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銘澤，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人文遠雄博物館展覽教育科副理。

E-mail:a0777@farglory.com.tw。

陸銘澤

張昭雄

為棒球擔起責任的第一代球評

壹、前言

棒球在臺灣土地上一直是重要的體育項

目，因此不少重要的棒球比賽都會透過媒體

進行報導，以滿足所有無法親臨現場觀戰的

球迷。媒體一直以來都是連接球賽和球迷之

間的橋樑，球迷透過媒體報導來瞭解賽況， 

在科技不像現今可以運用衛星直播的時代，

從事報導的記者們成為球迷獲得球賽資訊唯

一可依靠的對象，也因此在第一線的記者們

如何掌握賽況並運用巧妙文筆或是生動的口

語來引領球迷感受比賽成為一大學問。

最早的媒體形式是以口語或書寫轉述

的方式，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報紙成為眾人

獲取來自各方消息的主要來源，臺灣最早的

報導性印刷刊物可說是1885年英國長老教會

牧師巴克禮所創辦的《臺灣府城教會報》

，雖以傳教為主，但仍有一些社會事項的報

導。隨著1925（民國14）年臺灣總督府慶祝

在臺施政三十週年，開始在臺灣總督府內進

行實驗播送，並於1928年在總督府遞信部內

設置放送部門，隨後於1931年透過臺北放送

局開始放送節目，臺灣正式進入廣播時代。

戰後的1959年「中日電視事業研究小組」成

立，臺灣開始發展無線電視；1961年臺灣省

政府成立「臺灣電視事業籌備委員會」，隔

年1962年「教育電視廣播實驗電臺」開播，   

「臺灣電視公司」亦成立並開播，臺灣正式

進入無線電視時代。（註１）

60年代的臺灣可說是進入了報紙、廣播

及電視多媒體的時代，剛好就在這個時代，

張昭雄於1965（民國54）年進入嘉義「商工

日報」擔任記者，開啟了他的媒體生涯之

路。張昭雄一生服務於報社、廣播電臺及電

視臺，可說是全媒體人，角色除了記者外，

亦是球評、編輯、副總編輯與採訪主任；在

媒體的領域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也因為張

昭雄對媒體的全面性參與，讓他得以結識國

內外各界的名人，像是旅日棒球好手王貞

治；大家耳熟能詳的「二郭一莊」也是從他

而起，方便大家知道臺灣旅日好手的發展。

也因為他跑過了威廉波特少棒、中華成棒、

中華職棒及日本職棒等新聞，閱歷豐富，讓

臺灣棒球各項重大發展都少不了他，像是棒

球協會會議、職棒成立、「臺灣棒球博物

館」及「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的建置，也

因此張昭雄可說是一本臺灣棒球活歷史。

註1 維基百科，〈臺灣媒體史〉，<https://zh.wikipedia.

org/wiki/%E5%8F%B0%E7%81%A3%E5%AA%92%E

9%AB%94%E5%8F%B2>，2017.08.22檢索。

圖1　張昭雄跑新聞的英姿（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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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了開南商工，當時全班約有45人，老師

