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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次到曼谷必定帶去許多臺灣免稅店

禮物，送給包括該國體育署、奧會、協會的

關鍵人士；並派出我國名教練王春雄帶著許

多網球拍、比賽球，到泰國協助訓練軟網球

隊。

1998年曼谷亞運組委會寄給陳禎雄一張

「A卡」。這是一張層級很高的貴賓卡，等同

國家奧會主席，陳禎雄抵達曼谷機場時，即

有一部禮車、一位會講國語的泰國人陪同，

在兩個禮拜內每天供陳禎雄夫婦差遣，直到

軟網隊奪得金牌比賽結束、返臺，才結束接

待工作。

曼谷亞運結束時，陳禎雄更得到一張泰

國總理的「感謝狀」，感謝陳禎雄在曼谷亞

運期間對體育「場館的建設」、「球隊的訓

練」給予泰國許多協助。

除了泰國外，陳禎雄對蒙古共和國也很

用心，他在擔任軟網協會理事長期間，辦了

兩次「中華盃國際軟網邀請賽」，1996年第

一次在南投舉辦時，邀請了包括蒙古、越南

等國家代表隊來臺。

其中蒙古隊來臺參賽過程一波三折，

抵臺時簽證有問題，離開臺灣時班機也有問

題，靠陳禎雄全力紓困解決，也因此和蒙古

國家體育署長、當時的領隊納南巴塔（Choi-

jgavaa Naranbaatar）成為好朋友。

蒙古的軟網自1990年起由日本協助訓

練，1996年實力不錯，欣然答應來臺灣參加

比賽，但是到比賽前兩天軟網協會才接到通

知，原來蒙古隊沒有辦簽證，而且球隊已經

到了漢城，卻上不了到桃園國際機場的飛

機。幸好當時軟網協會秘書長林永寬先生的

太太──施麗珠夫人熟悉出、入境手續，經

她協辦下順利抵臺。

由納南巴塔擔任領隊及總教練的這支球

隊總計六個人，陳禎雄得知消息，立刻動用

所有關係，請外交部特准給予「落地簽證」

許可，讓已經等候10個小時的蒙古隊上飛

機。

參、重要成就及貢獻

一、具國際觀的領導者，視野超脫軟網及體育

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從事高科技產業

製造及販售的陳禎雄，為了擴展生意、引進

尖端材料，他必須經常出國，遊走在最前端

的國防產業製造商當中，因此，他練就了挖

掘問題的嗅覺，也學習到處理國際問題的能

力。

他把這一套天賦轉用在軟網的營運及戰

略上，成就出臺灣先前幾位領導人從沒能完

成的事功；即便同屬東亞的韓國、日本人也

對陳禎雄的貢獻嘖嘖稱奇。

在1995年參加過第十屆的世錦賽（岐

阜）後，他和日本取得共識：要對1998年曼

谷亞運承辦國──泰國──多下功夫之後，

陳禎雄前後到泰國走了六趟，向泰國體育

署、奧會、軟網協會投下大量人力及財力。

他每次到泰國一定拜訪泰國奧會秘書

長恰洛克將軍，因為這位將軍是決定軟網是

否在曼谷亞運「設項」的三位關鍵人之一。

陳禎雄邀請將軍其及夫人來臺灣旅遊，並邀

華裔的泰國軟網協會會長劉甘通（華裔）作

陪，陳禎雄與劉甘通陪著恰洛克夫婦環臺灣

一周、品嚐臺灣美食，所到之處亦是在最好

的五星級飯店。

圖15　陳禎雄獲得1998年曼谷亞運組委會贈送

「感謝狀」（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14　1989年陳禎雄（左2）等人代表臺灣到北

