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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亞洲運動會，我國獲得男子組團體、女子組
雙打及男女混雙組等三面金牌，加上多位職業網球選手
排名於世界前 50 之列，使我國躋身國際網球競技運動強
國之列，國內網球界均與有榮焉。為了解我國網球運動
發展的軌跡與策略，進而使網球運動永續發展，自有完
整探討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必要。本文在蒐集有關我國
戒嚴時期網球運動發展之文獻後，由政治、教育、體育
政策、網球產業、民間推廣、軍中推廣、舉辦及參與國
內外網球賽事、重要影響人物等面向，探討我國戒嚴時
期（1949-1987）網球運動之發展，經分析文獻後發現戒
嚴實施初期，政治上處於海峽兩岸對峙與緊張不安定狀
態，經濟蕭條，網球運動因器材昂貴、設施少、且認識
網球運動的人口不多，因此推動初期並未普遍讓大眾所
接受。戒嚴實施後期，外貿增加，民生富裕，經濟逐漸
穩固，又因網球器材在臺灣生產且物美價廉，使得網球
運動得以穩定成長，也藉由辦理國際職業網球賽吸取經
驗及提升技術，逐漸與國際網球水準接軌，並以體育達
到國民外交之目標，為當時困頓的外交打了一劑強心
針。網球運動在社會賢達人士與企業舉辦國內與國際比
賽及軍中各軍種將領延攬網球專長選手，為該軍種爭取
榮譽之影響下，因而提升網球風氣及水準，也將網球推
展成為當時風行的運動項目。網球運動，在臺灣由貴族
轉向平民化，到現在成為亞洲網球強國，發展過程皆藉
助於政府政策、軍中推展、民間社會推廣及有心人士的
培育灌溉，才讓網球運動得以發光發熱，為國爭光。
關鍵詞：民生杯網球賽、極限杯國際男子職業網球、台
維斯杯、聯邦杯
聯絡人：邵心平，E-mail: shping@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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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 年亞洲運動會男子組網球團體賽、女子雙打及男女混雙均
榮獲得冠軍，女子網球團體也獲得亞軍，臺灣網球選手也有多位於
世界排名前 50 名之列，臺灣進而成為亞洲網球霸主。為了解我國
網球運動發展的軌跡與策略，進而使網球運動永續發展，自有完整
探討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必要。惟有關臺灣網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並
不多見，目前有李堂立先生之「國民政府遷臺後網球運動發展回顧
（1949-1960）」
，其結論為：一、臺灣光復，民生物資缺乏，網球運
動昂貴，從事網球運動人口少，民眾較喜愛由日本發明及推廣，平
價的軟式網球運動。二、籃球運動盛行，造成從事其他運動發展縮
減變少。三、網球運動推展單位，成立全國第一個推展組織「中華
全國網球委員會」
，代表著網球運動受重視及運動人口普遍；
「臺灣
網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0）」一文之結論為：臺灣網球推展
以國高中為先國小較後，女子選手比男子選手成績較佳，戒嚴初期
軟式網球從事人口比網球人口多，但也因軟式網球奠定了網球基
礎，國際賽會薰陶之下，進而發展盛行。為探討臺灣網球運動相對
完整之發展歷程，本文擬由政治、教育、體育政策、網球產業、民
間推廣、軍中推廣、國內外舉辦及參與網球賽事、人物等等面向探
討戒嚴時期（1949-1987）臺灣網球運動之發展，藉此了解戒嚴時期
網球運動發展之歷程與脈絡。

貳、戒嚴時期之時代背景
一般而言，一個運動種類的發展，大致受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與地區特性之影響，網球運動在中國之發展亦有此現象，例如：
我國網球運動自 1885 年間，由侵華英軍將網球運動帶入中國，但
因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網球運動僅流行於貴族之間，因此，我國
在大陸期間網球運動的發展受到客觀環境相當程度之限制。臺灣網
球運動之發展則因日本統治 50 年間（1895-1945）
，推動學習由日本
發明的軟式網球運動為主，以及網球運動則因場地、器材、設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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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進口，十分昂貴，推動不易，加上日治後期積極備戰，物資缺
乏，經濟蕭條，導致臺灣網球運動在日治時期發展停滯。其後政府
遷臺，在政治、經濟、體育政策等面向均有不同之發展，以下即針
對我國網球運動之發展背景加以概述。
一、戒嚴時期的政治發展
民國成立，大陸地區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於 1948（民國 37）
年 12 月 10 日宣佈實施全國戒嚴。1949（民國 38）年 5 月 20 日由
當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先生宣布臺灣地
區實施戒嚴，以確保臺灣地區安定，俾能有助於戡亂工作。同年 12
月政府遷臺灣後，與大陸地區共產黨展開長時間緊張敵對狀態。當
時實施之戒嚴令，採取軍事統治，因此憲法所規定的基本自由人
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等各項自由受到嚴格限制。
1
臺灣地區實施戒嚴使臺灣民主化過程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但社會
安定也相對提供穩定之經濟發展基礎，在此期間政府實施三七五減
租、耕者有其田、幣制改革、十大建設等重大經濟政策及基礎建設，
使臺灣由農漁業社會順利轉型為輕工業社會，人民生活水準提高。
2
整體而言，戒嚴時期對臺灣社會與政治方面影響相當深遠，創造了
臺灣經驗及經濟奇蹟，讓世界各國稱羨。
1986 年 3 月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先生交付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
會研議解除戒嚴相關政策，並於同年 10 月 15 日決議，結束戒嚴統
治，由行政院送立法院研議通過，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起頒布臺灣
本島解除實施 38 年又 2 個月之戒嚴令，但臺灣鄰近大陸地區的金
門、連江及南沙則至 1991 年才廢止，並改為地方自治，也是世界
上實施最長戒嚴令的地區，長達 43 年之久。3

