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棒球擔起責任的第一代球評     張昭雄

有一次我們到澎湖馬公的學校看桌

球，發現竟有一位拿下全省聯賽第二

名的學生，我便安排所有媒體聯訪，

發現他們沒有正式的桌球桌，而是用

老師的辦公桌合起來練球。後來5天4

夜的行程回來後，針對這件事各媒體

統一發稿，訊息一出來，桌球隊便獲

得來自扶輪社、青商會和獅子會等單

位的捐款購買桌球桌。（註10） 

另有一次張昭雄帶團至屏東內埔國小，

也就是1978年曾拿過世界少棒冠軍的屏光少

棒隊，發現他們練球的場地都有小石頭？在

如此惡劣場地裡，竟然能拿下世界冠軍？在

經過報導後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視，這也激

起張昭雄在國內推動棒球場力求達到國際標

準化的意念，甚至許下巨蛋棒球場應早蓋成

的願望。

三、重視棒球紀錄並推動兩岸棒球用語統一

張昭雄因為個人的際遇，特別感受到紀

錄的重要性，因而在他的職涯中不斷向後輩

告知紀錄的重要，既然是紀錄就要準確，畢

竟未到場觀賽的人全靠報導來掌握賽況，大

意不得；他永遠記得一次有讀者問為什麼他

把安打記成失誤，這事對他帶來相當大的打

擊，他想可能是去洗手間後沒看到，從此後

他再怎麼樣於賽事中都不能離開，要真實且

完整地記錄。

圖26　張昭雄（中）擔任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主持會議（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參、在體育運動的特殊成就或貢獻