京遊說，和當時的中國體委會主任伍紹祖

（右1）、體總副主任張彩珍（中）等合

影（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

圖14　

圖16　1996年蒙古隊納南巴塔（上排）帶領球隊參加

臺中「中華盃軟網賽」秩序冊（照片來源：蘇

嘉祥攝影）

140 141



臺灣及東亞軟網的功勞者     陳禎雄

在1996年這個年代，他們是少數率先

來臺參加比賽的蒙古體育團隊，但是軟網實

力不在大陸隊之下；沒想到蒙古隊回程時又

出狀況，臨上飛機才發現經漢城飛返烏蘭巴

托的班機錯過了，得在臺灣多待五天才有班

機。

陳禎雄很慷慨地承擔下五天的膳宿招

待，還帶他們在臺北地區旅遊，上「成吉思

汗蒙古烤肉館」，品嚐他們在蒙古吃不到的

「蒙古烤肉」。

這位納南巴塔在1999年又帶團來臺灣參

加第十一屆世錦賽」，這時他已經在體育署

任公職；2012年納南巴塔又來了，這次帶了

一個訪問團，他已經成為蒙古共和國最高的

體育領導人，先前中華奧會已和蒙古奧會簽

署交流協議，納南巴塔在臺北期間接受體委

會主委戴遐齡頒贈獎章，他並指名要和陳禎

雄見面。

2012年7月，陳禎雄在圓山飯店金龍廳宴

請納南巴塔，還請來當時圓山飯店董事長，

也是當年和蒙古簽交流協議、前中華奧會主

席黃大洲，和蒙古大學有交流的國立體育大

學校長高俊雄；納南巴塔回憶十幾年前數度

受到陳禎雄的協助和款待，特別在餐會上贈

送禮物給陳禎雄。納南巴塔任內派出多位該

國體育署官員到國立體育大學讀研究所，也

和體大年年進行學術交流。（註6） 

二、還給教育部長曾志朗公道

2001年5月，日本大阪舉行「第三屆東亞

運」時，陳禎雄出手幫了我國教育部長曾志

朗一個忙，解除他在日本被冷落的尷尬。

日本和臺灣沒有邦交，應是眾所皆知的

事，但是這一年東亞運在大阪舉行時，沒有

想到日本欺小怕大到這種地步，我國教育部

長曾志朗隨中華代表團到東亞運參觀，也準

備到每一個場館給選手們加油，但是當時發

生中國大陸打壓，曾志朗的註冊卡，從較高

級的「G卡」變成「Gt卡」。

5月19日下午開幕典禮在「大阪巨蛋」舉

行，曾志朗部長持「Gt」卡到場，沒想到只

被安排在不顯眼的座位，時任中華奧會主席

的黃大洲被邀請上臺和日本首相等人擊破米

酒木桶象徵開幕，曾志朗一個人在座位上生

悶氣。（註7） 

20日晚間，軟網比賽承辦單位在另一間

作為軟網選手村的酒店，定於晚間6時舉行個

別的「軟網開幕典禮」，當時為國際軟網總

會副會長的陳禎雄聽到這消息，靈機一動立

刻向當時的韓籍會長朴相何情商：「曾志朗

是我們臺灣的教育部長，也是主管我們軟網

事務的長官，是否以您的名義邀請他來參加

我們的開幕典禮？」

圖17　2012年，時任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理事長陳禎雄（前排中）在臺北圓山飯店金龍廳，宴請蒙古體

育署長納南巴塔夫婦（前排右1、2），國立體育大學校長夫婦等人作陪（照片來源：蘇嘉祥提供）

圖18　蒙古體育署長納南巴塔（左）送禮物給陳禎雄（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註6 陳禎雄，面訪，高雄，2017年7月22日。

註7 本人在現場採訪、觀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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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陳禎雄非常友好的朴相何一聽立刻

