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有1,457支隊伍、4萬3千多名選手參賽。2011
年總統接見全國總冠軍隊伍致詞時也指出：

臺灣第一個官方的慢速壘球組織為1989

「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可謂國內參賽

（民國78）年隸屬於臺北市體育會的慢速壘

人口最高的單項運動比賽，足見慢壘受喜愛

球委員會，1995年全國性的慢壘協會──中

的程度。」（註2）

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亦成立，讓慢壘運動從
臺北市推展至全臺，各項全國性慢壘比賽也

臺灣慢壘運動可以深受國人的喜愛，並

隨之開打，包括部際盃慢速壘球錦標賽、省

成為國內參賽人口數眾多的賽事之一，可歸

長盃全國慢速壘球聯賽、省主席盃全國慢速

功於三商企業前總裁──陳河東先生努力推

壘球錦標賽、全民運動陽光計畫慢速壘球聯

廣下，所得的成果。陳河東先生是三商行創

賽、體委盃原住民慢速壘球全國錦標賽、勞

辦人之一，為國內知名的企業家。他雖然不

工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行政院體委會慢

是專業運動員，亦非體育本科系出身者，然

速壘球全國菁英賽、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

而憑藉著他對體育運動的熱情與喜愛以及本

標賽等賽事。

身熱心助人的個性，多年來致力推廣慢速壘
球運動，讓臺灣慢壘運動從最初可運用資源

參與慢壘賽事的人數也每年向上提升，

極少的情況，演變至今日成為大家喜愛的運

以2004年開打的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

動項目，國人為了感謝陳河東先生對慢壘的

為例：第一屆的參賽隊伍為758隊，參賽人數
總計約2萬3千人；第二屆的參賽隊伍為940
隊，參賽人數總計約2萬8千人；第三屆的參
賽隊數即破千，為1,281隊，參賽人數總計約

註1

註2

3萬8千人；（註1）此後每年的參賽隊數皆為

臺灣慢壘之父

1,200隊以上，直至2012年第十屆總統盃，共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
賽簡史〉，《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
作者，2013，42。
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接見100
年第9屆總統
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冠軍隊伍〉，＜http://
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
=26181&rmid=514
&word1=%e6%85%a2%e9%80%
9f%e5%a3%98%e7%90%83＞，2013.08.23檢索。

陳河東
邱羿娟、林國棟
圖1

2004年總統盃慢速壘球全國總決賽，陳河東先生
（左2）與立法院球隊合影（圖片來源：中華民國
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圖2

2004年總統盃慢速壘球全國總決賽，陳河東先生
（中）與總統府球隊合影（圖片來源：中華民國
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邱羿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E-mail:children310117@yahoo.com.tw
林國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副教授。E-mail:tung515@mail.knu.edu.tw
023

