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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棒球被視為當今臺灣「國球」，棒球

的觀賽人口眾多、球隊分布在全國每一個角

落；此外，四級棒球隊在國際棒球比賽的成

績很優異，如青少年的「世界錦標賽」多次

得到「三冠王」，中華棒球隊並於1992年巴

塞隆納奧運得到銀牌，是我國奧運史上「團

隊球類」第一個得到獎牌的運動。

臺灣的棒球運動始自於一百多年前，

在日本統理臺灣時，將這項運動帶來，並且

在寶島生根灌溉，後來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

臺，繼續努力耕耘，終有傲人的成績。

而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將棒球運動帶到臺

灣後，由於「嘉農」──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

的努力，使得原專屬於日本學生的運動，成為

全臺學生的「平民運動」，住在平地的臺灣漢

民族、住在山地的原住民和日本人學生一起創

造了躍居全島冠軍的球隊，甚至打到日本本土

的「甲子園全國大賽」（註1）也得到亞軍，

震驚全日本。

而這一切的一切，和嘉農棒球隊的第二

棒「強肩」──打擊手蘇正生有關。

蘇正生是嘉農棒球隊史上成績最好的「

甲子園」亞軍之主力中堅手（中外野手），

他可以不經由二壘手直接回傳球到本壘捕手

處；他也是強力打擊球員，曾在比賽時擊出

一支遠達「全壘打牆」的驚人長打，幫助球

隊得到亞軍、締造紀錄，讓日人重新省視臺

灣學生的運動天賦。

註1 正式比賽名稱為「第十七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

球大會」，此全國性比賽則於1948年後正式更名

「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由於比賽地

點位於阪神甲子園球場，故人們亦習以「甲子園

全國大賽」稱之。

圖1　2001年蘇正生在臺北市仁愛路住家，手持心愛的

棒球獎座（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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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是這支球隊最長壽的球員，

