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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我國網球競賽獲得有
史以來最佳成績，為了解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賽運動
之緣起、取消與恢復過程，及臺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
網球運動競賽之歷程、競賽成績。本文乃透過相關文獻
之蒐集、整理與訪談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賽教練
與選手之方法加以探討，結果發現網球競賽在 1896 年
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即列為正式競賽運動項
目，1924 年因無法準確認定職業與業餘網球運動員之身
分，而被排除於正式競賽項目之列。1968 年墨西哥奧林
匹克運動會與 1984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時，網球
項目列為表演項目。1988 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國
際網球總會（ITF）的努力與國際奧會（IOC）主席之支
持下，網球項目恢復為奧林匹克運動正式競賽項目，漢
城奧運也首次允許網球和足球的職業選手參賽。臺灣網
球運動則起源於日治時期，初期受限於經濟因素，發展
受到限制，至 1980 年代以後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網球
運動始逐漸蓬勃發展。我國首度獲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
會之網球競賽門票為 1984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之
表演項目，參加選手為許美珠選手，由國際網球總會給
予外卡資格取得參賽。1996 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2000
年澳洲雪梨奧運、2004 年雅典奧運、2008 年北京奧運
及 2012 年倫敦奧運，臺灣均有選手參賽。臺灣網球運
動在網球界的耕耘之下已漸接近國際水準，期望不久的
將來網球運動選手能為臺灣獲得奧林匹克獎牌，揚名國
際。
關鍵詞：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
聯絡人：邵心平，E-mail: shping@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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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球運動是現行國際上風行的運動種類之一，不僅是奧林匹克
運動會的正式比賽項目，每年也舉辦許多知名之國際賽事，例如澳
洲網球公開賽、法國網球公開賽、英國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及美國網
球公開賽即為著名之四大公開賽，以及奧運年才有的網球金滿貫
等，都是國際關注的焦點，即便如此，網球競技運動在奧林匹克運
動會中之發展亦非一帆風順，其發展歷程究竟為何乃成為本文研究
之課題。同時臺灣自日治時期引進網球運動至 1984 年首次獲得參
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技場之外卡起，先後亦參加了多屆奧林匹
克網球競賽，並於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有史以來之
最佳成績，成績並逐漸接近先進國家，而我國歷次參賽之選手、參
賽資格、及參賽情形亦為本文探討之課題。
因此，本文乃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整理與訪談參與奧林匹克
運動會網球競賽之教練與選手等策略，探討網球運動競賽在奧林匹
克運動會之發展，及探究臺灣網球選手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運
動競賽之詳細情形，藉此讓臺灣喜愛網球運動之大眾，了解臺灣網
球運動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之軌跡。此外，基於避免與中國大陸網
球之發展產生混淆，本文探討範圍以 1949 年政府遷臺後，臺灣參
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賽之歷程為限。

貳、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賽的發展
一、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精神
古希臘人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勝利，只需橄欖花環就感
到滿足精神，代表著奧林匹克運動會是追求精神層面上崇高的精
神。古希臘運動會中的宙斯雕像底座刻著「你們不是為金錢，而是
憑藉飛毛腿和強壯身體成為奧林匹克的優勝者。奧林匹克運動會應
該是地球上所有不同階層、信仰、政見和種族的共同競技平臺」1正
1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中國，2008.04）：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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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佳註腳。1896 年 4 月 6 日於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
動會的五環會旗是由古柏坦男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所設
計，白底旗幟繪上藍、黃、黑、綠、紅色五色環圈相扣的圖案，代
表世界五大洲團結一致，並以公正坦率的態度及友好的精神參加奧
林匹克運動會，代表著奧林匹克運動會所提倡的平等友愛精神。2
二、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展概要
我國於 1922 年 4 月 3 日在上海成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原
名為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同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於第二十一屆巴黎年會，承認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 為 中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當時主席由王正延博士並擔任國際
3
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 1924 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於南京成立，
並取代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並獲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也
由王正延博士兼任主席乙職。4
1932 年日本發佈將以劉長春先生將代表以偽滿州國名稱參加
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消息，並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報名，但
劉長春先生不畏當時強權日本政府，於報紙中發表聲明絕不會代表
偽滿洲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並將代表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中華
民國參賽。劉長春先生由張學良將軍資助 8,000 銀圓，參加第十屆
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名參賽 100 公尺、200 公尺及 400 公尺
田徑項目，但因經三個星期的海上航程，旅途勞累體力負荷不了，
僅參加 100 公尺預賽（但未能晉級），劉長春先生為史上第一位代
表中華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第一位運動員。5
2

