組副召集人、中華大專體總運科委員與編輯

委員、中華民國田徑國家級教練和顧問、中

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1989年亞洲田徑錦標

賽經理、大學暨獨立院校聯合招生體育組總

幹事、優保生考試總幹事、中央標準局日常

用品審查委員、考選院特考典試委員、教育

部學術審議會審議委員及簽擬顧問、中華民

國運動教練協會副理事長及理事長、2007

年體育白皮書撰寫副召集人，並曾於1987

年、1989年及1991年三度赴香港擔任學術研

討會專題主講人等經歷。正因為許教授對體

育界有著相當十分的貢獻，一生獲得過許多

獎項，如1988年獲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木

鐸獎」；1997年教育部體育學術研究專案特

優獎助：（田徑論）；2006年為臺師大60周

年最受歡迎教師獎得主；2007年獲教育部頒

發「推展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2008年則

獲師大頒發第八屆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獎。

註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臺北：作者，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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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淵

許教授是當今體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本文藉由訪談許樹淵教授，由許教授以

口述歷史敘述、筆者筆錄的方式，輔以相關

文獻蒐集及許樹淵教授親自提供之照片整理

成文本，呈現出許教授的生命故事，藉以表

彰許教授對臺灣體育界之成就與貢獻，藉供

後人景仰、學習。

貳、生平事蹟

1940（民國29）年1月13日，許教授於

彰化出生。1947（民國36）年進入彰化和美

國民小學就讀。由於家中有旱田及水田，就

讀和美國小的許教授從小學二年級起就得下

田幫忙，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炎炎夏日

中，赤腳的踩在石頭路前往五公里以外採收

花生，這樣一次兩回加上手拉重車，間接磨

練出他未來在田徑場上的訓練基礎。（註2）

1952（民國41）年初中畢業後，許教

授考上臺中二中。但由於當時正於反攻大陸

時期，國家情勢緊張，政府擔心學生通勤上

課途中發生危險，特准家住較遠距離的中學

生，轉學至較接近住家的中學就讀。於是，

許教授在初中二年級時，轉學至家鄉較近的

彰化中學。（註3）當時，許教授身體不太好

患有胃疾，因此不太喜歡運動。彰化中學的

蔡長啟老師則鼓勵他：「許樹淵，你老是躲

在後頭是不行的，有空就跑步做個體操，慢

慢你會喜歡上運動的。」昔日，蔡老師短短

的一句話，對許教授卻影響至深。日後，他

開始將跑步視為每日的課題，維持運動習慣

到現在，而且，他也帶動全家擁有運動的好

習慣。（註4）

1956（民國45）年，彰化中學初中畢業

後，考入臺中市立中學（後改為中市一中，

現為居仁國中）。並於1959（民國48）年高

中畢業，考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當時，全臺灣只有師大體育系一家，競爭非

常激烈，許教授同屆考生有681人，卻只招

收30位學生。甚至有些人考了五年還是考不

上，可說十分難考。（註5）談到這個，許

教授笑笑地說：「當時臺師大是我的第一志

願，後頭五個我填假的，因為我都填臺大。

」（註6）可見，許教授在升大學時，把師大

當作他心中第一與唯一的志向了。

報考臺師大體育學系時，許教授第一

天的三樣術科考試都是分組第一，當時他

100公尺光腳跑出了12秒5、立定跳遠2公尺

61，鉛球12磅11米90；籃球上籃26公尺三趟

投三球，時間21秒6；棒球投中5個；體操自

選動作78分，引體向上20下，他做了20多下

被主考官制止，拿了100分。（註7）入學口

試時，當年體育系周鶴鳴主任對考生許樹淵

說：「你以第一志願考進體育學系，學科總

分293分，術科成績第三名；但第一、二名都

沒有錄取，你是第一名，要努力好好學習。

」（註8）後來，系主任的這席話，永銘他的

心中，時時刻刻督促自己專心致志。

當然，當年的榜首許教授並沒有讓師長

們失望，大學時期，尚稱自愛，主動學習學

科並勤練術科，曾代表臺灣師範大學出征參

與大學運動會田徑項目。另外，他還是排球

校隊、橄欖球校隊翼鋒以及體操校隊，更因

為本身田徑專長、速度最快，所以擔任橄欖

球校隊傳鋒。由於各個運動項目賽事經常時

間交疊，錯失代表體操隊出外比賽，十分可

惜。（註9）其實，許教授並不是從小就如

此身體健壯，小時候他的身體不好，父親希

望他讀醫科，但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想藉

由就讀體育學系，透過運動來「治胃病」。

（註10）認真向學的許教授，大學期間的術

科表現也極為優秀，結業成績名列全班第六

名，但卻也因為大學時期不愛升旗，操性成

績不佳，畢業後實習證明書還被教官扣留一

個月。（註11）

1963（民國52）年，大學畢業，許教

授自願到臺東農業職業學校實習一年，該校

為楊傳廣的母校，他想奉獻所學培養田徑人

才，又因為東部的原住民人才最多，但最後

卻因經費有限被迫放棄。（註12）在臺東農

業職業學校實習期間，他擔任體衛組長，教

學體育及一般公民課，短短一年的實習卻做

出了許多的事蹟：如到校1個月後舉辦學校

運動會；會同課外活動組聯合舉辦每周1小