答應，晚間陳禎雄又轉向日本軟網協會秘書

長西村敏寬拜託：「曾先生是我們的文部省

大臣，是否請他來？」西村一聽是文部省大

臣，毫不思索就答應，並且在酒店門口恭候

迎接。

曾志朗這天雖然已經開始到開賽的場館

看中華隊選手，但是一直悶悶不樂，不斷地

問體委會官員：「那個軟網比賽開幕典禮，

安排得怎樣？」

陳禎雄費了三個小時找到韓、日兩位關

鍵人物，獲得首肯後立刻通知中華團本部，

曾志朗部長也在晚間六時半來到酒店，從酒

店大門口起，曾志朗便受高規格的禮遇，國

際軟網總會總會長、秘書長及陳禎雄在門口

迎接，走進會場時受到參賽的七、八個國家

所有職隊員熱烈鼓掌歡迎。（註8） 

朴相何會長請充滿笑容的曾志朗部長致

詞，日本的西村秘書長贈送禮品，曾部長還

舉杯到中華軟網隊的圓桌敬酒，受到中華選

手邀請一起合影，愛打羽球的曾志朗在大阪

三天受到的委屈此時一掃而光，露出笑意和

選手們一一合影。

當時的中華男子隊隊長郭旭東事後還俏

皮地說：「這一晚非常有意思，平常在國內

難得遇上部長，更遑論和他合照，那一天他

到我們桌，還和我們乾杯……最有趣的是坐

在隔壁的大陸隊員，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也

跑來和他合影……」

三、跨越兩岸 中國大陸體育高層的朋友

陳禎雄作科技產業生意，很早就進入中

國大陸，1987年起他在旅遊之餘，同時和體

育界尤其是軟網界頻繁互動，上個世紀80年

代起他為了軟網去了十趟北京，和對岸的體

育委員會、體育總會、奧會官員往來甚密，

他與對岸體育高層的關係曾讓臺灣奧會驚

訝，黃大洲主席還特別邀約深談。

他曾邀請中國大陸體育總會副主席張

彩珍女士來臺環島旅行，中國大陸奧委會秘

書長魏紀中和他私人友誼甚篤，魏從2000到

2016年來臺訪問時，多次在臺北和陳禎雄會

面，2002年「大魏」魏紀中屆齡退休，他在

外頭開一家「中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時，

特別來電希望以陳禎雄名義在北京的體育報

刊登祝賀廣告。

19 9 3年張彩珍在北京組織「女部長     

（軟）網球隊」，參加的球員包括吳儀（前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魯麗（前中共人大

會副委員長）、陳慕華（前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彭佩云（前中國婦聯會會長）及鄧小

平的女兒鄧楠……等都是成員。

圖19　2001年大阪東亞運的軟網開幕式上，

國際軟網總會會長朴相何握手歡迎我

教育部長曾志朗蒞臨（照片來源：蘇

嘉祥攝影）

圖20　2001年大阪東亞運餐會上，我教育部長

曾志朗（中）和中華男子軟網隊一起祝

酒（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21　2001大阪東亞運軟網開幕式

上，教育部長曾志朗應邀致詞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註8 本人在現場採訪、觀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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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及東亞軟網的功勞者     陳禎雄