臺灣慢壘之父 ---

付出，尊稱其為「臺灣慢壘之父」。此外，

貳、 生平簡介

陳河東先生對於臺灣職棒的創立與聯盟變革

之後陳河東先生曾任國策顧問、總統

陳河東

越來越興盛。徐熊良表示：

府資政，他不只擁有良好的政商地位，對於

以及高爾夫球運動賽事，也盡自己所能來幫

1938（民國27）年，陳河東先生出生於

臺灣的體育運動亦貢獻良多。其中對慢速壘

助這兩項運動，對於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

臺北市，為家中第四子。小學就讀臺北市太

球推動方面，成立臺灣第一個慢速壘球委員

陳河東先生的貢獻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平國小，並以臺北市長獎之身份畢業。初中

會、擔任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理事長、協

與高中階段皆求學於臺北市成功中學，1961

助慢壘運動場地的興建、設立慢壘運動成文

本文藉由訪談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秘

年從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系國貿組畢業，完

規則、訓練慢壘運動裁判、幫助各縣市慢壘

書長──徐熊良先生，以及中華職棒大聯盟

成大學學業。1964年，與大學同學許昌惠小

運動相關組織的成立等等，將臺灣慢壘運動

前秘書長──李文彬先生，輔以文獻蒐集以

姐結婚並育有五子；同年，與大學學長翁肇

帶往高峰；陳河東先生對臺灣職業棒球運動

及照片（由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整

喜先生、郭仲熙先生以合夥組織創立三商

也付出一份心力，他響應大學同學的邀約共

理等方式撰寫成本文，藉此呈現陳河東先生

行，其主要業務為出口雜貨。之後，三商行

組職棒，之後接任中華職棒聯盟會長一職並

之生平以及其對臺灣體育運動的貢獻。

先後多角化經營百貨業、電腦業、簡餐業

促成臺灣兩大職棒聯盟合併，開啟中華職棒

等；1986年，三商企業經營體制由董事長制

大聯盟之新頁；此外，陳河東先生以三商企

改採總裁制並由陳河東先生出任首任總裁。

業名義贊助舉辦三商盃職業高爾夫邀請賽，

（註3）

至今此賽事成為臺灣高爾夫球著名賽事之
一，對高爾夫球運動發展亦有助益。

參、 陳河東先生對臺灣體育運動的貢
獻

三商盃當時舉辦的原因，是因為有人
在從事慢壘，所以三商贊助經費來辦
比賽，讓大家一同打球、玩樂。後來
辦完比賽以後，發現效果還不錯，事
實上真的有許多人在從事這個運動，
而且慢壘容易學、也容易玩、也容易
打中球以建立成就感，慢壘這項運動
是值得推動的，所以想要推廣慢壘。
（註4）
由於從事慢壘運動的人日漸增多，使
得原本在壘球委員會組織下的慢壘推廣組，
在組織及人手日漸不足的情形下，有迫切的
需要另外成立慢壘委員會。（註5）另一方
面，1989年國內正在籌組職棒，陳河東先生
當時亦有加入職棒的意願，職業運動運作最
主要的因素在於觀賞人口，他認為民眾如果
本身有在從事慢壘此項運動，可能會對職棒
的運動比較有興趣，亦即慢速壘球的運動人
口將來也可能會成為職棒的觀眾，所以如果

一、臺灣慢壘之父──推展慢壘運動

這時成立慢速壘球委員會，同時推動慢壘運
動、增加此運動的人口，那這些人將來也可

（一）成立臺北市慢速壘球委員會
臺灣的慢速壘球運動最早是由美軍引

能會去觀賞職棒。（註6）
註3

進，當時美軍正在從事慢壘運動時，亦有臺
灣人一同參與，雖然那時全國沒有慢速壘球
委員會組織，但是慢壘球隊從起初的臺北四

註4
註5

支球隊（如：士林高商球隊、民生社區球
圖3

2004年總統盃慢速壘球全國總決賽，陳河東先生（中）與參賽隊伍合影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隊）逐步增加，直到1989年三商企業以資助
身份舉辦臺北市第一屆三商盃慢速壘球錦標

註6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陳河東先生生平事略〉
，《卓然有成力行不息──陳故董事長河東先生
文選》，臺北市：作者，2005，120-123。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中華
民國慢速壘球協會，2013，115。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賽，吸引一百多支隊伍參賽，顯示慢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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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當時全國壘球協會黃書偉理事長
及臺北市體育會吳文達理事長大力支持下，

陳河東

場，讓所有慢壘愛好者，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家。

（註7）陳河東先生號召國泰人壽、新光仁
壽、麗嬰房、三信商事、花王公司、東華合
纖、百棟建設等國內知名企業一同支持慢速
壘球運動，於1989年12月15日順利成立臺北
市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並由他擔任第一
屆的主任委員。（註8）

我們運用委員會這個正式組織向臺北
市政府申請華江橋下的空間，但這不代表政
府會給予經費去建球場，而是由我們委員會
去募集資金，像陳理事長自己出個三、五百
萬，國泰出一部份、新光出一部份、富邦也
出一部份，就是各個企業出資去建球場。

（二）興建球場、編輯規則、培訓裁判

（註10）
圖4

陳河東先生擔任臺北市慢速壘球委員

2.編輯規則

會第一屆主委之後，積極推動慢壘活動，新
聘莊洋文先生擔任總幹事，進行慢壘場地認
養、慢壘規則編譯、慢壘裁判及慢壘教練培
訓、擴大辦理慢速壘球比賽等，使臺北市慢
壘活動更加興盛，並帶動全臺慢壘運動之發

陳河東先生曾經提及臺北市慢速壘球

陳河東先生（左3）參加
慢壘國家級裁判授證典
禮（圖片來源：中華民
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委員會成立之後的情況：「剛開始成立時一
切從零開始，所有典章制度及相關資料都相
當匱乏，（註11）我當時委託美、日的好友
──張濟東、沈正圳兩位先生，分別從日本

展。

及美國尋找最新慢壘資料，有比賽規則、漫
1.興建球場
臺北市慢速壘球委員會成立之後，因為
當時只有一、兩座慢壘球場，無法供應一百
多支球隊比賽使用，徐熊良回想著說：
因為球隊多，假設一百隊參加比賽卻
只有一個場地的話，一天最多打八
場，八場最多十六隊，那還有八十幾
隊怎麼辦？就沒得打啊，所以有這麼
多球隊就必須要有足夠的場地來進
行。（註9）
因此陳河東先生運用自己良好的政商關
係，向當時的臺北議長陳健治與代理市長黃
大洲申請場地、認養華江橋下的空間，並且
募集資金於華江橋下興建十二座慢壘專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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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解、錄影帶等，經翻譯後並結合本地比
賽的習慣分贈各縣市慢壘隊伍，使得比賽有
一共同遵循的規範。」（註12）目前擔任中
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秘書長的徐熊良先生亦

