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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永信杯第二十九屆剪報，已經成為全國
排壇一年一度盛會（圖片來源：永信杯
賽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五、熱愛運動，創辦永信杯排球賽

李天德

玉英女士，也就是在這段期間認識、交往，
因此李天德對於排球這項運動就更多了一份

體育運動也是李天德終其一生的嗜好，

情感與偏愛。（註41）

包含排球、游泳、晨跑、高爾夫球，都是他
的最愛。小時候，李天德活潑好動，排球也

因此，成立永信藥品公司之後，李天德

打得不錯，經常和同學相約打球，一場比賽

就經常鼓勵員工運動健身。在當時政府尚未

下來，大汗淋漓，非常痛快。他喜歡享受排

實施周休二日制度時，他就規定每週六下午3

球運動過程中，大家通力合作，展現團隊精

點後所有員工都要放下手邊的工作，一慮到

神，以及爭取最後勝利的堅強意志力。（註

戶外球場運動。曾是學校裡排球選手的李天

38）在日本求學時，也是透過運動鍛鍊自己

德，心中對於排球始終念念不忘，他認為打

的身體。

排球不但可以增進身體健康，還可以培養團
隊合作的精神，因此他也十分鼓勵員工打排

由於我每天都很忙碌，除了工作就是
上學讀書，很難與當地的臺灣人遇
上。所以我的休閒活動，幾乎是變成
了獨自一個人的運動，除了到海邊游
泳、就是到郊外爬山，大阪的山都快
被我爬光了。（註39）

球，久而久之，員工打排球的人漸漸多了起

記得有一天的假日和同學，一起參加
大阪城馬拉松比賽，從起跑點跑到一
座私人火車站，再折回終點。當回到
住處時，我居然無法抬起腿走上樓
去，反而必須用雙手才能攀爬而上，
之後整個人馬上癱倒在榻榻米上，一
覺到天亮。那幾天我思考再三，才短
短的十公里，竟然會讓自己如此的疲
累 ! 頓時感覺非常丟臉！這才使我萌
生非努力運動，好好鍛鍊身體不可的
決心。（註40）

李天德認為提倡排球運動不但可推展
全民體育，更能培養團結合作的精
神，小至家庭、公司，大至社會、國
家，團結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註42）

來，彼此更組隊互相較勁、切磋球技。在買
下鐵鉆山土地，建設永信運動公園後，更加
深了李天德推廣排球運動，舉辦排球比賽的
熱忱。

註39

註40

註41

自日本返國後，李天德進入大甲街役場
工作，因為日語講得流利，被指派為講習會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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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接受傅達仁先生訪問（圖片來源：永
信杯賽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註42

藍馨歌，〈年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
長〉，<http://ysp16632.wordpress.com/2008/05/02/年
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長/>，2008.05.02檢
索。
藍馨歌，〈年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
長〉，<http://ysp16632.wordpress.com/2008/05/02/>
，2008.05.02。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40。
永信杯官方網站，〈球賽沿革〉，<http://vbg.
yungshingroup.com/vbg/Idea.aspx>，2013.08.07檢索。

老師，而有機會接觸一些地方菁英，也常利
用假日時間一起打排球。而李天德和夫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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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

自1974年起，永信企業舉辦了「第一屆

許多各式各樣的白觀音，那是一群經歷太平

活，2002年李天德終於在鐵砧山上建設完成

心力，發表研究論文，並頒發永信李天德醫

永信杯排球錦標賽」，從一開始的私人公司

洋戰爭的人，因為慶幸自己能在可怕的戰爭

「松柏園」的理想，以尊嚴、安全、快樂作

藥科技獎，投入高額獎金培育醫療界人才，

間的聯誼賽，隨著參賽隊伍的增加，比賽規

之中存活，所以建造白觀音像，共同祈禱和

為理念，每個月約兩萬多元的合理價格提供

獎勵生技醫藥研發。在2005年，中山醫學大

模逐年擴大。在每年9月底至10月初的比賽期

平之用。李天德知道之後十分感動，於是發

老人一個優質、安全、舒適、健康的安養環

學更特別頒發榮譽博士給當時已經83歲的李

間，鐵砧山上總是充滿著比賽的哨音聲、加

願，有朝一日也要在臺灣建立一座白觀音

境。（註49）

天德，表彰他在醫藥界的卓著貢獻。

油聲以及喝采聲，在鐵砧山上這樣有綠蔭與

像，面對大陸祈禱和平。（註46）

精神地標之一。為了讓民眾方便膜拜，李天

「養護中心就是給家裡長輩住的！」
會長籌辦松柏園就是抱著這樣的理
念，他很喜歡松柏園這片環境，每天
早上都會運動爬上鐵鉆山，然後和松
柏園的長輩們一起做五行操……這片

德還特地在觀音菩薩底座闢建了一間開放式

園地，就是他的理想。（註50）

美麗風景的戶外排球場比賽，而19個排球場
同時展開比賽的規模，更是幾乎可列入金氏
世界紀錄的盛況。（註43）
「永信杯」重視的不是球隊的成績，
或是球員的技術，重要的是在於比賽
的參與，「永信杯」不收報名費，目
的就是使得更多人有參賽的機會。（
註44）