一、媒體經驗跨報紙、廣播，電視及網路

張昭雄可說是少有人如他一般跨報紙、

廣播及電視三大媒體擔任記者及球評，尤其

在他的媒體生涯中採訪領域遍及了所有的

體育項目，再加上曾是棒球員及籃球員的背

景，讓他的報導總能深入並獲教練及球員們

認同。張昭雄除了報導夠深入外，在擔任球

評的角色上也頗討喜，他在播報時偶爾會穿

插一些臺灣話和日本話，也常帶些笑話；常

有球迷對他說「聽您的播報很緊張但又很有

趣」，由於他堅持自己做記錄，因此每顆球

的狀況都瞭若指掌，加上本身常會找球員聊

天，也有些球員小故事，常藉此來引起球迷

聽轉播的興趣，他說這也是行銷的一環。

在職棒期間他在廣播節目開設了「張老

師信箱」，讓他得以和聽眾們進行交流，他

非常重視這塊園地，對每位聽眾提供的建言

都詳加閱讀並在節目中回覆，也建立了他在

球迷心目中的地位。而他在個人於60-90年

代最活躍期間，也培育不少媒體後進，不管

是平面或影像媒體的記者或球評都曾受教於

張昭雄，像是當今知名的球評曾文誠、袁定

文及錢定遠等，也培育許多當年中廣各地記

者，藉此推動棒球；報界則包括歐建智、藍

宗標、姚瑞辰、李亦伸、黃邱倫等。

因為對媒體工作無私奉獻，反而錯失了

他和家人相聚的機會，常常一個月沒見到孩

子幾面，他的兒子張逸羣就曾透過媒體表示

小時候爸爸經常要晚上12點左右才會回家，

反而期待父親能帶他到球場採訪，如此才

可以有和父親好好相處的時間。雖然當時沒

常陪小孩，但小孩及孫子每位都有很好的成

就，張昭雄非常感激太太，這一切都歸功於

她。其實張昭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長子張

南星在金融銀行界擔任高階主管、次子張逸

羣在桃園捷運擔任府會連絡人重任，唯一的

女兒張潔嫁給民權東路王姓大家族王智傑為

妻。

雖然張昭雄退休，但他仍不停地走遊各

地球場或看著電視，持續用筆記錄一些重要

賽事，每周也持續寫日本職棒分析稿在東森

網路媒體上刊出。如果說退不退休端看其工

作是否告一段落來認定的話，張昭雄可說不

但未在媒體路上退休，反而在跨足報紙、廣

播及電視等媒體後，更將觸角延伸至新科技

的網路媒體，永遠不和時代脫節。

二、擔任會長為體育弱勢發聲

張昭雄在青年戰士報期間便擔任臺北市

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他每年皆會安排媒體

進行兩次的下鄉訪問，所謂下鄉就是到臺北

市以外的地區，去探訪一些發展各單項體育

的單位及學校，當時交通並不像現在方便，

走出臺北都很花時間。因為是體育記者聯誼

會，參加者不限於棒球記者，拜訪的運動項

目包括手球、羽球、壘球及桌球等在當時比

較冷門的項目，去看看各單位發展的狀況。

註10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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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棒球擔起責任的第一代球評     張昭雄