1

李筱峰，
〈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
，
《臺灣史上 100 件大事——戰後篇》
，
（臺北：
玉山社，1999）
，38-43。

2

維基百科，
〈臺灣歷史〉
， 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10 年 9 月 28 日檢索。

3

李筱峰，
〈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
，
《臺灣史上 100 件大事——戰後篇》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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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嚴時期，政府大力推動各項政策，透過動員戡亂體制與戒
嚴令之實施，創造安定政治環境，維護國家安全及營造有利政治、
經濟發展之條件，使國家訂定之各項建設計畫順利進行，經濟也於
本階段快速蓬勃發展。41971 年 10 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進入蔣經國先生主政時代，同年進行
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黨外人士康寧祥先生當選立法委員，促使中華
民國臺灣開啟政治民主化首頁。5但 1965 年 6 月底美國中止對臺灣
經濟援助，1971 年美國派國務卿季辛吉先生密訪大陸，61972 年尼
克森先生訪問大陸，使得臺美關係開始有所轉變，臺灣與日本邦交
也宣告斷交，致使中華民國臺灣於國際間處境艱難，至 1979 年「臺
灣關係法」確立，才使臺灣政治上稍有保障，透過經濟，文化、體
育與國際間交流之維繫，開啟臺灣務實外交之模式，體育外交成為
國家重要政策。7
二、戒嚴時期的教育制度
清末民初之教育制度以參考日本、歐洲、美國等強國之教育制
度為主，例如 1928 年 5 月國民政府大學院於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
教育會議，決議我國教育宗旨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推動「以充
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
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世界大同」之教育宗旨，
並於 1929 年 4 月 26 日明令公布。81929 年我國教育目標訂定之委
員以留美學者居多，所以美國教育模式成為我國初期教育制度主
軸。然配合國家政治需求及處於備戰狀態，留德學者程登科先生乃
力倡體育軍事化，主張以鍛鍊強健體格，培養民族正氣，自衛衛國
能力作為體育目標，軍事化體育政策成為政策主軸之一。
4

5
6

7
8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0）：91。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
，93。
張威克，〈臺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運動文化研究》，10（臺北，
2009.09）
：81-128。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
，93。
原春輝，《中國近代教育方略》（臺北：興臺，1962）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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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政府遷臺，隨即宣布戒嚴，當時教育部為遵循三民主義
教育政策，1950 年 6 月 15 日訂定戡亂建國教育，為貫徹此教育政
策，訂頒了各種教育實施方案及具體實施辦法。例如：1952 年 4 月
8 日頒布「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綱
要」
、1956 年 1 月 18 日公布「加強各級學校學生體態訓練實施綱要」
及 1962 年 2 月 14 日通過，於同年 6 月 16 日通令全國各級學校實
遵照實施「生活教育方案」
，9教育政策重點在於加強三民主義教育，
以確立學生中心思想，強化反共意識；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以發揚
民族精神；恢弘固有道德；積極輔導失學青年，予以收容並施以教
育；修訂各級學校課程，以符應戡亂建國需要；加強生產勞動教育，
以培育生產之能，養成勤勞儉樸習慣，培育生產建設人才；實施文
武合一教育，以配合軍事需求，訓練國防幹部，擔負戡亂復國責任；
獎勵學術研究，以鼓勵國防及生產上之科學發明；致力轉移社會風
氣，以恢宏為國犧牲、公正無私之精神。10然，一切教育政策實施，
均配合戡亂建國之教育及遵循三民主義教育政策。
1967 年 6 月 27 日，蔣中正先生於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中昭示：
我們要繼續推動耕者有其田政策，成功之後再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
育計畫。並於 1968 年 4 月 17 日，總統府即以臺統（一）義字第五
○四號令，明令實施九年國民教育。11由此可見，戒嚴時期教育政
策重點以反共復國之教育政策，配合軍事之需要為主要政策，屬於
教育一環之體育，自然需要配合教育政策之發展。
三、戒嚴時期的體育政策
「體育」一詞在國內學術界一向都被定位為教育之一環，體育
本質屬於目的化的身體活動。12因此，戒嚴時期之體育政策亦配合
國家教育政策方向，實施培養尚武精神與鍛鍊強健體魄，以期自衛
衛國，並主動參與國際運動組織運作及賽事，戒嚴初期體育政策即
9