從1991年起到1993年，鐵砧山上的白
觀音像即塑建完成，從此也成為大甲地區的

的佛堂，除了他自己每天固定會到這裡靜坐
沉思，也開放民眾到這裡來靜修。希望能藉

七、一生行誼，得人敬重

註43

註44
註45

註46
註47

由觀音像提醒人們「放手即滿手，空方能知
足、快樂，擁有萬物」。（註47）

40年來，「永信杯排球賽」各屆的參賽

2004年，李天德成立了「永信李天德
醫藥基金會」，並將永信事業經營交棒給下

註48
註49
註50

隊伍、規模屬性、資訊傳達、球員服務等方

在企業發展順利、永信杯辦理成功之

一代。他本人從此更全心投入公益，還把自

面，除了隨著臺灣地區的時代背景、排球運

後，1978年李天德更創設「財團法人永信社

己部分股份捐給基金會，每年孳息一千多萬

動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而有所改變，並成為

會福利基金會」，致力於老人、兒童、殘障

元，鼓勵學者和青年科學家為醫藥發展貢獻

全國單項運動參加隊伍數目最多的比賽；（

福利、低收入照顧、貧困病患醫療等服務。

註45）另一方面，「永信杯排球賽」更成為

由於醫藥科技的進步使人類壽命不斷的延

企業支援運動賽會的表率。在排球界，幾乎

長，因此相關的照護問題亟需解決。於是他

成為了每位排球選手期待去朝聖的一項盛大

陸續到歐洲、美國等先進國家觀摩其老人社

賽事。

會福利機構、設施，深入研究及蒐集相關資

蘇嘉祥，〈世界體壇最精采的「綠能排球賽」
〉，《民生＠報》，2013.09.10，<http://n.yam.
com/msn/sports/20130910/20130910743429.html>
，2013.09.10檢索。
永信杯官方網站，〈球賽沿革〉，<http://vbg.
yungshingroup.com/vbg/Idea.aspx>，2013.08.07檢索。
永信杯官方網站，〈第四十屆新聞資料〉，<http://
vbg.yungshingroup.com/vbg/fighter1.aspx>，2013.09.30
檢索。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16。
張豫，〈排球運動講求團隊合作與默契，符合永
信藥品公司理念，特寫永信公司董事長李天德先
生〉。《中華排球》，108（臺北，2003）：64-66
。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0。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20。
趙明明（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面訪，
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會場，2013年9月
26日。

料。他還多次帶著建築師到日本參觀當地的
六、立觀音像祈求和平，建松柏園照顧老人

老人養護中心，深入了解日本老人服務機構
的照護技術及管理作業，前前後後一共花了

現在樹立於鐵砧山上的白觀音像，總

十年的時間研究考察，其中光是處理變更地

高度達25公尺，寬8公尺，是遠東地區最高

目的作業，就與內政部協調長達七、八年的

之青銅觀音塑像。其由來是因為李天德早期

時間。（註48）為感念長者的一生為了子

從事西藥批發時，經常有機會到日本去出差

女、社會、國家打拼，奉獻心力與智慧、

旅遊，他當時在面對太平洋的山頂上，發現

付出努力與青春，年老時應當安享退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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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2005年中山醫學大學特別頒
發榮譽博士給當時已經83歲
的李天德（後右2），表彰
他在醫藥界的卓著貢獻。前
為李天德的夫人李張玉英女
士（圖片來源：永信藥品集
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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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先生抱著感恩的心推動社會福利
工作，也覺得「靜思慈忍」的理念相
當好，更是他一生人格典型的最佳詮
釋。每當碰到困難的時候，都會保持
冷靜、檢討自己，並以慈悲心懷，做
忍讓的事情，充滿著圓融的生命智
慧，與他相處，有如沐春風之感。（
註51）
靜思，就是冷靜思考；慈忍，就是讓
步忍耐。是一種慈悲的忍讓，而不是
自我壓抑的忍耐。（註52）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遭遇困難是
常有的事，遇到困難時，要想、不要
煩、遇到生氣的時候，先冷靜下來，
靜靜思考，最後總會想出解決辦法
來。（註53）

李天德

希望大家藉著參加永信杯排球賽，都能夠「
永」遠秉持著共同的「信」念，藉由促進團
結合作的排球比賽，增進全民身心的健康，
創造團結、和諧的社會，共同努力永遠不
輟。（註55）也因其企業化管理的模式，近
40年來的發展歷程，也成為國內許多賽會辦
理的榜樣，累積至今的參賽人數已達數十萬
人，而參賽隊伍也屢破300隊，「永信杯排球
賽」在臺灣排球運動的發展史上，可說是貢
獻良多。
依據莊茹珺對於永信杯的研究與永信杯
官方網站的資料蒐集，其發展歷程可分為以
下幾個時期：

圖15

這是一張相當珍貴的照片，是永信杯在1974年第一屆辦理的情形。站立
致詞者是大甲鎮的鎮長，其右後方則是李天德（稍微被擋住）（圖片來
源：永信杯賽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一）成長萌芽期
2006年4月19日，李天德因感冒引發多重
器官感染而辭世，享年84歲。追思會場座無