3

4

5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際奧會五環標誌〉
，http://www.tpenoc.net/center_b04_
01.jsp, 2011 年 12 月 8 日檢索。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簡介〉
， http://www.tpenoc.net/ce
nter_a02_01.jsp, 2011 年 12 月 8 日檢索。
Vassil Girginov & Jim Parry 著，《解讀奧林匹克運動會（The Olympics Explained）》（許立宏譯）
（臺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04），61。
羅廣仁、陳君碩，
〈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奧運第一位運動員：劉長春〉
，
《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Project/2012Olympic/Info/heritage/halloffame/220.aspx,
2011 年 12 月 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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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隨政府遷至臺灣，
1951 年由時任奧會主席郝更生博士函請國際奧會更改我會址至臺
灣新竹，並刊載於國際奧會 1951 年 7 月份的公告上，61952 年芬蘭
赫爾辛基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我國政府遷臺首次應邀參與奧林匹克
運動會，擬籌組籃球及田徑代表隊前往參賽，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
冒名頂替方式及聯合蘇聯等國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施壓，使得臺
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名稱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從此展開長期激
烈外交戰，當時臺灣以漢賊不兩立原則，憤而退出當年奧林匹克運
動會。
1956 年 澳 大 利 亞 墨 爾 本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臺 灣 改 用
Formosa-China 名稱參賽，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旗幟問題退出比賽。
1958 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我國奧會
會籍，退出國際奧會及國際田徑、游泳、足球、籃球、舉重、角力、
亞洲桌總等八個國際運動組織，遭致國際體壇除名，國際奧會於
1958 年 9 月 5 日曾以第 125 號函通知所有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
奧會退出奧林匹克活動，國際奧會不再承認中國奧會」，我國暫時
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會杯葛我國會籍問題。7
1959 年西德慕尼黑第 55 屆國際奧會年會中，國際奧會秘書長
以臺灣臺北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未能控制全中國，固不能繼續以中
國奧會名稱，如以另一名稱申請考慮承認，我國奧會隨即召開臨時
會討論名稱問題，並該改為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並提出申請承認，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阻擾杯葛，最後未獲得國際奧會承認。8
1960 年羅馬奧林匹克運動會，由國際奧會建議之名稱「臺灣－
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AIWAN-R.O.C Olympic Committee）」

6

7
8

中華民國臺灣奧林匹克委員會編撰，
〈我在國際奧會之地位問題案情背景資料〉
（未出版）
（中華民國臺灣奧林匹克委員會，1981）
。
吳文忠，〈我國近百年體育史〉
，（臺北：臺灣商務，1967）
。
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編撰，〈我與國際奧會關係演變節要〉（未出版）（中
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1986 年 5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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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干擾，但當時代表我國參加男子田徑
項目楊傳廣先生，獲得十項全能項目銀牌，也是中國人在參加奧林
匹克運動會中首面獎牌，耀眼國際體壇。
1964 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首次將奧林匹克運動會聖火
傳遞到臺灣，我國並在臺北綜合體育場建碑立文紀念，臺灣也因參
與國際體育活動、賽事受國際社會重視與肯定。
197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申請加入國際奧會，並附帶排除我
國會籍條件，但不被國際奧會接受而駁回，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
罷手，緊接著接著利用外交優勢，於各項國際體育賽事施壓主辦單
位不要邀請我國參加或拒發入境簽證等，來孤立排擠打壓我國參加
國際體育賽事空間。9
1976 年蒙特婁奧林匹克運動會，加拿大政府只承認一個中國，
此時兩個中國問題又再度出現，並要求我國政府以臺灣名義參賽，
而我國拒絕，最後決定退出。
1978 年希臘雅典國際奧會年會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 35 個
國家提出排除我國會籍，而體育強國蘇聯並以不參與 1980 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的方式，要脅國際奧會提出討論。10
1980 年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暫時
中止承認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所以我國無法參賽，當時受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間阻擾打壓，我國參加國際運動賽事空間，幾
乎被擠壓殆盡。11
1981 年 3 月 22 日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沈家銘先生與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西班牙籍薩瑪蘭奇（Juan Antonio Sa9