時，高、初中部分開實施的課外活動，活動

項目則包含籃球、排球、田徑、書法、歌唱

等；組織教師籃球隊，前往臺東高職、臺東

女中、臺東中學及臺東糖廠各處參與比賽，

令人驚訝的，許教授至今仍清楚記得當初的

每位成員，如倪教和、王在宥、王自遠、夏

夷非、丁亞屏、陳樹熙、鍾光宏……等老師

都是隊員；此外，許教授當時還重新砌田徑

場、購買器材，甚至爭取到12,000多元學校

的經費建立排球及籃球場，經費高到佔當時

全校撥款經費的1/3（當時老師月薪也才700

元）；參加臺東市運動會，榮獲田徑賽冠

軍；擔任臺東縣長盃籃球賽裁判組長，帶領

學生籃球隊參賽。由此可知，當時許教授活

躍於校園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這不僅讓他

與教師間感情融洽，也獲得當時校長袁月江

先生的信任與大力支持。（註13）

註2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傳炬──學校體育園丁傳習錄》，教育部編

著，臺北：教育部，2009，147。

註3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訪問人李孟霖，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所研究生。

註4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7。

註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3。

註6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7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7。

註8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9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	23。

註11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訪問人李孟霖，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所研究生。

註12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8。

註13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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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淵

1964（民國53）年9月，許教授入伍服

軍官役一年。退伍後，託恩師楊基榮教授推

薦之福，他進入與臺塑企業創辦人人王永慶

先生捐資創設成立的私立明志工業職業專科

學校服務，教學體育學科長達5年的時間。同

時，他也擔任導師及舍監各2年的時間，幾

乎所有時間都待在學校。擔任舍監時還每晚

點名，也由於當時臺塑企業管教嚴格，許教

授對學生的日常規矩也十分嚴謹，時時刻刻

不得馬虎。（註14）說到這段過程，許教授

說道：「明志工專是半工半讀的學校，當時

臺塑企業管教很嚴格，我擔任舍監的時候也

是，都會管學生有沒有參加晚自習，幾個人

跑出去我也都知道；像清寒獎學金，我也都

親自前往拜訪，看他們是不是真的清寒，一

邊還可以順便出外旅遊。」（註15）除此之

外，許教授在明志工專任教時，還做了諸多

事：包含奉當時主任之命，編排5年體育課

程配當表，以利教學計畫實施；規劃田徑場

地，舉辦臺塑關係企業第一屆運動大會；擔

任田徑隊及籃球隊教練，值得欣慰的是，當

時田徑隊稍有佳績。除此之外，當時由學校

及實習工廠職員組成的明志工專福利會，許

教授獲得83票高票當選擔任活動組長（當時

有88位投票者），專門負責師生休閒活動之

籌辦，包含從學期初就安排好的活動項目、

舉辦日期、申請學校補助及師生員工應繳費

用，簽呈至校長核示實施。那時候，除了舉

辦學校教職員工桌球賽、網球賽外，還舉辦

許多旅遊行程，如新竹南寮海水浴場、瑞濱

海水塔、白沙灣海水浴場等出遊玩水；爬山

至高爾夫球場（今為國立體育大學）野餐、

摸彩；坐校車到北投，走路至陽明山中山樓

賞花以及其他二日遊包含從彰化八卦山大佛

寺、臺南孔廟玩到屏東鵝鑾鼻的行程，此

外，更邀請了憲光康樂隊蒞校表演，歡送第

一屆畢業生。由此可知，在明志工專任教為

期五年的經驗，似乎奠定了許教授日後對師

大、對任教學校甚至是對體育界無怨無悔付

出的基礎。

1970年，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成

立，許教授再度以榜首優異的成績成為第一

屆學生。並在1972年畢業後，立即留在師大

擔任教職，並於2005年2月1日退休，至今仍

留任師大擔任兼任教師，在師大任教長達42

年之久。

此外，自1972年起，許教授擔任過許

多期刊編輯委員如：現代體育、亞洲體育、

中華體育、體育學會學報、大專體育、運動

訓練科學（兼發行人）、中華民國體育協

進會之體育運動季刊及教育部之國民體育

季刊等。（註16）他也曾在1987年、1989

年、1991年三度赴港學術研究會擔任專題

主講人、擔任1998年奧運會選訓委員會委

員、1989年亞洲田徑錦標賽經理、2000年雪

梨奧運會技術小組副召集人、2007年體育白

皮書撰寫副召集人、中華奧會運科委員會主

委、中華體總強化委員會及獎勵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中華體總國家級教練講習會講師、