「永信杯排球賽」自第一屆（1974年）

虛席，人山人海，全都是感念回憶李天德對

至第十一屆（1984年）為止，期間發展迅

社會公益的堅持與執著。

速，由一開始私人公司內的聯誼賽，逐漸演
變為中部地區性的比賽。比賽時間從一開始

李天德一生精采燦爛，不是因為他建
立永信藥品跨國企業集團，或是他對
社會公益的貢獻。他不凡的人生，在
於他敦厚樸實的為人典範，與誠信負
責的處事原則。（註54）

的一天，逐漸增為兩天、三天，參與隊數也
從第一屆的23隊逐年增加，到第四屆之後的
破百隊，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單項運動參加隊
伍數目最多的比賽。隨著報名隊伍越來越
多，因此李天德興建鐵砧山永信育樂中心，

參、對體育的重要成就與貢獻

除了要實現他從小設立「無界花園」的理想
之外，另一方面就是要提供永信杯排球賽一

一、永信杯排球賽發展歷程

個永久的比賽場地。因此，隨著鐵砧山的場
地逐步建設，從第三屆開始比賽即在永信育

「永信杯排球賽」是李天德投注在體育
運動的社會公益最具代表性的賽會，李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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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中心舉行，自此之後，鐵砧山上十多個排
球場即成為永信杯排球賽的永久比賽場地。

圖16

在早期的永信杯，永信藥品公
司也會組成排球隊參加比賽，
第二排左1就是永信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的現任董事長李
芳裕先生（圖片來源：永信杯
賽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
團提供）

由於一開始是屬聯誼性質，早期永信
公司都還有組隊參加永信杯，成績都
不錯，不過後來隨著報名隊伍越來越
多，為了要專心辦理比賽，慢慢地公
司也就不組隊參加了。（註56）

註51

註52
註53
註54
註55
註56

吳伯雄，〈以德行施恩於社會──吳伯雄〉，黃
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的
逐夢人生》，推薦序之二。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21。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21。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1。
永信杯排球賽第四十屆秩序冊。
趙明明，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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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

秘書長吳伯雄先生、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趙麗雲等黨政要人，紛紛蒞臨大會致詞
勉勵。
1999年，第二十六屆永信杯報名隊伍數
又創歷屆新高，達到245隊。但因遭逢「921
大地震」，全臺各地均有災情，尤以中部集
集、水里地區災情特別慘重。故大會決定將
比賽停辦，並將全數經費300萬元及資源轉作
賑災之用。

圖17

圖18

第三屆永信杯賽會，李天德與夫人李張玉英同公司球員合照，當時永信公司
都還有分別組隊參加社會男子組與社會女子組（圖片來源：永信杯賽會歷屆
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唯一停辦的就是921地震那次，其實那
時我們整個活動、獎品、裁判、工作
人員等都準備好了。可是發生這樣的
事情，會長覺得我們應該要協助政府
投入救災，雖然東西都弄好了，但沒

李天德喜歡排球運動，每屆的永信杯排球
賽，都會親自開球（圖片來源：永信杯賽
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關係，先救災為重。（註58）

當時第一屆的永信杯排球賽在大甲舉

意願，又能克服交通、膳宿、個人工作因素

藍縷，發展茁壯期的永信杯排球賽規模擴大

在這期間，臺灣面臨著政治、經濟、教

行，參賽隊伍的範圍僅有大甲鎮、大安鄉、

前來參加的隊伍，大多侷限於中部各縣市，

為全國性的比賽，腳步也更加穩健。在1985

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急遽的改革與變化。

外埔鄉這3個鄉鎮，第二屆馬上就擴展為大

但隨著主辦單位舉辦比賽的經驗逐漸累積，

年，永信杯正式邁入第十二屆，在這一屆開

在國際上，臺灣要採取更彈性及務實的外

甲、大安、外埔、梧棲、沙鹿、清水、后

各地排球選手的口耳相傳，永信杯的口碑也

始，參加範圍擴大為臺灣省全省各縣市以及

交政策，積極爭取世界各國的認同；在國內

里、苑裡等臺中地區8鄉鎮。到第三屆又擴大

越傳越遠，每年的比賽規模逐漸擴增，為日

臺北、高雄兩個直轄市，比賽隊伍再度創新

政治上，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使人民恢復

到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

後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最重要的，在1973至

記錄達154隊之多，成為全國性的比賽。

了憲法所保障的諸項權利與自由，邁向民主

縣等中部5縣市；在第六屆時又增加了雲林

1983年間，臺灣的奧運會籍遭到取消，國家

縣、嘉義縣成為中部7縣市；而到第九屆時再

代表隊無法參加國際比賽時，「永信杯排球

1986年第十三屆比賽，時任臺灣省主席

加入了嘉義市，將永信杯的參賽範圍擴大到

賽」提供了臺灣排球選手的一個參賽舞台

的邱創煥先生親臨大會致詞鼓勵，掀起振奮

了中部9個縣市。隨著越來越多團隊的參與，

臺，彼此可以互相切磋，銜接起當時臺灣排

運動精神最高潮，也顯示出永信杯排球賽舉

第十屆與第十一屆將參加範圍擴大為臺灣省

球的斷層，功不可沒。（註57）

辦成效已獲政府肯定。1994年第二十一屆永

全省各縣市。
此階段的「永信杯排球賽」由於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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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已是必經的途徑，而政府政策鬆綁使臺
灣經濟邁向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
註57