問大家有誰會打棒球？全班有43人舉手，可

想見當時讀開南幾乎都是為了要打棒球而就

讀入學。但命運說來奇怪，張昭雄到了三年

級放棄小球轉打大球，開始他的籃球生涯，

並加入了華星少年籃球隊，這支球隊聚集了

社區附近開南、成功和北商的球員。不過因

為他當時個子不算高，打籃球沒人看好，後

來有打過拳擊，還拿到全校亞軍。從開南商

工畢業後，由於珠算成績達到準一級程度，

馬上被第一商業銀行網羅，不過後來放棄一

銀到臺北華山丸臺運輸公司工作，是因為這

間公司有父親遺留的股份。

張昭雄在這段媒體生涯中始終堅持     

「紀錄」，畢竟每場比賽都會結束，但紀錄

會永遠留存，因此只要他有參與的賽事他都

留有紀錄；擔任記者期間走遍世界各地，他

總是帶著一本「棒球紀錄本」，走到哪記錄

到哪，這些紀錄本至今保存完好，諸如陳昭

安於1979年威廉波特的18K完全三振比賽世界

紀錄，也是他親自在場採訪的記錄表，留有

當下他的親手筆跡和真實於現場觀看而所標

註的符號；而這些紀錄本他一本本的保存，

準備要傳承給下一代，不希望因為科技發展

而忘了這個當記者的根本。張昭雄卸下記者

身分後仍熱心於棒球發展，退休後仍每日透

過電視觀看棒球賽事並記錄，更定期撰寫報

導及分析文章在網路媒體上刊登，他更是挺

著日漸老邁的身軀自費赴中國推動棒球，亦

巡迴臺灣各地基層棒運予以指導，如此全面

付出的媒體人精神令人感動。

貳、生平

張昭雄生於1938（民國27）年，由於

父親在廣州開設「丸一洋行」，從事藥材及

糖、米等產品的交易，常在廣州及迪化街兩

地跑，因此才出生滿周歲便隨父母親住在廣

州。

那時候我父親在廣州生意做很大，生

活可說是非常富裕，每天有2、3個奶

媽照顧我，一個照顧上學的，一個照

顧生活的；住的地方我現在也還記

得，是在廣州市的太平南路，就在碼

頭附近，是一棟西班牙式的建築物。

不過後來撤退產權轉移，我有回去那

地方，但無法進去。我在那邊讀幼稚

園，但沒讀完，因為當時還是在戰

爭，有次還差點死掉，我坐在人力車

上準備去上學，剛好有個炸彈在我經

過後面大約200公尺的地方落下，如果

遲一點我就會死掉。（註2）

張昭雄到8歲時都還在讀幼稚園，9歲時

（1947年）回到臺灣便直接就讀太平國小五

年級。這時候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張昭雄家

中也面臨鉅變，一直是扛起家計重擔的父親

張生，於1949年搭上太平輪沉沒失蹤，從此

生死未卜，至今仍未見著屍體，為此張昭雄

還曾組團搭船赴上海舟山群島的失事海域，

想像著父親當時的遭遇。

父親去世後，家中的生活條件也變

差，1950（民國39）年就讀臺北市太平國小

的張昭雄，後來考上了開南商工及臺北市

商，因為張昭雄在太平國小便加入棒球隊，

為了繼續打棒球，選擇了開南就讀，這個決

定讓母親相當生氣，畢竟臺北市商是公立學

校，學費比較便宜。雖然如此，張昭雄還是

圖2　張昭雄攝於2000年在福岡巨蛋舉行的第十一回世界少年野球大會福岡大會閉

幕式（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3　張昭雄母親抱著張昭雄（前中）三姐弟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4　張昭雄4歲時攝於廣州學騎腳踏車，一旁

為其大姐（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註2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6月5日。

訪問人陸銘澤，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人文遠雄博物館展覽教育科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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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雖如此忙碌，卻是我戀愛的地