在中華職棒元年至五年間，他發現有很

多記者不懂記錄，甚至拿元年的記錄來寫新

聞，他認為要掌握實況最好能自己做記錄，

因為他除了記下基本符號外，還會依自己的

經驗標示出打出飛球大概的距離，即使現在

都用電腦，他還是覺得這種加諸經驗判斷的

記錄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在擔任球評時，這

些紀錄都是很好的輔助。

從事記錄和進行播報最重要就是專用

語的統一，在聯合報期間，同是媒體人的盛

竹如問他什麼是「三振？」這個問題在棒球

開始受大家重視時常被詢問，當時他回覆這

是取自原汁原味日本的漢字「三振（さんし

ん）」，他認為臺灣棒球從日本傳入，許多

專用術語只能沿用，不過後來參與轉播棒球

的人士增多，各種不同的名詞不斷出現，像

是守備方將進攻方的打者所擊出的落地球，

在打者成功踏上壘包前將球傳至各壘守備員

之手套者，張老師沿用日文都說「封殺（ふ

うさつ）」，但後來美國回來的球評將之改

成「刺殺（putouts）」，也有將封殺和刺殺

做不同的定義。對此張昭雄認為這是棒球文

化的特徵，畢竟語言及用詞核心在於溝通，

大家能接受就無可厚非。

相對於臺灣，較晚發展的中國大陸其棒

球用語就五花八門，張昭雄為此擔負了統一

用語的重責；在1990年北京亞運前一年，主

辦單位召集了全中國大陸約100多名的記者來

聽張昭雄上兩堂課，交流臺灣的棒球術語，

張昭雄也希望藉此機會讓兩岸的用語統一，

會有助於兩岸棒球的交流及發展。

在當時中國大陸都直接沿用英文，像

是臺灣用的「好球」、「壞球」，他們都稱

為「擊」和「球」，也就是直接翻譯英文

的“strike”和“ball”；而臺灣的「高飛

球」他們稱為「高空球」、「滾地球」稱為

「地滾球」、「全壘打」稱為「本壘打」、

「捕手」稱為「接手」、「外野」稱為「外

場」。當時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向張昭雄說「

老大不要笑我們」，張昭雄反認為沒有什麼

可笑的，畢竟是剛接觸，畢竟在棒球用語需

統一的情況下才能促成棒運的發展。

除了交流棒球術語外，張昭雄也提供在

場所有記者一個觀念，就是中國大陸的棒球

要發展，記者的角色非常吃重，畢竟所有的

棒球觀念都會來自於記者，球員的態度及表

現要靠記者來寫才能見報，登報球員的家人

也會因此感到光榮，社會便會予以肯定，企

業界也願意投入，價值觀便因此建立起來，

所以如果記者這一環沒建立好就很難推動。

四、參與職棒規劃 運用行銷手法吸引各界愛上

職棒

臺灣的職業棒球在1990年因為當時的兄

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大力投入而成立，當時

已是媒體名人的張昭雄自然成為洪騰勝徵詢

的對象。

鄭為元在擔任全國體協理事長時，李

慶華是秘書長，每一年年夜飯時他們

都會在中山北路宴請記者吃飯。有一

次洪騰勝坐在另一桌，他走過來對我

說：明年要成立職棒，張記者要大力

來推薦；後來他也請我去兄弟飯店聽

我的意見。我那時想職棒成立那有那

麼快?像是場地，當時我們的球場都不

標準，高薪聘來的球員受傷怎麼辦?而

球員是否有成為職棒球員的認知？懂

不懂什麼是公眾人物？後來這部分都

被我料到；其他諸如球員受傷頻傳、

簽賭案的發生等等也是。

當時洪騰勝為了促成企業投入職棒，

還設定球員月薪不能超過八萬；不過

後來他找了張榮發及很多企業，大家

都沒什麼意願，最後沒辦法只好找他

同學――三商和統一的老闆（註11） 

。洪騰勝設定如果三年內做不起來，

他就要全額把各隊投資的金額還給他

們，這真的是很大賭注，畢竟當時沒

人知道職棒會怎麼樣?（註12）

看到洪騰勝如此投入，加上他對張昭

雄說一句：「我沒有做，後面可能就沒有人

會做了。」張昭雄便決定下來協助職棒的成

立。他義務和第一代紀錄組王招文建立第一

套攻守紀錄系統並義務擔任球評。張昭雄在

訓練紀錄組成員時，他規定每個人南下長途

之際，口袋一定要有棒球規則，他會臨時抽

問，當時外出比賽都搭火車，一趟5小時的車

程不能浪費，訓練他們針對有發生過及重要

的規則用紅筆標記起來，畢竟規則和法律一

樣，發生的事要即刻判定。

由於張昭雄長期關注日本職棒，因此提

供日本職棒相關觀念予職棒聯盟，也熟知如

何來推動職棒的發展，就如同「二郭一莊」

及後來的郭李建夫等等一樣。

對中華職棒的轉播，他心中有些盤算，

第一年他為中華職棒的球星都取了外號，讓

大家都認識球員；最有名的像是「飛刀手」

陳義信、「小飛俠」呂文生、「火車頭」涂

鴻欽和「金門仔」翁豐堉等都是他取的外

號，一方面讓球迷更容易認識球員，另一方

面增加話題性。

第二年他希望大家都能懂得記錄，像

是目前誰是全壘打王、目前的紀錄是多少或

是誰保持？藉此引起觀眾和聽眾對棒球的投

入。而為了帶起熱潮，張昭雄也企圖帶起「

家庭的分裂」，也就是家中成員各自支持不

一樣的球隊，這樣更加激起大家看球的意

願，以增加門票的收入。

有讀者寫信給我，說張老師你這樣害

死我，我家裡兩個兒子，一個支持三

商、一個支持味全，我太太又是支持

兄弟，而我是支持統一，結果每天都

要吵架，輸的3個就要對付1個。聽到

讀者如此我覺得這樣很好，因為全家

已經有投入了。（註13） 

註11 當時三商的負責人是陳河東；統一的負責人為高

清愿。

註12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註13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7月4日。

