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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雅筑

　身著運動外套和長褲的郭李建夫，在飄著綿綿

細雨的十二月天，在訓練室外看著球員進行打網

等練習，專注的眼神映照出他對球員的用心及期

待。有著兩屆奧運國手的顯赫資歷，以及旅日職

棒經驗的他，褪下過往光環，現在是開南大學棒

球隊的總教練。比起響亮名聲，較不為人知的，

是他出生於桃園平鎮市，祖籍在苗栗卓蘭的客家

人身分。

　在他小學時，國家代表隊在國際性的威廉波特

少棒賽屢創佳績，也帶動了打棒球的熱潮，班際

間也常有比賽。一開始在中壢國小，還只是玩票

性質，直到被有著正式球隊的新明國小教練網

羅，才算是展開了他的棒球生涯。其實郭李建夫

的父母並不支持他打棒球，但喜歡運動的一家之

主爺爺說了算。郭李建夫一直到進高中時，都還

只是把打棒球當成興趣，也因為這樣，再艱苦的

訓練都能撐過來。高二時才開始考慮到，或許能

結合興趣和工作，進入職棒。

職棒生涯首勝巨人 實現兒時願
 

　郭李建夫在青棒和業餘成棒時期逐漸嶄露頭

角，多次當選國手，一九八八年，當時十八歲的

他，更是漢城奧運棒球代表隊的一員。漢城奧運

結束後，日本職棒的阪神虎隊就和郭李建夫接

觸，雖然當時他決定再給自己幾年的時間，為踏

入職業領域做準備，但雙方這時候已建立起未來

加盟的默契。而也因為這樣，當時不接受職業球

員參賽的奧運殿堂，才會再次留下郭李建夫的名

字，而這次，比四年前耀眼的多。

　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納奧運，郭李建夫的表現

極為出色，是國家代表隊獲得銀牌的功臣之一，

也引起了其他球隊的興趣，但因為之前的默契，

賽事結束後，年底就加盟了阪神虎隊，憑著自己

文／吳孟芯

　無心插柳卻庇蔭了一方呵護幼兒的溫柔天地！

洋溢著又大又溫暖的笑容，堅毅認真的客家女性

吳桂香，以笑語和耐心陪伴著每株稚嫩幼芽，一

晃眼已擔任幼教老師十幾年。

　「剛開始只是想找份方便照顧孩子的工作。」

吳桂香略帶不好意思地說道。沒有什麼驚天動地

的偉大使命，十四年前剛從苗栗搬到台中定居的

吳桂香，在考量貼補家用及照顧二歲么子的因素

下，透過朋友介紹，開始了圍繞在她身邊盡是又

滾又爬稚兒的工作生涯。

面對天真臉龐 疲累全跑光

　對吳桂香來說，從事幼教工作雖然不會碰到什

麼太大的困難，工作過程中卻必須承受極大的心

理壓力，「每個小孩子都是家長的心頭肉！」負

責照顧幼稚園中年紀最小的成員，吳桂香必須投

注全部的心力。個性爽朗幽默的她在談到這一點

時，並未流露出煩躁的神色，反倒是很能以同理

心看待父母的心情。在她眼中，難以預測的幼兒

在哭鬧時雖然令人手忙腳亂，乖的時候卻有如小

天使般可愛。當每個天真的臉龐對著她燦笑時，

吳桂香
教育小孩 不一定要教客語

郭李建夫覺得，會不會說客家話倒是其次，平常也

沒有刻意教孩子客家話，但只要不忘根本，能了解

並重視客家文化，就不枉身為客家人。

的努力，隔年很快地獲得了一軍的出賽機會。說

到這裡，郭李建夫露出了俏皮的笑容，說在小時

候喜歡看的棒球漫畫《巨人之星》中，阪神總是

敗多勝少，「巨人總是一直贏啊，我們當然想站

在弱者這邊，把巨人打扁！」也因為這樣，在他

從巨人手中拿下職棒生涯首勝時，格外高興。不

是刻意選擇阪神，卻意外實現了兒時的小小願

望。漫畫情節是虛擬的，但郭李建夫對棒球的熱

愛，卻是無比真摯。六年的日本職棒洗禮，讓郭

李建夫覺得受益良多，飄洋過海，光是學習語言

的環境就相當珍貴，他還見識到了完善的職業運