圖5

回憶道：
因為當時國內的規則都比較片段，例
如口述跟美軍一起打球時的規則，沒
有一個比較正式的規則，所以我們有
向國際壘球總會購買它的正式規則以
及錄影帶，錄影帶是關於壘球的教
學，例如：如何丟球、如何打擊、如
何守備，那因為錄影帶和規則都是英
文，所以我們那時候也進行翻譯、開
設規則編審小組來制定正式規則。（
註13）

註7

註8

註9
註10

陳河東先生（前排穿黑色
西裝）參加慢壘國家級裁
判授證典禮（圖片來源：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提供）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115。
臺北市體育總會慢速壘球協會，〈本會沿革〉，
＜http://www.tpesp.org.tw/about.asp＞，2013.08.03檢
索。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註11

註12

註13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115。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理事長的話〉，《臺
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中華民國慢速壘
球協會，2013，3。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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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訓裁判

陳河東

國需要一獨立組織來整合各地資訊以及統一
規則。（註17）因此，在各界期望成立全國

另外也進行裁判的訓練，每年都舉行裁
判研習。因為慢速壘球比賽時發生的狀況，
實際上比棒球來的多，但是有些狀況並不
會收錄在文字規則中，所以裁判不只要瞭解
基本規則，對實際比賽可能會發生的狀況也

性慢壘協會的要求下，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
會於1995年7月15日正式成立，陳河東先生亦
在中華民國壘球協會理事長吳東亮與臺北市
慢壘主委王祺的遊說下，出任此協會之第一
屆理事長。

必須清楚。另外慢速壘球的裁判只用兩人或
三人，裁判必須要擁有較高的技術水準。裁
判的訓練養成從陳河東先生擔任主委開始培
訓，至今已經進行二十幾年了。（註14）

陳河東先生於成立大會上致詞並指出
協會之任務為：「慢壘協會的成立，就是要
替全國各地的慢壘組織做服務性工作，從基
礎做起，例如：資訊的取得、規則的修訂建

因為陳河東先生成立臺灣第一個慢速
壘球委員會，並擔任第一任臺北市慢速壘球
委員會主任委員，更於慢速壘球運動草創時
期，出錢出力以興建球場、收集規則、培養
裁判、舉辦比賽等大力推展慢壘運動，不只
協助臺北市慢壘運動的發展，更因此帶動全
臺慢壘運動之成長，使全臺各地慢壘委員會
相繼成立，大家感念陳河東先生對慢壘的貢
獻，尊稱其為臺灣慢壘之父。（註15）

立、裁判的訓練養成、場地的爭取、協調工
作等，都在慢壘協會的工作範圍內。慢壘協
會的成立，並不是要加以『管理』各地的慢
壘組織，相反的，而是要『幫忙』全國各慢

圖6

陳河東先生（前排左2）與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幹部在龍山寺合影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圖7

陳河東先生（左4）與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幹部在鹿港天后宮合影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壘組織。」他進一步的解釋：「全國慢壘協
會的成立是要協助地方參與，提高慢壘運動
的趣味性，讓更多的家庭和青少年朋友走出
戶外、鍛鍊身體、遠離飆車、吸毒並到球場
上發洩體力，培養大家的團結心以及學習如
何與人合作、完成共同目標，以增進社會的

（三）出任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之理

祥和與安定。」（註18）

事長
臺灣慢壘運動在陳河東先生以及臺北市
慢速壘球委員會成員的努力與投入之下，讓

註14
註15

慢壘球隊數從原先的二、三十隊發展到全國
八千多隊，實際從事慢壘運動的人口也接近

註16

二十多萬人，成為真正的全民運動。（註16

註17

）各縣市慢壘委員會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
然而全臺各地的慢壘比賽卻因為比賽規則引
用的不同而經常出現糾紛，此情況顯現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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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115。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理事長的話〉，《臺
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者，2013，3。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115。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發展原由〉，＜http://
www.cspsa. org.tw/＞，2013.08.09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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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河東先生擔任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陳河東

二、對中華職棒的貢獻

理事長之後，積極推動全臺各縣市成立慢速

圖8

（一）組織球隊，響應「中華職業棒球
聯盟」之成立

壘球委員會，包括澎湖、金門、馬祖皆有慢
壘委員會，且單一縣市中不僅具有委員會並

陳河東先生（左3）參與2002年
省主席盃全國慢壘賽選手之夜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
球協會提供）

擁有一至三個慢壘協會之組織，讓全臺慢壘
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基於個人熱愛棒

組織架構完整建立。此外，亦全力推動全國
比賽場地之興建，使全國各縣市慢壘球場達
三百座。（註19）

球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遊說中華棒球協會
發展職業棒球，並以兄弟飯店名義捐贈兩千
四百萬元作為職棒基金。（註22）1987年「