中華民國田徑國家級教練和顧問、中華民國

排球協會裁判、大學暨獨立院校聯合招生體

育組總幹事、優保生考試總幹事、中華體育

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理事

長、中央標準局日常用品審查委員、考選部

特考典試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及簽

擬顧問等（註17）。

除了不計其數的實務經驗外，許教授於

學術的成就上也貢獻繁多，許教授擁有30多

本著作，400篇學術文獻，不僅如此，許教

授對於教學的態度更令人敬佩，儘管已到退

休高齡，上田徑術科的所有動作皆親自帶著

學生示範與練習，認真且執著的態度令學生

們相當讚佩。（註18）時至今日，他仍留於

師大擔任兼任教授。由此可知，許教授對於

師大、臺灣體育界及學術界貢獻實在不可言

喻。

參、在體育運動的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學術的貢獻

（一）創立制度，國人沿用至今

1.編制全國體能測驗標準模式

許教授於1974年10月至1975年5月建立了

全國體能測驗標準模式，24個項目加上身高

體重，高國中小學，每組測200人，共分為六

組，1200人次，乘以24項，加上身高體重，

項目多到非常複雜。也是國內首度以國人為

基準的體能測驗標準，許多學校及相關單位

都以此為參考，是許教授這輩子最得意的事

蹟之一。（註19）許教授回憶道：

註14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9。

註15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16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17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薪傳──在臺復會40周年

回顧紀念專書》，臺北：作者，2012，20。

註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3。

註19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2。

註20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那是全國有史以來最大體能測驗，教

育部委託，前置是我規劃的，共分三

期，第一期就是選項及測驗，先從國

小、國中、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下測

驗，250個人，測驗完測24個項目，測

完之後，總共有六組：國小男生、女

生各一組、國中男生、女生各一組，

高中男生、女生各一組 (五專前三年

則放在高中測驗) ，24個項目採用多

元回歸下去演算，當時候我去找人家

統計，人家問說這個題目這麼大能做

嗎？（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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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的科技尚未如此發達，還沒有