方。那時臺灣很迷瓊斯盃籃球賽（註

3），我那時擔任會長，因為曾打籃

球，籃球報導也寫得好，走在中華體

育館都可以橫著走路，有一次我帶她

去籃球場看球，大家看到我都「張記

者」、「張記者」的叫，讓她感覺我

好像很威風，就這樣增加她對我的愛

意。（註4）

張昭雄在父親遺留股份的公司待了兩年

便去當兵，在丸臺公司這兩年當中他並沒有

和體育脫節，依然在華星少年籃球隊打球，

身高已174公分的他，在籃球上得以保持好身

手，也造就當兵生涯一段風光的籃球歲月。

張昭雄在空軍服役，於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

心時，代表連隊參加營隊比賽拿下冠軍，兩

周後就被調至空軍總部加入虎風籃球隊，這

段時間張昭雄打遍臺灣所有主要的籃球場，

像是三軍球場、中華體育館、憲兵球場、圓

山遊樂園籃球場及公賣局球場都打過，甚至

還出國比賽，在那個一般人很難出國的年

代，張昭雄感激空軍虎風籃球隊帶給他的一

切。退伍後因為興趣所致，被留下來擔任雇

員繼續代表虎風籃球隊出賽。

退伍後，張昭雄考上世界新聞專科學

校（現世新大學）編輯採訪科夜間部，也於

1964（民國53）年進入嘉義「商工日報」擔

任記者跑政治財經新聞，他的媒體生涯正式

從這時開始，這段半工半讀的生活維持3年，

之後1966年轉至「青年戰士報」，開始以跑

體育新聞為主，凡田徑、游泳、自由車及柔

道的新聞都要跑，張昭雄也因此累積了相當

的體育知識，後來日本調布少棒隊來臺比

賽，開始有了和日本交流的機會，張昭雄開

始自行訂閱日文報紙及雜誌自學日文，讓他

在往後成為促成臺日棒球交流的推手。

因為在球界和媒體資歷慢慢累積起來，

張昭雄也受大家推舉成為體育記者聯誼會的

會長，並連續當了四屆，不但從此在媒體界

奠定個人的地位，剛好這段時間他也和郭玉

琳小姐交往，他認為當會長的威風可能是他

抱得美人歸的因素之一。

那時候我算紅，我太太是青年

戰士報印刷廠廠長的女兒，當時青年

戰士報規模很大，遍及全國軍中，各

方面條件都很好，就是現在的青年日

報。我在青年戰士報待了二年多，兩

個版面只有2、3位體育記者撰寫，那

時候座落在重慶南路報社二樓採訪組

的辦公室沒有冷氣，都脫光上衣在趕

圖5　2017年張昭雄（右3）在太平國小的隊友睽

違近70年再相聚（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6　張昭雄（後排右2）在華星少年籃球隊

時的照片（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註3 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為臺灣每年都會舉辦

的籃球盛事，從1977年舉辦至今。此項比賽創立

的背景為1970年中華民國失去國際奧會會籍後無

法取得國際比賽的資格，因此國際業餘籃球總

會的秘書長雷納托．威廉．瓊斯（Renato William 

Jones），讓臺灣使用他的名義舉辦國際賽事，讓

臺灣得以和各國籃球隊進行交流。一直到1980年

臺灣才以「中華臺北」名義再度取得會籍。而當

年舉辦瓊斯盃的主要場地即為因火災損毀而拆除

的中華體育館。

註4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6月5日。

圖7　張昭雄（右1）擔任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時於中華體

育館參加第一屆瓊斯盃女籃開幕式，致詞者為全國體

育協會理事長黎玉璽（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9　張昭雄於1989年率體育記者聯盟會赴菲律賓與華僑隊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8　張昭雄於首屆瓊斯盃女籃賽，頒發冠軍獎

盃予美國隊（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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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雄離開青年戰士報進入了「聯合

報」便和郭玉琳小姐成婚，到聯合報後讓他

在媒體地位更加鞏固；由於當時社址在康定

路時期的聯合報資源豐富，在有較多資源的

支持下，張昭雄得以在媒體界做出更多的貢

獻，尤其在他進入聯合報那年（1969年），

紅葉少棒才擊敗來臺比賽的日本關西少棒聯

隊，而當年代表臺灣的金龍少棒隊更首次在

威廉波特拿下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所舉辦的世界少棒錦標賽奪冠，

讓當時臺灣政府開始正視棒球的發展並大力

鼓吹。

張昭雄的報導主軸在有市場的情況下，

從大球（籃球）轉為小球（棒球），這段期

間比他在打虎風籃球隊時期更常出國，除了

威廉波特的少棒外，還有蓋瑞城的青少棒及

羅德岱堡的青棒，加上隨中華成棒出征，他

幾乎跑遍世界各地，他感激擔任記者帶給他

如此莫大的福利，畢竟若非工作關係，他可

能連一次出國機會都沒有；雖如此，他還是

留有遺憾，因為棒球強國古巴至80歲時他還

沒去過。

圖10　張昭雄（左2）和郭玉琳小姐的結婚典禮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1　張昭雄（左3）和郭玉琳小姐的結

婚典禮（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3　張昭雄（右1）1979年和才創

下完全三振紀錄的陳昭安及所

屬朴子少棒返國前於洛杉磯我

國領事館前合照（照片來源：

張昭雄提供）

圖12　張昭雄（左2）因擔任記者常出

國採訪，圖為參加1979年在美國

羅德岱堡進行世界青棒大賽的開

幕式（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4　張昭雄隨中華少棒返國時途經洛杉磯時巧遇鳳飛飛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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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5月31日。

訪問人陸銘澤，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人文遠雄博物館展覽教育科副理。

註6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訪問人陸銘澤，財團法人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人文遠雄博物館展覽教育科副理。