教育部，
〈第一編 總述 第一章 從抗戰復員到戡亂應變〉
，
《第三次中華民國教
育年鑑》
，3.1（臺北，1957）
：14-16（16-18）。
10
黃昆輝，
〈我國教育政策之歷史發展〉
，
《近代中國》
，40（臺北，1984）
：220。
11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
，41。
12
許義雄，《體育學原理》
（臺北：文景書局，1985）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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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事化體育政策為主要目標。13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以
普及國民教育為目標；1970 年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蔣介石先生開
幕典禮訓詞中，主張應注重「體育教育」，強調「德、智、體、群」
四育均衡合一發展，以期培養活潑自由的個人。14政府體育政策也
從軍事化轉向為教育化， 15 學校體育政策也轉為普遍發展國民體
育，以充實學校運動場場地設備、積極培育體育人才、配合社區推
展全民體育為目標。1971 年之前，中華民國為聯合國及各國際運動
組織會員國之一，仍能主動參與各項國際體育活動。但 1971 年我
國退出聯合國後，因外交挫敗，促使體育政策改變，轉而以競技化
體育政策為主要目標，推動提高參賽成績，增加世界能見度，宣揚
國威，並開拓國際活動空間之政策。但大陸地區政府處處打壓，降
低中華民國參與國際層級，壓縮外交空間，並處處阻擾參與國際賽
事。我國政府為突破外交困境，乃以參加國際體育運動競賽之機
會，展開實質外交，提昇競技體育運動成績為當時體育政策之主軸。
整體而言，戒嚴時期之體育政策以鍛鍊強健體格、培養民族正
氣、自衛衛國能力之軍事化體育政策及提昇競技運動成績、參加與
舉辦國際體育競賽，以突破外交困境為主要目標，網球運動在此政
策環境下，乃有充分發展之空間。
四、網球拍產業王國
臺灣網球運動發展過程中，網球拍產業的發展亦佔有重要之地
位，六〇年代中期，當時臺灣製造之網球拍在國際網壇造成旋風，
在高峰時期，全世界網球拍有 50％是臺灣製造，其中碳纖維、石墨
纖維等球拍等高級拍 80％皆由臺灣製造供應，臺中縣山河森工廠則
為網球拍廠始祖。事實上，臺灣網球拍之製做技術係承襲自日本，
加上自己成立研發團隊、創立研究室、實驗室，製造出世界第一的
滾筒纏繞法及滾筒纏繞機，奠定世界第一製造網球拍技術，使網球

13
14
15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
，128。
張威克，〈臺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
，《運動文化研究》，10：81-128。
徐元民，
〈臺灣地區戒嚴期間學校體育思想之演變（1949-1987）〉
，《1993 海峽
兩岸學校體育學術研討會報告書》，
（臺北，1993.6）：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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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成為物美價廉的產品，網球器材產業也成為造就臺灣經濟奇蹟的
重要產業。16臺灣辦理國際網球賽事時，各國選手至臺灣比賽，臺
灣網球拍廠商不僅接待選手，提供選手球拍、球衣、球鞋等產品，
也簽約贊助選手，提高臺灣製造球拍及相關產品之國際口碑，造就
了臺灣品牌於世界網球運動中的地位。17網球拍產業廠商也紛紛投
入臺灣網球運動推展，提供網球器材給臺灣選手試打及使用，並投
入辦理國際網球賽事及贊助訓練經費，其中首推肯尼士公司老闆羅
光男先生，贊助選手不計其數，羅光男先生成為臺灣網球運動發展
之一大推手。臺灣網球拍產業王國的地位，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具
備一定程度之貢獻，更為網球運動之發展提供相當之資源對臺灣網
球運動推展有直接貢獻。
整體而言，戒嚴的特殊政治體制，一方面積極拓展國際發展空
間，一方面影響了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發展經濟，均
創造網球運動發展的條件。

參、戒嚴時期網球運動的推展
我國網球運動發展初期，由於器材昂貴、設施少、且認識網球
運動的人不多，因此推動初期並未普遍讓大眾所接受，在學校體育
中之推展亦受到相當之限制，僅能仰賴民間及軍方積極推動，使我
國網球運動之發展仍具備一定程度之績效，以下即分別敘述我國網
球運動之發展。
一、網球運動的推展
（一）民間從事網球之推展
日據時期臺灣網球運動普遍蓬勃發展，但當時提倡之網球為軟
式網球（庭球），而網球則因網球器材皆仰賴進口，價格昂貴、設
施少，認識網球運動的人不多，尚未普遍為大眾所接受，因此參與
16