個人電腦，要算出這麼多的變項是非常困難

的，甚至有聲音質疑許教授是否能算出這麼

大的項目，然而，他堅持表示絕對可以，但

需要委託電腦公司計算才行。許教授說道：

那時候沒有電腦只有電算機，這麼大

的24個項目，我說絕對可以做，我來

想辦法！當時我到大同公司，那時候

這麼大的算數是要跟電腦公司談的，

結果電腦公司跟我說，學校的可以打

折總共12萬元作六組的24個相關矩

陣，但教育部當時也才給6萬元預算，

結果我跟主任的老婆是臺師大同學，

關係攀一攀最後以2萬元成交。當時小

電腦CASIO一小臺3,500元，我們買了

六個，花了21,000元，就這樣，我帶

六個學生一起統計完成。（註21）

之後，他們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許

教授帶學生在國父紀念館進行測驗時，有一

組測驗正好在唱國歌，但測驗又不能中途停

止，害得他們被其他的路人罵不愛國，被訓

了好大一頓。（註22）

2.自創保送考給分公式

1989年，許教授擔任聯招總幹事，在當

時，他依照國內情況，自創出一套聯招術科

考試給分公式，而此公式也沿用至今。公式

為成績（分數）=       。X：考試成績、M：

平均數、SD：標準差、K：常數（定在5～8之

間，視學科之平均分數決定）。（註23）談

到這個，許教授驕傲的笑道：「當年到各地

講解體育給分，聯招創新的國中教科書給分

公式是我創的。」（註24）許教授的才幹，

創立出全國體能測驗及保送考給分公式的制

度，都廣受體育界及各學校單位使用。

（二）期刊書籍著作，體育界無人能敵

許教授這一生至今已出版了30多本書籍

（100頁以下他不承認是書），體育文獻則出

刊多達400餘篇。除了本身是「運動生物力

學」專長的許教授，同時鑽研於體育教學訓

練研究、運動管理、行政管理、賽會管理及

體育運動社會學，也出版了諸多重量級的論

述。其中，他最得意的著作為《運動生物力

學》、《健康與體育導論》、《運動賽會管

理》、《人體運動力學》、《運動技術指導

原理》、《運動技術教學法》、《田徑論》

、《運動訓練智略》、《運動生理心理學》

、《運動科研寫作法》、《1988年奧會成績

分析》、《運動教育學》及《體育運動原

理》等，也因此，許教授說過他替體育界保

留下許多的「文件」，而所謂的文件，正是

這些著作。（註25）

許教授的著作都兼具理論與實務，他

認為，每一本著作都是為了實際需要而寫，

像是曾經獲得教育部體育學術研究專案特優

獎助的《田徑論》就是被楊傳廣先生激的，

因為他提到許教授沒當國手沒資格當教練。

（註26）談到這事，許教授笑著說：「寫書

是一種磨練，你要畫一座田徑場，就必須先

寫才會知道怎麼畫嘛！像我當時寫一本田徑

論，就為了堵住楊傳廣的嘴。」（註27）究

竟，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他如此堅持出書

呢？許教授談到：

體育界讓人記得的事情就是著作，我

第一年到臺東實習時，在辦公室看

書，國文孫吉元老師經過跟我說我以

為你在看武俠小說呢，原來你在看物

理喔！體育老師到這種地步！然後，

我到明志工專第一篇寫的就是體育的

人際關係，學生非常訝異原來體育老

師會寫文章！（註28）

另外，也因為恩師吳文忠的帶領及鞭

策，當年許教授研究所畢業前夕，吳老師要

他留在學校擔任副教授，教研究所的課程。

後來因為學校人事的規定無法核准，只能聘

請講師上大學部的課。剛畢業就得教專業的

學科課程，進而迫使許教授認真於學術研

究，不敢怠慢，成就了今日在體育界期刊書

籍著作數量無人能敵的高成就。（註29）

許教授堅持一生只走「教學研究」的

路，並且認定臺師大就是他的教學終點。正

因此，即使不斷有擔任行政職缺或官位的機

會來臨，他都一併拒絕。（註30）談到這些

事，許教授分享著他的觀點：「我不喜歡官

場氛圍，也考慮到我父母親年紀大，小女兒

生病十多年的因素，不得長久離開臺北，再

來我也不兼課，為了兼一堂課跑來跑去不划

算，我寧願將這些時間花在寫書上。」（註

31）因此，除了一些學校無法拒絕的請求，

許教授始終堅持不兼課，即使學校把其他老

師課拿掉要他去兼課，他也兼課。但是，他

不得不在中國文化大學兼課一年、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四年、國立體育學院五年及臺灣體

院（改成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兼課兩

年。直到現在許教授仍持續地專注在著作出

版，2012年出版了體育運動社會學，現在他

也預告有本書在二校了，預定2014年底出

版。當然，明年他也還要出書。

註21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註22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2。

註23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2。

註24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註25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5。

註2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4。

註27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註28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註2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4。

註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4。

註31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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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展示，當天請求系事務組幫忙購買器

材。校慶當天，發體能測驗表給參觀者做測

量，測量項目包括體能、血壓、心跳、脈

搏、呼吸等九項身體變化。許教授此時還說

到，當年的校長張宗良也非常的驚訝及愉

悅，原來實驗室規模已經發展如此完全了

呢！（註33）

許教授非常享受擔任教職工作，他認為

當體育老師很好，不但可以運動，還可以拿

鐘點費，回家之後洗完澡又可以寫作看書。

（註34）另外，在師大任教時，曾擔任導師

的許樹淵老師，堅持將班級營造出一個「家

庭」和諧的氣氛，因此，他都將學生當作自

己的家人，十人一組，分別到老師家中煮菜

吃飯，連現今師大教授曾明生老師當時也是

許樹淵的學生，但到了1990年，就沒有再當

導師了。（註35）

（三）開創體育界實驗課程先鋒

1973年，許教授上人體生理學課程，

首度做實驗。1975年，許教授教學運動力學

研究與研究所實驗課課程，也因為做實驗，

需要測力板，來測跳躍練習做試跳，但是一

個測力板要價20萬元，是當時體育學系一年

的經費。受限於預算，許教授決定自己動手

做測力板。也因此，省下一大筆研究器材經

費。除此之外，籃球力學實驗上的相關儀

器，也都出自於許教授之手，當時計算投籃

的三變數：角度、速度及高度。此研究實驗

最後甚至做出多達20個變數。許教授提到：

民國62年我開始上生理學課程，就開

始做實驗，但當時經費很少，做研究

都要靠自己做儀器。臺灣體育有實驗

課上的，我是第一個，因為我上課一

定要做實驗，有的老師只會講理論，

但我不會，有些一定要實際下去做才

會了解。（註32）

1976（民國65）年，是師大30周年校

慶，當年實驗室開放，許教授帶領學生一同

圖2　1972年許教授教學人體生理學課程 

（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圖1　1975年運動力學研究實驗課程，

圖中側力板為許教授親手製作  

（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註32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8月20日。訪問人李孟霖，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所研究生。

註33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8月20日。

註3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5。

註35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8月20日。

圖3　許教授擔任體育系72級導師，運動

會帶領班級入場（照片來源：許樹

淵提供）

圖4　師大30周年校慶，許教授帶領課程學生開放實驗室供參觀（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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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教授說自己的學生從國外進修回臺

後，一定會將自己原本擔任的課程讓給學生

上，自己再開創一些新的課。他認為，為人

師表，應適當的有所禮讓，體育的路這麼

廣，隨便開都有，不要讓學生覺得留學回來

了還沒有課可以上，這是做老師應該做的。

另外，許教授也提到：

在師大教書最欣慰的事情，除了30屆

校慶，辦實驗展示轟動全校外，就是

（民國）95年退休，師大60周年校

慶，全校每系選一位最受歡迎的老

師，我已經退休一年，竟然就選到我

了。（註36）

二、術科訓練的貢獻

（一）自始自終，授課親自示範

許教授任教於臺師大長達42年，他共教

過20多門學科。其中，他最令人敬佩之處在於

多年來教課的堅持，像是站著上課、下課自

己擦黑板。（註37）另外，上過許教授田徑課

的學生都知道，所有田徑動作老師一定親自

示範、帶著學生一起練習。許教授認為，老師

要教學生體育，自己一定也要動，即使到了

65歲退休之齡，他都還親自示範每個動作，因

此他反對念博士、拿論文升等的制度。（註38

）而許教授的田徑課在師大也是出了名無敵大

硬課，因為他總是和學生一起跑、一起跨欄、

一起運動，始終堅持示範每個動作，就算高難

度的撐竿跳高動作也不例外。（註39）談論到

此，許教授笑笑地說道：

註36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37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1。