註7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5月31日。

100多坪的空間用來做打擊練習，當

下想他成功真不是偶然的，回家也不

忘練習，尤其是牆上有數個和棒球差

不多大小的洞，他會要求自己練習的

時把球打進洞裡。到了他家中我們就

坐在沙發上聊許久，是非常難得的經

驗。（註7）

在充滿競爭的聯合報待了7年，1975年「

臺灣時報」創刊後，在當時的報社董事長吳

基福邀約下至臺灣時報開創體育版，當時設

有體育版面的，像是「中時新聞、「中華日

報」、「新生報」、「中央日報」、「華僑

日報」等，另還包括自立、大華及民族等三

家晚報。對一個新報社成立就有意願設立體

育版的臺灣時報，張昭雄很肯定吳董事長，

便投身創立此版面。

之所以會轉至聯合報，主要是因為施克

敏記者要調往美國擔任特派記者，缺一位體

育記者，他經當時的採訪主任孫建中告知去

見馬克任總編輯，當時他想說自己這樣的小

記者會找他有什麼事？見面後馬總編輯沒問

什麼有關他的事，只問了一堆體育紀錄，像

是百公尺、二百公尺、鉛球等紀錄是多少和

自由車、柔道等問題，面談後便順利進了聯

合報。

隔年他告訴我他為什麼會從一

百多人中挑選我，因為他問我的我都

懂，就算問到我不懂的我也說我都有

資料，我告訴他身為體育記者就要建

立資料，從那次之後讓我更肯定現場

紀錄及把資料做整理的重要。（註5） 

張昭雄轉至聯合報擔任記者的月薪是

15,000元，算是條件很好的，但相對地因為

是指標性媒體，面臨強大的競爭下壓力也是

不小的，尤其是世界少棒聯盟所舉辦的少

棒、青少棒及青棒系列賽事。在當時只要有

棒球比賽，聯合報的發行量就很多，主要是

當年聯合報有不少資深且報導深入的記者，

除了內容外，搶及時也是大家競爭的點。當

時因為送報軍機班機不多，為了搶發行量都

是利用軍機將報紙送至南部。張昭雄特別記

得在威廉波特比賽期間，比賽通常會在臺北

時間午夜12時開打，打到凌晨1時45分或是2

時是很正常的，因為當時不像現在可以數位

印刷，所有排版都是用刻印的，所以隔天見

報都只能看到第三、四局的比數，無法得知

比賽結果，欲知結果需「詳見明日報導」。

為此張昭雄想到了一個妙點子。

我記得是林信彰他們那年，1971

年巨人少棒隊，我和總編輯商洽搶有

結果的報導，那時要搶早上4時飛機

起飛前將報紙送上機，否則南部就沒

有報紙可看，因此我們用了巧思來和

中國時報競爭；我們請編輯、記者、

檢字和校對都在編輯檯待命，一局打

完就寫稿並馬上排字，六局結束剛好

報導也處理好，也趕得上4點的飛機，

當時我們說，要看結局就看聯合報。   

（註6）

另一段在聯合報時創下的機緣是發生在

1968年日本讀賣巨人隊來臺中進行訓練，當

時張昭雄透過棒球協會的安排進行第一手的

隨隊採訪，每天在臺中進行巨人隊的集訓日

記，成為報社的獨家消息。就在那個時候張

昭雄和旅日名將，之後也成為世界全壘打王

的王貞治結識，能和他認識一直是張昭雄感

覺榮幸的事；也因為當時建立的情誼，張昭

雄也成為少數能進王貞治家中採訪的記者。

全世界大概就我一個進去過王貞治的

家，日本記者根本不可能進王貞治的

家，他家附近都是保鑣呀!會進去他家

也是一個偶然，當時我因為「二郭一

莊」的報導而結識這位華僑總會會長

的林姓友人，有一次一起和郭源治聊

天提及也許可以安排採訪王貞治，沒

多久他就安排好時間，我便直接到王

貞治的家中採訪；但有趣的是採訪王

貞治不是因為棒球而是高爾夫球。

王貞治的家在東京的目黑區，是高級

住宅區，他家裡的沙發都是棒球手

套，約有50坪大小，最特別的是地下

室除了自家外，還和別人租來打通有

圖15　張昭雄（右1）於王貞治家中合照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6　2017年張昭雄（前排右2）與當年民眾日報一級主管們進行每年一度聚餐的情景（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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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天正值大榮對西武季末最後一