動系統該如何運作，而最重要的，是能在高強度

的競爭環境下讓球技更加精進。

職棒後期浮浮沉沉 提早掛球鞋

　在阪神的第四個球季接近尾聲時，郭李建夫的

手受傷了，下個球季幾乎都在二軍養傷，但命運

弄人，手傷好不容易恢復，又傷了腰。郭李建夫

在一二軍間浮浮沉沉，出賽場次大減，一九九八

年球季結束後，阪神決定不和郭李建夫續約。回

到台灣的他，掀起了國內職棒的搶人大戰，最後

加盟了和信鯨隊，獲得了五年的保障合約。然而

在中華職棒的這五年，可以說是有些跌跌撞撞，

也促使郭李建夫提早規劃高掛球鞋後的生活。碰

巧開南大學正打算組棒球隊，需要聘請教練，太

太又認識一些開南大學的董事可以幫忙介紹，考

慮到自己年紀不小了，需要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

照顧家庭，留在現實的職棒界轉任教練並不是個

有足夠保障的選擇，再加上擁有奧運銀牌和國光

獎章，可以申請專業技術人員，從各方面來看，

擔任大學球隊的教練都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二零

零三年球季後，郭李建夫宣布退休，隔年就轉任

開南棒球隊總教練至今。

　「從我們學校出去的學生，品行絕對沒有問

題。」像是父親提到自己的孩子，郭李建夫驕傲

地說。他認為作為學生球員，最重要的就是道德

與態度，學生球隊的教練們，彼此也都會相互提

醒，在追求球技進步的同時，不能忘記最根本的

做人道理。身為基層教練，對於經驗傳承，郭李

建夫有一份使命感。比起許多傳統強隊，開南

的成軍時間很短，因此較不容易延攬到頂尖的明

星球員，開南的球員在高中時期多是較沒有上場

機會的二線球員，但他們憑著一股傻勁肯學、肯

練，這樣的努力也反映在戰績上，成軍第二年，

就在甲組大專聯賽拿下亞軍。

學生受到球界肯定 總教頭欣慰
　            

  郭李建夫以略帶興奮的語氣，更進一步說道，

有個第一屆棒球隊的學生，今年剛以不錯的簽約

金加盟了國內的職棒球團，全隊上下都為此大為

振奮。過去不是一線球員又怎麼樣呢？只要肯下

功夫，還是有發光發熱的一天。提起自己的學生

受到球界實質上的肯定，郭李建夫欣慰地笑了。

這是嚴師也是慈父的笑容，郭李建夫對開南棒球

隊深厚的感情，以及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的堅

持，毫不保留地綻放。

　「我覺得身為客家人不錯啊，不過現在都是台

灣人了。」郭李建夫一句話，道出了也許是許多

現代客家人的心聲。轉學到新明國小，還只是懵

懵懂懂的小學生，郭李建夫就踏上了離鄉背景的

棒球路，雖然客家話依然流利，但飲食習慣已和

平鎮老家有一段落差，對所謂「客家習俗」的印

象也模模糊糊。而也因為時代變遷，即使祖父

雖然學習客語對客家人而言是不忘本，但是對其

他人而言，除非有特殊需求，基本上學習客語並

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郭李建夫(背號80號者)從2004年開始擔任開南

大學棒球隊總教練，很快地就帶領開南闖出名

號，現在開南已是大專甲組的強隊之一。

 （郭李建夫/提供）

■因緣際會來到開

南，郭李建夫十分

喜歡大學球隊教練

這份工作，並以傳

承經驗為使命。 

 （許雅筑攝）

母、父母都是客家人，一般過節已和閩南人沒什

麼差別了，只有過年祭祖仍保持著傳統的方式。

球隊相處只看實力 無族群之分 

　離開客家原生家庭，投入組成份子大多是閩南

人和原住民的棒球環境，會不會有適應以及和其

他族群相處上的困難？郭李建夫搖搖頭，表示在