蘇振國，
〈九五至二○一○年閩臺體育交流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對策〉
，論文發表於
「全國體委系統領導幹部論文報告會暨二○一○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研討會」（北
京：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1996）。
10
趙麗雲，〈中華臺北會籍名稱使用是略〉，《國家政策論壇》，1.10（臺北，
2011.12）
，http://old.npf.org.tw/monthly/00110/theme-079.htm, 2011 年 12 月 8 日
檢索。
11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印，
《我國國際暨兩岸體育交流之研究》
（臺北：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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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nch）先生簽署協議書，簽訂協議，就名稱、會旗、歌及享有
之地位、應盡之義務等達成共識，將我奧會名稱更改為中華臺北民
國奧林匹克委員會（Republic of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名稱，並保證可與其他各國家奧會享有同樣參與奧運會及其他國際
奧會所主辦之活動，按照國際奧會章程之權利及盡相同之義務，至
此，臺灣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會員國中，也確立臺灣在參與國
際賽事之名稱，稱之「奧會模式」。12
三、網球運動競賽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展
（一）網球運動競賽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起始
1896 年 4 月 6 日於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參
賽國家有 14 國，比賽項目有游泳、摔跤、體操、射擊、擊劍、舉
重、網球、田徑、自由車共九項，網球一開始即為九個正式項目之
一。13當時網球比賽，由愛爾蘭選手波拉德（John Boland）擊敗地
主國希臘選手卡斯達格里斯（Cass Dag Rees），獲得單打與雙打雙
料冠軍，事實上，波拉德本來只為自費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的
觀眾，但到了雅典後發現他的朋友馬諾阿斯在奧林匹克委員會之秘
書，於是臨時報名參加網球項目，卻獲得雙料冠軍，可見當時對網
球運動員之參賽資格並無明確規範。1900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加入女
子網球項目，由法國選手夏洛特庫柏（Charlotte Cooper）獲得奧林
匹克運動會首位女子網球金牌。14
（二）網球運動競賽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中止
1924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因職業選手參與使比賽變為複雜，人們
看到精湛的技術表現、錯綜複雜的情況和專業化發展的同時，運動
職業化的問題亦從此產生，導致崇高的運動精神亦岌岌可危。奧林
匹克委員會最終因無法準確認定職業與業餘運動員身分，拒絕職業
12

13

14

陳隆豐，〈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新世紀智庫論壇》
，42（臺北，2008.06）
：
102-109。
全球華人奧運熱線網，
〈歷史回顧〉
，http://www.sports-hotline.com.tw/2000olym
pics/review-history/, 2010 年 3 月 8 日檢索。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59-61。