場比賽，大榮又以一分輸給作客的西武，但

賽後臺灣啦啦隊團不肯離去，而是想等王貞

治走出來見他們一面。張昭雄當時想說是不

可能見到的，畢竟球員及教練賽後都有他們

的通道，何況要見監督是何等的困難，但團

員不死心，他不忍看他們如此等下去，便向

球團人員遞上自己的名片看能否見王貞治一

面？本來張昭雄也不抱任何期望，但至少可

讓王貞治知道自己有來過就好，沒想到工作

人員回來拿了識別證告知可以進去見王貞

治，但張昭雄表示不是只有他本人，見球團

人員再次進去又回來後，手上拿了一疊識別

證，告知整團都可以進去。

當下所有團員都不敢置信，張昭雄認為

這是天大的事情，而最令他訝異的是王貞治

還親自待在球場的本壘板處等，和張昭雄一

見面便是相互熱情的握手打招呼，一如久未

見面的好友，讓張昭雄非常感動，感受到王

貞治對友人的熱情及待人親和、不擺架子；

而當下王貞治還向張昭雄表示昨晚在亞運賽

事中輸韓國真是太可惜了，讓張昭雄心想他

也太關心臺灣棒球了，原來王貞治即使本身

有球賽，也是會請球團準備中華隊的影帶給

他半夜去看。隨後王貞治便和所有團員拍合

照，一位左營退休的將軍當下把他認為可能

送不出去的畫親手交給王貞治，實現了他的

夢想，他在回程的觀光巴士上當場下跪向張

昭雄道謝。

不過到臺灣時報沒多久，其經營權便轉

至王玉發董事長，張昭雄亦跟著離開轉至「

民眾日報」擔任副總編輯兼臺北採訪主任，

負責臺北的採訪工作，不限於體育部份，所

有臺北的新聞安排都由張昭雄負責。民眾日

報的社長是李哲朗，創立於基隆的民眾日報

在1978年遷至高雄；在民眾日報這段期間，

張昭雄繼在聯合報時和盛竹如、王宗蓉（中

央日報記者）及籃球國手梁芳雄合資創設「

九九體育用品社」，後來也獨自創設了「玉

山體育社」，讓夫人擔任老闆；不過因為張

昭雄熱愛體育，看到有球隊需要就常打折或

送球具，像是那時有支黑豹棒球隊，還有一

些學校來買都沒有給錢，讓張昭雄直呼很

虧，賠了不少錢。

在臺灣時報及民眾日報又是張昭雄另

一段媒體高峰，他專注於撰寫日本職棒的專

欄，為了讓大家引起興趣，他在80年代開創

了「二郭一莊」的名詞，帶領大家認識當時

在日本職棒奮戰的郭源治、郭泰源和莊勝

雄。這段時間配合「二郭一莊」風潮，旅行

社都會邀請張昭雄帶團去日本看他們的比

賽，若遇到有重大的國際賽事，也會請張昭

雄陪大家看球並拜訪旅日名將，例如在1994

年時觀看廣島亞運棒球賽的啦啦隊，在所有

比賽結束後整團轉至福岡觀看大榮鷹隊在日

本職棒例行賽最後一役對西武之戰，當時主

場大榮鷹的總教練就是旅日名將王貞治。

圖17　張昭雄（左）於名古屋拜訪郭源治（中）（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8　王貞治禮遇張昭雄所帶的參訪團和大家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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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到了1990年中華職棒成立，張昭雄受當