註3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傑出校友芳名錄》，23。

註39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7。

註40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41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8月20日。

註42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43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9。

註44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9。

大一新生進來，我一定先親自帶他們

跑個5至10公里，之後，每次上課就是

跑2公里操場、做操、示範動作、分組

練習，最後下課前再收操跑800公尺。

我訓練運動員的方式也都是這樣，親

自教學生配速，而不是只開菜單給學

生們訓練！當時學生們還說，世界上

哪有像許老師這樣的教練，都親自帶

學生做。（註40）

另外，他在術科上課前，一定自己先慢

跑操場熱身做操，緊接著再於上課時與同學

一起跑，甚至，在傍晚時都會自我訓練。許

教授認為：

要教術科的人，自己本身也要練，除

了慢跑，我還會練衝刺，就跟水溝的

概念相同，一直用相同水流沖，髒東

西還是殘留著，所以偶爾衝刺就可以

把身體內的髒東西沖掉，維持身體健

康。（註41）

許教授這樣的堅持做法，讓許多校友畢

業20年後回到師大，會四處打聽許教授是不

是還是跟從前一樣。結果，自始至終，始終

如此。由此可見，許教授不但在術科訓練上

有相當的本事，事必躬親的上課態度也令學

生們非常敬佩。許教授說，即使當時自己已

經60歲了，身體還是很好。而現今已75歲高

齡的許教授，仍是習慣每天跑步，也因此，

看起來依舊老當益壯。

（二）培養田徑選手，作育英才

許教授在術科訓練上，不論是早期實習

時、明志工專任教時抑或是在師大擔任田徑

教練時，都培養出許多的田徑好手，對術科

訓練之貢獻極大。

大學畢業後，許教授到臺東農校實習，

當時不但是學校的體衛組長，同時也是田徑

教練，經常利用早上或傍晚學生空閒時間，

進行校隊訓練。他當年帶領校隊以學校名義

參加臺東市10公里來回快走競賽，獲得第一

名。之後他帶著6男1女共7位選手，參加1964

（民國53）年全國中學運動大會。至今，老

師甚至猶記得當時選手們的參與佳績：溫博

文獲得高中組跳遠冠軍、鉛球第五名；曹翰

屏獲國中男跳高第三名；蔡萬成國中標槍第

六名；王淑英國中女鉛球第六名，成績10.60

公尺，平大會紀錄（當年前五名選手都破了

大會紀錄）。（註42）

退役後，到明志工專任教，許教授則利

用早上、下午或傍晚時間來訓練田徑隊。在

當時，他也將化工科的學生吳國昌的800公

尺，訓練出2分2秒9的大會紀錄；工設科林文

豐1,500公尺亞軍及佘遠泉10,000公尺第六

名。（註43）

1973（民國62）年，許樹淵開始擔任臺

師大的田徑隊教練，時間持續長達十餘年，

也培養許多傑出的田徑好手。他曾協助簡鴻

玟100公尺及200公尺，邁向他短跑生涯的巔

峰，因此，擁有創全國紀錄3回佳績的簡鴻

玟，將得過三次國光獎章的其中一枚送給恩

師許教授作為紀念。另外，他也訓練張金維

的1,500公尺及3,000公尺障礙及盧俊宏的跳

高，並雙雙創下全國紀錄。而且，曾任國立

東華大學體育系教授吳國銑在師大時期也是

他訓練的選手之一。（註44）

許教授在訓練的安排上花費相當多的

心思，為了讓學生在訓練時心情放輕鬆，除

了校園內的基本練習外，更時常帶學生到處

跑、同時欣賞北臺灣的美景，像是從師大本

部跑到新店碧潭、文山區政治大學；從復興

崗旁跑至大屯山上；甚至是坐車到泰山、跑

到林口竹林寺，從林口竹林寺坐車到八里、

再跑到淡水渡船頭，從淡水坐車到關渡風景

區以及坐車到基隆，轉車到萬里、起跑到野

柳遊覽後，再跑至金山，轉車回師大等多次

的訓練兼旅遊行程。



1 8 2

允文允武　誠正勤樸

1 8 3

許樹淵

另外，許教授也常常帶隊出外比賽，除

了和選手們睡一起外，對選手更是沒有太多

的限制。許老師分享：

早期我帶出去比賽，我們和體專生住

一起，他們集合時教練講了好久，我

集合時只說和體專生住一起，我們小

聲點。就這樣，也不用講太多。晚

間，我也會和學生們小酌啤酒幾杯，

讓他們心情放輕鬆但不是放肆，比賽

成績自然會好。（註45）

1984（民國73）年，許教授因故辭退

師大田徑教練，當時，許義雄教授任體育組

長，他卻打破了沒有人敢退聘書的例外，將

田徑教練一職交給老前輩。

1987年，教育部舉辦暑期田徑重點運

動員學校訓練營，為期一個月，蔡榮斌教練

帶中國工商田徑隊參加。後當時短跑女傑、

風速女王──王惠珍到師大分部練習，蔡教

授托許教授對她進行了技術訓練。（註46）

註45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46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9。

