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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彥先生在2011年10月初辭世，但他

的後人繼續襄助我網球運動，影響層面既深

且遠。筆者擔任體育記者，在採訪我國網球

選手參加國內外活動時，有幸長期觀察斌彥

先生的所作所為，在敬佩之餘，為讓後人緬

懷斌彥先生的嘉言懿行，更進一步體現承先

啟後的使命，特將長期觀察所得，以「敘說

研究法」，將斌彥先生與網球的生命故事，

加以詳細記述成本文，是為使敘述內容更加

豐富，特再輔以文獻探討以及深度訪談斌彥

先生子女，海內外網球界教練、球員、行政

人員，以增加本文之精彩度與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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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網球的守護神

壹、前言

我國網球發展在最近20年取得傲人成

績，繼王思婷在亞洲網球錦標賽得到6次單打

冠軍、世界大學運動會（簡稱世大運）奪得4

面網球金牌後，中華網球隊也在亞運已得到

6塊金牌；詹詠然在滿貫級的「四大賽（即

澳洲網球公開賽、法國網球公開賽、溫布頓

網球錦標賽、美國網球公開賽）」得到兩次

雙打亞軍後，謝淑薇更了不起，得到兩次「

四大賽」女子雙打冠軍，而在2013年終大賽

冠軍後，更躍升為女子職業網球協會（Wom-

en’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WTA）的WTA

世界雙打排名第一。

網球一直被視為是「貴族運動」之一，

原被認為是亞洲人及華人的弱項，我國到20

世紀80年代以前，網球選手出國比賽一直

處於挨打地位，但是1991年起情況有了較

大的轉變，臺灣逐漸變成亞洲網壇主角之

一，2013、2014年臺灣被亞洲網聯（Asian 

Tennis Federation，簡稱ATF）評定為亞洲

三大強國之一。（註1）

這一切變化得多謝一位楊斌彥先生的高

瞻遠矚、真知灼見，也要感謝他急公好義、

勇於贊助，30多年來不斷金援網球選手出國

比賽、舉辦學童網球賽、國際職業網賽、擔

任國家隊領隊……。臺灣網球成績才能從平

淡走向亮麗，從默默無聞到網球強國。

楊斌彥先生半生奉獻網球，為我國培

育許多少年、青少年及職業選手，讓臺灣在

國際網壇發光發熱，他幫助過的網球選手無

數，其中以長期擔任中華女網領隊或榮譽領

隊，贊助王思婷、詹詠然、謝淑薇、張凱貞

等選手，為我國贏取許多錦標最受人讚譽。

註1	 亞洲網球聯盟印度籍會長坎南（Ani l Kuma r	

Khanna）於2014年5月來臺北訪問時，在中華民國

網球協會歡迎會上表示。

圖1　楊斌彥壯年時球姿優美，發球有力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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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事略

