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軟式網球（以下簡稱軟網）在上個世紀

初，是臺灣相當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但是在

七十年代漸漸式微；軟網球員、球隊逐漸減

少，商業贊助也不多。

這情形在東亞地區的臺灣、日本、韓國

都一樣，並且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納入網球

（硬式網球）後，更明顯出現網球、軟網一

盛一衰趨勢，軟網界知道要推廣它的運動人

口，甚至說白點要維持它的命脈，只有靠亞

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肯接納成為「比

賽種類」才有生機。

我國的陳禎雄先生是在這個軟網運動面

臨欲振乏力、生死存亡時，以企業家的精準

生意眼光，分析整個亞洲體育大局，又以華

人的特殊身分隻身前往中國大陸，和北京體

育領導人聯誼，和日本軟網人士研商；以拉

攏大陸，連繫泰國的方法，才將逐漸萎縮的

軟網運動推進亞運會。

從1990年到今天，經歷近30年，軟網已

是亞運的正式「運動種類」；臺灣選手對外

有正常寬闊的國際舞臺，對內也有合理的獎

勵與升遷；軟網運動繼續成為東亞球迷的喜

愛運動，並且逐漸擴大到全世界，如今國際

軟式網球總會（International Soft Ten-

nis Federation, ISTF，以下簡稱國際軟網

總會）擁有50多個會員國，成為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

tee, IOC，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

際單項運動總會之一。

「中華臺北軟網隊」也是參加亞運的「

中華代表團」裡的金牌常勝軍之一。從1994

年廣島亞運至2014年仁川亞運止，20年間軟

網代表隊已經為中華臺北得到7金、9銀、13

銅塊獎牌（不包括1990年北京亞運的示範賽1

金、3銀、1銅）。

臺灣的運動強項不多，每一次亞運來臨

前，中央主管體育單位總為「不知金牌在哪

裡？」傷透腦筋。

我國的軟網選手在亞洲一直是三強之

一，每次日本、韓國選手遇上中華隊也畏懼

三分，2006年多哈亞運、2010年廣州亞運軟

隊分別貢獻了三面、兩面金牌，是當屆亞運

中華代表團總金牌數的三分之一強。

由於陳禎雄在亞洲體壇折衝樽俎、樂

善好施，在幾次亞洲盃軟網錦標賽（以下簡

稱亞錦賽）、世界盃軟網錦標賽（以下簡稱

世錦賽）、東亞運動會的軟網比賽中慷慨捐

輸、贊助經費，使得軟網得以在亞洲重要運

動會上繼續「設項」（註1）。

註1 陳禎雄，面訪，臺南自宅，2017年5月23日。訪

問人蘇嘉祥。資深媒體人，前民生報體育中心主

任。

蘇嘉祥，資深媒體人，前民生報體育中心主任。E-mail:su6088@gmail.com。

蘇嘉祥

陳禎雄

臺灣及東亞軟網的功勞者

圖1　2017年7月，陳禎雄先生在臺南市軟式網球場留影，

這球場是1970年代他擔任臺南市軟網會委員時，參

與規劃興建的（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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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事略