118 119



為棒球擔起責任的第一代球評     張昭雄

張昭雄在中國大陸有「臺版宋世雄」  

（註14）之稱，除了自己去中國大陸，他還

多次帶領臺灣少年棒球賽冠軍隊到廈門瑞景

小學、外國語附小、大嶝中學等學校進行交

流與指導。自2014年起，每年更親自帶中國

大陸少棒隊參加澎湖菊島盃的賽事，趁比賽

進行兩岸交流與遊覽澎湖風光。

當時他也推動不為人所瞭解的「主場

制」和「轉播權分立」的概念，他依日本職

棒的例子，為了營造認同感，各隊都有「本

居地」，轉播權也應各隊各自規劃；不過職

棒草創時大家都不懂什麼叫主場和轉播權利

金，四隊如同業務賽事一樣輪流在全臺各地

球場出賽，一周一個球場四隊打單循環的6場

比賽；轉播也是三家電視臺輪流在假日時段

才轉播；中華職棒聯盟還必須付轉播費給電

視臺。

第三年時，張昭雄便希望建立職棒完

善的紀錄觀念，他利用各隊在春訓時間或是

球季結束後去觀察球員練球，他會把紀錄拿

出來，告訴球員相關數據；畢竟紀錄是現實

的，例如日本的鈴木一郎為什麼左打會都打

反方向（右外野）的安打？透過這些統計可

以進行分析，分析後便可以告訴投手他都愛

打外角球，依此建議投手投內角球來三振

他。因此張昭雄希望從職棒第三年開始強化

紀錄和分析的深度，這樣可以提供教練、球

員和觀眾技術及看球角度的提昇。

五、致力於臺灣基層及兩岸棒運推動

退休後張昭雄投入臺灣基層及兩岸棒球

交流的工作，他認為臺灣棒球發展的基石在

基層棒球，而兩岸同文同種，應該是相互提

攜，因此即使退休仍不斷往臺灣各地、日本

和中國大陸跑。他約在2000年左右投入兩岸

棒球交流，當時他在廈門，發現連1支少棒隊

都沒有，之後推動到最高峰時，6個學校有少

棒、2個學校有青少棒，另有一間學校本要發

展青棒，但後來因為現況改為足球隊。

圖27　張昭雄（中）擔任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主持會議（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28　張昭雄常至臺灣各地關心基層棒

球（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29　張昭雄幾乎每月都前往中國

大陸拜會棒球相關單位（照

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註14 宋世雄為中國大陸著名的體育記者及球評，分別

服務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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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棒球擔起責任的第一代球評     張昭雄

六、獲得各界肯定 投身棒球博物館及名人堂工

作

由於張昭雄的成就，讓他屢獲各類獎

項，其中2015年9月體育署的「體育推手獎」

是他最大的榮耀，此獎項是表揚國內長期贊

助及推廣體育有功的公、民營機關，當年首

次將體育記者列入「推展類」推手獎項時，

張昭雄便獲獎。「我要對棒球負起責任」是

他在獲獎時說的話，可見他給自己的使命。

另在九九體育節表揚大會，也是現在的「體

育運動精英獎」的前身，張昭雄亦獲得表揚

殊榮，並獲當時擔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親手

頒發獎牌。

2012年他把畢生所做的紀錄本及秩序冊

捐予當時正在規劃臺北大巨蛋內「臺灣棒球

博物館」的籌備小組，再次證明只要是對臺

灣棒球有好處的事，他會毫無條件的奉獻。

基於此，2015年臺灣棒球博物館籌備小組轉

為「人文遠雄博物館」，為他在巡迴各地的

棒球展中設置專區，展出他所捐出的珍貴紀

錄本及秩序冊。2013年「臺灣棒球名人堂協

會」規劃成立，他不但是發起人之一，也獲

選為常務理事，投身於棒球文化奠基的工

作；也因為他的參與，洪騰勝捐出200萬予棒

球名人堂，2015年更提供桃園龍潭的建物做

為名人堂常設館址。

圖30　張昭雄（右）於九九體育節接受

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表揚（照片

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31　張昭雄（右）於2015年九九

體育節接受當時吳敦義副總

統頒發體育有功人員獎（照

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32　張昭雄於「人文遠雄博物館」展場

（照片來源：陸銘澤攝影）

圖33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於2014年正式成立，張昭雄（前排右2）為發起人及常務理事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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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任何費用，反而所有差旅都自費；他總是

說：我又不缺這些錢，當年我受照顧的地方

太多，生活也無慮，是該回饋的時候。他也

總是會笑著說：「我這年紀算得上是前輩，

總是要常出現，否則會被認為是不是太老

了，而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會說『張老師

來了！』這一切就值得了。」

註15 球 德 洛 ， 〈 球 評 曾 文 誠 的 模 式 已 完 全 被 我 識

破掌握〉，<https://m.mobile01.com/topicdetail.