楊斌彥先生是在1926（民國15）年11月

8日出生於臺北市大稻埕，父親楊朝金任職於

日據時代「安田生命」保險公司，後轉「田

代商事」，朝金先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

影響楊斌彥好學敏記、知書達禮、精明幹練

人格特質甚巨。

楊斌彥先生體型雖不壯碩，但喜愛運

動、反應靈敏，小學時即愛打軟式網球，後

來專心潛學考上日據時臺北第二中學（今成

功中學），這是當時臺灣人能讀的最好中

學。臺灣光復那年（民國34年）他考上臺灣

大學化學工程系，認識了多位當時灣最優秀

的化工精英，他們後來一起成立四維公司、

研發適合臺灣現代化的新穎化工產品，也一

起協助網球發展。

1974年他熱衷於打軟式網球，成立「慧

星軟網隊」，天天和隊員們一起運動，還帶

他們到韓國參加友誼賽。1978年第一次看到

國中生的「竹崎網球隊」在臺北比賽，被這

一群來自山上的小朋友網技精巧、鬥志高昂

感動，決定要嘗試幫助他們。1979年贊助2男

3女總計5位青少年網球選手到西德集訓兩個

月，並參加國際比賽，寫下臺灣年輕選手第

一次出國訓練、比賽紀錄。第二年又帶小選

手到西班牙訓練。1980年成立「四維女子網

球隊」在「民生盃網球賽」，打敗國手級陣

容的「臺電」隊得到冠軍。斌彥先生擔任中

華網球協會管理委員會顧問；1981年四維女

網化身的「中華女網隊」參加在日本舉行的

「聯邦盃（Fed Cup）」女網賽，中華隊第一

場打敗紐西蘭，創我國女網隊在國際比賽首

勝紀錄，翌年又勝芬蘭。表現優異的女網球

員進入四維公司上班，球員上午處理公事，

下午練球。

1991年在臺北市立網球場連續舉辦四場

ITF衛星級的「四維女網賽」，王思婷包辦四

場單打賽冠軍，WTA世界排名進步100多名，

從444名跳到269名，從此可以打更高層級的

「挑戰賽」。1993（民國82）年楊斌彥召開

記者會和王思婷簽約，連續三年贊助王思婷

和教練出國比賽，總金額600萬元。這是四維

公司贊助臺灣職業網球選手的啟始，後來陸

續有謝淑薇、翁子婷、陳宥安、詹詠然、詹

瑋、張凱貞……等選手接受贊助，直到2014

年仍有兩位持續受助。

1994（民國83）年在三重市光榮國小開

辦「四維膠帶盃學童網球錦標賽」（簡稱四

維學童網賽），分為六年級、五年級、四年

級三級六組比賽，第一年參賽者有盧彥勳、

陳迪、王宇佐、莊佳容、謝淑薇……等人。

每年分春、秋兩季辦兩次比賽，將青少年網

球的概念往下提前到「少年」，也就是10歲

學童就可以參加比賽，符合世界潮流，也奠

定我國少年網球在10年後開花結果契機。（

註2）

1995年楊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以下簡稱中華網協）理事長，更加大刀闊斧

舉辦國際比賽，選派選手出國參加比賽，還

引進優秀外國教練來臺指導，親自到澳洲、

英國「四大賽」現場為我國選手加油，參加

國際網球協會（Inter national Tennis Fed-

eration，簡稱ITF）年會。並開拓海峽兩岸

網球交流先機，率隊到天津比賽、建立互訪

合約。

2005年楊斌彥鼓勵已經宣布退出比賽

的何秋美參加「聽障網球賽」，她參加國內

選拔、集訓，2007年居然以43歲年齡在德國

慕尼黑的世界聽障網球錦標賽，和姊姊何秋

香一起得到女子團體賽冠軍，為臺灣在國際

體壇寫下新的一頁。何秋美一邊上班一邊練

球，後來又在2009年臺北聽障奧運（Deafly-

mpics）、2013年索非亞「達運」（Deaflym-
註2	 蘇嘉祥，《Service！——楊斌彥奉獻網球的故

事》，臺北：中華民國網球協會，2012，62-68。

pic Games，即聽障奧運，2012年以後統一改

稱為「達運」）得到銀牌、銅牌，2014年在

美國的「世界聽障網球錦標賽」再度奪得女

團冠軍。

楊斌彥先生在生前出任2009年臺北聽

奧中華網球隊領隊，2011年過世後他的公子

楊蔚萌遵父遺囑繼續贊助聽障網球運動，不

但延續由四維公司經理級高階人員張約翰擔

任總教練，總管球隊訓練、後勤總務，並在

集訓、比賽期間給予公假；還贈送隊員零用

金，贈送全隊比賽球衣。

圖2　2008年澳網公開賽，謝淑薇打進第四輪，後來她

成為世界女雙排名第一，是臺灣選手最佳成績 

（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圖3　2006年詹詠然在「多哈（Doha）亞運」獲得一金一銀

牌，返臺後獻吉祥物「羊羚」給楊斌彥先生（照片來

源：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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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982年四維女網隊在第二屆民生盃獲女甲