這支球隊打的是由日本廠商贈送的軟網

球，每周固定時間在室內網球館練習，當時

中國政府為推廣群眾（全民）體育，女部長

網球隊經常上報、上電視。

1995年左右張彩珍向陳禎雄送來一份

名單，原來「女部長網球隊」希望來臺灣訪

問，這份名單洋洋灑灑臚列了女部長們的經

歷、打球資歷，以及希望和臺灣的同齡球員

切磋的意願。

當時兩岸「辜汪會談」剛剛舉行過，雙

邊交流頻仍，大陸的體育團隊常來臺灣，臺

灣的棒球、橄欖球、軟網教練也多次赴大陸

指導。陳禎雄接到這份名單後，很積極地開

會，邀集壯年網球女將劉玉蘭、余節珠、劉

羅娟子等人組隊，並擬了一個接待的計畫，

飯店、交通、安全等等細節都詳細規劃，還

鄭重其事地將計畫送到「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備案。

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對中國大陸還算不

錯，這個計畫也在陸委會協助下進行當中，

正當陳禎雄準備在臺北當主人迎接女部長們

時，兩岸突然風雲變色，李登輝總統突然發

表「兩國論」，雙方立刻出現緊張局勢，接

著每況愈下，這支大陸的女部長網球隊也就

沒能來造訪臺灣。（註9） 

陳禎雄在北京的朋友裡最重要的一位是

當時「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魏紀中，他同時

是亞奧理事會「運動委員會（Sports Com-

mission）」主席，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體壇

的重量級人物。

半個世紀來亞運會的規模不斷膨脹，大

家嘴邊常講：「要刪除部分運動，免得沒有

人敢辦亞運會……。」而魏紀中手上即擁有

亞運會比賽運動種類的生殺大權，故軟網想

要進入亞運會就必須要這位亞奧理事會的主

管同意。

陳禎雄三天兩頭就跑北京，和日本的

宮本行夫多次拜會魏紀中，請他將軟網列入

1998年曼谷亞運會，如果需要教練技術支

援、軟網球拍、比賽球、球場建築等都沒有

問題，對岸的北京體育學院、武漢體育學院

之後都成立軟網隊，他們的軟網隊也愈打愈

好，後來女團還得過銅牌，單打也多次得到

亞軍。陳禎雄有一次在北京保利大樓一家高

檔餐廳，宴請魏紀中指定的大陸體育高層人

士吃飯，這一頓酒席定的牌價是8888元人民

幣，這年是1996年，還是個比較節儉的年

頭。

四、培育我國軟網隊成亞運金庫，國光獎章大

戶

臺灣軟網隊從日治時代起一直打不過

日本，但陳禎雄認定臺灣的軟網實力不在日

本、韓國之下，只要訓練得宜，抓住選手的

心理，再配合比賽球場的特質，拿冠軍不是

問題。

臺灣軟網選手一直到1985年第六屆世錦

賽在名古屋才打破這個「零金障礙」，那次

比賽不但贏日、韓，還是大贏，在團體賽奪

冠後，雙打賽前八強中華隊四組出擊居然全

勝，準決賽起成為「臺灣內戰」，為軟網史

上首見，可見臺灣的技術已經完全可見殲滅

日、韓球員。

1987年第七屆世錦賽，陳禎雄帶團在漢

城出擊失利，但是他並未失志，仍然確信臺

灣的技術一流，一定要在亞運會場讓選手們

好好發威。

1988年11月，第一屆亞錦賽在名古屋開

辦，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參加軟網國際賽，

臺灣隊繼1985年之後，再一次締造「名古屋

大捷」，這一次是女子隊包辦了團體賽及女

雙個別賽雙料冠軍，陳禎雄更確定臺灣軟網

已然擺脫日本、韓國的陰影，隨時都可以擊

敗他們，成為亞洲、也是世界冠軍。

有了這兩次輝煌戰績，陳禎雄和當時的

理事長蔡茂興等人決定要完成「將軟網推進

亞運」的夢。

1990年北京亞運是起手式，50年來從沒

有見過軟網運動的中國大陸體委會網球協會

人士，會同教育委員會，在北京、瀋陽、成

都等三所體育學院成立軟網隊，挑選幾位網

球二軍選手，修改動作，參加亞運軟網示範

賽。

註9 陳禎雄，面訪，高雄，2017年7月22日。

圖22　1995年為了將軟網在亞運設項，陳禎雄專程到北京和魏紀中（前排中）等人會談

餐敘（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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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華軟網隊在華銀總經理、軟網