註47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48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49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49。

註50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圖6　1987年教育部舉辦暑期田徑訓練營，

許教授親自示範側跑側跳動作（照片

來源：許樹淵提供）

圖5　許教授在課外時間進行術科自我訓練（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許教授回想說：「當時從起跑、加速跑、中

間跑、彎道跑、直道跑、終點衝刺壓線等技

巧，我都親自示範，後換王惠珍做，我再加

以修正。」之後，王惠珍參與世大運，獲得

我國首面的200公尺金牌，接受美華雜誌及民

生報報導時，也特別在訪談中感謝許樹淵教

授在技術上的指導（註47）

三、實務的貢獻

（一）籌辦多種形式運動會

大學畢業後，許教授前往臺東農業職業

學校實習，一個月內就完成校慶擴大活動的

舉辦，並一人單獨做完田徑、籃球、排球、

桌球班際賽、拔河比賽及大會操等項目的籌

辦籌劃。包括賽程的規劃、向臺東商校借用

比賽器材、畫田徑場地、編排秩序冊，甚至

擔任競賽組的工作。然而，運動會當天，天

不從人願，既下雨又停電的，但家長們都已

親臨現場，迫使許教授不得已，於綿綿細雨

中用大聲公宣布當日賽程及檢錄，幸虧當時

雨也只下半小時，加上全校師生的齊心協

力，運動會得以順利落幕。（註48）

1969（民國58）年，當時許教授於明

志工專任教，在周仲忽主任指導下，舉辦了

臺塑關係企業第一屆運動大會，當時有五種

競賽運動：田徑、籃球、排球、網球、桌

球。他一人分飾多角，是田徑比賽選手、競

賽組組長，同時也頂替當時無法到場的籃球

裁判，擔任代理裁判下場吹比賽。田徑賽程

中，他同時獲得100公尺／200公尺項目亞軍

（註49）。

1973年12月，原本該舉辦大專運動會的

學校突然臨時說沒辦法辦，臺師大為當時的

龍頭學校，秉持人家不能辦，我們就該接手

承辦的心態，剛進入臺師大任教一年的許教

授，臨危受命的籌辦「大專運動會」。此時

雖然是甲組田徑教練、辦理保送考試及全國

體能測驗，忙得不可開交，仍因先前舉辦賽

事的豐富經驗，成功完成大運會的舉行。正

因如此，許教授認為：「人生當中最重要的

是經歷，若無自身經驗的累積，是無法成功

辦理好運動會的，當然，工作能力也正是因

為日積月累的經驗得來。」（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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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書王永慶董事長獲批准