17

吳泉源，
〈臺灣網球拍工業發展史口述歷史研究報告〉
，http://www.nstm.gov.tw
/files/, 2009 年 10 月 28 日檢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臺灣網球史〔20〕網拍世界──另類臺灣之光〉
，http:/
/w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23,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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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運動者大部分是由日本歸國之學者，還有一些隨政府撤退來臺
之大陸學者、黨政官員及富商，例如：張學良將軍即為網球運動愛
好者，不論在大陸或臺灣地區都有自己的網球場；孫仲連先生在政
府遷臺後亦大力推展網球運動，成立「全國網球委員會」，委員會
包含網球與軟式網球兩項運動。18推展網球必備的球場因受限於當
時經濟因素之影響，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臺北，亦僅有聯合網球
場、圓山飯店網球場、新公園網球場及愛國西路網球場，幸好臺灣
銀行積極推展網球運動，於全省各分行設置網球場，開展風氣。事
實上，日據時代臺灣即有廣大之軟式網球人口，而軟式網球運動者
轉而學習網球並不困難，因此，當時多數從事網球運動者亦為軟式
網球愛好者，也有不錯的成績。
在此時推動網球運動之人士中，印尼華僑蘇明德先生即為臺灣
南部推展網球風氣之先驅者，蘇明德先生以順暢打法及反拍抽球
（當時網球反拍打法多為切球為主）著稱，並以高壓式發球讓臺灣
網球界了解世界新潮打法。19他將網球運動推展至臺灣南部，成就
無數臺灣頂尖選手，例如龔飛熊、龔飛彪、林登文等人，均為當時
之網球好手。而推展臺灣北部網球運動的重要人士則為蔡川發先
生，蔡氏從中國上海來臺，於圓山飯店網球場教導網球，除了與來
訪國際盟友及國內官商要人球敘，並於閒暇之餘教授指導唐福順、
林永源、陳哲夫先生等人，造就了幾位臺灣球王，因此，蔡川發先
生自然列為臺灣早期影響網球運動的重要人士。
而在眾多推展臺灣網球運動人士中，馬幹先生則為推動青少年
網球運動之教父，馬幹先生為山東人，1920 年元月生，15 歲於濟
南中學學習網球運動，後服役陸軍保家衛國，任陸軍步兵排長時，
部隊駐紮地有空間就蓋網球場推展網球運動，並帶領陸軍網球隊參
加國軍運動會，獲得好幾次冠軍。馬幹先生於 1960 年在新竹成立
臺灣省各縣市第一個地區性網球委員會，並栽培兒子馬偉開先生成
為青少年網球國手。1966 年，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長王先登先生
18

19

李堂立，〈國民政府遷臺後網球運動發展回顧（1949-1960）〉，《臺東大學教育
學報》，15.1（臺東，2004）
：305-328。
許淑嫻，〈臺灣網球簡史〉
，《網球報導》
，34（臺北，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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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網球運動發展初期參與人士多為黨政要員或成功商人，參與國
內外賽事之選手亦以年長者居多，平均年齡約 45 歲，參賽成績平
平，而國際間網球強國選手年齡則以 20 多歲為主，因此開始擬定
培養訓練青少年計劃。王先登先生看到當時馬幹先生一手栽培兒子
並打出好成績，於是委請馬幹先生協助培訓網球幼苗，訓練地點設
置於新竹市，挑選全國男、女 14 至 18 歲組前幾名選手進行培訓，
場地在新竹台肥公司網球場（四面場地），新竹乃成為當時網球新
星之搖籃。20馬幹先生的發掘及灌溉網球幼苗，成就臺灣網球在國
際間發展之希望，馬偉開先生即為當年臺灣第一批參加西德舉辦的
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成員之一，也赴美國尼克訓練營集訓，其後
即不斷出國比賽，讓國際看見臺灣。1977 年馬幹先生就任第一屆臺
灣省網球協會會長一職，21致力推動臺灣自己辦理國際青少年網球
賽，積極尋找贊助廠商與籌備賽事，讓臺灣青少年選手不用出國，
就能參與國際賽事，與國際間優秀青少年好手競技，增加參賽經驗
及技術。馬幹先生熱愛網球，熱心奉獻網球，數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終生貢獻栽培臺灣青少年網球，稱之為「青少年網球教父」當之無
愧。
（二）國軍從事網球之推展
我國網球運動發展初期，由於器材昂貴與場地設施少，在學校
體育中之推展亦受到相當之限制，僅能仰賴民間及軍方積極推動，
軍中成為推動網球運動的主力之一。臺灣兵役制度十分嚴謹，男生
兵役年齡一屆，皆需入伍服役，但對選手而言，訓練中斷兩三年後
再進行訓練，將較難維持技術，為維繫網球運動之水準，推動軍中
網球運動成為重要課題，1951 年左右，蔣堅忍將軍及易國瑞將軍乃
於「國軍體育學校」中成立克難網球隊，將當時傑出網球選手李永
源、李瑞祥先生等納入球隊，進而推廣至全國三軍部隊及聯勤單
位。22網球運動於臺灣軍隊中起源較早，例如：1950 年 12 月 25 日