156

臺灣參加奧運網球競賽之探討

選手參加比賽，因此終止取消網球項目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項
目。15
（三）網球運動競賽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恢復
1968 年墨西哥奧林匹克運動會與 1984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
會時，當時奧林匹克運動會決議將網球項目列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表
演項目。1988 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因國際網球總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與國際奧會（IOC）主席薩瑪
蘭奇大力支持下，再度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項目之一；漢城奧
運因希望提高奧運會的可看性和商業利益，也首次允許網球和
足球的職業選手參賽。
（四）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參賽資格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初期對網球運動員參賽資格並無特別規
範，惟隨著網球競技運動的發展逐漸成熟，運動員的參賽資格在國
際網球總會的規劃下亦有明確之規範，值得加以探討。以 2012 倫
敦第三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參賽資格規範為例：男子 64
名、女子組 64 名、男子組雙打 32 組、女子組雙打 32 組、混和雙
打 16 組；參賽標準必須符合 IOC 現行會章、國家網球協會和 ITF
之要求，並具有國家代表性，所有參賽人員必須在 2009 至 2012 年
間代表國家參加至少兩年的台維斯杯（Davis Cup）或聯邦杯（Fed
Cup）比賽。本屆網球賽事參賽人數配額最多為 172 名，參賽資格
依據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佈的世界排名為基準。參賽席次分配有三
種為：直接入選資格席次（Direct Acceptances）、最終資格賽席次
（Final Qualification Places ，又稱 ITF Places），及三方委員會
（Tripartite Commission Places, 三方指國際奧會、國家奧會聯合
會、國際網總協）邀請席次。
1.單打賽事 64 名選手中，席次分布為：
（1）直接入選資格席次（56 名）
：以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世
界排名為基準，每一個國家最多報名 4 名。
15

Serra，〈2008 奧運會專題一網球的出生與回歸〉
，《網球》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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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終參賽資格賽席次（6 名）：依據世界排名所屬國家奧會
是否已有參賽，現場選手數目以及地理區域性等因素產
生。3.三方委員會邀請席次（2 名）：由國際奧會及國家奧
會聯合會和國際網總三方協調分配席次。
2.雙打賽事 32 組選手中，席次分布為：
（1）直接入選資格席次（24 組）
：以 2012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世
界排名雙打前十名之雙打選手，以及直接入選單打賽事資
格之選手名單遴選。
（2）最終資格賽席次（8 組）：依據世界排名所屬國家奧會是否
已有參賽，現場選手數目以及地理區域性等因素產生。
3.混合雙打賽事 16 組選手中，席次分布為：
（1）直接入選資格席次（12 組）
：依單、雙打世界排名直接遴選。
（2）最終資格賽席次（4 組）：由 ITF 依世界排名和地理區域性
因素遴選。
每一國家奧會最多可報名男女各 6 位選手，總計 12 名選手，
每（男、女）單打賽事最多可報名 4 位選手，男雙、女雙、以及混
雙則最多 2 隊。16依據上述參賽資格規定，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
動會網球競賽，我國有三名選手符合參賽資格，分別為男子組單打
盧彥勳選手、女子組單打謝淑薇選手、女子組雙打謝淑薇及莊佳容
選手，參與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
（五）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金滿貫
「網球金滿貫」必需囊括溫布敦網球公開賽、法國公開賽、澳
洲公開賽、美國公開賽及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冠軍，始能
得此殊榮，為網球競賽之最高榮譽，因其資格須包含奧林匹克網球
競賽冠軍，在此特別加以介紹。在倫敦奧運前，歷史上獲得金滿貫
選手條列如下，男子單打選手：阿格西（Andre Agassi）、納達爾
（ Rafael Nadal ）； 男 子 雙 打 選 手 有 ： 托 德 伍 德 布 里 （ Todd
16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Tennis Event
Ranking Points〉，http://2012.itftennis.com/olympics/home.aspx, 2012 年 9 月 1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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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brideg）與馬克伍德福德（Mark Woodforde）
；女子單打選手：
葛拉芙（Steffi Graf）；女子雙打選手：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
與大威廉絲（Venus Williams）。網球史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年
中囊括四大滿貫賽事冠軍並獲得奧運冠軍，目前只有女子選手葛拉
芙達成，她於 1988 年中囊括四大滿貫賽冠軍，並能在 1988 年韓國
漢城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網球女子單打項目中獲得冠軍，在網
球歷史中，同一年內獲得金滿貫的選手也只有她一人而已。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時網球項目也產生了三名金滿貫
選手，是美國小威廉絲在女子單打項目中，於冠亞軍決賽中以 6-0、
6-1 勝俄羅斯選手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獲得網球史上女子
單打項目金滿貫選手第二人。而另項金滿貫選手是男子雙打項目，
美國包柏布萊恩（Bob Bryan）與麥克布萊恩（Mike Bryan）這對兄
弟檔，於本屆倫敦奧運會對上法國隊特松加（Jo-Wilfried Tsonga）
與麥克爾洛達（Michael Llodra）組合，以 6-4、7-6（7-2）兄弟檔
獲勝，並獲得金滿貫頭銜。此屆倫敦奧運中三名優秀網球選手，終
於在網球生涯達成四大賽冠軍及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冠軍
之紀錄，獲得金滿貫的頭銜，非常難得及優秀。