一、軟網在臺演變過程

日治時代的臺灣體壇只有看到「庭球」

，這個「庭球」並不是現在我們常見的「網

球（tennis）」，而是「軟式網球」，簡稱

「軟網」。

1900年左右日本行政官員在臺灣推行政

務，同時在各級學校推廣現代體育，軟網是

當時日本人喜歡的運動項目，主要原因是這

1998年谷亞運組織委員會為感激陳禎雄

對亞運的貢獻，泰國總理特別頒贈褒揚令，

也贈送「A卡」禮遇他及夫人，在曼谷亞運兩

週間有一部禮車、一位陪同。

至今為止，陳禎雄仍然有如臺灣軟網支

柱，他也持續和國際友人保持良好友誼，數

十年如一日。

陳禎雄先生也在1999年獲國際軟網總會

會長朴相何先生聘請為副會長； 這是我國體

育人士在國際性單項運動總會中擔任副總舵

手的少數領導人之一。

曾任日本首相的亞洲軟式網球聯盟

（Asian Soft Tennis Federation, ASTF，

以下簡稱亞洲軟網聯盟）會長海部俊樹，在

1997年就聘請陳禎雄先生為顧問，2000年更

加聘為「最高顧問」。

項運動優雅、有趣、運動量足，變化無窮，

而且和歐美的「網球」比起來，較便宜、較

容易；它很快地在臺灣各地受到歡迎，只要

有空地就可見庭球場，即便是泥土地球場，

或是三合土、水泥地球場，都可見打庭球的

人們。

日治時代臺灣每年舉辦「全臺庭球大

賽」，得到冠軍的選手還可以取得到日本東

京的「明治神宮運動場」（日文稱明治神宮

外苑競技場，今霞丘陸上競技場），參加「

全日本選手權」（即全國錦標賽）的資格。

圖2　1999年第十一屆軟網世錦賽組委會掛牌，時任

國際軟網總會會長朴相何（左）和副會長陳禎

雄（中）一起揭幕，右為葉憲清，時任國立體

育學院校長（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3　亞洲軟網聯盟會長、前日本首相海部俊樹

（右）致詞，陳禎雄和夫人坐在鄰座的首

席顧問席上（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4　1990年北京亞運中華軟網隊拿金牌，全隊在北京室內網球館和高高升起的中華臺北會旗合影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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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學、測量天生奇才