享壽97歲，一生為臺灣的棒球運動奔波、宣

導，指導成人、青年球隊，徒子徒孫包括職

棒名將李來發、高英傑，也常常出席各項棒

球論壇、研習會，向棒壇後進宣揚棒球精神

的真諦，灌輸公正、奮進、服從的體育精

神；前總統李登輝曾親自到他的東山住處拜

訪他；而在他就學的臺南東山國小、嘉義農

林（註2）校園內，也都豎立紀念他的銅像，

供後人景仰。

臺灣的棒球英雄很多，但是追根究柢，

嘉農的蘇正生是早期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強

肩、強棒讓日本人折服，不但是臺灣的棒球

先鋒，而且由於他和「民國同庚」，近一百

歲的高壽、旺盛的生命力與熱情的使命感，

推廣棒球的貢獻在棒球史上少見，更是值得

記上一筆。

貳、生平

蘇正生於西元1912年（民國元年、大正

元年）出生於臺灣臺南州嘉義廳番社街仔的

碧軒寺斜對面，這個地方當時叫「番社庄」

，更早的清朝時期叫「哆囉嘓」，是在今天

的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中興路151號。

他的父親蘇振玉是一位殷實的生意

人，也耕田務農，在番社庄算是一位有名望

的人，在住家後面蓋有一排四間的磚造樓

房，1964（民國53）年的「白河118大地震」

，東山鄉街面所有房屋都震倒，只有蘇正生

圖2　1931年的嘉農棒球隊全體隊員，後排左3是蘇正生先生（照片來源：蘇昱彰提供）

及他的三位弟弟的磚造樓房沒有倒，至今還

屹立在東山中興路上。

蘇正生讀完「番社公學校」後，父親要

他到20多公里外的嘉義就讀農林學校，在日

治時代的臺灣人能到農校就學已屬不錯，通

常是小富人家才有辦法支付學費、生活費，

畢業後才能在公家機關謀得一官半職。

1927年他來到嘉義農林，學的是「造

林」，但是體型壯碩很早就被體育老師看

中，被吸收到「庭球隊」，就是軟式網球

隊；當時嘉農只有庭球及田徑兩種運動團

隊，原先他在軟網球隊表現很優異，他打前

排虎虎生風，各種攔截動作純熟、密不通

風，代表學校出賽成績不錯。

直到高二那一年，有一次，經過當時

正在訓練的野球（棒球）隊旁，有一顆球滾

到腳邊，他不經意地撿起來，用力一丟，球

居然又快又直，像子彈一樣直飛棒球員手

套，在一旁的棒球教練近藤兵太郎一看有了

主意，他叫蘇正生也來丟丟球、練練揮打動

作，沒想到動作比起現役棒球隊員竟毫不遜

色……。

圖3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國小玄關文化走廊，有傑出校友蘇正生專區，陳列他在棒球生涯的傑出成就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註2 嘉義農林學校創立於1919年，名稱為「臺灣總督

府嘉義農林學校」，1921年改名為「臺南州立嘉

義農林學校」，1945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嘉義農

業職業學校」，1951年再改名為「臺灣省立嘉義

高級農業職業學校」，1965年改制為「臺灣省立

嘉義農業專科學校」，1981年改隸中央易名為「

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1997年改制為「國

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年與「國立嘉義師範學

院」整合成立「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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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嘉農棒球隊成績不理想，光是在