（四）臺灣慢壘之父－陳河東先生紀念
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

職業棒球推動委員會」正式成立，由當時的
棒協理事長唐盼盼出任主任委員、洪騰勝為
執行祕書負責實際工作，包括：匯集各界意

2004年12月11日，陳河東先生因病逝

見，尤其是棒球人士對於成立職棒的看法、

世。慢壘人為了感念其對慢壘運動的貢獻，

蒐集各國職棒資料、研究現行法規、訂定職

於2005年12月10日舉行第一屆臺灣慢壘之

棒成立進度表。（註23）而當時評估需要四

父陳河東紀念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今

支職業球隊來發展職業棒球，原因之一為球

（2013）年即將邁入第九屆。讓大家藉此賽

隊太多會造成場地無法容納，進而影響各級

事追思與敬仰陳河東先生，並繼續效法他對

棒球訓練的成效；原因之二是如果職業球隊

慢壘奉獻的精神。（註20）

增加太多會讓業餘球員大量流失，連帶降低

圖9

陳河東先生（右4）參與省長盃
慢速壘球聯賽全國總決賽，右
五為宋楚瑜先生（圖片來源：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業餘球隊應有的水準，所以決定初期以四支
2005年總統於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賽總
決賽選手之夜，頒發「臺灣慢壘之父」之獎
座，以表揚陳河東先生對慢壘的貢獻。當年
我們為了紀念他，所以在他的忌日，每一年

隊伍為限。（註24）
註19

註20

十二月的第一個禮拜，開始辦第一屆的陳河
東先生紀念盃，今年已經辦了第九屆了。舉

註21

辦這個比賽，三商企業有贊助，目前參與的
球隊數也達七、八十隊，因為免報名費，每
年的隊數都在增加，讓更多人可以來參加，

註22
註23

這對慢壘的推動也有一些助益。（註21）
註24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陳河東紀念盃感
言〉，《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47。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陳河東紀念盃感
言〉，《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47。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
市：果實，2003，146-152。
曾文誠、陳芸英、蔡鵑如、李一中、廖德修，《
狂熱職棒》，臺北市：中華職棒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1993。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
市：果實，2003，146-152。

圖10

陳河東先生於省長盃慢速壘球聯賽全國總決賽致
詞（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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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河東

當時除了兄弟隊以外仍需另外三支球

內整體運動水準的提升，也增加從事棒運人

在該年度宣布解散，職棒七年的觀眾人數與

棒簽賭風波影響而解散三商虎職棒隊，但是

隊，因此洪騰勝將職棒推動的企劃寄給國內

士的希望及就業的發展，進而引導其他運動

前一年相比，不只大幅下降甚至負成長百分

其對體育運動依然關心，基於自己對職棒的

排名前一百大之企業，但回信率是零，沒有

的職業化，在在顯示其功效及對社會長遠的

之十七。（註29）1999年，陳河東先生有鑑

使命感，於2002年3月7日接任中華職棒聯盟

一家企業對職棒有興趣。之後，洪騰勝親自

影響。（註27）

於經營職棒隊對母企業形象的提昇效果有限

第五屆會長。（註34）

遊說每一家可能加入職棒的企業，首先願意
加入的是味全公司，其原本就擁有味全棒球

（註30），另一方面也因為賭博放水問題無
（二）解散三商虎職棒隊

隊，在不需增加太多預算且可獲得職棒之
名、廣告效益、門票收入等，味全成為第二
支加入的職棒球團。（註25）之後在洪騰勝
積極奔走下，不只找到統一企業共襄盛舉，
亦力邀其臺大時期的同窗好友──陳河東先
生共組職棒。徐熊良先生表示：

法解決，威脅到選手的生命安全，因此決定
解散三商虎職棒隊。徐熊良說：

職棒從1990年開打，即造成一股職棒熱
因為當時賭博、打假球，對職棒運動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主要是因為一方
面無法克服、解決打假球的問題，一
方面選手的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脅，所
以陳先生才決定解散球隊。（註31）

潮，然而之後爆發的賭博放水事件讓職棒的
發展由高峰轉為低潮。1996年4月網路出現數
篇「黑虎事件」文章，內容提到有黑道份子
運用槍械威脅三商球員比賽途中放水，雖然

那時在與陳先生聊天時有談到，當三商
退出職棒之後，依然有那麼多的公司在職棒
方面繼續經營、投入，他對這些企業感到敬
佩。所以他認為自己如果還可以對職棒有所
幫助，他願意再進入職棒圈，所以陳先生基
於對職棒的使命感，接下中職會長職務，希
望再次帶動中華職棒。（註35）

檢調單位沒有介入偵辦，但讓職棒運動蒙上
成立職業棒球隊必須先有一個業餘的
棒球隊，所以在民國78年先成立三商
行棒球隊，開始打甲組棒球並獲得冠
軍，隔一年就加入職棒。（註26）