組冠軍，領隊楊斌彥（後排右3）從大會

會長王效蘭手中接過冠軍獎盃。第一代四

維選手包括：溫秀專（前排右起）、林素

幸、林素茉（照片來源：民生報，蘇嘉祥

翻拍）

圖5　1979年楊斌彥（左3）飛往德國探視他

贊助的青少年網隊訓練情形，左起：溫

秀專、何秋美、劉玉蘭、龔飛彪、李紀

唐、馬偉開（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

公司，蘇嘉祥翻拍）

2007年四維贊助的詹詠然和另一位莊佳

容選手，在年初的澳洲網球公開賽得到女雙

亞軍，這是臺灣選手第一次在網滿貫級的「

四大賽」公開組打進決賽，舉世揚名。楊斌

彥在四維尾牙宴上頒獎鼓勵，她們兩位選手

後來又在美國網球公開賽女雙得到亞軍，詹

詠然在2014年仁川亞運得到女子團體金牌、

和妹妹搭配獲女雙銅牌。

外交部在2008年頒發「外交之友」獎章

給楊斌彥，部長黃志芳讚揚他做的事比外交

部同仁還多。稍早於2007年亦獲頒行政院體

委會「全民運動推展獎」。

2011年他獲中華網協敦聘為「榮譽理事

長」，主持第卅三屆四維學童網賽」，10月9

日凌晨與世長辭。

參、在體育上的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高瞻遠矚新觀念，栽培幼苗、重視青少

年培訓，影響我國網運深遠

臺灣體壇有很多企業家協助「冠名」

辦理比賽，組織職業球隊或企業球隊參加聯

賽，經常在媒體曝光露臉；但是肯出錢辦理

國小二年級到六年級的「少年級」學童比

賽，甘願悄悄育苗、默默無聞、行善不欲人

知，而且長達20年、共計40屆的企業家幾乎

少之又少。

楊斌彥和他的「四維學童網賽」從1994

（民國83）年春天開辦第一屆，到2014年剛

好滿20年，每次比賽時但見六、七面網球場

全是小毛頭，有的小學二年級球員身高只有

140公分，比網球拍高不了多少，但揮拍殺球

依然虎虎生風，有板有眼。基層比賽全是沒

有知名度的小朋友，「四維學童網賽」經常

引不起媒體注意，但是四維公司在老總裁楊

斌彥交代下，賽會人員毫不在意。一年辦兩

次，除了2002年SARS病毒肆虐停辦一次，每

一屆都引來數百位小學童參賽，到2014年春

天已經辦了39屆。

網球運動是國際間很受重視的熱門運

動，由於獎金高、媒體重視，打網球在國際

體壇已成為揚名致富的捷徑，一場「四大

賽」單打冠軍可獨得200多萬美元（新臺幣

7000多萬元），加上媒體露臉機會多、廣告

代言也多，排名前20名的球星年收入上億，

所以競爭非常激烈，選手接受訓練、比賽的

年齡逐年下降，網球訓練一定要從6、7歲就

開始，成為非常重要的新觀念。

楊斌彥先生具有國際觀，常接觸國際

訊息，知道網球訓練要從小朋友開始。20多

年前我國卻只有辦理18歲以下的青少年比

賽，後來雖有進化到16歲級但仍顯不足，楊

先生乃從自己公司提撥經費辦理「四維學童

網賽」，造福了今天謝淑薇、詹詠然、盧彥

勳、王宇佐、楊宗樺、張凱貞……等許許多

多臺灣名將級網球選手。（註3）

註3	 蘇嘉祥，《民生報》，1990.05.11，體育版。

圖4　1974年楊斌彥（左4）贊助慧星女

子軟網隊，在臺北市立網球場參加

比賽。和教練黃進財（左3）。選

手劉慕沙（右4）、劉玉蘭（右2）

、彭淑美（右6）等合影（照片來

源：劉玉蘭提供，蘇嘉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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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贊助選手鍥而不捨──再造謝淑薇成為