信杯排球賽，參加的隊伍更突破歷史記錄達
（二）發展茁壯期

萌芽階段，知名度尚未遠揚，因此擁有參賽

化；經濟上，臺灣走入後工業時期，發展服

203

隊。此後數屆包跨許多重要人士如：中

註58

永信杯官方網站，〈第四十屆新聞資料〉，<http://
vbg.yungshingroup.com/vbg/fighter1.aspx>，2013.09.30
檢索。
趙明明，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國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先生、中華民國體育
經過了成長萌芽期的披荊斬棘、篳路

運動總會名譽會長黎玉璽上將、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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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信杯排球賽從第十二屆至第二十七

李天德

杯排球賽的一大特色。

屆從地方性的排球賽擴大發展為全國性的比

圖19

賽，舉凡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比賽規模、

2001年第二十八屆永信杯排球賽，首次

參賽隊伍數、比賽天數，都呈現逐年擴張的

使用網際網路線上報名，並架設永信杯排球

趨勢。而比賽的場地及大會組織的分工，也

賽專屬網站，提供選手及觀眾更豐富、更便

日漸完備，各方面的籌劃準備也愈臻完善，

捷的比賽訊息。2003年第三十屆「永信杯」

奠定了永信杯排球賽永續經營的穩定基礎。

為排球史上重要的里程，報名隊伍高達

永信杯歡度三十屆的剪報，
照例都由李天德開球，同時
李天德與所有的參賽者相約
下個10年還要繼續在鐵砧山
上相見歡（圖片來源：永信
杯賽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
品集團提供）

343

隊，再度刷新記錄，因此永信藥品特別增建
1993年第二十屆起，榮民總醫院運動
傷害醫護組，雖未列入協辦單位，其
組長吳濬哲主任、副組長楊天放先生
也率領其組員一同蒞臨大會，提供球
員們更專業的協助。（註59）

兩座PU球場供下屆起使用。配合球賽的擴大
舉行，計有特殊貢獻、表彰、攝影、繪畫、
徵文等多項慶祝活動為永信杯排球賽隆重揭
開序幕。從此屆開始邀請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加入共同主辦，希望藉由其對於排球的專

在這個逐漸成長的趨勢當中，我們可
以感受到發展茁壯期時的穩定發展及成長喜

業，提昇大會賽事品質及裁判水準，讓永信
杯排球賽更臻完善。（註60）

悅。隨著報名隊伍數也不斷刷新紀錄，由成
長萌芽期的100多隊，暴增至200多隊，比賽

2005年第三十二屆永信杯戰況激烈，

天數也由3天延長到4天，此時期的永信杯排

不少參加企業聯賽之排球好手報名社男組，

球賽已經逐步轉型成為一項成熟、穩定的大

參賽隊伍中出現臺體、臺電隊及三重排委會

型賽事了。

等，更有許多高中組及大專組球隊越級報名
社男組參賽。而眾所矚目剛獲得世大運女排

（三）成熟精進期

冠軍之中華隊，也各代表球隊報名社女組參
賽。（註61）。

累積了二十多屆的舉辦經驗，永信杯排
球賽邁入了成熟精進期。比賽賽程的規劃更

註59

加完善，鐵砧山上的永信運動公園也興建了

註60

19個排球場供比賽使用，全國各地的排球好

註61

手紛紛共襄盛舉，使得比賽隊伍逐年暴增到
300多隊，成為傲視全國的單項球類運動比
賽。不少球隊各自都擁有龐大後援隊及啦啦
隊，在比賽進行時所展現出各式各樣之加油
方式，五花八門、熱鬧非凡，也是觀賞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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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明，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第三十一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新聞
稿，2004.9.25-26。
第三十二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新聞
稿，2005.9.19、9.22、9.25。

圖20

冠軍制霸牆於第三十六屆永信杯
設立，是歷屆社男組冠軍共同築
起的輝煌紀錄，紀念球由各屆社
男組冠軍隊伍簽名留念，並放置
於專屬球盒內，不僅僅是紀錄冠
軍制霸，更作為永信杯屹立不搖
的精神堡壘（圖片來源：筆者於
第四十屆永信杯參訪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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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2013年），永信杯邁入第四十