20

21
22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8〕青少年網球之父——馬幹〉
，http://ww
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21,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方國光，〈網球爸爸——馬幹〉
，《中華網協通訊》
，7（臺北，1992）：4-6。
朱濟，
〈網球蔣堅忍家族〉，《新聞天地》
，610（臺北，1959）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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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8 日，在臺北市臺灣大學舉行的首屆名稱為陸海空聯勤聯合運
動大會（國軍運動大會）
，總參賽人數有 699 人，23舉辦項目除熱門
運動項目籃球、排球、足球外，即設有網球運動項目，但競賽規則
訂定需年滿 38 歲才可參賽，可見網球競賽規則是為高級長官而設
定。1953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第二屆國軍運動大會於臺北縣北
投政工幹校舉辦，總參賽人數增加至 869 人，競賽規程分為甲、乙
兩組，年輕選手參加甲組，其餘參加乙組。24國軍運動大會於戒嚴
時期經常無法正常舉辦（即非每年舉辦，相隔時間為二年、三年、
五年、七年不一），戒嚴時期共舉辦十一屆國軍運動大會；國軍網
球賽亦然，唯國軍推廣網球運動在許多熱愛網球的軍中高級將領支
持下，並未停滯，各軍種均廣設網球場，吸收好選手為該軍種及部
隊爭光，例如：唐福順先生和現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先生，曾為空
軍網球隊效力，25各軍種推動網球之措施，使網球好手在軍中技術
不至荒廢，讓網球運動在軍中也得以穩定發展。一般而言，國軍不
是忙於戰備勤務，就是忙於教育訓練，而體育運動也是展現戰力最
具體之表現，軍中推展體育與社會體育相輔相成效果，使得推展全
民體育更有效果。
二、國內舉辦之網球賽事
臺灣省運動會可以說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制度也最健全
的運動會，而在臺灣更是首次舉辦如此大型之運動會。261946 年 9
月 28 日行政長官公署特頒佈臺灣全省運動會舉行辦法，27決定每年
一年舉辦一次為原則，比賽地點由省會所在地：臺北市及各縣市用
間隔之順序，輪流舉行。28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於 1946 年 10 月 25
23

24
25

26
27
28

趙麗雲、郭慎，《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初稿）》
，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參考資
料（臺北，1999）
，57。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軍中體育發展之研究》（臺北：作者，1999），57。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7〕國軍協助網運推動〉
，http://www.tenni
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20,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葉憲清，〈臺灣運動史〉
，《國民體育季刊》
，17.4（臺北，1988）
：69-76。
薛月順，《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
（臺北：國史館，2001）
，213。
李堂立，〈國民政府遷臺後網球運動發展回顧（1949-1960）〉，《臺東大學教育
學報》，15.1：30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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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臺灣大學舉行，由臺灣警備司令部主辦，舉辦項目有田徑、游
泳、足球、橄欖球、籃球、排球、棒球、桌球、網球等九項。29網
球項目參加隊伍男子組有 13 隊、女子組有 2 隊。光復初期，政府
為去除日本化，將日本發明之軟式網球排除於臺灣省運動會舉辦項
目之一，讓許多軟式網球好手轉而報名參賽網球項目。301953 年才
增設軟式網球（男、女）項目，當時自由車、柔道（表演賽）、田
徑（三千公尺障礙賽），也為增設項目。31
臺灣省運動會每年舉辦一次共舉辦二十八屆，網球項目當時參
加隊伍並不踴躍，北部較為盛行，因臺灣省運動會第一屆至第二十
一屆，臺北市共囊括男子組 15 次冠軍，女子組也囊括 15 次冠軍，
如此可知北部網球風氣及技術水準優於中南部。然 1967 年第二十
二屆臺灣省運會，因臺北市改制院轄市，省市地位平等，臺北市以
區為單位，自辦臺北市運動會。1973 年體育司成立，積極推展體育
業務，並加強與全國各項運動協會聯繫，於 1974 年 3 月 2 日及 3
月 20 日兩度召開協調會議，將臺灣省運動會更改為臺灣區運動會，
以可節省人力及經費並可提升競賽水準，決定第二十九屆臺灣省運
動會，改為第一屆省市合併的臺灣區運動會，並於 1974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行，地點在高雄市舉辦，男子網球項目冠軍由臺
北市東區獲得，女子組無隊伍參賽。32戒嚴初期由政府舉辦臺灣省
運動會及臺灣區運動會，皆將網球項目列為正式比賽項目，表示政
府重視網球運動。
我國戒嚴後期，臺灣工商業逐漸穩固、外貿增加、民生富裕，
網球器材在臺灣生產，物美價廉，國際間職業網球賽於臺灣舉辦，
讓民眾能進一步接觸網球運動，提昇了參與網球運動人口，網球運
動迅速發展成為臺灣新興運動，1979 年體育專業報紙民生報及經濟
日報、中經社，試辦第一次「民生杯工商界網球賽」，當時規定只
29