1970年，許教授考上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研究所，離開明志工專前，特定上書

八千多字給當時的臺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先

生，給他提出兩項建議：第一：廢除上班簽

到、下班簽退的制度。他提醒王董事長，治

理學校不是辦理工廠，有形的簽到制度會無

形地影響一些事務推行，若老師當時正在上

課或實驗時，會因此制度而被迫暫時離開，

是會耽誤上課或實驗的；第二：以教職員國

內外著作、發表論文，作為年終考核及職級

待遇提升的依據。他提議老師要持續的發

表，教學才跟得上時代的進步。之後，王永

慶董事長大方接受並採納許教授的建議。許

教授提到：「我認為到每個地方，遇到不對

的事情或些微的亂象，一定要提出來並給予

改進的建議，才會對這個地方有所貢獻。」

（註51）也因為這樣的想法，造就了他直言

敢言的大炮性格。

當時，王永慶不捨許教授離職，提議他

留職停薪、兼課時間自由選擇並給予每月補

助，1,500元續住宿舍；但他想全心全意的在

課業上，就婉拒了這個要求。當然，王董事

長尊重並給予祝福。當時，他也提醒王永慶

董事長，游泳雖然對身體很好，但卻非常的

不便，相反地，跑步則是隨時隨地就可以做

的運動。此外，他也推薦在巡查工廠、公司

時，在飯店作原地跑體操的運動，。久而久

之，王永慶董事長長達數十年都藉慢跑體操

強壯體魄，維持身體健康。（註52）

（三）不勝枚舉的實務資歷

1.三度獲邀香港學術研討會演講

1985（民國74）年，許教授已是鼎鼎大

名的體育界大師，當時大陸的體育人士透過

僑生，想請老師擔任北京體育學院的講座教

授，但由於當時兩岸尚未開放，許教授無法

前往。之後1987年、1989年、1991年三度獲

邀請到香港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受到當地

學校學生的歡迎，香港師大僑生甚至送給老

師衣服、聚餐，顯示出對他的歡迎及愛戴。

另外，前東北遼寧省的李洪棋教練曾說，許

樹淵是世界上唯一文武雙全最無人能及的教

練，言語中表達出對許教授的敬佩。（註53

）

2.擔任體育學會第十一、十二屆理事長

許教授曾擔任體育學會第11屆（民國82

年至83年）及第12屆（民國84年至86年）理

事長，當時接任理事長一職時，許教授秉持

四項理念來推展體育學會之業務：(1)為使

更多基層體育人士認識體育學術，於任內出

版《中華體育》半年刊，將體育學術推廣至

基層；(2)分區舉辦體育研究法及單項運動

術科研習會，藉此提升運動參與者之寫作能

力；(3)每年舉辦理監事、幹事部同仁自強活

動，讓工作維持和諧與情誼，讓整個學會事

務順利推動；(4)身為體育人，應對體育運

動有所堅持，勇於付出做好體育事。秉持這

些理念的基礎，許教授在任時完成了以下事

項：

(1)舉辦分區體育研究法研習：許教授

察覺到，體育界的學術研究者在對於研究方

法及寫作上，相對於其他領域較屬弱勢，因

此舉辦全省北、中、南地區體育研究法研習

會，經費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訓練體育工作

者實作的經驗及方法，建構基層體育研究及

寫作能力。

(2)舉辦分區運動技術研習會：率領各

領域體育運動的專家學者，前往北、中、南

等8個縣市，辦理進行基層教練及體育工作者

運動技術研習會，研習會內容則從不同面向

探討一種運動項目，如心理學、生理學、力

學、教學演練及訓練等來進行理論及實務的

結合，藉此深入走進基層工作者。

(3)辦理1994、1997年國際體育教學研討

會：辦理兩屆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透過邀

請國際講者讓本土體育工作者吸取國外最新

的教學趨勢與方法，同時讓國內傑出的體育

教學方法與國外參與者進行交流。

(4)制定年度計畫，送部申請經費：改變

體育學會以往以單一專案申請型式，制定體

育年度計畫申請案，送至教育部申請經費，

讓經費來源及學會運作更加順利。

(5)辦理自強活動，慰勞員工、維繫情

誼：為維繫學會會員、幹事部人員及相關

人員之情誼，每年舉辦一回自強活動，如烤

肉、旅遊等活動。（註54）

3.擔任第二屆運動教練協會理事長

(1)舉辦北、東、離島地區單項運動教練

(教師)培養研習會。(2)舉辦台北、新竹、台

中、高雄四場公聽會，明確學校專任教練法

則化教練職薪同師資薪待遇。(3)舉辦運動教

練技術報告寫作研習會，作為技術升遷之依

據。(4)定期出版運動教練科學期刊。

4.期刊編輯委員

自1972年起，許教授擔任過許多編輯委

員，如：現代體育、亞洲體育、中華體育、

體育學會學報、大專體育、運動訓練科學（

兼發行人）、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之體育運

動季刊及教育部之國民體育季刊等期刊。

註51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學院院長

辦公室，2014年7月3日。

註52	 許樹淵，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兼任教師

研究室，2014年5月30日。

註53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0-151。

註54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薪傳──在臺復會40周年

回顧紀念專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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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及2010年大學評鑑中心體育組規劃委

員、評鑑委員等不勝枚舉的實務經歷。

肆、結語──誠正做好體育人，勤樸

做好運動事

許教授其重量級體育大師的名號當之無

愧，這一生堅持走教學研究路的他，對體育

界有著諸多的貢獻。談論到此，他提到：

人生中經驗非常重要，我的一生都是自

身經歷而來。做人就是要與別人不一樣，要

有工作能力，否則，擔任再多的職位都沒有

用，我一生中能做出這麼多事情，最主要的

事情就是「謙卑」，要「體恤」人家。而且

遇到不對的事情，該講的一定要講，你做的

事情，人家都一定會記得，無形之中也會彌

補你的。

5.其他實務經歷

許教授曾擔任30多種運動「國家級」

教練的講習會講師，如籃球、排球、空手道

等。另外，他還有擔任任職中華奧會運科委

員會副主委與主委一職、中華體總強化委員

會及獎勵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體總國家

級教練講習會講師、1998年曼谷亞運運科委

員會技術小組副召集人、2000年雪梨奧運會

技術小組副召集人、中華大專體總運科委員

與編輯委員、中華民國田徑國家級教練和顧

問、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1989年亞洲田

徑錦標賽經理、大學暨獨立院校聯合招生體

育組總幹事、優保生考試總幹事、中華體育

學會理事長、中央標準局日常用品審查委

員、考選院特考典試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

會委員及簽擬顧問、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副理事長及理事長、2007年體育白皮書副召