短視近利的，企業往往只想做看得見、有形

屆，大會特別創設長青9人混合組，是國內官

的、快速回收的投資。對於體育活動，願意

方排球賽首度加入混合組的杯賽。（註62）

出力已屬少數，更遑論投資。永信杯排球賽

此屆永信杯更以「夢想的舞臺」做為大會的

不收報名費，提供選手村、裁判村免費住

活動主軸，其中也邀請多位已經祖孫三代都

宿，還有免費交通車載運選手從大甲區上鐵

參加過永信杯的球員分享參加多年的回憶。

砧山比賽，而參賽選手的獎盃、獎品、錦旗

特別的是，秩序冊另一面製作「青春紀念

及紀念品也極為豐盛，加上裁判的費用、工

冊」的單元，彙集了許多不同世代在永信杯

作人員的費用，這些種種的花費都沒有其他

創造的故事，以及永信杯辦理40年來的諸多

贊助廠商的支持，全部都由永信藥品工業股

回憶。

份有限公司獨自出資。永信杯排球賽創辦人

李天德

李天德，對於球賽如此出錢出力，一心想要
成熟精進期的永信杯排球賽，已累積了
二、三十屆的舉辦經驗，所以對於賽程的規

回饋社會、推廣排球運動，鼓勵參與排球運
動的精神，著實令人十分敬佩。

劃、場地的安排、球員的服務都能有完整的
計畫。此外它也能運用網路科技，將報名方

二、重要貢獻及影響

式由以往的郵寄、傳真等曠日廢時的方法改
為網際網路報名，並架設網站提供球友們比
賽相關資訊。

透過這些事蹟，我們可以感受到：李天

圖21

高齡74歲的李天德參加第十三屆
的泳渡日月潭活動，並游完全程
是此屆參加者中年紀最長的，也
代表著李天德熱愛運動，時時挑
戰自我的特質（圖片來源：永信
藥品集團提供）

德所想的並不是金錢與聲望，重要是他一直
以來真誠付出、講究誠信的態度，讓他在臺

第三十屆開始，永信杯也邀請中華排
協、扶輪社等單位共同主辦，並商請
中山醫學院及大甲光田醫院組成醫療
網提供服務，使得永信杯可以運用的
資源以及能夠獲得的支援更加多元也
更加完整，使永信杯未來能夠永續經

灣醫藥發展的過程佔有一席之地，而透過「

營舉辦。（註63）

動更應關注的重點。在醫藥界，已有許多李

永信杯」的排球盛宴，更為臺灣運動史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紀錄。在臺灣的運動環境中，
培育優秀的選手固然是重要的一環，但是李
天德回饋社會的理念，才是我國發展體育運
天德付出與貢獻的資料，此處將著重在其對

細數「永信杯排球賽」的沿革與發展，

於體育運動的影響與貢獻：

第一屆～第十一屆由私人企業的聯誼賽蛻變
為地方性的比賽；第十二屆～第二十七屆
逐步發展為全國性的比賽；第二十八屆迄今
則進入另一嶄新階段，成為傲視全國的單項
球類運動比賽。現今社會上的價值觀普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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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期毋藥──以運動推展健康概
念的最佳代言人
我希望大家身強體壯，最好都不要生
病最好！（註64）

圖22

李天德參加第十三屆的泳渡日月
潭活動並游完全程之證書（圖片
來源：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李天德是一個熱愛運動的人，他在小學

註62

時期打排球，中年以後從事高爾夫球運動、
游泳與外丹功，從年輕就養成的運動習慣，

註63

儘管事業忙碌，他仍然堅持一大清早爬上鐵
砧山運動，這個習慣歷久不變，每天都要跑
跑步、運動一下才會覺得身心舒暢。這樣的
運動習慣，也深深影響他的孩子們，全家人
也都熱愛運動。（註65）

註64

註65

第四十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新聞稿，2013.9.26
。
中華排球，〈永信杯全國排球運動賽沿革與回
顧〉，《中華排球》，122（臺北，2007）：119120。
張豫，〈排球運動講求團隊合作與默契，符合永
信藥品公司理念，特寫永信公司董事長李天德先
生〉。《中華排球》，108：64-66。
魏鑫陽，〈全家都是運動狂〉，《蘋果日報》
，2005.03.11，檢索網址：<http://www.appledaily.
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050311/1633859/>
，2013.08.25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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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本來身體不太好，可是漸漸有了
運動的習慣之後，也比較少有病痛，
所以他相當鼓勵我們多從事體育活
動，像出國都要求主管要帶一雙跑步
鞋，早上跟他去晨跑……健康的員
工，也是公司的一項資產。（註66）

李天德

（二）企業支援運動賽會的典範──社
會公益及形象宣傳
俗話常說：「在商言商」，在商場上打
滾，目的就是賺錢。而一般的商人，賺了錢
之後，心裡想的無不是如何擴大自己公司的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跟他出
國一定要幫他準備運動服，即使晚上
看報表看到半夜一點，凌晨四點半他
還是要去晨跑。（註67）