30

31
32

蔡特龍，〈從臺灣省運動會到臺灣區運動會〉，《教育資料集刊》，10（臺北，
1985）：511-560。
黃英貴，
〈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六）〉
，
《中華軟網雙月刊》
，28（臺北，1985）
：
2-4。
蔡特龍，
〈從臺灣省運動會到臺灣區運動會〉
，
《教育資料集刊》
，10：511-560。
蔡特龍，
〈從臺灣省運動會到臺灣區運動會〉
，
《教育資料集刊》
，10：51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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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企業人士參賽，首次大約有 100 隊報名參賽，而參賽選手約一千
多名參加，舉辦項目分男甲、乙組、女甲組，舉辦第二屆時受許多
人建議增設男丙組（初學者）、女子乙組，讓球賽更公平及精彩。
當時男丙組有 96 隊報名參賽，可見當時從事網球運動人口急遽升
溫，探究其原因，應為臺灣日據時代軟式網球就有廣大人口，而由
軟式網球轉網球並不困難。而「民生杯網球賽」也成為全臺灣網球
人士的嘉年華會，33網球運動也成為當年臺灣最熱門的運動項目之
一。
「民生杯網球賽」推展網球運動十餘年，也為國內首次提供優
勝隊伍獎金的團體賽，也帶動了網球運動普及化及全民化，「民生
杯網球賽」至 1987 年停辦，期間將網球運動散播於臺灣各角落各
階層，功不可沒，「民生杯網球賽」也成為戒嚴時期最成功國內網
球賽事之一，及燦爛風光的運動項目之一。整體而言，國內網球比
賽在戒嚴初期之臺灣省運動會時期，較風行的是由日本推行的軟式
網球運動，參與網球項目隊伍較少，至戒嚴後期，臺灣區運動會網
球項目參賽隊伍明顯成長，北、中、南部網球水準漸漸接近，又因
民間舉辦網球賽，推展帶動網球運動；臺灣經濟起飛，網球用具在
臺生產，使得臺灣網球運動蓬勃發展開來。

肆、戒嚴時期舉辦及參與之國際網球賽事
一、舉辦之國際網球賽事
由於戒嚴時期中國大陸打壓我國國際活動空間，為突破外交困
境，參加及舉辦國際體育賽事成為我國重要的體育政策。1977 年臺
灣舉辦第一次國際男子職業網球賽「極限盃」34，是繼日本、香港
之後，亞洲第三個舉辦國，雖然比賽總獎金只有五萬元美金，但也
吸引很多世界名將參加，讓臺灣見識到世界一流技術，對臺灣網球
33

34

訪談劉明輝教練（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副秘書長 臺灣省網球協會總幹事）
，回
憶當時民生杯盛況，曾帶領新竹地區子弟兵參與盛會，憶當時參與比賽盛況及
觀眾，不亞於當時熱門運動項目籃球及棒球，也是每年網壇一大盛事。
教育部，
〈第拾編 國民體育 第五章 國際體育活動〉
，
《第五次中國教育年鑑》
，
5.10（臺北，1984）
：76（1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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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影響很大，當年單打冠軍由提姆．葛利克森榮獲，雙打由杜布
里／戴蘭尼獲得冠軍。隔年續辦臺灣男子職業網球賽，因臺灣接待
及行政效率不錯，來臺參賽名將更多，當時世界排名 35 名高曼為
當次列為第一種子選手諾亞及提吉等名將均來臺參賽。而當時瑞典
選手西蒙生兄弟之雙手反拍打法，讓臺灣首次見識國際新打法，雙
手反拍也成為世界潮流。
舉辦國際男子職業網球賽成為當時網壇最大盛事，但辦理八、
九次後因獎金並未逐年提高，獎金少，積分少，所以來臺參賽的外
國選手世界排名名次越來越低，沒前幾屆那麼好。1982 年 7 月，聯
邦杯女子網球賽在美國聖克拉拉舉行時，當時為中國網球代表隊隊
員胡娜小姐，於參賽第二天向美國政府提出「政治庇護」要求，造
成世界媒體焦點，也於臺灣政治、體育媒體天天談論，網球運動漸
漸成為熱門話題。1985 年春天，臺灣為胡娜小姐舉辦歡迎「胡娜女
網賽」，35 在當時戒嚴時期的臺灣，不論是政治或體育都是一大新
聞，也是國際關注焦點，胡娜小姐來臺鼓舞了臺灣政治界，也間接
推動女子網球運動，使得從事女子網球運動人口增加，球技進步，
改變以前女子網球只是搭配或陪襯的角色，進而改變男子網球趨
向，轉向推展女子網球，女子網球成績也日益提升，大眾焦點也轉
向女子網球賽，並於 1986 年轉辦女子職業網球賽，奠定女子網球
輝煌成就之基礎。
1980 年肯尼士公司試驗性辦理光男盃分齡國際青少年邀請
賽，361981 年，中華網協獲得 ITF 認可辦理第三級青少年國際網球
錦標賽，37肯尼士杯在臺中舉行，開啟臺灣青少年網球選手學習世
界打法及經驗，拓展網球視野。來臺參加青少年選手未來成為世界
35