1961年他從軍旅退伍，在一家儀器行

上班，從事的是他所學的測量和光學儀器，

這是陳禎雄最喜歡的項目，雖然和團隊登高

山、入僻鄉進行測量工作，有許多不足為外

人道的辛苦，在公路懸崖邊上單腳支撐作丈

量工作，在野外露宿搶進度，他們趕上臺灣

「十大建設」，也見證、參與了臺灣經濟起

飛。

陳禎雄經常和兒女、朋友們談當年他

為了要找出測量儀器上最纖細的「線條」必

須自己養蜘蛛，讓壯碩的蜘蛛吐出新鮮蜘蛛

絲，以透明細緻的絲線作為測量器的指標條

線。（註2） 

當時的測量儀器使用的絲線有兩款，日

本制器用蜘蛛線，美國製品用金線絲，各有

利弊。

一般人可能以為黃金強韌，延展性最

佳，用黃金打成黃金條線應該最適宜，但

是，他說其實金線在氣溫熱脹冷縮時會自然

斷線，比較適合的還是天然的蜘蛛線，為了

養蜘蛛，他必須抓活的蒼蠅餵養它。

後來他發現我國軍方光學射控儀器微

弱，可開發的地方很多，將事業焦點對準軍

事光學儀器上，精研美國、以色列等國的國

防軍品構造，徹底分析加強創意，並且參加

我國軍品製造，獲得國防部認可，成為我國

軍品供應商。

由於在臺的日本官員、銀行人員、教師

都喜歡庭球，當時臺灣從北到南，各地學校

受到感染，也紛紛組隊打起「庭球」。

1945年臺灣光復，翌年在國立臺灣大

學舉行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當時參加

「軟網」比賽的單位，和參加省會的「單位

數」完全相同，也就是全省17個參賽縣市，

都派出軟網球隊，隊數和田徑一樣，達到參

賽率百分之百的紀錄，可見軟網當時在臺灣

盛行的情況。

軟網在臺灣光復之初相當普及，那個年

代網球及高爾夫器材非常昂貴，幾乎只有富

商和高官才打得起，打軟網的已經算是經濟

情況中上程度的運動族群。

到了20世紀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民

生富裕後如同日本一樣，許多打軟網的球友

漸漸改打網球（硬網），臺灣從北到南出現

一個現象，網球場上原先運動人口占「五五

波」的軟、硬網球「板塊」，漸漸成為網球

多過軟網。

二、來自中部鄉間

陳禎雄是在日治時代、1938（民國27）

年4月，出生於雲林的林內，他的父親是日

治時代土木工程營造商。他的童年則在雲林

度過，國小畢業後去高雄讀五年制的工業學

校。

他很感激父親當時讓他讀工科，而沒有

強迫他去讀一般高中，他從小個性內斂，凡

事喜歡追根究柢，但是不擅長表達；熱愛觀

察地球自然現象，也愛旅遊，但是要開口天

南地北講話與人交際，則一直視為畏途。

圖5　1984年陳禎雄（後排左6）

在臺南市辦理三個國家精

英薈集的國際比賽（照片

來源：陳禎雄提供）

圖6　陳禎雄先生是一位光學儀器專家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7　陳禎雄先生是我國少有的戰備光學儀器專家，曾獲

宋長志、鄭為元等前國防部長頒獎，左上的圖片為

研發步槍狙擊鏡測試（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註2 陳禎雄，面訪，臺南自宅，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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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三國邀請賽」受注目

1984年他在臺南市的熱心推展消息傳到

臺北，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以下簡稱軟

網協會）代理事長王捷陞請他承辦「三國軟

網精英邀請賽」。

這三國就是中華民國、日本、韓國，

其實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三個國家，在軟

網風氣很盛的臺南，三國的頂尖選手都來，

簡直就是世界盃級的比賽，球賽當天觀眾很

多，第二天報紙也都大篇幅報導。

當時臺灣派出男隊實力最強的劉宏佑／

黃建賓，彭鎮宏／賴永僚兩組，迎戰當時日

本排名第一的若梅明彥／藤原仲二，以及韓

國的韓秉湧／朱仁植。這一天從早到晚，在

臺南忠列祠後的「軟網專用網球場」大戰7

個小時，最後由我國的劉宏祐／黃建賓組封

王，彭鎮宏／賴永僚組亞軍，觀眾個個看得

大聲叫好。（註4） 

女子組由日本名將文違菊代／日比野獲

得冠軍，臺灣也派出兩組人，但是賴美束／

曾鳳珠只得第三名，廖彩華／廖玉惠又次。

這是當年臺南體壇的大事，陳禎雄辦得風風

光光。

中美斷交不久，我國為達國防工業自

立自強，陸軍成立「戰甲車發展中心」，他

的公司是少數獲邀參加的廠商；後來還成為

陸、海軍衛星工廠，產品不輸兵工廠。

由於他的製造品精良、交貨時程符合急

需，而且價格低廉，為臺灣的國防事業作出

很大貢獻，多次獲得國防部長宋守志、鄭為

元等人頒獎表揚。

陳禎雄曾經為採購特殊零件出國走訪各

地，有一次到了以色列，當地製造商帶他到

列為秘密基地的戈蘭高地工廠參觀，雖然我

國和以色列沒有邦交，但是工廠大門口高懸

我國國旗，展示和臺灣的友誼。

四、從臺南竹圍軟網球場開始

陳禎雄天生愛運動，小時候在鄉下地方

就養成愛爬山、愛走路、愛游泳的嗜好，在

臺南上班、開公司時，接觸到軟網，更是一

沾上就放不開，養成一輩子打軟網習慣。

他在33歲時在竹圍網球場學打軟網，後

來參加臺南市的「晨友軟網隊」，看到打球

人的堅強意志、爽朗個性，也體會出軟網運

動的同心協力、積極奮戰，以及不到最後一

分不能定勝負的特性，最適合臺灣人參與。

他在球隊裡從球員到經常贊助隊活動，

協助培養選手，慢慢成為臺南市軟網委員會

的委員、主委。（註3） 
圖9　臺南的「國際軟網邀請賽」剪報（照片來源：劉宏祐提供）

圖8　1986（民國75）年，陳禎雄在區運會場和臺南市隊合影（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

註3 陳禎雄，面訪，臺南自宅，2017年5月23日。

註4 劉宏祐，面訪，臺北自宅，2017年6月18日。訪

問人蘇嘉祥。資深媒體人，前民生報體育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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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他和副理事長蘇鴻慶、常務理