南部就打不過以日本學生居多的臺南一中、

高雄中學，也打不贏臺中一中，更不要講和

臺北一中、臺北商業等校比賽，每次一交手

都是大輸兩位數的比數。

1931年的嘉農隊經過一年苦練脫胎換

骨，他們在7月23日到臺北圓山球場參加「

第九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這次比賽

有11支球參賽。嘉農先以15A：0擊敗臺中一

中，接著以17A：10贏了臺中二中，比賽採

「單淘汰賽」制，只要輸一場球就得打包回

家，選手壓力很大，但是這一年他們實力很

強，第三場是準決賽（四強賽），他們以

14A：3打敗同樣來自南部的勁旅臺南一中。

決賽出戰以前從沒有贏過的連續三屆

冠軍隊「臺北商業」，他們已經連去甲子園

三年，今年冠軍呼聲還是很高，這場比賽居

然吸引了一萬五千位觀眾。嘉農在前四局各

得到一、二、三、四分，已經遙遙領先，沒

想到第九局居然一口氣被連連追上，打成平

手。延長賽到第十一局，嘉農才險勝一分，

以11：10獲勝取得冠軍和臺灣的代表權，到

甲子園比賽。

7月底嘉農再度來到臺北，住在臺北一

中學寮（宿舍）和臺北市中學校聯隊打了兩

場比賽都贏，接著赴基隆搭乘「高千穗丸」

輪船，經四夜五天行船到神戶登岸，當抵達

大阪「甲子園」棒球場時，每位球員眼睛為

之一亮，這一個有五萬五千個座位的大棒球

場，平時是阪神成人（職業隊）使用，每年

夏天則有日本全國23到49隊高校球隊到此爭

奪年度高校冠軍。

嘉農的第一場比賽對上神奈川商工，靠

著投手吳明捷的成功壓制，及蘇正生大膽盜

本壘強迫取分成功，以3：0旗開得勝。這場

比賽蘇正生打第二棒，他和吳明捷是陣中僅

有兩位漢族學生，其他另有四位日本學生、

三位「高砂族（臺灣原住民）」學生，日本

觀眾原不看好這支「三族共和」的KANO球

隊，但是嘉農改變了他們觀念。

第二場比賽以19A：7大勝札幌商業高

校，甲子園球迷這回認真地看，發現這支球

隊的攻守有模有樣，強投猛打，報紙球評好

話連篇。第三場四強比賽面對原先被認為有

冠軍希望的「小倉工業」，嘉農依然毫無懼

色，以10A：2大勝，至此，臺灣球隊晉級到

前所未有的決賽，坐二望一。

8月21日決賽日，甲子園球場來了五萬多

位觀眾，很多球迷居然支持來自遙遠臺灣的

嘉農，但是這一天嘉農主投手吳明捷顯然累

了，連續四場比賽近藤教練都由吳明捷一人

主投，功守陣容完全沒有更動，棒次也是從

一而終未更換。

「中京商業」投打均比嘉農厲害，以

4A：0贏走冠軍，但是嘉農這一次參賽打出「

天下嘉農」的聲譽，日本從此認識臺灣「嘉

義農林（KANO）」非等閒之輩；吳明捷獲得

早稻田大學的保送權，蘇正生也取得「橫濱

專門學校」的入學證，1932年就讀橫濱專校

的蘇正生邊攻讀「商科」邊打校隊，1934年

時遵從父親命返臺，到臺南州廳上班，成為

稅務人員，當然也是臺南州的野球隊主力。

他在臺南上班時，將臺南州棒球隊組合

起來，參加全臺比賽先衰後盛，後來臺南州

隊在「全臺實業野球大會」得到冠軍，獲頒

獎座，並遠赴日本參加「全國都市野球對抗

大賽」。

圖4　1931年的嘉農棒球隊，由三族學生組成，族群融合戰力更強

（照片來源：蔡武璋提供）

圖5　1931年日治時代臺灣日日新

報刊登嘉農捷報，上有蘇正

生照片（照片來源：嘉農校

友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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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建議臺南州隊和嘉義隊組聯隊，

