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長亨
　  學過程中，以其優異表現，成為母校至今唯一招收以棒球專長入學的
體育系保送生。

　  棒球領域有著相當傑出的表現，在個人職棒生涯勝場達百勝，為中華
職棒投場數第三高之紀錄保持人，也是第一位達成臺灣單一聯盟百勝的投
手。

　  人職棒生涯中，屢創佳績，曾獲得多項中華職棒 MVP 獎、錦標賽功
勞獎以及明星球員等，更於擔任教練期間，帶領球隊參加國內外無數次比
賽，獲得榮耀。

求

在

個

中華職棒兄弟隊總教練

第十三屆傑出校友

Chang-Heng Hsieh



隨時做好準備

在挫敗中打出人生精采好球的職棒總教頭

　　有著鄉村孩子的草根性，綽號「阿草」的謝長亨為運

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98 級校友，個人職棒生涯勝場達百

勝，為中華職棒勝投場數第三高之紀錄保持人，也是第一

位達成臺灣單一聯盟百勝的投手。

    從阿草到草總，不管是在統一獅、中信鯨、新北市擔任

總教練，謝長亨不斷地提醒自己，在棒球這個充滿失誤和

機會的環境下，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並保有對棒球的初

衷與熱情。中信鯨解散後，他雖未能回到職棒圈，但在

2013 年執掌中華隊兵符，帶領中華隊打進世界棒球經典

賽前八強，再次投出人生精采好球，再創人生高峰。

從小立志走棒球路　為了信念而戰

　　談到一路以來的棒球路，謝長亨受到父親很深的影

響，從小就經常去看球，因此對棒球有很大的憧憬，「希

望可以和場上厲害的哥哥們一樣，與大家激情吶喊。」

立下目標，期許自己也要成為一個認真踏實的棒球選手。

　　當時恰逢臺南市巨人少棒隊奪得威廉波特世界少棒

錦標賽冠軍，所以政府積極發展基層棒球，於是謝長亨

離開家鄉到臺南市棒球名校協進國小就讀並住校進行棒

球訓練，寒暑假幾乎沒返家，努力讓球技有所進展。因

為是離家就讀，所以獨自住在學校保健室，到了晚上的

時候，也會感到相當孤獨和恐懼，但是為了棒球，他堅

信吃得苦中苦方為能上人，努力撐過那段時間。 

　　棒球練習很枯燥，基礎練習是不斷重覆的過程，要

堅持下去很困難，自認為不是天才型的選手，因此只能

不斷增加自己的實力，希望可以在自己最熱愛的棒球中，

有著更好表現。

　　高中時期謝長亨，為了尋找更好發展，北上進入棒

球名校華興中學就讀，並獲選為第十七屆世界青少棒賽

的中華青少棒代表隊，冠軍戰先發對戰美南隊，7 局僅

被擊出 2 支安打，帶領中華青少棒隊第六度贏得世界青

少棒冠軍，並獲選為大會明星球員。

Year 　　謝長亨校友 / 大事記

出生

第十七屆世界青少棒賽中華青少棒代表隊

第十三屆羅德岱堡青棒賽中華青棒代表隊

兄弟飯店棒球隊（1985 年 01 月 01 日～ 06 月 30 日）

第二十九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華成棒代表隊

第二屆荷蘭港口盃中華成棒代表隊

以簽約金 96 萬、月薪 9 萬 6 千元加盟統一獅隊。（～ 2001 年）

亞洲太平洋超級棒球賽統一獅職棒代表隊

擔任中華職棒統一獅隊投手教練

擔任中華職棒統一獅隊總教練（～ 2005 年上半季）

擔任緯來體育臺中華職棒球評

擔任中華職棒中信鯨隊投手教練（～ 2007 年）

第一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代表隊教練

擔任中華職棒中信鯨隊總教練（～ 2008 年 11 月 11 日）

第三十七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華成棒代表隊教練

第二十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中華成棒代表隊教練

第二十九屆北京奧運會中華代表隊投手教練

擔任桃園航空城棒球隊投手教練（～ 2009 年 04 月 01 日）

02 月 10 日受中華職棒邀請，對新人演講「職棒球員如何保護自己」。

第二屆世界棒球經典賽球評（公共電視）

受邀參加棒球電視節目《打擊出去》。

擔任愛爾達體育臺職業棒球球評（～ 2013 年 03 月）

臺北縣成棒隊→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2013 年 03 月 18 日）