事許尚武到北京參加「國際軟網總會理事會

議」，商討1990年北京亞運列入軟網示範賽

的規程章程；在這裡他認識了許多中國大陸

體育人士，對後來交流有許多幫助。

九、曼谷亞運成關鍵一役

1990年的軟網列為示範種類，中華臺北

男團打敗日本、韓國得到金牌，是當年中華

代表團第一個將「會旗」升到賽場最上端，

高唱「國旗歌」的團隊。後來又有棒球也得

到示範賽金牌，可惜正式比賽種類未得到任

何一塊金牌。

1994年亞運在軟網的「宗主國」日本舉

行，軟網順理成章成為正式的競賽運動，廣

島比賽場改用「日式草沙球場」，中華隊秣

馬厲兵毫無懼色，又在男子團體賽得到一面

金牌，女團得到銀牌，另一組男雙銅牌。當

年中華代表團只得到七面金牌，軟網隊作出

了貢獻。

當時在海軍服役的劉宏祐，受邀和學

長黃建賓搭配，打敗日本、韓國選手得到冠

軍。他特別將剪下的報紙呈現，並且回憶當

時在臺南市受到許多球迷加油助陣，很受感

動。劉宏祐第一次打敗當時大名鼎鼎的若梅

明彥，受到日本教練特別注意，不斷以攝影

機拍下他的動作。

陳禎雄將惜別晚會安排在健康路「鄉村

俱樂部」，三國選手和臺南市體育界熱情交

流，讓劉宏祐至今回味無窮。

六、擔任第七屆世錦賽總領隊

陳禎雄在臺南市成功地辦了「三國精英

邀請賽」後，他的熱忱、能力受到軟網協會

青睞，1985年他當選為軟網協會理事，1987

年更受到理事長楊基銓禮聘為第七屆世錦賽

的總領隊。

中華隊在前一屆的1985年世錦賽，曾

創下包辦男子組團體冠軍、個人雙打賽前四

名，締造史稱「第一次名古屋大捷」的輝煌

紀錄，中華隊的戰技已經可以和日本、韓國

並駕齊驅，很受重視。

帶領中華隊的陳禎雄身負重任，率部

隊來到漢城（今首爾），他對選手們許下承

諾，只要打敗日、韓選手獲得冠軍，有功選

手都有重賞，並保證賞格超過先前世錦賽的

紀錄。

比賽期間陳禎雄對選手照顧備至，但可

惜韓國洞悉臺灣選手擅長在室內PU球場發揮

「低切發球」戰技，他們在漢城採用臺灣、

日本選手都不能適應的「韓式沙土球場」，

中華隊只在這次比賽得到三面銅牌。

八、拉中國大陸進軟網圈

1987年的世錦賽閉幕後，臺灣、日本、

韓國等三個軟網創始元老國有鑑於整個國際

體壇紛紛接納中國，1984年洛杉磯奧運中國

大陸參賽還得到14面金牌，總排名第五名，

各種運動總會都有中國大陸隊參加，三國

大老提出問題：「國際軟網家庭要如何自處

呢？」

1986年的亞運在漢城舉辦完畢，並且

決定下一屆於1990年在北京舉行，日本軟網

界最資深的宮本行夫先生提出重新修改亞洲

軟網聯盟的組織章程，採用「IOC模式」，

接納中國大陸隊進入，中華民國隊改名、改

旗……。這是大勢所趨，軟網協會經報備後

接受重新改組亞洲及國際軟網總會的組織章

程，並且接下和中國大陸隊接觸，協助他們

建立球隊的任務。

1988年在日本名古屋，重新啟動的第一

屆亞錦賽首次有中國大陸隊參賽，比賽期間

舉行亞洲軟網聯合年會，參加的十個亞洲國

家通過將軟網推進「北京亞運」的議案。軟

網協會理長歷年均由華南銀行董事長擔任，

並贊助經費，由於身為銀行高層人員不便出

面，這時陳禎雄已經有多次進出大陸經驗，

他愛旅遊也順便結識體育界人士。

圖10　軟網名將宏祐南征北討戰績輝煌，

詳細剪報記錄軟網隊光榮戰史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11　1995年在日本岐阜世錦賽期