廣建球場，曾經和當時的臺南州廳知事（市

長）打賭，如果他的球隊打贏，要將球場整

建成標準球場，有看臺、有更衣室……。結

果果真獲得冠軍後，在臺南、嘉義蓋出多座

棒球場。

1945年二戰結束，他來到嘉義市，在「

嘉義林場」擔任副場長，將阿里山上的珍貴

槐木、冷杉作有效運用，亦將阿里山風景區

登山鐵路有效維護，使阿里山在臺灣光復之

初，成為臺灣人最喜歡前往的風景區，而「

阿里山日出」成為「臺灣八大景」之一。

1946（民國35）年，臺灣光復後的第

一屆「省運會」在臺灣大學校園舉行，蘇正

生代表嘉義縣出征，這時他已經35歲，但是

依舊虎虎生風，平時在嘉義和昔日嘉戰友練

習，遇有比賽則揮棒、跑壘攻城掠地；和許

多日治時代的南北棒球好漢一起比賽，他感

覺意趣盎然，第二屆省運又打了一次；第三

屆比賽時，他褪下征衣，改穿主審裁判服，

繼續在棒球場上活躍。

除了擔任裁判以外，他看到嘉南地區棒

球風氣不錯，但是教練師資不夠，他在公餘

時間也擔任起教練義工，由於治軍嚴謹，對

球員嚴格但公正，因戰績不錯，成為這個地

區的名教練，許多球隊爭相邀約。

195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隊來臺訪問

時，由於這支球隊是日本六大學聯賽冠軍，

實力堅強，臺灣省棒球界便請蘇正生出面組

織一支聯隊迎戰，這時臺灣已有各軍種棒球

隊，也有銀行代表隊，蘇正生仍能獲邀擔任

教練，可見他的指導功力、臨陣調度和人際

關係都是國內一流。

1961年，他的連襟洪添龍出任東山鄉

長，也因父親年歲也大了，他便回到家鄉東

山出任鄉公所建設課長，將注意力放在家族

照顧和地方建設。同時他也出任臺南縣少年

棒球隊教練，為基層棒球札根做出貢獻。

1964年的1月18日，嘉南地區發生可怕的

大地震，史稱「白河118大地震」，東山鄉是

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東山街頭長達三百多

公尺的兩排建築物全部倒塌，建設課長蘇正

生面臨重建的重責大任。

圖6　蘇正生和太太陳伴女士年輕時合照

（照片來源：蘇昱彰提供）

他向中央爭取經費、向鄉民說明未來

前景，將震倒的屋舍清理後，說服街坊鄰

居，讓屋舍後退，道路擴充，蓋出漂亮的中

興路、達雲路；並且將產業道路，改建成美

麗的觀光道路直通東原、青山；這才有後

來的「永安高爾夫球場」、「東山咖啡公

路」……，並讓到東山來買「東山鴨頭」、

「東山龍眼乾」、「東山咖啡」的觀光客，

有一條便捷的道路。

從1966到1977年之間，他在東山深居簡

出，平常擔任臺南縣青少年棒球隊的教練、比

賽裁判外，也在嘉義東亞高工（今嘉義私立東

吳高職）棒球隊擔任顧問，指導過李來發、高

英傑等高中級選手。這時，他在東山鄉公所的

網球場重拾高中時的網球拍，打打軟式網球，

也注意到兒子蘇昱彰的武術天分。

他的公子蘇昱彰有著父親的優良運動基

因，天賦異秉，有極佳的彈性及協調能力，

小學時跟隨住在東山的大陸來臺名「螳螂

拳」大師張德奎學習，17歲時獲得全國拳術

冠軍，加入我國武術國家代表隊，由劉雲樵

教練帶隊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比賽。

後來蘇昱彰又由我國外交部派到中南

美洲各友好盟邦巡迴表演、指導；之後他落

腳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市開館收徒，成為

南、北美洲極有名的「中國功夫」大師之

一，亦多次赴美國授徒設立分館；也曾長住

西班牙巴塞隆納，開設「八太極螳螂拳館」

揚名歐洲。

圖8　蘇正生之子蘇昱彰受父親影響，也從小熱愛運動，終至

成為武術大師，2014年年初十他在東山鄉碧軒寺廣場表

演「八極螳螂拳」(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7　2013年蘇昱彰在東山老家受訪，牆上有父親蘇正生

先生的許多紀念照片（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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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親還是揚名臺灣、日本的棒球球壇