規模，藉以賺取更多的錢。但是在李天德心
裡，賺了錢之後如何回饋社會，才是他深切
思考的方向。也正是因為李天德對運動的如
此熱愛，以及他深切想要回饋社會的信念之

「藥期毋藥」是永信藥品公司的理
念，我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也希望
透過辦理排球賽鼓勵大家多多從事運
動，讓身體更健康。很奇怪對不對，
我們明明是藥廠，應該希望大家多吃
一點藥讓公司賺錢，但是我們卻是推
行這樣的理念，這就是會長與眾不同
的觀點。（註68）
透過規律運動來維持身體健康，也不
過是這幾十年經過一些科學臨床證據才有的
概念，李天德早在年輕時就透過身體力行的
方式感受到運動帶給身體的好處，並積極透
過運動鼓勵大家維持健康。李天德創設永信
藥品公司生產藥品的目的是為了讓人生病的
人恢復健康，但是真正的健康是不需要透過
吃藥的，只需維持規律的運動習慣，保持良
善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可以越活越快樂。因
此「藥期毋藥」的想法乃從李天德個人的體
會，發展成公司經營的理念，除了鼓勵員工
運動，永信杯更是帶動臺灣排球運動的風
氣。以運動推展健康概念的最佳代言人，李
天德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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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舉辦排球賽的想法才在他的心中開始醞
釀發酵，終至成型，於是「永信杯排球賽」
從1974年首次舉辦至今不曾間斷。
這個比賽主要是永信藥品公司，基於
回饋社會的宗旨，透過永信社會福利
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所以基本上在
人力、物力方面，都是由永信藥品這
邊來贊助。而人力方面，大會的工作
人員就都是永信的員工，只要是永信
的員工就有機會來參與這個球賽。（
註69）
對公司來說，就是企業賺錢之後，能
夠提撥一點經費回饋社會，贊助一個
有意義的活動，我想對於公司的形象
有很大幫助。而我們工作人員每年在
這邊，聽見球員的喊叫聲、觀眾的加
油聲，會讓我們覺得，臺灣還是有希

圖23

筆者（右2為蔡清華、左1為徐振德）與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趙明明執行長（左2）及永信杯總幹事
蔡穎吉先生（右1）於第四十屆永信杯時訪談留影（圖片來源：筆者於第四十屆永信杯參訪時拍攝）

程則由1天展延為4天，其比賽規模由一開始

然而我們也了解舉辦一大型比賽其背後

私人企業間的聯誼賽，在第三屆起就成為中

的準備工作是千頭萬緒，所需要的經費與人

部5縣市地方性的比賽，此後不斷擴增，到了

力更是不在少數。在沒有其他單位支援的情

第十屆已經是全省性的比賽；第十二屆起加

況下，「永信杯排球賽」能以單一企業連續

入臺北市及高雄市，成為全國性的比賽。第

舉辦40年，實在是難能可貴。

二十八屆起則進入另一嶄新階段，成為傲視
全國的單項球類運動比賽。

註67

經費來源，全是由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所以說永信杯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他
推廣排球運動就是對社會一個很大的
貢獻啦！此外很多球員很多單位為了
永信杯要比賽，在地方上無形之中也
會形成一個排球的風氣。有些機關團
體或是球隊為了要參加永信杯，也會
找時間大家聚在一起練練球，因此全
省各地都能帶動起打排球的風氣。此
外，它也提供了很多各級學校的球隊

司贊助；組織分工則走向精緻化，而比賽期

一個參與比賽的機會。（註71）

望的。（註70）
創辦40年來，參賽隊伍由首屆的23隊，
擴增到最多時有343隊；而辦理賽會最重要的

註66

註68
註69
註70
註71

趙明明，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張豫，〈排球運動講求團隊合作與默契，符合永
信藥品公司理念，特寫永信公司董事長李天德先
生〉。《中華排球》，108：64-66。
趙明明，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34。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3-144。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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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動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
行銷活動。現在每一年扣除人力，成
本大概要四百到四百五十萬的費用。
這四百五十萬對於企業形象及社會責
任的效益，我相信比起多加一個零，
拿四千五百萬去做電視廣告，那個效
益是大得多了。（註72）
「永信杯排球賽」其規模能夠如此盛

李天德

立一個永信杯籌備會，再從員工裡面
調人過來，按照各組別需要的人才，
請員工過來擔任。（註73）
各單位的經理就是大會的幹事團，一
定要投入參與。而在第四十屆的永信
杯，除了裁判之外，永信公司就有85
位同仁投入競賽的各項事務。（註74
）

大，就令人不得不對創辦人李天德推展排球

過「永信杯排球賽」，他巧妙地將社會公益

為了9月的比賽，每年5月的時候就召
開籌備會議，因為我們做藥廠的工作
必須比其他行業更注重細節，所以我
們都會把永信杯排球賽歷年所有的辦
理情形記錄下來，並製作SOP，讓比賽