參、臺灣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之歷程
一、臺灣網球運動之發展
臺灣網球運動約於 1902-1903 年間傳入，但因球拍、球、器材
皆仰賴進口價格昂貴，推展不順，只侷限少數人從事，因此成效不
大。17惟日治時期臺灣網球運動卻能與日本相抗衡，究其原因，實
因統治者（日本）喜愛網球運動，間接影響殖民地（臺灣）體育之
發展方向，也是臺灣體育發展之特殊過程。181945 年臺灣光復後，
參與軟式網球比賽運動人口眾多，孫仲連先生亦大力推展網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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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竹村豐俊，《臺灣網球史》
（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46。
邵心平，
〈臺灣日治時期網球運動之發展（1895-1945）
〉
，
《大專體育》119（臺
北，20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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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19當時首要之務為興建網球場地，1967 年成立「中華全國網球
協會」，由吳幼林先生擔任第一屆主委，1970 年國際網球總會通過
我國申請入會案，會名為「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才得以參加國際
賽事，其後即參加台維斯杯比賽，1979 年成立「臺灣省網球協會」，
由馬幹先生擔任會長，1981 也依國際認同之「奧會模式」將我國會
名更改為「中華臺北網球協會」。
戒嚴時期網球運動之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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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逐漸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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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時期網球器材在臺灣生產，創造世界第一的地位，網球器
材產業也成為造就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產業，讓臺灣民眾更有機會
接觸學習網球運動。20此時也創下世界稱羨的經濟奇蹟，人民所得
提高，對於休閒運動意願提高，也間接提升從事網球人口及網球水
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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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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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極限盃
國際職業網球錦標賽」
，22吸引很多世界名將參加，讓臺灣見識到世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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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305-328。
邵心平，
〈戒嚴時期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探討（1949-1987）〉
，
《身體文化學報》
，
14（2012.06）：61-80。
邵心平，
〈戒嚴時期我國網球運動發展之探討（1949-1987）〉
，
《身體文化學報》
，
14：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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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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技術，對臺灣網球運動影響很大，1980 年臺灣參加台維斯杯
國際男子團體賽擊敗泰國,獲得首勝，1981 年臺灣獲得聯邦杯國際
女子團體網球賽首勝擊敗紐西蘭。1987 年王思婷選手首次獲得中華
民國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冠軍，1993 年王思婷選手也獲得生涯世
界單打最佳排名第 26 名，臺灣選手參與國際網球賽事頻繁，成績
也愈來愈提升，臺灣選手也於國際間逐漸嶄露頭角。
解嚴後臺灣網球運動更加蓬勃發展，例如：臺北市中山國小陳
男教練整合了國小、國中、高中，十二年國民教育階段，讓選手無
後顧之憂，以完整且持續訓練，及良好的訓練環境及氛圍，創造出
培育優秀青少年重地。網球運動在臺灣不斷精進發展，水準在國際
網壇的成績有目共睹。臺灣許多優秀網球選手啟蒙教練大多數皆由
家長自行投入訓練，一則因經濟問題，長期訓練所花費金額龐大，
又或對學校教練信任不足，所以臺灣網壇爸爸教練比比皆是，如：
王思婷選手之教練王文直先生、盧彥勳選手之盧慧源先生、王宇佐
選手之王國衍先生、陳迪選手知陳明財先生、詹詠然選手之詹元良
先生、謝淑崴選手知謝子龍先生、莊佳容選手之莊文騰先生、張凱
貞選手之張金來先生等，皆由父親擔當教練教授技術。