協會理事長蔡茂興帶動下，很積極地進行三

次選拔賽，挑出最精英的男、女選手在左營

集訓。19歲的廖南凱以「甄選（Pick Up）」

的方式選進中華男子隊，在對日本的最後一

場關鍵賽「小兵立大功」打敗日本，讓中華

隊得到金牌，會場響起「國旗歌」，中華臺

北的會旗升到最頂、飄揚在北京天空。

1992年的第二屆亞錦賽在印尼雅加達舉

辦，亞洲軟網聯盟為了鼓勵其他軟網「新興

國家」創設了「單打比賽」，讓非臺、日、

韓的其他國家選手有更多參與空間，將網球

的單打半邊場地設為軟網單打比賽場，除了

蒙古、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外，連尼

泊爾、越南、馬爾地夫都有軟網隊。

1993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東亞運」

出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同時兼管軟網事務的

「中國網球協會（Chinese Tennis Associa-

tion, CTA）」，沒有爭取到網球競賽，但是

在包括陳禎雄及日本人士奔走下，神奇地在

上海市郊閔行區建網球場，並且再度設軟網

示範賽。

1994年亞運在日本廣島舉行，這是日本

肯定會設項的運動種類，但是鑑於前兩次輸

給臺灣的「低式切發球」（Under Cutting）

，日本這一回不再將比賽設在室內了，特別

研發一種混合人工草皮和金鋼沙的室外場

地，網球中心是全新的，每一場比賽還有電

視立即轉播，但是包括劉宏祐、賴永僚、謝

順風、陳信亨、廖南凱的五位名將依然勇冠

三軍，打敗日本、韓國、大陸等隊得到金

牌。這是當年中華代表團所得到的七面金牌

其中一塊，也是軟網在亞運史上的第一面正

式金牌。

接著在1998年曼谷亞運（1金3銀1銅）

、1999年第十一屆桃園世錦賽（4金3銀3銅）

、2001年大阪東亞運（1銀2銅），2002年釜

山亞運（1銀3銅），2003年第十二屆世錦賽

（1金1銀3銅）、2005年澳門東亞運（3金

1銀1銅）、2006年多哈亞運（3金1銀1銅）

、2010年廣洲亞運（2金2銀3銅）、2014年

仁川亞運（1銀4銅）……軟網在亞運、世錦

賽、東亞運貢獻了無數面金光閃閃的獎牌。

國家運動團隊出國比賽得到不錯成績，

軟網運動也因為進入亞運，選手依戰績得到

國光獎章獎勵辦法，獲得升學、服役、升等

及實質獎金的鼓勵，從1991年第九屆漢城世

錦賽開始敘獎起，至2014年仁川亞運為止，

軟網選手得到國光獎金總數約3.5億元新臺

幣；軟網運動人口又回溫，家長帶著小朋友

打軟網，這項臺灣人喜愛的運動推廣工作，

相隔多年後再現曙光。

圖23　1994年廣島亞運，中華男子軟網隊獲男團金牌（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

圖24　1998年曼谷亞運會軟式網球獲金牌，陳禎雄和中華男子隊留影成為《中華軟網．軟式網球報導

雜誌》之主圖片（照片來源：蘇嘉祥翻攝）

148 149



臺灣及東亞軟網的功勞者     陳禎雄

五、實現諾言，辦理桃園世錦賽

1987年第七屆軟網世錦賽在漢城閉幕

時，我國軟網協會代表將會旗接過手，宣布

兩年後的第八屆世錦賽將在臺灣高雄舉行，

但是由於臺灣面臨中國大陸參加，名稱、

旗、歌問題多、局勢複雜宣布停辦，在軟網

世界史上留下一次空白紀錄。

1995年第十屆世錦賽在日本岐阜閉幕，

日本、韓國又將下屆承辦國的問題丟給了臺

灣，這時擔任軟網協會理事長的陳禎雄承擔

下來，開始為辦理世錦賽運作。

臺灣的大型網球場非常缺乏，是三、四

十年來推展軟、硬網運動最困難的事，別的

國家都有很標準的「網球中心」、室內網球

館，但是在臺灣只有很落伍的室外球場，還

是零零散散。

陳禎雄曾經找過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

府，但是都沒有獲得支持，最後經當時的體

委會處長李仁德介紹，相中位在桃園縣龜山

鄉、擁有室內體育館的「國立體育學院」，

當時的校長邱金松因早年也打過軟網，他一

口答應並吩咐運動管理學系高俊雄系主任，

以及擁有國家軟網教練資格的鄭良一副教授

負責，將1999年11月舉行的第十一屆世界軟

網錦標賽籌備工作承擔下來，繼之葉憲清校

長接任後，也同樣地全力支持。因此，至今

陳禎雄仍然很感激邱、葉二位校長，以及現

任的高俊雄校長、鄭良一教授的幫忙。

我國曾經在1977年及1983年兩度在臺中

辦過第二屆及第五屆世錦賽，當時都是在紅

士球場上競逐，這一次則在擁有1.5萬座位、

臺灣最大型的體育館比賽，館內舖設三面PU

球場，另在副館舖設三面練習場及副比賽

場，參賽的17個國家球隊都享受到前所未有

的貴氣。（註10） 

陳禎雄邀請到當年的桃園縣長呂秀蓮

作為開幕典禮貴賓，國立體育學院全校總動

員，不只設計了豪華的開幕盛典，體育館內

更舉辦體育博覽會，比賽過程還有華視全程

實況轉播，每天都有專車接送選手到位在臺

北的美麗華飯店，與賽各國職隊員都認為接

待一流，整個賽事堪比盛大的嘉年華會。

中華代表隊非常爭氣，他們在賽前一

個月就進駐國體宿舍，大家熟悉PU球場特

質，「低手切球」再度發威，充分發揮主場

優勢，在六個比賽項目裡包辦了男團、女

團、男雙、女單四個冠軍，另外還在男單、

女單、女雙三個項目也獲得銀牌，總計得4

金、3銀、3銅，幾乎打得日本、韓國無回手

之力，臺灣球迷從中部、南部趕來加油，人

人看得大聲叫好。日本的軟網專業雜誌派人

到現場採訪一周，2000年3月號刊登專頁： 

「臺灣新時代到來。」

圖25　1999年第十一屆世界軟網錦標賽中華軟網隊獲得四項冠軍，行政院秘書長謝深山（後排右3）

和陳禎雄及中華隊合影（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

註10 本人親自採訪、觀察所得。

圖26　日文軟網雙月刊的跨頁報導（照片來源：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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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書長謝深山在沒有通知主辦單