不同，蘇昱彰是中醫師，會針炙、拔罐、抓

藥，在國際體壇，尤其是武術領域，名氣不

下於父親。

1980年蘇正生到兒子在委內瑞拉的道館

住了三年多，期間遇到率領中華成棒隊到委

內瑞拉比賽的方水泉總教練，他們年齡有一

段差距，但是畢竟是臺灣前後期棒球球友，

異地重逢相當高興。

1983年他回到懷念的家鄉，住在東山故

里，有時興起還會從東山騎自行車，經過白

河到嘉義，當天來回不成問題；但是家裡還

是沒有設電話，找他的人都會打電話到隔壁

的「成利號」柑仔店，多次日本電視臺來臺

訪問，都是透過這個方式聯絡到他。

1992年，日本富士電視臺透過「嘉農校

友會」會長蔡武彰協助，到東山訪問神隱多

時的蘇正生，「蘇正生參加甲子園比賽」的

神奇故事再度在日本傳聞開來。翌年，日本

大阪TBS電視臺也到東山採訪蘇正生，並且要

他再回到嘉農學校棒球場揮棒，最後還一起

到臺東拍攝、採訪在教會傳教的嘉農老將拓

弘山。

1994年嘉農校友會擴大組織，增強領導

功能，在嘉義棒球場舉辦第一屆「嘉農盃」

青少年棒球賽，並且發起「尋找亞軍獎盤」

活動，試圖找出1931年在全日本大賽獲得的

亞軍獎盤。

圖9　1992年日本電視臺來訪，拍攝蘇正生指導嘉大球員揮棒（照片來源：蔡武璋提供）

1995年日本朝日新聞社答應再複製一個

一樣的亞軍獎盤給嘉農，蘇正生和校友會會

長蔡武彰等一行九人，於8月甲子園比賽期間

來到大阪，並且在開幕典禮時成為貴賓，在

受到五萬多迷鼓掌歡迎聲中，從朝日新聞社

長手裏接過亞軍獎盤。巧的是，64年前嘉農

獲得這個大獎盤、全隊合拍團體照時，手捧

這個亞軍大獎盤的也是蘇正生。一時之間臺

灣、日本棒壇再度掀起「甲子園熱」。

1996年臺灣重新評估棒球發展，決定模

仿日本甲子園，設「金龍旗」青棒賽，由全

國優秀高中職棒球隊，以單淘汰方式搶「金

龍旗」，冠軍隊還有巨額獎金。

第二年「金龍旗」開幕前，賽會想起當

年臺灣甲子園英雄蘇正生，特別邀請他前往

開幕典禮當貴賓。

蘇正生由外孫楊仕鈺陪同，到臺北參加

開幕典禮，這一天蘇正生擔任打擊者，宋楚

瑜先生擔任投手，1997年國內棒壇又回想起

了嘉農的光輝史……。

1999年9月9日上午9時，東山鄉中興路上

來了一位貴客，當時在任的中華民國總統李

登輝，在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副秘書長黃

正雄陪同下來到蘇正生的家裡。

圖10　1996年蘇正生到大阪甲子園，領回

複製的亞軍盾牌，真正的盾牌已經

遺失（照片來源：蔡武璋提供）

圖11　蘇正生的女兒蘇翠如老師（左），和外孫楊全

鈺手持老先生生前最喜歡的紀念球及冠軍獎座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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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概是東山鄉設鄉以來最重要的一

位在朝官員來訪，中興路上二步一崗、五步

一哨，縣長、鄉長也都來了，還有蘇正生的

親人、朋友，將中興路擠得熱鬧滾滾。原來

喜歡體育運動、留學京都的李登輝本來就知

道嘉農和蘇正生，但是有一天聽到副秘書長

黃正雄提起蘇正生是他同學楊營昌的老丈人

時，便說：「你幫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看

他……」

這一天，李登輝提起許多他在日本時

如何關心「甲子園」棒球賽事，也請問蘇正

生如何再振興我國棒球運動……臨走時，李

總統很高興地和守候在門前幼稚園小朋友合

影，也應邀到對面的東山守護神「碧軒寺」

及東山鄉公所參訪。

2001年，蘇正生先生已經90歲，他仍然

經常參加國內的棒球活動，像是臺北、高雄

的棒球展覽會，職棒的開幕典禮，都常找他

前往演講、開球，他也和兒子到日本旅遊，

日本棒球界、武術界對這位年逾90依然生龍

活虎、遊山玩水的棒球耆老佩服不已。

國內多位棒球作家感佩蘇正生及嘉農棒

球精神，撰寫了多本專書，引發電影製片魏

德盛及導演們矚目，籌拍《KANO》電影，可

惜在電影殺青時，蘇正生先生已在2008年年

底先走一步了……。

圖12　1999年9月前總統李登輝在蘇正生住家前和東山成功幼稚園小朋友合影（照片來源：蘇翠如提供）

參、重要成就或貢獻

蘇正生先生在將近一世紀的有生歲月

裡，對臺灣體壇，尤其在棒球界作出無數貢

獻，謹就其中影響深遠者，整理出犖犖數

項：

一、長時間推展棒球運動，耄耋之年不以為苦

蘇正生先生的「棒球人生」可分成三大

階段，第一階段是「嘉農時代」，這是選手

時期留待後頭細述；第二階段是「裁判、教

練時代」，他褪下征衣後，穿起黑色判官制

服，在棒球場上執法擔任裁判，也親自執掌

兵符當「臺南洲」、「臺灣聯隊」、「臺南

縣少棒」等球隊教練，這些事很多棒球前輩

都作到了；但是蘇老先生的第三階段「宣導

時代」卻最可貴，而且在80歲之後還生龍活

虎般到處參與棒球集會，鼓勵大家要運動、

打棒球，耄耋之年現身說法，滿室生春，細

數臺灣棒球史，只有他一個人做到了。

他在89歲時，參加在嘉義舉行的「職

棒開幕戰」的開球貴賓，所有球迷看到「曾

祖父級」貴賓還能投球；而在90歲上壽高齡

時，還參加在臺北天母棒球場舉行的「棒球

文物展」的「講座」，向所有棒球隊學生、

觀眾、粉絲講述棒球運動的精神、講60年前

打甲子園棒球的故事，讓大家都聽得津津有

味。

2007年、他96歲時，更出席在高雄澄清

湖球場的第十八屆職棒例行賽開幕典禮，站

立向全場棒球觀眾致意，所有在場人士無不

動容，作為全民運動的推廣者，蘇正生先生

是那個時代最佳代言人。

圖13　陳設在嘉義大學（前嘉農球

場）的蘇正生銅像（照片來

源：嘉農校友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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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三位臺灣棒球壇的老前輩，