一層陰影並促使一群三商迷的大學生發起抗

（三）接任中華職棒聯盟之會長

議行動，希望球團正視此問題。1997年職棒

註26

簽賭案正式爆發，1月28日檢調單位約談時報

1997年之後，中華職棒因為簽賭事件以

鷹隊球員郭建成、卓琨原、古勝吉，三人坦

及兩聯盟之間的惡性競爭，處於低迷時期。

於是，陳河東先生於1989（民國78）年

承收受賭盤款項並在比賽中放水。接下來進

中華職棒大聯盟前秘書長──李文彬先生回

先成立三商行棒球隊參加甲組成棒賽事，隔

行多次約談，第二波約談鷹隊球員張正憲、

憶說：

年將該球隊以三商虎職業棒球隊之名，與兄

楊章鑫並將其收押禁見；第三波則為統一獅

弟象、統一獅、味全龍球隊一同組成職棒，

球員郭進興、江泰權、鄭百勝，最終坦承涉

讓「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對於

案；6月20日時報鷹上半季封王後兩日，臺北

當初成立三商虎職棒隊，陳河東先生也曾提

市檢調處約談時報鷹的王光熙、謝奇勳、曾

到自己秉持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信

貴章、褚志遠、李聰富、陳執信、黃俊傑、

念來推動棒球運動，不只藉此機會來回饋社

邱啟成、廖敏雄等九位球員。9月10日臺灣地

會，也希望職棒的發展可以增加棒球運動從

方法院宣布此次職棒賭博及放水案的判決，

事者之就業機會，亦可提升國內整體運動水

總計23名球員全數被判有罪，因這次事件多

準，讓其他運動朝職業化目標前進：

為時報鷹隊選手，被稱為「黑鷹事件」。（
註28）

註25

註27

註28
註29

那段時間對於職棒來說是一個低迷時
期，因為球迷流失對於職棒經營上蠻
辛苦的，對於會長這個職位由誰接
任，也是一個困難之處。
以中職會長一職來說，必須找一個具
有相當輩份、地位者來協調各個球
團，因為各球團的負責人大多是企業
界的大老闆。相對來說，各球團也希
望由一個在社會上、政治上或是企業
上具有輩份的人來擔任會長。（註32）

註30

註31
註32
註33
註34

成立三商虎職棒隊是回饋社會的具體
做法，三商企業秉持著「取之社會，用之社

黑鷹事件使臺灣職棒遭受前所未有的打

會」的宗旨，全力推展棒球運動，更增加全

擊，球迷由於極度失望而造成職棒觀戰人數

民的休閒活動。職業棒球運動的發展帶動國

驟減，球團經營開始出現危機，導致時報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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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時中華職棒球團的老闆，拜託
陳先生出來當中華職棒聯盟會長。（註33）
另一方面，陳河東先生雖然在1999年因為職

註35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市：我
識，2004，252-285。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中廣採訪理事長後
記〉，《臺灣慢速壘球發展史》，臺北市：作
者，2013，115。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市：我
識，2004，252-285。
謝仕淵、盂峻瑋、曾文誠、謝佳芬、賈亦珍，《
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市：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2006。
臺 灣 大 百 科 全 書 ， 〈 陳 河 東 〉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web/content?ID=23830&Keyword=
%E9%99%B3%E6%B2%B3%E6%9D%B1＞
，2013.07.11檢索。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臺 灣 大 百 科 全 書 ， 〈 陳 河 東 〉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web/content?ID=23830&Keyword=
%E9%99%B3%E6%B2%B3%E6%9D%B1＞
，2013.07.11檢索。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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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若不開放加入大門，將成立第二個職棒聯

在比較後面的階段，兩聯盟其實都支撐

盟。1996年中職宣布只開放一隊加盟，但必

得很辛苦，因為如果沒有球迷時球隊就必須

須符合近兩年連續為甲組成棒隊以及在兩年

完全倚靠球團本身的母企業贊助，那臺灣大

間獲得春季賽或秋季賽冠軍之資格，聲寶和

聯盟方面，因為球員素質不如中華職棒來得

和信都具備申請資格，之後和信鯨就背棄原

好，球迷也越來越少。因為在那種對兩方都

本與聲寶的約定繳交加盟金，成為中職第七

不利的情況下，就萌生出兩方合作的想法。

支隊伍，此舉讓聲寶決定另外籌組第二職棒

（註42）

聯盟。（註39）
因為陳河東先生交友廣闊、人緣很好，
造成第二聯盟組成的原因之二為1995

與臺灣職棒大聯盟的人員也是好朋友，所以

年電視轉播權重新招標，和信集團旗下的緯

由他出面協調兩聯盟合併的事情。徐熊良先

來公司以三年十五億四千五百八十四萬元之

生回想當時情況：

權利金，擊敗原本的轉播單位年代集團取得
圖11

陳河東先生（右1）於壘球比賽中擔任頒獎人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圖12

陳河東先生（左1）於壘球比賽中擔任
頒獎人（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
協會提供）