36

37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23〕女網賽取代男網成為新的焦點〉
，http:
//w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279,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
索。
教育部，
〈第拾編 國民體育 第五章 國際體育活動〉
，
《第五次中國教育年鑑》
，
5.10：76（1320）。
教育部，
〈第拾編 國民體育 第五章 國際體育活動〉
，
《第五次中國教育年鑑》
，
5.10：76（1320）。

73

身體文化學報

第十四輯

球星者多如繁星，如世界排名第一名男子選手艾柏格，張德培、飛
利浦西斯、女子組伊達公子、芭賽特、杉山愛等等，都參加過臺灣
舉辦青少年國際網球賽，當時臺灣最好成績為劉中興先生配馬偉開
先生獲得雙打亞軍，這也是臺灣培養下一代球星階段鍛鍊接觸及參
與國際賽事，也增加臺灣能見度，以臺灣體育跨越當時大陸處處打
壓之環境，讓世界見識臺灣經濟奇蹟，進而達到體育國民外交目的。
二、參加之國際網球賽事
1948 年臺灣網球隊參加上海舉辦之全國運動會，38惟第一次參
與國際賽事，應為 1958 年第三屆東京舉辦的亞運會，當時亞運組
委會同意臺灣參賽，不用透過國際網球總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認可，也是當時參與最大國際網球賽事，本次比賽我國
獲得三面銅牌，39成績斐然，可見臺灣網球水準並未落後亞洲各國。
當時兩岸緊張，國際間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導致很多體育項目無
法參加國際賽事，網球運動項目亦同，只能參與各國各別邀請的聯
誼賽，而無法參加正式錦標賽。1967 年吳幼林先生依國際網球總會
要求成立中華網球協會，並提出申請入會。1970 年 7 月 8 日國際網
球總會於德國年度會員大會中以 172 票對 53 票通過我國申請入會
案以 R. O. C. T. A . (Republic of China Tennis Association) 名義加
入，40並可名正言順參加國際比賽，擁有正式會籍，並於國際男子
網球團體賽事 Davis Cup 台維斯杯及國際女子網球團體賽事 Fed
Cup 聯邦杯，可以正名、旗、歌。
1972 年 2 月 28 日，中華網球隊首次以 R. O. C. T. A.身分參加
國際男子網球團體賽事「台維斯杯」，於越南西貢市參賽，中華隊

38

39

40

教育部，〈第十三編 體育軍訓衛生與童軍 第一章 體育〉
，《第三次中國教育
年鑑》，3.13（臺北，1957）
：8（1052）
。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4〕詹秀棉雙打女將亞運兩銅得主〉
，http:
//w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7, 2009 年 10 月 19 日
檢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臺灣網球史〔8〕加入國際組織參加國際賽〉，http://ww
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1,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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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零比五落敗，當時參賽成員有唐福順、林吉元、李穗昌、林金銅
先生代表參賽。41同年 3 月 20 日中華女子網球隊首次以 R. O. C. T. A.
身分至南非參加第十屆「聯邦杯」國際女子網球團體賽事，當時參
賽成員有張晴玲、詹秀綿與劉玉蘭小姐，遭遇挪威隊，第二點由張
晴玲出賽，以 8：6、5：7、6：2，二比一獲勝，成為中華隊以 R. O.
C. T. A.身分參與聯邦杯的首點勝利。以 R. O. C. T. A.身分參加台維
斯杯國際男子網球團體賽事，首勝於 1979 年，第一場對手馬來西
亞但棄權，第二場 1980 年遇泰國隊，當時泰國因政治因素要求國
際網總仲裁不在臺灣或泰國境內比賽，仲裁結果於關島舉行，但台
維斯杯通常是以主客場制，應輪流在兩國境內比賽，仲裁決議屬國
際少見之案例。然臺灣不願放棄得來不易的會籍及尊嚴決定赴關島
參賽，當時由陳哲夫先生領隊，馮雅各先生擔任教練，蔡久雄先生
擔任管理，選手許晃榮、巫長榮、龔飛雄先生代表臺灣出賽，比賽
地點在關島大倉酒店網球場，當時中華隊以 3：2 勝利順利晉級，
此勝利為中華男子網球隊在台維斯杯第一場勝利，意義重大。42臺
灣網球參與國際賽事，為增加臺灣能見度及提升網球技術，為突破
當時大陸處處打壓之環境實屬不易，並獲得勝利，增加了臺灣於國
際能見度，也肯定了臺灣網球實力。
而臺灣第一位女子職業選手張晴玲小姐（Ching-Ling Chang），
1948 年出生於臺中，父親張耀東先生為臺中有名之張婦產科院長，
熱愛網球，曾是臺中市省運會網球代表，由於家境優渥，因此除了
培養女兒張晴玲之外，也贊助臺灣青少年從事網球運動。張晴玲小
姐臺中女中畢業後即至日本留學，就讀早稻田大學，其後赴美參加
職業網球賽，打過溫布頓、法網與美網等大賽，世界排名一度進 50