php?f=293&t=1274524&p=3>，2017年8月29日檢

索。

註16 竹板凳，〈棒球邦――臺臺灣棒球網路的故鄉〉

，<http://hansioux.pixnet.net/blog/post/1650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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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7%90%83%E7%9A%84%E7%B6%B2%E8%B7

%AF%E6%95%85%E9%84%89>，2017年8月29日檢

索。

肆、結語

張昭雄從他中學時棄臺北市商就讀開南

開始，就註定他走的這條路，雖然之後他又

巧妙地棄棒球轉打籃球，還開玩笑說他是矮

個子打籃球，之後還打進通常只有國手能進

的虎風籃球隊，但最後還是回到他最熱愛的

棒球。

在世新半工半讀的日子裡，他進入嘉

義工商日報服務，之後陸續服務了青年戰士

報、聯合報、臺灣時報及民眾日報，最後到

東森電子等媒體；在這段時間因為紅葉而起

的棒球風潮，讓他參與了臺灣各項重要的棒

球賽事，他也就如此隨手帶著紀錄本和筆，

在各地的球場留下所有比賽的紀錄。職棒的

成立，張昭雄當然少不了他的角色，結識了

洪騰勝也參與了職棒紀錄組的建置，隨著紀

錄組成員紛紛轉為球賽主播和球評，如鍾重

彩、官大全、林信彰、曾文誠及蔡明里等

人，他在臺灣的報界、廣播電臺及電視臺都

有親手提攜的後進。

之後的歲月只要是職棒比賽，一打開收

音機或是電視機，大家就可以聽到或看到張

昭雄的聲音和身影，「我對棒球的紀錄從他

開始」、「永遠無法忘記那像是喝了兩瓶高

粱一樣沙啞的聲音」（註15）、「不禁讓人

懷念起每天都有張昭雄的年代」（註16）。

這些來自各界對張昭雄的肯定，讓人感到臺

灣有他真好，也難怪他會被譽為「第一代職

棒球評」。

由於個人自學日文並瞭解日本職棒，他

將日職的經驗應用在剛成立的中華職棒上，

不斷灌輸聯盟、球團、球員及球迷什麼才是

職棒？在臺灣沒有職棒的日子，他營造了「

二郭一莊」語錄，並邀請球迷一同赴日本觀

看職棒比賽，讓臺灣球迷得以透過這些旅日

的臺灣人來認識及參與職棒。

從他在報社開始，他就始終堅信「紀錄

是記者的生命」，因為有完善的紀錄而獲得

了聯合報總編輯的青睞，也藉此培育無數的

後進。他的紀錄啟蒙可說是來自於棒壇前輩

王天來、蕭德宗等人；王天來是知名教練王

正富的父親，蕭德宗則是現任學生棒球聯盟

副會長蕭光遠的父親。張昭雄讓臺灣的棒球

比賽在電腦化來臨之前有了最完整且富人味

的紀錄，而這富人味的紀錄比起電腦列印出

的報表式的表格更具歷史價值。

在退休的人生中，他卻完全沒有要「休

息」的意思，足跡不只走遍臺灣各地，還至

中國大陸及日本四處跑，尤其在中國大陸他

成為各體育單位的重要貴賓，有意發展棒球

的各省都有心要向他請益。當然要推廣棒球

他一切以臺灣為師，他教育中國大陸的記者

可以採用臺灣的棒球用語，這個小動作讓兩

岸棒球交流帶來莫大的影響，畢竟當用語統

一後，臺灣的棒球市場就大了。

看著退休後依然跑來跑去的張昭雄，

緯來體育臺的臺長文大培不免對這位前輩稱

為「老少年」。而這些行程，張昭雄不但不

圖34　張昭雄（中）和旅外名將郭源治（右）及

陳偉殷合照（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35　張昭雄（左）已年逾80仍然趴

趴走，連年輕球員都對他不陌

生（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36　張昭雄（右）在2017年獲邀

至兄弟職棒隊復古日中開球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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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雄的精神可敬可佩，他曾在2016年