左起：吳祥木、曾紀恩、蘇

正生，他們在1990年合影 

（照片來源：蘇翠如提供）

圖15　1999年前總統李登輝由秘書長黃

昆輝（左1）陪同到東山拜訪，

蘇正生（右3）在住家門口迎接

（照片來源：蘇翠如提供）

圖16　1991年80歲的蘇正生（右）每天騎腳

踏車往返東山、嘉義，他和外孫楊仕

鈺合照（照片來源：蘇翠如提供）

1992年中華棒球隊在巴塞隆納棒球賽得

到銀牌，日本電視臺陸續到嘉義採訪「嘉農

棒球隊」和蘇正生，臺灣再度掀起棒球熱，

這時嘉農校友會趁勢舉辦第一屆「嘉農盃」

棒球賽，83歲的蘇正生和在臺東的拓弘山是

僅存的兩位30年代嘉農開路先鋒，他熱心地

擔任起為嘉農、也為臺灣棒球再奮起的傳播

角色。

第一屆「嘉農盃」在嘉義市、第二屆在

臺東舉行，後來的嘉農盃甚到開辦到大陸地

區，蘇正生從這時起，每屆比賽必定參加，

並且在會場示範揮棒動作，指導後進。

1999年的9月9日上午9時，當時的總統李

登輝先生在秘書長黃昆輝、副秘書長黃正雄

等人陪同下，到臺南縣東山鄉中興路蘇正生

居家住宅訪問。這是東山鄉有史以來，第一

次有國家元首為單一鄉民到鄉訪問，也是臺

灣棒球史上，第一次「米壽（88歲）」的棒

球選手在家中親自接待國家元首。

這事代表兩層意義，第一，國家元首重

視體育，對運動員在年輕時為臺灣爭光、揚

眉吐氣，呈現臺灣子弟優質體能，特長途跋

涉到鄉下住家登門拜訪，顯示政府重視體育

歷史，感謝一甲子之前嘉農棒球隊對臺灣作

出的貢獻；第二，總統重視棒球及體育，不

遠千里看望年近90歲的老運動員，同時虛心

求教如何再振興棒球運動，尋求在國內廣泛

推展、在國際比賽奪標爭冠，顯示中央重視

體育。

蘇正生在80多歲時，經常應邀奔波在臺

灣南北各地棒球比賽會場，他的揮棒動作虎

虎生風，談話時中氣十足，而且對60年前舊

事記憶猶新，讓前來採訪攝影的日本電視臺

記者訝異不已；在日本播出之後，日本各地

電視臺掀起「臺灣甲子園老將風」，接踵而

來的電視臺，讓嘉農校友會忙得不亦樂乎。

二、嘉農時期大棒、強肩、俊足、球隊主將

蘇正生年輕就讀嘉農時，無意中入選為

棒球隊員，雖然受訓時間不長，但是他很快

掌握「野球」竅門、熟稔特性，和「主方投

手」吳明捷成為僅有的兩位「漢族」先發球

員，並與其他三位日本、四位原住民同學一

起奪下史上最優的日本甲子園棒球賽亞軍。

1929年的嘉農在臺灣的高中棒球賽甚

至還不是南部的臺南一中、高雄中學、臺北

一中等純日本學生的對手，也打不贏臺中一

中、臺北商業等臺灣學生的球隊，但是1930

年蘇正生等人加入後，打擊火力增加，他守

的中外野也成為對手的夢魘，他的肩膀出奇

有力，可以將球從外野筆直地傳回本壘捕手

手套，這是當時日本本土巨人隊員才有的功

力，讓大家驚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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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腳程很快，盜壘功夫很強，不但敢