WTA世界女雙第一名

網球是國際體壇熱門運動，1877年第一

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The Championships 

Wimbledon）問世後，這項運動成為上流社會

主要社交活動會場，100多年來演進成職業大

賽，全世界各地每年有五、六百場有獎金、

積分的比賽，場場都吸引媒體注目。（註4） 

以前臺灣、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在這項運

動只能扮演「配角」，1958年臺灣第一次參

加亞運網球賽，1972年臺灣第一次參加男子

「臺維斯盃」（Davis Cup）、女子「聯邦

盃」團體網球賽，但是成績不理想，第一次

臺維斯盃比賽首仗出戰越南，不但五場比賽

全輸，而且連一盤都沒贏，有一場單打還被

對手剃光頭，06、06、06；女子隊參加在倫

敦的聯邦盃比賽，由於我國有位選手年齡已

達60歲，還被禁止進場比賽。

總體來講，在1980年以前，我國網球在

國際網壇幾乎無籍之名。但是最近20年，我

國網球選手不斷在國際比賽傳來捷報，從王

思婷頻頻在亞洲網球錦標賽得到冠軍、在亞

運及世大運勇奪金牌；詹詠然／莊佳容得到

澳網公開賽女雙亞軍，到2013年在天津東亞

運包辦5面金牌；2013年謝淑薇更是異軍突

起，在一年內創下許多輝煌戰果，目前成為

世界女雙排名第一高手……，都使全世界正

視正視臺灣的網球成就，國人也認為網球現

在是我國強項運動之一。

註4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Player	 Ranking,”	

＜http://www.wtatennis.com/＞，2014.05.31檢索。

註5	 維基百科，〈謝淑薇〉，＜http://zh.wikipedia.org/

wiki/%E8%AC%9D%E6%B7%91%E8%96%87＞

，2014.06.08檢索。

更有甚者，他在1979（民國68）年就是

我國第一位有培植青少年選手概念的「先知

者」，這時臺灣還是「戒嚴」時期，出國一

趟很不容易，楊斌彥先生卻資助15、16歲青

少年選手到歐洲、到美國受訓，同時也送軟

網隊到韓國比賽，而他的公司產品並沒有網

球相關器材，他也沒有從網球選手的新聞中

獲得廣告利益。協助嘉義竹崎國中網球隊到

臺北是楊先生計畫中的第一件「網球工程」

，他提供工作機會、豐厚的薪津；重要的是

還有足夠的練習時間，讓這群阿里山下的網

球天才們，沒有後顧之憂地繼續打球、上

班，在當時這是除了籃、足、排、棒球四大

運動有「半職業球隊」之外，私人企業為國

家照顧運動球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佳話。

楊斌彥先生照顧球員有始有終，何秋

美在四維上班超過30年，她從「全國網球排

名賽」會場宣布退休後，楊先生要她繼續上

班，並協助訓練三重、樹林地區及臺北市陽

明中學的學生球隊、造福青少年。他高瞻遠

矚，知道要和全世界網球強國爭一口氣，一

定要從幼苗、從根做起。辦小學生的比賽，

一定得忍受媒體不報導的寂寞，也不會有政

要官員參觀，但四維默默地辦，已經歷20

年，在臺灣體壇少見，卻影響深遠。

這一切成果都和楊斌彥先生30多年來始

終如一愛護網球、照顧網球選手有關，尤其

是他獨具慧眼，呵護有天分、有主見的謝淑

薇長達十多年，中間一度中止，後來規勸謝

淑薇重返家園、重新投入訓練，又繼續贊助

的戲劇性曲折過程，顯現楊斌彥諄諄教誨、

重視倫理，也識才愛才、善於折衝的能力，

臺灣才擁有一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網球選手。

謝淑薇於2 0 0 1年轉入職業比

賽。2008年澳洲網球公開賽單打進入

第4輪、2012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單打

進入第3輪，皆創下臺灣女子選手在該

兩項大滿貫賽單打最佳成績。2012年

獲得生涯首座WTA單打冠軍（吉隆坡）

，是自1996年王思婷後臺灣第一位選

手。2013年於溫布頓網球錦標賽中，

與彭帥搭配奪下女子雙打冠軍，為臺

灣選手第一座大滿貫賽事冠軍；同年

與彭帥搭擋，取得WTA年終總決賽女子

雙打冠軍，這是亞洲選手首次在WTA年

終賽獲得冠軍。2014年5月12日，謝淑

薇正式登上雙打排名第一，為臺灣第

一位世界女子雙打第一的選手，而她

單打最高排名第廿三名也是臺灣選手

最高紀錄。2014年6月8日，謝淑薇和

彭帥又以盤數直落二，贏得法國網球

公開賽女雙冠軍，為首位獲得法網公

開賽女雙冠軍的臺灣選手。（註5）

圖7　2011（民國100）年楊斌彥最後一次出席「四維學童網賽」和小朋友、網球理事長廖裕輝

等人合影（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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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	 蘇嘉祥，《Service！——楊斌彥奉獻網球的故