因為他跟另一個聯盟的人員是好朋
友，大家都是他的好朋友，所以由他
來出面協調，大家可能會比較接受。
那時每個禮拜都開會，找他們談、討
論怎麼作、有問題就怎麼解決，還有
就是要跟他們買球隊、怎麼買、怎麼
樣將球隊合併等等，這個部分花了很
多心思、心力，也花了很多時間跟精
神在這上面。大約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來協調。（註43）

未來三年的職棒電視轉播權。之後年代集團
結合聲寶集團成立臺灣職棒大聯盟（註40）
，1997年2月28日臺灣大聯盟元年於嘉義球
場舉行開幕戰，我國職棒進入兩職棒聯盟時

（四）兩聯盟合併之推手
中華職棒開打的第一年即吸引約九十萬
名觀眾進場看球，1990至1995年此六年每年

在電視轉播權方面，原本年代也想轉
播比賽，但是後來由緯來以15億多的
金額取得轉播權，因此聲寶公司和年
代一起另外成立一個聯盟，並且挖角
中華職棒的球員。（註37）

的平均單場觀眾人數皆在五千人以上，為中

期。臺灣大聯盟不只吸收當過兵的業餘球
員，也大動作挖角中職聯盟的球員。（註41
）
李文彬先生指出當時的環境條件無法支

華職棒鼎盛時期。（註36）然而，之後卻因

1992年，中華職棒聯盟設下球隊加盟

持另四個球隊再去成立另一個聯盟，所以另

註36

為新球隊加盟問題以及電視轉播權之轉移，

門檻之一為繳交四千萬的棒球發展基金，使

一聯盟成立之後對整個職棒環境造成不好的

註37

第二職棒聯盟──臺灣職棒大聯盟於1997年

當時有加盟意願的時報鷹和俊國熊感到不

影響，形成一個惡性競爭。因為職棒運動最

開打，使臺灣職棒運動進入兩聯盟時期。徐

滿，因而計畫聯合聲寶、合庫籌組第二聯

重要的就是要擁有好的球員，才會有好的比

熊良先生回憶道：

盟，但最終沒有具體實現。1993年聲寶與俊

賽以吸引球迷進場看球，但是對於當時中華

國熊、時報鷹申請加盟中職，但聲寶被勸退

職棒的球隊而言，球員數量就已經不足，球

而俊國熊、時報鷹順利加入。（註38）1995

隊之間球員的素質參差不齊進而影響球迷進

年聲寶與有意打職棒的和信鯨簽約共同加盟

場看球的意願，結果另一聯盟成立、球隊數

中職聲明書，公開宣示兩隊以參加中華職棒

增加之後，讓這種情況更加惡化：

當時因為職棒興盛，聲寶公司也想組
球隊加入職棒，但是因為當時有限制
職棒的隊數，他們認為臺灣的觀眾人
口以六隊來說就已經達飽和狀態，所
以不願讓其他球隊再加入職棒。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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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為第一目標，並聲明若至1997年止，中

註38
註39

註40
註41
註42
註43

中華職棒大聯盟，〈資訊〉，＜http://www.cpbl.
com.tw/html/numeration.asp＞，2013.07.11檢索。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市：我
識，2004，252-285。
謝仕淵、盂峻瑋、曾文誠、謝佳芬、賈亦珍，
《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市：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2006。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146-152
。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252-285。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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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河東先生出面協調下，兩聯盟彼
此開始釋出善意，經過多次的開會協議、談
判，終於在2003年1月13日由當時總統的見證
下完成兩聯盟合併協議書之簽署，新聯盟「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正式出現。（註44）
（五）資助第一金剛，促使職棒順利重
回一聯盟
2003年1月13日，中華職棒聯盟與臺灣
職棒大聯盟正式合併，名稱改為中華職業棒
球大聯盟。臺灣大聯盟時期，是一個那魯灣
公司底下擁有四支球隊，但是中華職棒這邊

自己出錢組一個公司來經營第一金
剛，再讓第一金控來贊助這個球隊。
又因為第一金控之前對於職棒圈完全
不熟悉，對於球隊經營是陌生的，也
沒有職棒經營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所
以當時很多事情是由陳會長這邊去協
助的，例如：尋找總教練等等。（註
45）

先生解釋：
一支球隊就由那魯灣公司經營，但是
不能再經營另外一支球隊，此作法是
違反中職聯盟的規定，剩下的那支球
隊必須再由另一間公司來經營。但是
畢竟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而且在那個
職棒低迷的時間點來說，要尋找其他
公司進入職棒不是那麼容易。那時會
找到第一金剛，可能是因為政府的關
係，因為政府自己也在push兩聯盟合
併，那也應該作一些事情，所以那時
找到第一金控。
然而因為金融法規定金融公司不能轉
投資其他產業，第一金控只能用贊助
的方式來幫助球隊。因此，為了完成
兩聯盟合併的浩大工程，最後陳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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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因此之後舉辦了一場比賽，因為當時
有一個禮品公會，所以辦了一個禮品公會
盃，但因為那是一個小比賽，讓一些職業選