位情況下，在最後一天決賽時，一個人靜悄

悄地前來坐在樓上看臺觀賽，直到選手得到

冠軍才來道賀。閉幕後他還簽呈給行政院院

長蕭萬長，在行政院接見中華軟網隊祝賀道

喜。這是一場臺灣軟網史上最成功的軟網比

賽，陳禎雄讓軟網選手得到前所未有的尊榮

與驕傲。

六、幫中華奧會一個大忙

1998年曼谷亞運會能否將軟式網球「設

項」，決定了未來是否能夠列入亞運正式比

賽種類，是軟網運動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鍵，

但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的力量卻顯得有限。還好，在幾個關鍵時

刻，陳禎雄找對了人、使對了力氣，終於在

1996年11月的曼谷亞奧理事會上，將軟網以

「特准」方式推進亞運會。

當時的中華奧會主席張豐緒是亞奧理

事會執行理事兼財務委員會主席，位高權

重，但是身體情況不佳，到了曼谷開理事會

時突然發病，對理事會重要決議並未能充分

掌握，11月5日他對臺灣媒體表示：「1998

年曼谷亞運的正式比賽運動種類已經底定，

有……等幾項，但是未包括軟式網球。」

11月6日見報日，剛好是中華軟網代表

團要上飛機赴曼谷參加第三屆亞錦賽的啟

程日。所有軟網隊職員看到報紙都大失所

望，互相怨嘆：「軟網沒有設項，進不了亞

運，那這一次到曼谷打亞錦賽，還有什麼意

義……？」（註11）

在沮喪的心情中，中華隊到了曼谷住進

選手村酒店，沒想到一進入大廳，日本軟網

協會總顧問宮本行夫神秘兮兮地拉著陳禎雄

到一旁咖啡廳表示：「軟網已經通過設項，

兩年後曼谷確定有軟網比賽……」

陳禎雄取出從臺灣帶來的報紙表示：「

不可能吧，臺灣的奧會主席昨天已經說沒有

了………。」

原來，宮本行夫為了軟網已經提前多

天來到曼谷，他每天盯著亞奧理事會議，也

盯著具有投票權的曼谷亞運組委會（Bang-

kok Asian Games Organizing Committee, 

BAGOC）秘書長恰洛克將軍，及亞奧理事會運

動種類委員會主席魏紀中。為求慎重，他找

了一位翻譯，還以筆逐字寫出漢字，表示：

「泰國當局的確在最後關頭，特准將軟網列

入正式比賽，但是只有四個項目，沒有單

打。你們的奧會代表只有接到早已印好的文

件，事實上那分文件是參考用的。」宮本行

夫面帶微笑的說。（註12） 

事後，在亞錦賽期間，陳禎雄拜訪了他

熟識的恰洛克，泰國體育署長鄺恩，以及還

在曼谷的魏紀中，都得到確認，軟網已經通

過設項，不會再有更動；中華奧會也悄悄地

更動亞運訓練計畫，將軟網列入。

七、持續贊助軟網協會，捐款幫忙亞運、東亞

運

陳禎雄由於是在前任理事長突然辭職、

中途緊急接任，在擔任六年兩個任期的軟網

協會理事長後，於2001年期滿卸任，將理事

長交給繼任的黃慶淵先生，但是在往後幾年

裡，由於接任者對捐錢協助軟網繼續在世界

各地推行的理念不一樣，是故他仍和日本、

韓國扮演「幕後推手」。

臺灣、日本、韓國可以說是軟網運的三

大創始國，1950年代三國有一個共識：三國

輪流作東承辦亞錦賽，這個共識並沿用到後

來的世錦賽。日本一直使力最多，韓國一直

擔任國際軟網總會會長，所以這兩國出錢、

捐款比較乾脆，但是臺灣由於「人團法」限

制，理事長最多兩任就得換人，每個理事長

的理念、財力不一樣，協助其他軟網弱勢國

家、地區辦比賽的作法也不一樣。（註13）

註11 謝順風，面訪，台北市，2017年8月1日。訪問人

蘇嘉祥。資深媒體人，前民生報體育中心主任。

註12 陳禎雄，面訪，高雄，2017年7月22日。

註13 陳禎雄，面訪，高雄，2017年7月22日。

圖27　1998年曼谷亞運會之前，陳禎雄和泰國奧會秘書長查洛