從一壘盜二壘，在1931年甲子園大賽的第一

場比賽，嘉農以3：0險勝神奈川商工時，蘇

正生大膽地從三壘盜回本壘強迫得分是勝負

關鍵。這是嘉農到日本後的第一場比賽，選

手人生地不熟地很緊張，大阪的觀眾也心存

看笑話般看這支皮膚黝黑的球隊比賽；比賽

很膠著，投手吳明捷壓制了對手的打擊，但

是嘉農上壘的機會也不多，蘇正生上壘後發

揮他膽大心細的智慧，同時對自己的速度有

信心，關鍵時刻居然盜壘成功，拿下很重要

的一分，旗開得勝後，嘉農輕鬆地連贏往後

的另兩場比賽。

蘇正生一直打第二棒，他的打擊能力很

強，甲子園比賽時他曾經擊出一記長遠三壘

打，甲子園棒球場平常作為成人（後來成為

職棒）球場，兩翼外野長達420呎，蘇正生的

這記長打球當時和另一位美國選手一起在全

壘打牆留下記號。以一個高中生就能打出撞

擊全壘打牆的長遠球，當時在日本棒壇也曾

轟動一時。他是嘉農在1931年第一次參加甲

子園，以三勝一負得到亞軍，不可或缺的主

將。而在當年第二場比賽出戰札幌商業時，

也以單場三支安打獲得「猛打賞」。

三、臺灣人不輸給日本人的典範

1931年（民國20年、昭和6年）前後的臺

灣，日本人掌控了臺灣的行政、教育資源，

臺灣學生只能就讀次一級的都會第二中學，

如臺北二中、臺南二中……，就是連體育團

隊，如代表著比較貴族化的棒球、庭球也只

有日本學生可以參加，臺灣學生只能參加「

陸上競技（田徑）」比賽。

圖18　蘇正生的女兒蘇翠如（左）和外孫楊仕鈺用《KANO》

紀念父親、外公（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17　存放在東山國小的一張紀念海報，上頭有

《KANO》電影監制魏德聖、導演馬志翔等

人簽名（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蘇正生的體型優異、反應快速，加上體

力充沛、協調能力佳，在加入棒球隊後立刻

顯現比日本學生還要優異的天賦，成為球隊

重要一員主將，球隊從嘉義打到臺北，又殺

到日本，一路過關斬將，展現出臺灣本土學

生的優質體育智慧和能力，大大為臺灣人出

一口氣。

在嘉農棒球隊崛起之前，臺灣的高校棒

球隊乎全是日本學生的天下，當時代表臺灣

到甲子園參加比賽的球隊只有四隊：臺北一

中、臺北商業、嘉義中學和嘉農。「臺北一

中」（今建國中學）參加次數最多，包含春

季及夏季比賽，一共赴日參加甲子園七次，

總成績四勝七敗；「臺北商業」參加過四

次，卻只有贏過一場、輸了四場；嘉義中學

參加過兩次，贏一場、輸兩場；嘉農參加過

五次（一次春季、四次夏季），總計成績最

優，贏了五場、輸五場，最好的一次當然就

是蘇正生他們那一次，三勝一敗得到亞軍。

但最可貴之處，在於當時這四校裡，只有嘉

農隊有臺灣學生，其餘三校都是完全由日本

學生組成。

在1930年前後，臺灣的優秀運動員漸

漸出頭，除了嘉農棒球隊之外，臺北的柯子

彰在橄欖球、臺中的張星賢在田徑中距離賽

跑、高登科在網球都在日本揚名立萬。

蘇正生在甲子園一戰成名，日本人立刻

挖角，橫濱專門學校（今天的神奈川大學）

保送他就讀商科，投手吳明捷也到早稻田

大學就讀。他們都是代表臺灣年輕人資質優

異，不輸給日本人，是臺灣人允文允武的最

佳典範。

圖19　2003年兒子蘇昱彰（左1）與父親

蘇正生（左2）到日本合掌屋村旅

遊（照片來源：蘇昱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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