與企業形象串聯起來，永信藥廠的精神，成

辦理的一屆比一屆進步！（註75）

運動的執著及熱忱而動容，他所秉持的理
念，就是企業要能回饋社會，讓愛生根在自
己的家園，讓排球運動風氣在臺灣生根。透

為了球賽的核心價值，並廣為認同。最重要
的是，每一年持之以恆的辦理，不但成為排

其中整個承辦單位對於賽會的公關形

球界有口皆碑的頂級賽事，永信集團努力推

象、識別辨識、電腦化程度、網路報名、經

展全民體育運動，促進全民健康的理念，更

驗傳承等，因為必須在有限的人力中做出最

成為我國企業支援體育活動的典範，

好的表現，也必須考慮到賽會成本與支出的
經濟效益，這些活動辦理的細節，「永信杯

（三）以企業化組織經營管理賽會──

排球賽」往往走在時代的前端，其不斷成長

國內運動賽會的效仿對象

的經營模式與完整的賽會機制，更是值得國
內運動賽會效仿。

能成就一場大型賽會並非易事，從管理
與行政組織的角度來看，「永信杯排球賽」
透過企業組織經營的辦理模式，除了提升自
身企業員工的能力，更促使員工在團隊合作

永信杯規模能夠越來越大，制度越來
越完善的原因之一就是比較企業化、
制度化，會有一個機制，然後照著這
個機制在走。（註76）

中學習與成長。
為永信杯我們也要當作是公司的事情
來做。永信杯的工作對我們來說是一
個任務編組，員工本身就有自己的工
作，每年永信杯要比賽之前，就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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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期女生都還要穿套裝、高跟
鞋，尤其是公關組負責接待的更是如
此；而男性的工作人員則穿制服，還
要打領帶，這樣一看就知道是我們大
會的工作人員，尤其是識別証，我們

圖24

永信杯舉辦四十屆，已經有祖孫三代都參加過永信杯的比賽，也見證我國排球的發展歷程（圖片來源：筆
者翻拍於聯合報）

很早以前就開始佩帶了，甚至比公司
內部開始佩帶員工證還要早。比賽完
大概兩週內會開一個檢討會，檢討內
容包括各個組別、競賽組方面裁判、
大會工作人員、紀錄、競賽等，他們
所提出來的建議會納入當做下一屆的
參考。而下一屆開籌備會時，我們也
會邀請中華排協一起來開，然後把上
一屆的檢討拿來，當作本屆執行時的
參考。所以就是這樣逐年逐年的發展
來的。（註77）

裁判就更多了。所以這部份如果把它
換算成公司成本，實在是不少！（註
78）

註72
註73
註74
註75
註76

早期都還要郵寄報名時，我們已經開
始網路報名了。那真的減少很多人工
作業時間，我們公司自己本身的工作
人員大約有將近一百個，然後再加上

註77
註78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3。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34。
蔡穎吉（永信杯總幹事），面訪，臺中大甲鐵鉆
山第四十屆永信杯會場，2013年9月26日。
蔡穎吉，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屆永信杯
會場，2013年9月26日。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1。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1。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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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球賽的辦理，永信企業與「永信杯
排球賽」變得密不可分，經由賽會辦理的滿
意度與曝光率，讓許多熱愛運動的人更認識
永信集團的理念。
我們也常聽到說，永信杯是全臺灣所
有排球盃賽當中，獎品最好的、服務
最好的、福利最好的，會讓球隊最想
來參與的，我想能聽到來參與活動的
人有這樣子的看法或說法，就是我們
最大的成就了！（註79）

只要願意舉辦活動就是對社會有貢獻
的。另外對大甲地方來說也有很大的
貢獻啊，大甲鎮一下湧入三百多隊，
將近四千人，吃的住的用的都在大
甲，對大甲鎮來說也是一個地方盛事
了。譬如說附近的住宿、紀念品，尤
其是奶油酥餅應該就會多賣很多吧！
（註81）
「回饋鄉里」也是李天德一直所想所望
的事，因此當他創立永信藥品時，不忘回饋

理體育活動，不但能回饋社會，發展運動精

（四）增進身心健康：在永信杯排球

神，更能直接對於企業本身的員工素質有提

賽，不管是場上比賽的選手或者

升的效應。李天德整合了這樣的模式，並以

是欣賞的觀眾都能體會打排球的

實際行動辦理排球比賽至今，樹立「取之社

樂趣，以及了解排球比賽團結合

會、用之社會」的實業家典範。

作的精神，藉以增進全民身心的
健康。（註84）

「社會良心」，會長常用這樣觀念提
醒我們，做甚麼事都要想到如何回饋
社會，錢可以不去賺，但是絕不能違
背社會良知。（註83）

地方，創業的幹部及員工也多啟用臺中大甲
李天德所創辦的比賽，以及他所經營的
公司，能夠這麼多年持續這麼優質的賽會口
碑，嘉惠了各個年齡層及不同程度的選手，
成為培育國家優秀選手的搖籃，更獲推薦入
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7年運動精英獎──
全民運動推展獎的殊榮，辦理賽會的組織、
規模、理念與辦理方式，實在值得國內其他
項目的運動賽會學習。
（四）運動賽會成為大甲地區的盛事，
促進地方觀光