事》，163。

楊斌彥先生支持過的選手很多，謝淑薇

是其中很有天分卻又特立獨行的一位，楊斌

彥細心觀察、用心照顧，一度放棄、兩度贊

助，終於感動這位「天才選手」，讓臺灣選

手在相隔16年後，再度奪得WTA女網冠軍，並

打進2012年倫敦奧運會，2014年她更是WTA世

界女雙兩項「四大賽」冠軍、世界排名第一

的選手。

1994年11月25日謝淑薇第一次參加四維

學童網賽，以三年級生向四年級選手挑戰，

在決賽爭后戰，以1：4落後的竹市戴熙國小

8歲小將謝淑薇，不斷鼓勵自己「要拚、要

拚」，一路追趕成7平，之後又連下兩城，終

以9：7擊敗高市民族國小莊佳容，比賽花1

小時又21分鐘，創下最長比賽紀錄，雖然辛

苦，卻換來一座冠軍盃。這是她第一次參加

四維公司的比賽，紀錄至今尚未被破。

謝淑薇三、四、五、六年級的8個學期，

除了有1次被選上「中華世少」，代表出國比

賽而未參加外，其餘7次「四維學童網賽」比

賽全勝獲冠軍盃。

四維公司楊斌彥先生在2001年7月宣布

贊助謝淑薇，希望她為臺灣爭光。但是謝淑

薇對父親的教學方法有意見，她自2001年年

底起，常和父親爭執，2002年她入選「釜山

亞運」網球國手，而且是評估可得金牌的團

隊，但在8月，當中華亞運代表團備戰集訓到

了最後階段時，謝淑薇突然不告而別，網界

掀起波瀾。當時報刊有這樣報導：釜山亞運

女網奪金關鍵人物謝淑薇鬧出與父親教練謝

子龍關係惡化，離家出走，影響亞運奪金計

畫，謝子龍萬分沮喪，並表示已經向網協提

出辭呈，辭去亞運教練職，中華網協雖然全

力慰留，但謝子龍辭意甚堅。

2002年釜山亞運中華女團只得到銅牌，

謝家父女失和，淑薇出走，四維公司經7、8

個月勸導仍無法挽回，最後只好在2004年宣

布停止贊助。2001年至2003年是四維公司第

一次贊助謝淑薇，2003年形同半退休的謝淑

薇排名一度掉到800多名，年度為653名。

2006年謝淑薇回到高雄和家人一起過

年，也和父親一起會商年度比賽計畫，謝淑

薇又露出她的招牌笑容。謝淑薇由父母親陪

同一起去看楊斌彥，老董事長像迎接失散多

年的親人，告訴她：「打球像創業一樣，都

要認真。你的天賦很好，我想再給妳機會。

妳一定要孝順父母，才會成為成功的人……

。」（註6）

楊斌彥第二次贊助至今一直沒有中止，

即使她已從職業網賽賺進200多萬美元，四維

仍持續支持她的訓練費用。

謝淑薇瀟灑一如過去，但現在凡事較

深思，也會照顧哥哥、弟弟、妹妹們，不斷

鼓勵他們努力練球，也省吃儉用幫忙弟妹打

國際巡迴賽，買下小套房給父親、弟妹們使

用，並帶著謝淑映打5萬美元級雙打，2012年

創造一家3人同一天在東南亞2個不同比賽獲

三個冠軍的佳話。

圖8　1977年在竹崎「薛公館網球場」，竹崎少年網球隊的合影照（照片來源：張約翰提供，蘇嘉祥拍）

圖10　1994年「四維學童網賽」六年級男組冠軍盧彥

勳（左），接受楊斌彥先生頒贈家電獎品（照

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圖9　2002年「四維學童網賽」頒獎，包括楊宗樺、張凱貞等優秀選手接受