球隊最主要就是練球，不會有族群之分，更何況

棒球術語大多是日語，教練平常也都講國語，閩

南語則是在與隊友的相處間，很快就學會，而且

沒什麼腔調，後來認識他的人，幾乎都不會察覺

他是客家人。從小就處在閩南人和原住民中，這

樣的經驗開闊了郭李建夫的胸懷，「而且我覺

得，我們客家人在語言學習上比別人有更多天份

和機會，母語是客家話，在學校會用到國語和閩

南語，客家話和廣東話又可以相通，如果再學個

英文或日文，你看就有這麼多！」

　在這個族群界限被工業化、現代化逐漸沖淡的

時代，客家身分對郭李建夫來說，是一種自然的

定位，平常不需要特別提起，如果有人問起，就

大方承認。對於有人特別討厭客家人的說法，郭

李建夫聳聳肩，「這應該是因人而異吧！」畢竟

在現代，誰是客家人已不再那麼好辨認，不說客

家話的客家人大有人在，也不是所有客家人都符

合所謂「客家人的特質」，與其說是討厭客家

人，不如說是討厭這個人本身。

　對於在閩南文化包圍下顯得弱勢的客家文化的

傳承，「就順著潮流走吧。」在現代教育制度和

世界情勢下，許多客家人對自己的語言不甚熟

悉，郭李建夫覺得，會不會說客家話是其次，平

常也沒有刻意教孩子客家話，但只要不忘根本，

能了解並重視客家文化，就不枉身為客家人。

　球場邊，郭李建夫自然而然地用閩南語和球員

交談，說不定這些球員，也不曉得他們的教練其

實是客家人。過去一代巨投的耀眼光芒，如今已

轉變成溫柔守護球員的光暈，在郭李建夫身上，

沒有客家刻板印象的排外，有的是豐富歷練之

後，寬大的胸襟。

總能令她感到極大的滿足，「那時候會覺得疲累

全都跑光了。」她笑著說道。

　即使是盡力做到最好，再完美的人也總有疏失

的時候。吳桂香工作的幼稚園也曾發生過疏忽的

事件。曾有一對父母因為急著出門工作，忘記將

還在熟睡的小兒子帶到幼稚園上課。幼稚園方面

雖然已打電話詢問，卻沒有再撥打家長手機聯

絡，導致事後家長氣憤地向學校反應小孩子的安

全未受到重視。對於這一點，她認真地表示，疏

失的地方一定要誠懇地向家長道歉並解釋，最重

要的是立刻改善。因為小孩子是脆弱的個體，很

容易受傷，改善工作絕不能怠慢。對於新聞中因

幼稚園疏失造成遺憾的事件，她認為就是因為太

過輕忽照顧小孩的重要性所導致。

時時修正經驗 獲家長信任

　工作十幾年，吳桂香俏皮地表達自己的感想：

「自己的工作就是不斷在作育英才啦！哈哈！只

是看到小孩子一個個長大，會覺得時間過好快，

也覺得自己老了。」在她的工作歷程中，就曾有

三姐弟都給她照顧的例子，重點是姐弟三人年紀

相差頗大，「十年間照顧來自同樣家庭的孩子，

但是使用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她表示，照顧

小孩就是要隨著時代調整照顧方法，「經驗靠時

間累積，卻不能全盤接受，要時時修正。」加上

對於照顧小孩的堅持與耐心、細心，這就是她成

功獲得家長信任的方法，也因此她與小孩的家長

多半可以維持長久的情誼。

　令人難以相信的是，身為道地客家人的吳桂

香，在工作上卻沒有遇到如一般人直覺認為的溝

通困難。「可能是與我的生長環境有關吧！」她

長
期研究客家的學者徐正光於1994年的論文

〈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

探討〉中，援引了黃宣範教授有關於台灣語言

現象的調查。調查顯示，除了國語和客語之

外，客家人大多會使用閩南話，甚至因地緣關

係而學會原住民語言。相反的，福佬人多半不

會說客家話，更別說是原住民語。這些語言逐

漸消失的趨勢，其實也可以從由有心人士發起

的還我母語等社會運動看出些蛛絲馬跡。