克夫婦（中）、我奧會秘書長張志滿（右2）等人合影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28　2017年陳禎雄先生在臺南市住家展示在1998年曼谷亞運獲

亞運組委會贈送的貴賓制服（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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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網除了在1998年曼谷亞運會時由日

本、臺灣贈送大批經費在泰國蓋球場外，還

派臺灣傑出教練王春雄三度前往協助訓練。

後來接著在清邁舉行2004年亞錦賽、2005年

澳門東亞運、2010年廣州亞運時，都由承辦

的各國組委會表示：希望三個「元老國」給

予贊助。

陳禎雄雖然不當理事長了，但是幾度書

信往返後，他知道我們雖然在1999年辦過「

世錦賽」，但是10年來「亞錦賽」在日本、

韓國也辦過後，我國沒有動靜，由泰國、日

本兩度承辦，臺灣人似乎又理虧了，催款

的書信不斷……國際現況就是這樣，陳禎雄

得知又將該給的款項匯了過去。他為善不欲

人知，行事非常低調，但是臺灣軟網選手、

教練大都知曉這位老理事長還在默默奉獻

著……。

肆、結語

陳禎雄是臺灣體壇上一位非常少見的善

人，將一個臺灣人喜歡，但逐漸失散解體的

運動，透過長時間的努力，和世界潮流掛鉤

成功，擴大運動組織；又以個人的財力廣結

善緣，將運動推廣到亞洲各地，讓軟網運動

成為亞運家族一員，軟網再度成為臺灣重要

運動之一。

他個人卻非常低調，不喜歡在大庭廣眾

露臉，不擅長在會議上長篇大論，更不喜歡

上報、上電視接受表揚；但是，他卻是臺灣
圖31　陳禎雄（中）和在以色列的生意伙伴洽談生意期間，該公

司高升兩國國旗（照片來源：陳禎雄提供）嘉祥攝影）

圖30　陳禎雄（左）是亞洲軟網聯盟的最高顧問，會長海部俊樹（中）

在年會開幕致詞（照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圖29　2002年陳禎雄和愛打軟網的前立

法院長王金平先生（照片來源：

蘇嘉祥攝影）

百年體育歷史上少見的具有智慧，又有熱誠

的領導人。

如今由於陳禎雄的努力，軟網選手在30

年來成為大學教授、商業經營者，或在產業

界卓然有成者不計其數，但是他只有在1995

年在南投辦「中華盃國際軟網邀請賽」時，

請稍早在亞運、世錦賽得到獎牌、獎金的

男選手開著新買的汽車，幫忙接送日本、韓

國、蒙古、越南……等外國選手到臺中、南

投比賽；其他時間，他不喜歡打擾別人，凡

事寧可親力親為。

他讓中華亞運代表團在每四年組團時，

多了一份可以奪取金牌的定力，也讓喜歡軟

網運動的年輕選手，多了好幾個舞臺，有繼

續努力奮鬥的目標和方向。

更重要的，由於他的大公無私、慷慨解

囊，東亞國家喜歡的軟網運動已成為亞運固

定項目，乃至成為世界級的運動之一，如今

四年一度的軟網世錦賽也已經跳脫臺日韓三

國，2015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2019年也決

定在中國大陸舉行，軟網已然更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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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禎雄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8 27 4月15日出生在雲林縣林內鄉。