地區的人才。如今隨著事業擴大，一個廠區

在體育運動界的貢獻，李天德更是成功

幾百人的工作機會，以及每年一度的「永信

地創造了一個令人永難忘懷的體育賽事，細

杯排球賽」所帶來的比賽人潮，還有加上排

數「永信杯排球賽」對臺灣社會的貢獻，可

球選手們來此「朝聖」的心情，不只在實質

分為以下幾點：

上促進在地產業與觀光，還有更多心靈上投
射在大甲地區的情感，種種效益，李天德更

（一）提高排球技術：為了參加永信杯

是成功地行銷了他生長茁壯的大甲鎮。在由

排球賽，各球隊透過努力練習，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所出版的《大甲鎮誌》中

督促各基層的人員，培育優秀的

也特別將李天德以及永信藥品公司、永信社

選手，鍛鍊排球的技術。

績優的最佳典範。（註82）

由於對運動的喜愛，李天德創造了企業
贊助體育活動的成功模式，巧妙地將社會公
益與企業形象串聯起來，相輔相成。透過「
永信杯排球賽」，他更逐步實踐了回饋社會
的理念以及「無界花園」的夢想。
註79
註80
註81
註82

註83
註84

會福利基金會所辦理的「永信杯排球賽」以
及各項社會福利事業，稱為大甲鎮社會教育

李天德

（二）促進球隊聯誼：永信杯排球賽提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
7%E7%94%B2%E5%8D%80>， 2013.08.25檢索。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60。
廖 瑞 銘 ， 〈 大 甲 鎮 誌 ： 教 育 篇 〉
，<http://163.29.86.75/book14/book14.html>
，2013.09.30檢索。
趙明明、蔡穎吉，面訪，臺中大甲鐵鉆山第四十
屆永信杯會場，2013年9月26日。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16。

供了排球愛好者一個競技的舞
臺，也讓散居各地的選手及球

臺中大甲地區人文薈萃，許多著名觀光
景點與廟會節慶都是全國知名的，譬如每年

肆、結語

隊，有了定期在鐵砧山上聚首的
機會。

一度的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是臺
灣重要的民俗信仰活動，也是全世界第三大
的宗教活動。（註80）而每年的9月底10月
初的「永信杯排球賽」，更是全國排球界運
動賽事的焦點，對大甲鎮的觀光效應與知名
度來說，也為大甲地區創造了很多的觀光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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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李天德想對社會有所回饋時，回想
起的是小時候打排球的樂趣，也由於他認為
排球是能培養團結合作精神的運動，不但鼓
勵員工打排球，甚至也期許員工從籌辦「永
信杯」的經驗中獲得成長，能反應到原本的
工作表現。因此，當企業本身長期支持或辦

（三）推展全民運動：永信杯排球賽透
過新聞的報導、電視的轉播，推
廣排球運動，促成社會大眾培養
運動興趣、養成運動習慣的風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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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是一位具有推己及人的精神，以
身作則的實業家，他「靜思慈忍」的座右銘
與生命智慧，也引領著他面對人生許多的挑
戰。如果有一日我們也事業有成，我們也會
想和李天德一樣從事社會公益，回饋社會並
推展體育運動嗎？筆者相信，不管任何人擁
有了很多資源，可能也會想推展許多社會公
益事務，但事實上，再怎樣去做都很難超越
李天德的社會貢獻，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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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因為李天德的精神與理念是無可取代
的，那是一種推己及人的人格特質、
一種引人向善的正面力量。能夠如此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奉獻與回

（致謝：本文得以順利完成，特別感

蘇嘉祥，〈世界體壇最精采的「綠能排球賽」〉，《
民生＠報》，2013.09.10。
<http://n.yam.com/msn/
sports/20130910/20130910743429.html>，2013.09.10檢
索。

李天德

李天德大事紀
年代

年齡

大

事

紀

1923年

大正12年

出生於臺中縣大甲鎮

1938年

昭和13年

16歲

赴日本大阪半工半讀

1942年

昭和17年

20歲

返臺後在大甲街役場上班

1943年

昭和18年

21歲

與張玉英女士結婚

1948年

民國37年

26歲

至臺北進口貿易公司擔任會計

1952年

民國41年

30歲

開設永信西藥行

1965年

民國54年

42歲

創立永信藥品工業（股）公司

1970年

民國59年

48歲

加入臺中港區扶輪社

1971年

民國60年

49歲

興建永信運動公園

1974年

民國63年

52歲

舉辦第一屆永信杯排球賽

1975年

民國64年

53歲

榮獲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1978年

民國67年

56歲

成立財團法人臺灣省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1983年

民國72年

61歲

獲選為第九屆模範父親

1984年

民國73年

62歲

永信杯排球賽第十屆

1991年

民國80年

69歲

恭塑白觀音菩薩銅像以祈求兩岸及世界和平

1991年

民國80年

69歲

榮任國際扶輪社3,460地區總監

1994年

民國83年

72歲

永信集團獲行政院第二屆優良產業科技發展傑出獎

1994年

民國83年

72歲

永信杯排球賽第二十屆

1999年

民國88年

77歲

榮獲第一屆國家公益獎

2002年

民國91年

80歲

設立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

2004年

民國93年

82歲

設立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

2004年

民國93年

82歲

永信杯排球賽第三十屆

2005年

民國94年

83歲

榮獲中山醫學大學頒發醫學榮譽博士學位

2005年

民國94年

83歲

永信杯排球賽已連續第四年超過300隊以上

2006年

民國95年

84歲

頒發第一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

2006年

民國95年

84歲

4月19日，走完84年精彩燦爛的一生

資料來源：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莊茹珺碩士論文、筆者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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