　而近年來，除了民間團體或學者重視客語流

失的問題，中央與地方政府也都努力推動客語

教育，以期能挽救逐漸消失的客家資產。於

2007年屏東縣客家事務局仿效紐西蘭毛利人復

興毛利語的成功案例，在當地三所幼稚園實施

「全客語教學」，也是希望藉由營造全客語的

環境，達到推動客語學習的效果。

　但是，下課後的孩童還會繼續學習客語嗎？

由於越來越少客家家庭會教導孩童說客語，縱

使是客家下一代，脫離了全客語教學環境的孩

童們，除了與家人溝通，還能有機會使用到客

語嗎？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會說客語的新生代

客家人越來越多，大環境趨使客家人必須致力

於學習非自己母語的語言，才可以順利求學或

獲得工作機會。政府所推動的客語教育似乎還

必須面臨好長一段的路程。

　因此，除了政府應該持續倡導客語教育及客

語檢定，也應該擬出實際可行的方案，讓客語

教育不只出現在少數大眾媒體如客家電視台，

當越來越多人對客語產生興趣，相信在日後客

語不會是必須被搶救的語言，而會是台灣重要

的代表語言之一。更甚者，客語推動的成功案

例也將可能影響其他語言如原住民語的倡導，

使台灣展現真正的「多元文化在台灣」！ 

 （吳孟芯）

幼稚園「全客語教學」有用嗎？
回憶，雖然出身於苗栗，吳桂香的生活週遭圍繞

著的不盡是客家同胞，而是閩南人。在苗栗卻沒

有和很多客家人住在一起？她笑說：「應該是與

我們家住在苗栗海線有關，客家人多半是住山

線。」地理位置讓吳桂香自小求學與工作所接觸

的人，不是說閩南話就是講國語。談話至此，她

有點無奈地說：「只有在家裡才會跟家人說客家

話，踏出家門就改說閩南話了。」

孩子不說客語 只能說遺憾

  在吳桂香的想法裡，雖然自身已做到教育小孩

傳承客家語言的責任，實際上她不認為下一代一

定要學客家話，「這是大環境的趨勢。」她說。

　她是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但是她認為會說客

家話並沒有帶給她額外的幫助，對她來說，只是

比別人多會一種語言。她很實際地表示，官方以

國語為重，而生活上與人接觸常用到的是閩南

話，客語會逐漸流失不是沒有原因，「真的太少

■郭李建夫多次當

選國手。從日本職

棒返台後，進入和

信鯨（後改為中信

鯨）。  

（郭李建夫提供）

郭李建夫
巨投轉向 化身球員守護神

機會使用，除非你接觸到的都是客家人。」「我

可以很現實地指出，身為客家人，如果在日後沒

有機會或非必要使用客語，就算他不會說客語，

也沒有什麼好特意去指責，只能說是遺憾。」

  雖然從事重要的幼教工作，吳桂香卻不認為一

定要在幼兒教育中推廣客語教學。「不是所有的

人都一定要學客語，也要考慮到其他非客家人的

心情。」正如她一直強調的，雖然學習客語對客

家人而言是不忘本，但是對其他人而言，除非有

特殊需求，基本上學習客語並沒有什麼實質上

的幫助。「寧可多花一點時間精力照顧這些小

孩。」吳桂香是客家人，卻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

的新女性。

■吳桂香對接受採訪感到驚

喜，雖流露出些許緊張，卻

依舊無損她燦爛笑容下的風

采。 （吳孟芯攝）

■認真教導

小朋友使用

遊戲器材，

全心全意看

待自己的工

作。（吳桂

香／照片提

供）

■當小朋友

學會使用玩

具，吳桂香

並不急著離

開，而是專

注地和他們

分享成功的

喜悅。（吳

桂香／照片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