圖7　1987年，許教授赴香港學術研討會專題

演講（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圖8　1989年，許教授赴香港學術研

討會專題演講（照片來源：許

樹淵提供）

圖10　1985年，許教授講習空手道國家級教練課程（照片來源：許樹淵提供）

圖9　許教授舉辦體育學會金門地區

體育研討會（照片來源：許樹

淵提供）



1 8 8

允文允武　誠正勤樸

1 8 9

許樹淵

也因為這樣的人生態度，許教授有著

體育界大炮的稱號，他看不慣光說不做、爭

權奪利甚至是阻礙體育運動發展的亂象，他

不畏言，直接評論，這幾十年來，始終做自

己，也因此，他曾提到：「我做一位孤鳥，

不覺得寂寞，我心能靜，甘之如飴。」（註

55）一生不眷戀於當官的教授，甚至將所有

教職以外的聘書燒毀，就只因為他認為年歲

已高，留著這些也沒有用，不如全數燒毀。

另外，許教授的名言為：「誠正做好體育

人，勤樸做好運動事。」而「誠正勤樸」為

臺師大的校訓，代表著不虛偽、不偏私、不

怠惰及不奢華之意。這番話不僅隱喻出他對

師大的掛心，也代表著他這一生所遵循的生

活意念。

現在，許教授除了在師大擔任兼任教

授，其他外頭的工作都辭去，他認為自己年

紀已大，目前要專心唸書，仍有持續出書的

計畫，甚至有本書已經在二度校稿了。這樣

對著作堅持及保有教學熱忱的許教授，即使

選擇以當官及不同的方式提供自身所能來貢

獻整體體育界，這樣做人處世的態度，使許

教授受到體壇後輩們的佩服及尊敬。

註55	 王麗珠、蘇嘉祥，〈許樹淵	能跑	能寫	文武全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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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許樹淵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40 民國29 1月13日出生。

1947 民國36 7 就讀和美國民小學。

1952 民國41 12 就讀臺中二中。

1953 民國42 13 轉學至省立彰化中學。

1956 民國45 16 就讀臺中市立一中。

1959 民國48 19 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63 民國52 23 臺東農業職業學校實習。

1964 民國53 24 入伍服軍官役一年。

1965 民國54 25 任教私立明志工專。

1969 民國58 29 舉辦了臺塑關係企業第一屆運動大會。

1970 民國59 30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第一屆。

1972 民國61 32 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73 民國62 33 開始擔任臺師大田徑隊教練。

1974 民國63 34 編制全國體能測驗標準模式。

1984 民國73 44 辭退臺師大田徑隊教練。

1887 民國76 47 獲邀至香港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1988 民國77 48
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木鐸獎」。

漢城奧運會運科委員會技術小組副召集人。

1989 民國78 49

撰寫保送考給分公式。

亞洲田徑錦標賽經理。

獲邀至香港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1991 民國80 51 獲邀至香港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1992 民國82 53 體育學會第十一屆理事長。

1994 民國84 55 體育學會第十二屆理事長。

1997 民國86 57 教育部體育學術研究專案特優獎助（田徑論）。

1998 民國87 58 曼谷亞運會技術小組副召集人。

2000 民國89 60 雪梨奧運會技術小組副召集人。

2005 民國94 65
2月1日退休。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及簽擬顧問。

2006 民國95 66 臺師大60周年最受歡迎教師。

2007 民國96 67
教育部「推展學校體育終身成就獎」。

體育白皮書副召集人。

2008 民國97 68 第八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獎」。

2010 民國99 70 聘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名譽教授。

2011 民國100 71 大學評鑑中心體育組規劃委員、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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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淵出版專書

數量 著作 出版時間 出版社

1 田徑運動力學 1973 協進圖書

2 田徑 1974 正中書局

3 人體運動力學 1976 協進圖書

4 田徑運動訓練法 1978 協進圖書

5 田徑競賽實務 1979 協進圖書

6 排球運動技術分析 1982 協進圖書

7 田徑運動教學法 1982 協進圖書

8 運動員體格成績分析-第一屆世界田徑錦標賽 1984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9 體育學系在學學生成績分析-師大72級 1984 偉彬體育研究社

10 23屆奧運會運動員年齡體格分析 1985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

11 運動技術指導原理 1986 協進圖書

12 運動技術教學法 1988 偉彬體育研究社

13 24屆奧運會運動員體格年齡分析 1989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

14 1988奧運會成績分析 1990 中華臺北奧會

15 最新田徑競賽實務 1991 偉彬體育硏究社

16 1990年亞運會成績分析: 兼論我國運動員成績 1991 中華臺北奧會

17 田徑論 1992 偉彬體育研究社

18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第25屆運動成績分析 1994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19 運動生理心理學 2000 師大書苑

20 網球運動理論與實際 2000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21 運動生物力學 2001 合記圖書,

22 運動訓練智略 2001 師大書苑

23 運動科研寫作法 2002 師大書苑

24 運動賽會管理 2003 師大書苑

25 運動科學導論(再版) 2004 師大書苑

26 健康與體育概論 2004 師大書苑

27 運動教育學 2005 師大書苑

28 奧運會成績分析：2004 2006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29 體育運動原理 2008 師大書苑

30 運動訓練醫學 2008 師大書苑

31 卓越體適能 2009 師大書苑

32 銀髮族體育運動保健 2010 師大書苑

33 體育運動社會學 2012 師大書苑

34 體育運動倫理學 2012 師大書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