肆、結語──為人親切、助人為樂、待
人如友

手可以來參加，但是比賽提供的獎金比較
少。

陳河東先生身為大企業老闆，在政商界
擁有一定的輩份與地位，然而其為人親切、
後來翁先生就跟陳河東先生討論，把盃

個性幽默風趣，即使他人犯錯，也會以輕鬆

賽的規模擴大，辦一個三商盃，那陳先生也

的態度指出。李文彬先生回憶當時陳河東先

司經營第一金剛隊之後，兩聯盟才真正順利

同意、全力支持，所以就辦了三商盃至今已

生擔任中職會長期間，與他相處的畫面：

合併，讓臺灣職棒順利重回一聯盟，由統一

經是第二十七屆了，獎金也從第一屆的兩百

獅、兄弟象、興農牛、中信鯨、第一金剛以

萬提升至一千八百萬。除了獎金之外，還有

曾經陳會長在球賽開打前致詞，當時請

及誠泰太陽此六隊組成。

其它的費用要支付，例如：電視轉播費用、

我幫他擬稿，我按照一般官員致詞的方式擬

球場的租借費用、賽務人員的費用等等，實

一份比較制式的稿子，當陳會長按照稿子講

際上的花費都是由三商企業來資助。（註47

了幾分鐘之後，現場有些球迷開始不耐煩就

）

在上面說：「我們是來看球的。」陳會長致

三、對高爾夫的貢獻──贊助高爾夫球運動

隊，勇士隊併入金剛隊、雷公隊納進太陽隊
並且兩隊獨立成一公司經營一球隊。李文彬

球，也熱心資助高爾夫球、高爾夫職業選

2003年，在陳河東先生自行出資籌組公

規定一個球隊必須為一間公司所有，所以當
時臺灣大聯盟四支球隊就兩兩合併成兩支球

陳河東

陳河東先生不只推廣慢速壘球運動的

詞完下來之後，就笑笑的跟我講：「你看，

發展、組織職棒隊伍加入職棒、擔任中職會

因為翁肇喜先生熱心資助於高爾夫球運

你害我被罵（臺語）」，那種感覺不會讓你

長、促使兩職棒聯盟合併，他亦與事業上的

動，以及陳河東先生全力支持友人的想法，

覺得他是在責怪你，但他也有點出、提醒我

夥伴──翁肇喜先生，以三商企業之名義贊

使三商盃名人賽於1987年正式開打，2000

一般球迷進場是要看球。

助舉辦三商盃名人賽，為高爾夫球運動盡一

年此賽事加入亞洲職業巡迴賽，讓我國高爾

份心力。

夫球員有更多機會與國際球員互相切磋球

註44

技。2001年起，三商盃名人賽正式更名為「
1987年8月20日，三商企業在老淡水高爾

臺灣名人賽暨三商盃高爾夫邀請賽」。（註

註45

夫球場全額贊助舉辦第一屆三商盃名人賽，

48）三商企業不僅每年出資舉辦比賽，亦結

註46

至2013年已邁入第二十七屆。其舉辦目的為

合其他活動，例如：邀請淡水當地的國中小

提升臺灣高爾夫水準、培育職業高球選手，

學生至球場參觀，並發送高爾夫球與甜甜圈

（註46）徐熊良先生談起當年三商盃名人賽

作為紀念品。三商企業期望仿效如同英國名

的舉辦契機：

人賽在同一場地舉辦賽事之傳統，繼續於老
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臺灣名人賽暨三商盃高

三商盃名人賽事的成立是因為三商創
辦人之一翁肇喜先生，他本身喜歡打高爾夫

註47
註48
註49

謝仕淵、盂峻瑋、曾文誠、謝佳芬、賈亦珍，《
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市：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2006。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臺灣名人賽暨三商盃高爾夫邀請賽，〈三商盃臺
灣名人賽〉，＜http://www.mercuries.com.tw/game/
game.asp＞，2013.08.18檢索。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爾夫邀請賽，讓世人談到該賽事就可聯想至
淡水這座城鎮。（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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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次在花蓮的比賽，請當時的陳

此外，徐熊良先生與李文彬先生亦提及

總統來開球，按照慣例會請總統致詞，陳會

陳河東先生在慢速壘球比賽時，與他人一同

長也跟總統說「你不要講話講太久，你會被

搬運物品：

罵喔（臺語）」，「人家是來看球的，不是
來看我們講話的（臺語）」，從這邊就可以

舉辦慢速壘球比賽時，工作人員在搬礦

看出陳先生的個性，對人很好、很親切。（

泉水，他也去幫人家搬，是一個很好相處的

註50）

人。（註54）

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理事長諸職，協
和群彥，聲華益懋。復先後膺聘為總
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襄贊國是，深
資匡輔，建言弼治，獻替良多。綜其
生平，經世濟民，惠澤桑梓，懋績孔
彰，允足矜式。茲聞殂謝，軫悼良
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
賢之至意。