41

42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1〕1972 年首度進軍台維斯杯〉
，http://w
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4,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
索。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3〕在關島贏得第一場台維斯杯勝利〉
，ht
tp://w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6,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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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內，參賽約十年左右，後因傷退出職業網壇。張晴玲小姐不僅是
優秀的網球選手，同時也是 WTA 女子網球協會創會期籌備委員之
一，負責國際與亞洲溝通事務。張晴玲小姐現在居住於美國亞利桑
納州鳳凰城經營汽車旅館，也常常資助來美參賽臺灣青少年選手，
造就許多了臺灣選手的成就。43

伍、結語
從以上之探討可知，我國戒嚴時期網球運動確有一定程度之發
展，亦奠定一定程度之基礎，而發展之因素則受到國內外政治環
境、經濟發展、教育政策、體育政策與熱心人士之推動等因素之影
響，亦即在政治支持、經濟支援、教育培養及體育培訓等環節之配
合下，網球運動才能有效發展，例如政治突破外交的需求讓網球運
動獲得較大之發展空間、軍方各軍種將領等人的提倡、肯尼士公司
老闆羅光男先生的贊助、圓山飯店蔡川發先生、印尼華僑蘇明德先
生、「青少年網球教父」馬幹先生等網球先進的努力栽培選手，網
球運動才能獲得發展，並得到相當程度之成果。身為網球界之成
員，除了感念過去努力奉獻與耕耘過的網球先進之外，亦期望透過
本文之探討，對充實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軌跡與策略的文獻能有所
助益，進而啟發國人繼往開來之志趣，建立我們也可以做的很好的
信心，創造有效之策略，持續推動網球運動之發展，使我國的網球
運動人口能更加普遍，技術水準更為提升，永續發展。

陸、未來研究方向
我國當今網球運動蓬勃發展並於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因此為
期了解網球運動之發展軌跡，及投入推展網球運動先進之經營情
形，以建構臺灣各時期網球發展之脈絡等，未來將自政府遷臺後各
時期我國網球運動之發展歷程與其代表人物做一系列之探討。
43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10〕臺灣第一位職業網球員——張晴玲〉，
http://www.tennis.org.tw/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3,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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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ennis Development during Martial Law
Era in Taiwan(1949-1987)
Hsin-Ping Shao / Chu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 won three gold medals in men’s tennis team, women’s
tennis double and the men and women’s tennis mix in the Asia Games
2010.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Taiwan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s in
the world’s top fifty rankings so that Taiwan can advance into one of
the top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nnis field. At last,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fully about the track and strategy of tenni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keep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ennis development during martial law implement period (1949-1987),
and explores tennis scenario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sociology and military history in Taiwan. The promotion of tennis activity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martial law era.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the result such as: 1. the political unstable situ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2. being at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period; 3. expensive equipments; and 4. very few people who recognize tennis as a sport. However, during the later stage of martial law
era the former situation had been improved.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were held in Taiwan and this made Taiwan’s’ diplomacy improve. Tennis was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as an international sport. As a result, tennis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aiwan at the time. Tennis in Taiwan has become a sport for all from
the nobility, even nowadays ranked a higher position in Asia. It was a
long path to come after through government policies, community promotions, and enthusiast people’s hard work for it to shine internationally. We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tenni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aiwan and grateful of the predecessor’s hard work. At last, we need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system in order to train our
next generation within the tennis domain. In the future, Taiwan then
may be known for excellent tennis sport and players.
Keywords: Livelihood Cup tennis tournament, Limit cup international
man professional tennis tournament, Davis Cup, Fed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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