間，陳禎雄（左4）和泰國體

育署長及我國體總會長郭宗

清（左3）等人合影（照片來

源：蘇嘉祥攝影）

136 137



臺灣及東亞軟網的功勞者     陳禎雄

十、承辦1999年桃園「世錦賽」

臺灣作為軟式網球的三個創始會員國，

原先大家約定由日本、韓國、臺灣輪流承辦

世錦賽，但是在1989年原由我國取得承辦

權，卻未能履約辦理比賽，紀錄上一直掛著

「停辦」。

1995年第十屆世錦賽在日本岐阜舉行

時，陳禎雄是軟網協會理事長，在日本、韓

國交相堅持下，陳禎雄硬著頭皮接下1999年

須辦第十一屆世錦賽的重責大任。

這時臺灣的體育環境不是很理想，當

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現改制為教育部體

育署）的年度預算不多，網球場更是大大缺

乏，陳禎雄為了尋找辦理世錦賽的場地，分

別拜訪過臺中市、臺南市政府，但是都以經

費有限被婉拒，最後轉向位在桃園縣龜山鄉

（現改制為桃園市龜山區）的國立體育學院

（今國立體育大學）探詢，當時的校長邱金

松先生很熱心地答應，接任的葉憲清校長也

很努力地完成使命。

這次世錦賽籌備期間遇上臺灣「九二一

大地震」，震驚國際軟網總會各會員國，大

家紛紛問：「還辦不辦？」

所幸作為比賽用的一萬五千人大體育館

及其他設施未遭受破壞，第十一屆世錦賽如

期舉行，中華男女代表隊發揮前所未見的驚

人戰力，在總計六個比賽項目中，包辦了男

團、女團、男雙、女單四個冠軍，創下我國

軟網參加國際比賽最輝煌的佳績。

但是，四年後的亞運將由泰國曼谷承

辦，這是一個「軟網沙漠」的國家，所有亞

洲軟網球員憂心不已。

在此之前，軟網已經在1993年的第一屆

「上海東亞運」再度列為「示範賽」，但是

繼廣島亞運之後，在1997的釜山東亞運提升

為正式比賽種類，並且取得2002年釜山亞運

承辦權；軟網家族不願軟網在曼谷中斷，他

們知道只要在1998年的曼谷亞運出現軟網，

再由2002年釜山亞運銜接，軟網連續三屆出

在亞運後，就可能成為永久必辦運動種類。

（註5） 

陳禎雄先生和日本軟網教師宮本行夫知

道曼谷亞運掌握了軟網「是否能永遠站在亞

運舞臺」的生殺大權，乃結合臺、日雙方的

智囊，研究策略、分工合作，希望在1986年

亞運競賽種類決定最後期限之前，將軟網推

進官方運動種類。

這期間，陳禎雄許多次奔走在泰國、

日本、北京之間，了解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OCA，以下簡稱

亞奧理事會）的「運動委員會（Sports Com-

mitte）」的運作方式，打聽「決定設項與否

的關鍵人物」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最後一

刻得到軟網確定會在曼谷亞運設項的答覆。

中華軟網隊在曼谷亞運包辦男雙金牌、

銀牌，但是更重要的，軟網成為亞運家族裡

一員，從1994到2018年的亞運，每一屆都有

軟網競賽。

圖13　1999年軟網世錦賽之前，我國前體委會主委趙麗雲（中）會見朴相何會長

（左3），陳禎雄（右3）陪同（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圖12　陳禎雄（左）和中國大陸的亞奧理事會運動委員會主席魏紀中，在

1995年的北京飯店（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註5 陳禎雄，面訪，高雄，2017年7月22日。訪問人蘇

嘉祥。資深媒體人，前民生報體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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