但是三商企業依然年年贊助各項運動賽事，
延續陳河東先生犧牲奉獻的精神。
註50
註51
註52
註53

此外，陳河東先生樂於助人。徐熊良

我也曾聽說過，他們在舉辦慢速壘球比

同年1月15日，總統亦親自蒞臨總統盃

先生說：「陳老闆樂善好施，別人有困難求

賽的時候，初期時慢壘球場沒有很多，大多

慢速壘球錦標賽總決賽選手之夜，頒發「臺

助於他，他幾乎都會幫忙而且幫助別人不求

在河堤邊的球場進行，那就必須將一些物品

灣慢壘之父」扁額予陳河東先生（由其子陳

回報。他也很照顧員工、提攜後輩，不會只

搬運並跨越河堤至球場，陳河東先生也會一

翔立先生代表接受），以表彰其對慢壘的貢

看高不看低。或許是受到陳老闆的影響，我

起幫忙扛礦泉水之類的東西，不會說他是一

獻。雖然陳河東先生已於2004年離開人世，

們從他身上也學習到這一點，盡量去幫助別

個老闆，只到那邊露個臉，他會跟著工作人

人。」（註51）

員一起參與這些事情。（註55）

陳河東先生為人親切、樂善好施，平時

陳河東先生雖然身為大企業老闆，但

對待員工或他人就如朋友般的相處。李文彬

待人親切、友好、樂於助人，對於臺灣體育

先生指出三商企業的員工都不會稱他為董事

運動之發展保持關心，也將其心力奉獻於

長，都直接叫他「陳桑（日文發音）」，讓

慢速壘球、職業棒球與高爾夫球等球類運

彼此之間沒有老闆與員工的隔閡，而是像朋

動。2005年1月5日，總統發表褒揚令以表揚

友一樣的關係；（註52） 另外，一般坐車禮

陳河東先生：（註56）

陳河東

註54
註55
註56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徐熊良，面談，臺北市三商美邦大樓，2013.07.24
。
李文彬，面談，臺北市古亭捷運站旁麥當
勞，2013.08.14。
中華民國總統府，〈褒揚令──陳河東〉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
aspx?tabid=131&itemid=10146＞，2013.07.11檢索。

儀，尊重位階高者就讓他坐在駕駛座的右後
方，但是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因為是朋友關
係就會坐在副駕駛座。陳河東先生平時在乘
坐汽車時，是以朋友之禮對待其司機。李文
彬回憶道：
他平時坐自己車子的時候，因為他有
自己的司機，那有一次我要幫他開車
門，司機跟我說：「我們老闆不是坐
後面，都是坐前面（筆者註：副駕駛
座）」，顯現出他對待司機就如朋友
一樣。（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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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資政、三商企業集團董事長陳
河東，持躬誠毅，操履篤實。早歲卒
業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系，旋即創辦三
商行，擘畫辛勤，闢奠宏規。嗣以多
角化經營模式，跨足百貨、科技、金
融、生化等產業，新猷展布，領先群
倫，深耕臺灣，商譽日隆。平居熱心
公益，關懷社會，尤致力倡導體育活
動，慨捐鉅資，推廣球類運動，開啟
職棒新機。擔任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會
長、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理事長。
比年兼任財團法人臺灣智庫董事、中

圖13

陳河東先生（右1）與陳前總統合影（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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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河東大事記
年代(年)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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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河東先生（中）與李遠哲先生合影（左1）（圖片來源：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提供）

1938
1951
1954
1957
1961
1964
1964
1987
1989
1989
1989
1990
1995
1999
2002
2003
2003
2003
2004
2005

民國27
民國40
民國43
民國46
民國50
民國53
民國53
民國76
民國78
民國78
民國78
民國79
民國84
民國88
民國91
民國92
民國92
民國92
民國93
民國94

年齡
13
16
19
23
26
26
49
51
51
51
52
57
61
64
65
65
65
66

重要事蹟
5月1日出生於臺北市。
以臺北市長獎畢業於臺北市太平國小。
畢業於臺北市成功中學初中部。
畢業於臺北市成功中學高中部。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系國貿組。
與許昌惠小姐結婚。
與翁肇喜、郭仲熙以合夥組織創立三商行。
8月20日舉辦第一屆三商盃名人賽。
成立三商行棒球隊（ 三商虎前身）。
12月15日成立臺北市慢速壘球委員會並擔任該會第一屆主任委員。
舉辦臺北市第一屆三商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成立三商虎職棒球隊。
7月15日成立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並擔任第一屆該會理事長。
解散三商虎職棒球隊。
3月7日擔任中華職棒第五屆會長。
1月13日促成「中華職棒聯盟」與「臺灣大聯盟」之合併。
舉辦第一屆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
出資成立第一職棒公司以協助第一金剛職棒隊。
12月11日逝世，享壽66歲。
總統頒發褒揚令，並追贈「臺灣慢壘之父」之扁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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