時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之邀，成為職棒轉

播球評小組的召集人；這期間張昭雄也無償

擔任中廣及三家電視臺的球評，成為家喻戶

曉的名球評，他那幽默易懂的播報方式，再

輔以豐富的紀錄說明，帶起不少人對職棒的

興趣。而他雖參與職棒成立，但除了初期擔

任職棒轉播小組的召集人外，其餘時間都還

是在報社任職，只義務做中華職棒的球評，

一直到職棒十年（1999年）因為職棒簽賭案

大爆發，張昭雄灰心因而辭去中華職棒球評

工作。

退休後張昭雄更積極關注基層棒球的

發展，並擔任學生棒球聯盟歷任要職，全臺

各地各項基層棒球賽事幾乎都可以看到他的

身影，有時在臺中、有時在嘉義或高雄，甚

至遠赴澎湖的菊島盃棒球賽。除了國內，他

在中國大陸和日本也是幾乎每每滿檔，而且

都是自費前往，再由當地的球隊和企業家來

接待；中國大陸某些地方政府為大力推展棒

運，免費提供土地讓企業家蓋棒球場，不少

企業家也參與。

歷經了幾家平面報社的職務後，張昭

雄本有機會轉至臺灣電視公司（以下簡稱臺

視），一位在當時知名度很高的製作人陳德

利曾找人請張昭雄來臺視擔任當時很熱門的

電視棒球記者，後來因為自認為國語不標準

而沒進入臺視，為此還惹來他女兒說：老爸

您國語不標準，不要去電視臺丟人現眼。雖

然沒有進入電視臺，但透過個人的資歷也陸

續在中國廣播公司（以下稱為中廣）及當時

只有三家電視臺擔任中華棒球隊及中華職棒

賽事的球評。

臺灣棒球在盛行的時候，臺視開始進行

賽事轉播，而臺灣最早的電視轉播是臺視在

1963年1月2日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轉播日本早

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海外戰，之後臺灣進軍

世界少棒聯盟三級賽事後便成為年度轉播盛

事，但畢竟一開始電視轉播尚不普及，還是

需要透過廣播才能進行場場的轉播，當時唯

一有能力進行棒球轉播的電臺只有中廣，張

昭雄便成為中廣轉播賽事的當家球評。

那個時候三家電視臺還沒有很成熟，

沒有機器也沒有轉播的能力，所以都

靠中廣，我都會跟著去各地轉播，包

括比較南部的屏東、高雄；所以中廣

對棒球的影響力很大，尤其是對開長

途車程的人，不管是開遊覽車的或是

去旅遊的，聽轉播也可以消除疲勞。

那時候聽中廣轉播另外有個好處，有

一位工廠老闆寫信給我說工廠本來生

產力不足，後來乾脆在球賽時放中廣

轉播給員工聽，果然營業額就漲高。

（註8）

圖20　張昭雄（右）於1990年和中廣主播李雅媛

共同轉播球賽（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19　張昭雄（中）和中廣主播合影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22　張昭雄（左）參與1992年巴塞隆納

奧運轉播工作，與日本監督山中正

竹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21　張昭雄（左）在華視與劉天麟轉播職棒擔

任球評（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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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要投入棒球不簡單，我遇到一

位廣東中山市一位企業家，資產大概

有百億，他為了投入棒球不斷請教

我，我想我們兩岸是同文同種、生活

方式又差不多，加上對方有心，我便

完全無私地義務提供見解。這位老闆

平日是忙到一般人很難見他一面，他

卻願意獨自開車到澳門來接我，為的

是什麼？就是希望在2、3個小時車程

中聽我講棒球隊的事，增加他的智

慧。當地人會認為張老師有什麼了不

起？大企業老闆居然會親自去接送。

我想他這麼做是有他的遠見，政府提

供土地給他們蓋球場，以後周遭的發

展無可限量，人家是有智慧的，他們

在2016年還舉辦了亞洲盃少棒賽。   

（註9）

參與媒體工作40多年，張昭雄都會把所

有紀錄和秩序冊細心地留存下來，收藏量相

當驚人，可以成立個人的「紀錄博物館」。

但在他得知臺北大巨蛋要成立臺灣棒球博物

館後卻毫無條件地將一切都捐出；很多人問

他為什麼要如此？畢竟是數十年來的心血；

張昭雄認為有企業家願意投資運動設施讓他

很感動，他一直認為臺灣一定要有座國際水

準的室內巨蛋棒球場，這代表臺灣的棒球地

位。他提及1992年奧運獲銀牌時，李登輝總

統向他承諾會盡快蓋好大巨蛋，沒想到換了

幾任總統，一直都只是口號，現在終於有企

業願意投資，他感到欣慰，「看不到大巨蛋

成立，我死不瞑目！」也成為他不時說出的

心聲；因此當他知道大巨蛋有企業投入，更

將在此設置一座臺灣棒球博物館的時候，便

無條件地把所有的收藏全數捐出，他說這不

為別的，只為了傳承，中國人常有留一手的

觀念，他認為這是阻止進步的惡習，「無私

無我的奉獻」是張昭雄老師在媒體路上所堅

持，也讓我們慶幸還好有張昭雄，讓曾走過

的媒體路得以傳承，讓下一代知道曾有的歷

史，也因此走出更美好的道路。

圖25　張昭雄（中）和中國棒球協會主席雷軍

（右）及秘書長申瑋合影（照片來源：

張昭雄提供）

註9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圖23　張昭雄（右）和已故的中華棒球隊總教練吳祥木合影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24　體育記者聯誼會籃球隊訪問香港，行前由全國體協理事長鄭為元授旗予領隊葉潛昭議

員（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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