1945 34 7 就讀石榴國校。

1952 41 14 就讀高雄工業職業學校（五年制）。

1961 50 23 軍旅退伍在高雄儀器行上班。

1968 57 30 和友人開儀器公司、貿易公司，開始打軟網。

1971 60 33 成為臺南晨友軟網隊隊員。

1973 62 35 獲選為臺南市軟網委員會委員。

1983 72 45 接任臺南市軟網委員會主委。

1984 73 46 辦理「三國軟網菁英賽」，全年會務亮麗，獲市長頒獎表揚。

1985 74 47 當選為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下稱軟網協會）理事。

1987 76 49
應聘為參加「第七屆世界盃軟網錦標賽」（下稱世錦賽）中華隊領隊，帶隊赴韓國漢城（今首爾）參加比賽。

赴北京贈送軟網器材，認識吳壽章、李友林。

1988 77 50 隨中華隊參加日本名古屋「第一屆亞洲盃軟網錦標賽」（下稱亞錦賽），認識多位中國大陸體育界人士。

1989 78 51 當選軟網協會常務理事，走北京參加「國際軟網總會理事會」，討論軟網運動設項。

1990 79 52
北京亞運將軟網列為「示範運動」，和蔡茂興理事長等人，在北京為中華隊加油，軟網男團並為我國獲得亞運第

一面金牌。

1992 81 54
奉軟網協會理事長蔡茂興命，和李憲宗秘書長接待大陸國家委會副主任張彩珍來臺參觀，她承諾將軟網在第

一屆「上海東亞運」設項。

1993 82 55 成功促成軟網在上海東亞運設項，但軟網規則大修正，不利臺灣選手，中華軟網隊僅得到銀牌。

1994 83 56
接任軟網協會理事長。

帶隊赴日本廣島參加第十屆亞運會，男子團體隊獲得金牌。中華代表團總計獲7面金牌。

1995 84 57 前往日本岐阜參加第十屆世錦賽，和日本、大陸、泰國代表一起協商在「曼谷亞運」將軟網設項事宜。

1996 85 58

帶隊赴曼谷參加第三屆亞錦賽，得知軟網已列為曼谷亞運正式運動種類。

在南投辦「中華盃軟網賽」。

前總統李登輝接見。

當選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監事。

1997 86 59 亞洲軟式網球聯盟會長海部俊樹聘其為顧問。

1998 87 60

以「顧問」身份，持A卡參加曼谷亞運，進出會場、酒店備受禮遇。

中華男子雙打包辦金、銀牌。

應聘為「國際軟網總會」（ISTF）副會長，積極籌辦第十一屆世錦賽。

1999 88 61

11月在桃園的「國立體育學院（今國立體育大學）」辦理第十一屆世錦賽」，12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中華隊在六項

比賽當中勇奪4金5銀3銅，創造軟網史上最輝煌成績。

國際軟網總會會長朴相何聘其為副會長。

中華軟網隊獲行政院長蕭萬長召見，理事長陳禎雄獲得勉勵。

2000 89 62 亞洲軟式網球聯盟會長海部俊樹加聘其為「最高顧問」。

2001 90 63

7月間，以「國際總會副會長」身分參加第三屆大阪東亞運，接待我國教育部長曾志朗參加軟網開幕典禮。

陳水扁總統接見。

11月完成第二任理事長任務，將軟網協會理事長交給黃慶淵。

2002 91 64

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中華奧會）聘為顧問。

應邀朴相何邀請，到南韓大邱參觀「世界盃足球賽」銅牌戰。

2003 92 65

參加中華奧會訪問團赴大陸，參與兩岸奧會互訪活動。

應邀到南韓大邱參觀世大運。

2005 94 67 感謝澳門東亞運設軟網競賽種類，贊助比賽器材若干。

2006 95 68 連續第六次接待國際軟網總會會長朴相何來臺訪問。

2012 101 72 在圓山店接待蒙古共和國「體育署長」納南巴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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