99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臺北縣成棒隊總教練

第二屆全國社會甲組棒球城市對抗賽臺北縣成棒隊總教練

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臺北縣成棒隊總教練

99 年社會甲組棒球冬季城市巡迴賽臺北縣成棒隊總教練

美津濃盃全國成棒年度盟主爭霸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擔任緯來體育臺中華職棒球評（～ 2012 年）

100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第一屆海峽兩岸棒球對抗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第三屆全國社會甲組棒球城市對抗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2011 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100 年社會甲組棒球冬季城市巡迴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101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2012 年全國城市棒球夏季對抗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101 年社會甲組棒球冬季城市巡迴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第二屆海峽兩岸棒球對抗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2012 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2013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中華成棒代表隊總教練

第二十六屆亞洲棒球錦標賽中華成棒代表隊總教練

2012 年全球人壽盃全國成棒年度盟主爭霸賽新北市成棒隊總教練

擔任中華職棒兄弟象隊總教練

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成棒代表隊總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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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職棒選手到教練  熱情永不止息

　　當兵時期加入陸光棒球隊，他發現自己無法放棄對棒球的熱忱。「由於當時臺灣還未有職棒，

因此職棒好手前往日本打球成為趨勢。」謝長亨說，於是他遠赴日本加入業餘社會人五十鈴汽車隊，

後來適逢國內職棒開始發展，於是在職棒第二年回到臺灣投入選秀，在第一輪第三順位被統一獅選

中。

　　進入職棒後，他以穩健的脾氣和銳利的指叉球，在新人年就有兩位數的勝場，在職棒生涯一直

有著穩定的成績，成為獅隊王牌投手，並與徐鴻欽、陳義信、黃平洋並稱為中職土投先發「四大天

王」。然而他的優秀表現卻無法為球隊贏得勝利，而被媒體冠上「悲情阿草」的稱號。但是謝長亨

深深體認到棒球不是一個人的運動，棒球場上充滿失誤和機會，團隊表現更重要。同時「因為這個

稱號更加激勵自己一定要投好每一場球，更拼命贏下比賽。」

　　除了自己的表現外，謝長亨提到觀眾支持也很重要，見證職棒觀眾的興衰，「有時候熱身了半

小時，看到觀眾很少，頓時覺得心都冷了；但是看到滿場的觀眾，不用熱身就熱血沸騰，一站上投

手丘就可以開始比賽。」謝長亨說。

　　選擇在百勝時急流湧退，謝長亨表示當時狀況還是可以繼續投球，但是由於「希望自己上場是

展現最好狀況給球迷看。」幾經考量後決定卸下選手身分，轉換身分成為教練。

　　從阿草到草總，不管是在統一獅、中信鯨、新北市擔任總教練，每個時期謝長亨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對棒球的熱情卻從未止息。擔任過職棒、業餘、國家隊總教練的謝長亨表示，業餘球隊重視的是