臺灣提升經濟發展、國民所得增加、外匯存底增加，使得臺灣
社會政治更民主、更安定，創造了良好投資環境吸引投資者，經濟
更富裕並穩定成長、社會更開放、文化更多元、科技更發達、國民
知識水準提高等，並成為舉世稱羨的臺灣經驗、臺灣奇蹟，間接也
提升網球運動參與人口及水準，不斷產生優秀網球選手，在國際網
壇間逐漸嶄露頭角。同時中國大陸網球名將胡娜於 1982 年 7 月聯
邦杯女子網球賽在美國聖克拉拉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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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媒體不斷談
論，網球運動漸漸成為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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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春天，臺灣為胡娜小姐舉辦歡迎「胡娜女網賽」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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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界，也間接推動女子網球運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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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娜小姐現在也仍為臺灣在推廣及教授網球運動。美國華
裔名將張德培選手於 1987 年以 15 歲多的年齡，持外卡資格參加美
國公開賽會內賽，獲得最年輕球員首勝，1989 年勇奪法國公開賽冠
軍，當時才 17 歲多，寫下四大公開賽最年輕奪冠紀錄，在華裔名
將張德培選手網球成就之激盪下，臺灣網球運動之發展更形迅速。
二、臺灣參加重要國際網球賽事之概要
臺灣第一次參與國際賽事，係 1958 年第三屆由東京舉辦的亞
運會，當時亞運組委會同意臺灣參賽，不需透過國際網球總會之認
可，本次參賽成為當時臺灣參與最大型之國際網球賽事，本次比賽
我國共獲得三面銅牌，可見臺灣網球水準並未落後亞洲各國。1970
年 7 月 8 日 ITF 於德國年度會員大會中通過我國以 R.O.C.T.A.
（Republic Of China Tennis Association）名義申請入會案，臺灣終於
擁有正式會籍，可名正言順參加國際比賽，並於國際男子網球團體
賽事台維斯杯及國際女子網球團體賽事聯邦杯，可以正式名稱、
旗、歌參賽。1980 年台維斯杯臺灣擊敗泰國則為獲得臺灣參與台維
斯杯首勝。
1993 年 11 月王思婷選手獲得生涯最佳網球世界排名 26 名，盧
彥勳選手 2010 年 1 月獲得世界最佳排名 33 名，2012 年盧彥勳選手
世界排名 57 名、謝淑薇選手 74 名，二名選手都獲得 2012 年倫敦
奧林匹克運動會參加資格，此外，尚有青少年選手楊宗樺，於 2008
年獲得法國網球公開賽青少年組單打冠軍、澳洲網球公開賽青少年
組雙打冠軍、溫布敦網球公開賽青少年組雙打冠軍及 2008 年 IT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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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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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青少年冠軍等，臺灣網球好手逐漸拉近與國際網球好手間技術
之距離。
三、臺灣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賽事之歷程
我國首度獲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之網球競賽門票為
1984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表演項目，參加選手為許美珠選手，
由張約翰教練帶領，當時臺灣因網球實力尚未達直接入選參賽標
準，而由國際網球總會給於外卡資格取得參賽，第一輪即遭淘汰。
24
惟在 ITF 紀錄中，1924 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有 3 名住在法國
的中國人以中華民國名義報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分別
是顧復惠先生（Khoo Hooi-Hye）、阮吉光先生（Ng Sze-Kwang）、
魏洛偉先生（Wing Lock-Wei），為我國網球史上第一次註冊報名奧
林匹克運動會網球項目的中國人，但由於並未參與比賽，所以國際
網球總會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並未承認他們參與奧林匹克運動
會。25
1996 年美國亞特蘭大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有三名選手參賽，
分別為女子單打王思婷選手、男子雙打連玉輝、陳志榮選手，男子
組教練黃文哲先生擔任，女子組教練王文直先生擔任。女子單打王
思婷選手係以排名符合資格，直接入選取得參賽資格，男子組雙打
則為獲國際網球總會給予外卡資格參賽。女子單打王思婷選手第一
輪遇西班牙阿德里安娜塞拉扎內蒂（Adriana Serra Zanetti）以 7-5、
7-6 獲勝，第二輪遭美國瑪麗喬費爾南德斯（Mary Joe Fernandez）
選手 6-7、6-2、1-6 淘汰，男子組雙打賽第一場敗給象牙海岸選手。
26