獎盃、獎助金鼓勵（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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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年內連續辦15次國際職業賽──造福

臺灣選手

楊斌彥先生資質聰穎、理財有方，他開

臺灣工業界先河，在光復之初率先設立膠帶

公司，生產各種尖端科技膠帶致富。對於臺

灣的網球運動，他一點也不藏私，很捨得為

網球選手製造機會，爭取積分、搶排名為國

爭光。

楊斌彥臺大化工系畢業，熟讀中、英、

日、德文，也對網球規則、比賽制度熟稔，

他知道年輕網球選手到國外打比賽賺獎金、

搶積分很辛苦，但是如果在我們國內辦比

賽，就可以讓很多臺灣的選手就近提高排

名。

他在20世紀（90年代）以大刀闊斧的

氣勢，連續兩年在臺北市立網球場及

大臺北區各網球場，總計辦了15次國

際賽。每年夏天發動國內所有網球

界，以一個月四周時間，連續辦8個1

萬美元的「衛星級」男、女子職業網

賽；其中第一年只辦3個男子賽，總計

兩年辦了男、女15次國際賽，為臺灣

選手也為亞洲地區選手創造許多提高

排名的機會，手面之大至今仍少見。 

（註7）

1985年在臺灣出現一位天才型的少年選

手──王思婷，她在國小六年級、12歲時，

就得到全國冠軍，超越原先的謝麗娟、溫秀

專、何秋美等三人，成為臺灣的新希望。

但是礙於WTA的規定，選手未滿14歲不得

打聯邦盃和職業賽，王思婷只能在世界各地

打青少年比賽。1987年她在美國網球公開賽

和韓國的金一順搭檔得到青少女雙打亞軍，

年底獲「橘子盃」14歲級冠軍；1988年在表

演賽2：1贏過香港的職業名將希麗敏。

這時楊斌彥看出年滿18歲的王思婷，

將是臺灣網球未來的寄託，如果她和四維現

有女子隊搭配，將可讓臺灣女網推向新境

界，1988年、1989年王思婷兩度參加10萬美

元的「WTA大獎賽級」的臺北女網公開賽，都

是在第一輪失利，排名還在四、五百名的王

思婷顯然還不是A咖的對手。

楊斌彥多次向網球協會表示：「有什麼

可幫忙的嗎?」

1991年春天，中華網協向ITF註冊，取得

在暑假舉辦4項1萬美元女子、3項1萬美元男

子，屬「衛星賽（Satellite）」層級的「四

維盃國際網球巡迴賽」的資格，7項比賽總經

費約新臺幣500萬元，全部由四維公司贊助。

楊斌彥知道臺灣選手如果參加5萬美元級的大

比賽，和外國選手差距大，贏不了，就取不

到積分、也沒有獎金；不如辦層級最小的比

賽、讓臺灣選手循序漸進，積少成多，提高

排名、推向國際。比賽從8月4日開始，整整

打了四周，共計1個月，比賽地點隨著天氣變

化，遍及北臺灣的桃園楊梅陽光山林、桃園

國立體育學院室內網球館、陽明山聯誼社及

主場──臺北市立網球場，這是我國網球史

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單一比賽。

圖11　1981年東京「聯邦盃」女網賽開幕典禮上，海峽兩

岸隊長握手，右為何秋美（照片來源：劉玉蘭提

供，蘇嘉祥翻拍）

圖12　楊斌彥先生（中）80歲大

壽時，他幫忙過的女選手

回來送花祝壽，包括翁子

婷（右起）、謝麗娟、劉

玉蘭、王思婷、賴素玲（

左4），佳賓盈門（照片

來源：蘇嘉祥攝)

圖13　1991年王思婷參加「四維盃國際

網賽」四周拿四個冠軍（照片來

源：民生報，蘇嘉祥翻拍）

圖14　1994年日本籍的亞洲網球聯盟會長川廷榮一（右2）贈亞網

ATF紀念牌給楊斌彥（左2）、體總郭宗清會長（右1）。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註7	 蘇嘉祥，《民生報》，1995.05.15，體育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