訓練選手，相較之下，職棒的壓力則來自於球迷的關注與戰績，但是只要做了充足準備，徵召到優

秀的選手和教練團，凝聚很高的向心力，即便還是有壓力，但也降低了許多。

選擇與眾不同棒球生涯　保送臺師大就讀

　　「希望除了打球之外，人生還有不同的可能」，在選

擇進入大學就讀前，謝長亨體認到不可能一輩子當棒球球

員，卻又渴望能一生為棒球付出。由於曾獲選第十七屆世

界青少棒賽的中華青少棒代表隊並獲得冠軍，因此保送進

入臺師大體育系就讀。

　　在進入師大體育系就讀後，和眾多不同運動項目的顯

赫國手齊聚一堂，在與他們交流的過程中，著實讓自己眼

界大開。尤其因為從小練棒球，對於體操項目較不擅長，

要徒手進行體操顯得較不習慣，但老師十分嚴格，所以他

更加努力練習，希望藉由體操增加身體的協調性，並對於

自己未來投球有所幫助。



執掌中華隊兵符

進入世界棒球經典賽八強

    中信鯨解散後，謝長亨雖未能回到職棒圈，但事情出

現了轉機，當臺灣棒球處於最低潮時候，世界棒球經典

賽來了。基於對棒球的熱情與堅持，在 ｢ 大環境這麼糟，

我們沒有退路，只能拼 ｣、｢ 中華職棒不能順利發展，臺

灣基層棒球怎麼可能發展起來 ｣ 得使命感之下，他勇敢

無懼地接下中華隊總教練的兵符。他審慎評估中華隊的

實力，並定下打進八強的明確目標。

   這次經典賽，算是達成最基本的目標，他表示「只要

是一支有著很強信念的隊伍，對手再強還是會奮力求

勝。」，他更肯定選手的表現，從這次的比賽中，感受

到很強的凝聚力。這支拿下中華隊在世界棒球經典賽最

好成績的隊伍，被日本媒體評為 ｢ 史上最強 ｣。因為今

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的優異表現，不僅讓職棒球

迷大幅回升，更重新燃起臺灣民眾對棒球的熱情。

攻讀師大運休所　追求理論與實務結合

　　中信鯨解散後，謝長亨用心思索國內的職棒問題，深感問題不是在技術層面，而是在於缺乏有

系統之職棒管理體制和運作方式之整理與分析，因此他選擇繼續攻讀師大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希望可以進一步促進我國職棒之發展。在進入師大運休所就讀之後，藉由閱讀諸多棒球相關論文及

參加學術研討會機會，他進行 ｢ 中華成棒國家代表隊組訓關鍵因素之研究 ｣，希望能夠透過理論與實

務之結合，探討近年來中華隊在國際賽表現不彰的原因，進而提出改進方案。他萬分感念師大運休

所的教育，不僅提升他的邏輯思考能力，改變了自己的氣質和品格，也讓自己對於人生有著很多不

同的體悟，更成為目前中職唯二碩士總教練之一。

貢獻專業能力　投入兄弟象隊總教練

　　2013 世界棒球經典賽結束後，謝長亨希望可以

再為棒球貢獻，便在接獲兄弟象邀約時，沒有猶豫就

馬上接下總教練一職。希望可以藉由師大運休所學習

到之職棒管理專業知識與能力，帶領選手於練習時投

注最大心力、比賽時能充分發揮，盡情、快樂的享受

球迷的喝采。

　　棒球雖然號稱臺灣的國球，但因為一再爆發的假

球案，嚴重影響球迷進場看球的意願。近年來臺灣球

迷數急速下滑，謝長亨表示，能夠加入職棒的選手都

有一定的實力，但如果對於棒球沒有熱情，很難持續

一二十年，所以「既然是做喜歡的事情，就不能對不

起正在從事的這份工作，要時時喚起自己打棒球的初

衷與熱情，秉持著信念，隨時做好準備來精進自己。」

選手絕對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以及為自己吶喊的球

迷。

　　世界棒球經典賽打進八強及義大犀牛挖走史上最

大咖的洋將曼尼的熱潮，讓職棒球迷大幅回升，更讓

職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期許可以帶動選手更賣力的

表現，讓棒球熱潮繼續延續下去，另外也必須加入國

家力量，讓假球案不能再發生。

隨時做好準備

戰戰兢兢投出璀璨的人生好球

　　｢ 人生無從規劃，只能作好準備 ｣，從

小到大謝長亨都在做準備，不斷的提醒自

己、問自己「你準備好了嗎？」，隨著人

生閱歷的增長及心境轉換，更明白做好準

備的重要性，只要細心留意小細節，「機

會就會找上門，不怕會錯過時機。」。

　　從一個離家外宿的小球員，到後來成

為統一獅 18 號王牌投手的重任，再到肩負

起中華隊總教練。謝長亨始終努力充實精

進自己，並貢獻所學在熱愛的棒球之中，

本著「師大人」的樸實精神，展現出不凡

的價值，投出一場璀璨的人生好球。

【撰稿／張慧嫺、黃信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