2000 年澳洲雪梨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有兩名選手獲得國際網
球總會給予外卡資格參賽，名單為女子組雙打翁子婷、李慧芝選

24
25

26

張約翰教練口述帶領參加 1984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參賽情況。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臺灣網球史〉
，http://www.tennis.org.tw/, 2009 年 10 月 19
日檢索。
陳志榮選手口述參與 1996 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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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練張約翰先生，女子雙打第一輪以 3-6、6-7 遭淘汰。27
2004 年雅典奧林匹克運動會，國際網球總會給予我國一位外卡
選手參賽，參賽選手為盧彥勳，由教練 Dirk Heinz Hordorff 帶隊參
賽，第一輪即遭芬蘭選手里米寧（Jakko Nieminen）淘汰。28
2008 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參賽者有盧彥勳、莊佳容及詹詠
然選手，由詹元良教練帶隊參賽，盧彥勳選手參加男子單打、詹詠
然選手參加女子單打、詹詠然及莊佳容選手參加女子雙打，三位選
手都以直接入選資格取得參賽，臺灣網球成績已大幅提升，盧彥勳
選手第一輪勝英國選手穆雷（Andy Murray 世界排名第六名）震撼
全球網壇，第二輪遇阿根廷選手卡勒（Agustin Calleri）以 6-4、6-4
勝出進入十六強，十六強遭遇奧地利選手梅爾澤（Jurgen Melzer），
以 2-6、4-6 敗北，這是臺灣男子網球選手中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網
球賽成績最好的一次。女子組單打詹詠然選手首輪遭遇波蘭選手拉
德萬絲卡（Gnieszka Radwanska）
，以 1-6、6-7（6-8）敗北。女子雙
打詹詠然與莊佳容選手第一輪遭遇法國選手科內特（Alize Cornet）
與維吉尼亞扎諾（Virginie Razzano）
，以 7-6（7-2）
、6-7（3-7）
、7-5
勝出，第二輪遭遇意大利選手佩內塔（Flavia Pennetta）與斯齊亞沃
尼（Francesca Schiavone），以 6-7（1-7）、6-1、6-8 落敗。29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參與 14 項正式比賽項目，
44 名選手參賽，網球項目有男子單打盧彥勳選手、女子單打謝淑薇
選手、女子雙打謝淑薇、莊佳容選手參賽，由連玉輝、謝子龍教練
帶領參賽。男子單打盧彥勳選手及女子單打謝淑薇選手均以直接入
選資格取得參賽，謝淑薇及莊佳容選手女子雙打則由國際網球總會
給予外卡參賽。盧彥勳選手首輪遇突尼西亞選手賈齊理（Malek
Jaziri）以 6-7（10-12）、6-4、3-6 落敗。謝淑薇選手女子單打賽部