時因為行動不便動了髖關骨骼的手術，當下

他直覺自己快死了；住院及休養期間他後悔

為什麼要動這個手術讓他痛不欲生。不過當

休養期過後，沒休息多久他又開始到處「趴

趴走」；他說這手術最大的好處是讓他可以

繼續去拜訪老友、看看棒球。最近幾年來每

天清晨都到社區附近空地參與晨間甩手功運

動，一直保持很健康的狀態，即使年逾80，

為了棒球還在趴趴走。

伍、附錄

後來他成為了棒球名人堂協會常務理

事，開始投入臺灣棒球文化建立及留存的工

作，他除了把畢生的收藏捐給臺北大巨蛋的

棒球博物館外，更參與名人堂的建置及遴選

工作，讓他的志工領域更加擴大。看著張昭

雄像賣命一樣地各地跑來跑去，我們不知道

他會不會累？但很清楚知道他很開心，相信

只有他人還在，棒球的故事會永遠在他的身

上寫下去，畢竟他是為棒球而生，棒球因他

而精彩。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8 27
出生於臺北市。

隨父母親赴廣州，父親在廣州進行租船和運輸的工作，常在廣州及迪化街兩地跑。

1947 36 9 回臺北市就讀太平國小，開始打棒球。

1949 38 11 父親搭乘太平輪沈沒往生。

1950 39 12 太平國小畢業並就讀開南商工職業學校。。

1952 41 14 興趣轉變，在開南商工職業學校開始轉打籃球。

1954 43 16 於華星少年籃球隊打球，聚集有開南、成功和北商在校生球員。

1956 45 18 開南畢業獲第一商業銀行聘用，因父親關係轉至臺北華山丸臺運輸公司工作。

1958 47 20 進入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兩周後調至空軍總部虎風籃球隊。

1961 50 23 自空軍退伍，後擔任雇員繼續在虎風籃球隊打球。

1964 53 26
進嘉義「商工日報」擔任記者，主跑市政、體育、經濟及政治新聞。

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就讀第一屆編輯採訪科夜間部。

1966 55 28 進入「青年戰士報」擔任記者，各類新聞都跑但以體育為主；擔任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

1968 57 30 日本讀賣巨人隊臺中集訓，進行第一手的隨隊採訪而結識王貞治。

1969 58 31

進入「聯合報」擔任記者，當時月薪15,000元。

和郭玉琳小姐結婚，當時夫人為20歲。

和盛竹如、中央日報王宗蓉、籃球國手梁芳雄共同出資設立「九九體育用品社」。

1975 64 37
「臺灣時報」創刊，進入臺灣時報創設體育版。

轉至民眾日報擔任副總編輯，負責臺北採訪工作。

1989 78 51
為準備隔年北京亞運，為中國大陸記者進行棒球專用術語指導。

參與「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監事。

1990 79 52 中華職棒成立，擔任職棒轉播球評小組召集人。

1991 80 53 擔任「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常務理事兼紀律委員。

1996 85 58 體育節接受表揚並和當時李登輝總統合影。

1997 86 59 擔任臺灣學生棒球聯盟協會理事。

1998 87 60 擔任臺北市棒球委員會總幹事。

1999 88 61
正式退休，投入兩岸基層棒球推動工作。

擔任東森新聞報記者。

2002 91 64 臺北市棒球委員會總幹事卸任。

2012 101 74 將所有個人紀錄本及秩序冊捐予「人文遠雄博物館」。

2013 102 75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的創立，身為發起人並當選常務理事。

2015 104 77
獲得體育署「體育推手獎」，獲當時吳敦義副總統親自頒發獎座。致詞時表示：「這個獎很沉重，但相信今後的

體育記者也會不眠不休，為採訪體育新聞努力！」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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