27
28

29

張約翰教練口述帶領參加 2000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參賽情況。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隊代表名單〉
， http://www.tpenoc.net/center_b01_
02_01_2000_00_02.jsp, 2011 年 12 月 8 日檢索。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隊代表團成績〉
， http://www.tpenoc.net/center_b0
1_02_01_2008_00_09.jsp, 2011 年 12 月 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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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首輪遭遇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手彭帥選手以 3-6、7-6（7-3）
、5-7
落敗。臺灣參與單打項目兩名選手都以些微比數落敗。而謝淑薇及
莊佳容選手女子雙打項目，第一輪遇印度選手米爾札（Sania Mirza）
與查克拉瓦蒂（Rushmi Chakraverthi）以 6-1、3-6、6-1 勝出，第二
輪遭遇義大利女雙佩內塔與斯齊亞沃尼，即曾在 2008 年北京奧林
匹克運動會中打敗臺灣女雙莊佳容及詹詠然的選手搭擋，臺灣女將
謝淑薇及莊佳容選手以 6-7（3-7）
、7-5、6-4 淘汰義大利女雙組合進
入八強賽，八強賽遇到捷克選手安德烈（Andrea Hlavackova）與哈
迪卡（Lucie Hradecka），以 3-6、4-6 敗北遭淘汰。雖然倫敦奧運臺
灣女子網球雙打在八強賽中落敗，並列第五名，但也是我國參加奧
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競賽有史以來最佳成績。

肆、結語
從以上之探討可知，網球競技運動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雖然一
開始即列為正式運動項目，卻因一度無法明確界定參賽球員之職業
與業餘身分而與當時奧運業餘精神相牴觸，1924 年奧運後即被排除
於正式比賽項目之列，直到 1988 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國際
網球總會（ITF）與國際奧會（IOC）主席薩瑪蘭奇的支持下，始再
度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項目之一，其後職業運動員亦開放參加
奧運，發揮了奧林匹克公平競爭的精神。
同時由上述探討中亦可發現，我國參與奧林匹克網競賽事之選
手，其參賽資格有持外卡進入奧運者，也有以排名進入奧運者，其
比例差異不大，可見實力雖已能與國際抗衡，惟仍與領先群有些微
差距，需再積極努力。但值得一提的是 2008 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
會網球競賽，我國選手盧彥勳第一輪打敗的對手英國選手穆雷，卻
於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男子單打冠亞軍賽中，以 6-2、6-1、
6-4 打敗球王瑞士費德勒（Roger Federer），獲得男子單打金牌，證
明臺灣網球之實力確實已經與世界級之選手相抗衡，如能持續獲得
專業訓練團隊之投入，再加強運動力學、運動心理、運動生理及體
能訓練等運動科學之協助，強化網球之技術與心理素質等，應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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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之臨場表現有效提升，為未來的臺灣網球運動注入更多的籌碼
及機會，培訓出更多世界級的網球選手，讓「臺灣」受到世界網壇
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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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aiwanese Players Participating in
Tennis Contest of Olympic Games
Hsin-Ping Shao / Chu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Our national tennis team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since we had attended the conte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tennis contest in Olympic Games and the
participating process or scores of Taiwanese players, it uses methods of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s and interviewing with participating
coaches and players. As a result, the tennis contest was an official event
in the first modern Olympic Games in 1896. Yet, in 1924, tennis contest was taken off the official event from Olympic Games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recognizing players as professional or amateur, and refused
professional play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mes during the same year.
After that, tennis was classified as a performing event in Mexico Olympic Games 1968 and Los Angeles Olympic Games 1984. Finally, in
Olympic Games of Seoul 1988, tennis became the official contest once
again, and it was due to the efforts made from ITF and the supports of
chairman in IOC. At the same year,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ennis and
soccer professional players to participate in Olympic Games as well.
Also, tennis in Taiwan originated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owever, the initial developmental stage was very limited due to the
economical reasons, and not until the 1980s, tennis started to grow vigorously with Taiwanese economic booming. In 1984, Taiwanese tennis player, Hsu Mei Jud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participate in Los Angeles Olympic Games as a performing event. Then, Taiwanese tennis
players participated in the following contests, the 1996 Olympic Games
of Atlanta of U.S.A., the 2000 Olympic Games in Sydney Australia, the
2004 Athens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 Games of Beijing in 2008,
and the most recently, the Olympic Games of London in 2012. Finally,
through the many efforts made, Taiwanese tennis players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players. Hopefully
some days in the future, Taiwanese players can win some medals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be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Keywords: Olympic Games,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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