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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傍興

鄭秀貴，美和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系副教授。E-mail:x00003247@meiho.edu.tw

營造美和棒球傳奇的董事長

鄭秀貴

壹、前言

1975年，美和中學董事長徐傍興博士

擔任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校長（今美和科技大

學）與家父鄭國興先生是莫逆之交（註1）

，1977年父親向徐校長提出希望女兒能在護

專任教之意，徐校長一口答應，於是1978年

6月我從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今臺北市

立大學）畢業，即獲聘至美和護專擔任體育

教師一職，由於徐校長對家父的承諾，因緣

際會的引領我進入美和校園，歷經美和三十

幾年教學生涯的深層互動，現今美和護專及

毗鄰姐妹校美和中學的人、事、物、景，已

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回顧當時，徐傍興校

長每日一大早雙手插著腰，挺著肚子緩緩的

來回散步在美和護專與中學的校園，看到兩

校的學生經過，他就會停下來向學生們行舉

手禮，聲音宏亮的說：「Good morning！」

學生們也大聲的回應：「Good morning！校

長、董事長。」（註2）對我們尚未結婚的

女教職員們常會關心的問：「有沒有男朋友

呢？」當我們回應：「沒有～」他就會以詼

諧的口吻說：「會抓老鼠的貓，才是好貓！

」，隱喻我們要覓得如意夫婿，有好歸宿才

是最重要的，至今偶與老同事回味徐校長和

藹可親的教育風格及客家鄉土幽默對話的情

境，大家都還是念茲在茲感懷在心。

1984年8月徐傍興校長因病辭世，享年

75歲，美和護專與中學教職員工、校友、臺

北與高雄徐外科醫師們、政界及親朋好友，

以滿懷追思悼念之情撰文一篇篇與「徐傍興

博士、院長、校長、董事長」生前互動之點

滴，1994年由時任美和中學校長林永盛收錄

上述專文，編撰為《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

紀念專輯》，綜觀徐傍興生前在家庭生活、

醫學、教育、客家發展、棒運的事蹟與貢獻

之記載頗多且相當多元，（註3）現任美和

高中涂順振校長於2003年著手彙整創辦人徐

傍興董事長的手稿、老照片、紀念專輯與文

章，建置徐傍興博士紀念館數位典藏在美和

註1	 1957（民國46）年家父因長年胃疾，至高雄徐外科

由徐傍興院長進行胃部手術，術後痊癒，徐傍興

獲知家父是工程師且在高雄市經營鋼成營造廠信

譽良好，即向家父提出他欲出資在家鄉辦學之理

念，聘請父親規劃創建美和中學的校園及全部校

舍，後續又規劃承包美和護專的教室及宿舍，歷

經二十幾年長期的密切合作，兩人相知相惜成為

莫逆之交。

註2	 詳見曾焜宗，〈輝映在人間〉，生動描述徐校長

在學校平日生活之風采。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

站，〈學校簡介－創辦人－相關紀念文章〉，	

<http://www.mhsh.ptc.edu.tw/schoolin/comalbum/index.

htm>，2013.08.07檢索。

註3	 詳見林永盛編，《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

輯》，屏東：美和中學，1994；屏東縣私立美和

高中網站，〈學校簡介－創辦人－紀念專輯〉

，<http://www.mhsh.ptc.edu.tw/schoolin/comalbum/

index.htm>，2013.08.04檢索；劉聖興，〈徐傍興

──醫生教育家〉，《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

，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74-88；蔡

明坤、王淑慧，〈「大將」風範－－從關係人

談生前的徐傍興〉，《六堆客家田野資料集【

內埔篇】》，屏東：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2003，48-103；王淑慧、蔡明坤，〈徐傍興

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教育事業為例〉

，《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3，108-132；

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屏東：

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宋美盈，〈徐傍

興與臺灣六堆客家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蔡明坤，

〈徐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和

棒球隊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

術研究計劃，2004，2-45，<http://www.hakka.gov.

tw/dl.asp?fileName=84111524171.pdf>，2013.08.15

檢索；曾寬，《故鄉：大將徐傍興博士》，屏

東：臺北六堆客家會，2007；涂順振，〈徐傍興

（1909~1984）奉獻鄉梓的教育家〉，《教育愛：

臺灣教育人物誌III》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8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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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網頁（註4），提供豐富且寶貴的史料讓

大家參閱與緬懷「美和永遠的董事長」。（

註5）

2007年，客家電視臺為宣揚徐傍興博士

終其一生在醫療、教育、棒球運動的無私奉

獻，以重現徐傍興德行風範為主軸，製播年

圖2　徐傍興夫婦與眾孫兒女（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1　徐傍興董事長伉儷情深（圖

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3　徐傍興校長與美和護專同仁岀遊合照（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度大戲，由於徐傍興不拘小節、豪邁大氣的

行事風格，身邊熟識之人平時習以日語「大

將」稱之，（註6）因此連續劇名稱定為《大

將徐傍興》。（註7）2008年，國立教育資料

館也將其列為教育經典人物，製作《教育人

物誌──徐傍興》簡介小傳，讓大家從劇集

影片中認識徐傍興博士一生行醫助人、返鄉

興學、推展棒運、提攜後進、為人處事只有

付出、不求回報、盡己所能來幫助別人的生

命故事。（註8）現今擔任美和高中董事長、

亦是徐傍興的次女房徐蕙英女士，在父親逝

世多年後，看著美和棒球隊培育的一批批小

球員們，現在個個都是成棒、職棒球場上的

精英，她才深刻體會出父親生前經常掛在嘴

邊：「要幫助別人得到希望。」這句口頭禪

的意義。帶給年青人希望，正是父親生活的

動力、快樂的泉源，從他生命中散播出的希

望之愛，將長存在人們的心田中！（註9）

美和中學於19 7 0年成立美和青少棒

隊，1973年續組青棒隊，於1972~1984年間，

先後獲得世界錦標賽青少棒與青棒各6次的

世界冠軍，使得「臺灣──棒球王國」的美

譽揚名國際，紀錄了臺灣棒球史「南美和、

北華興」揚威國內外的榮耀年代。美和棒球

隊能屢創輝煌戰績，成為孕育強棒的搖籃，

最重要就是有徐傍興董事長在幕後的鼎力支

持，組織美和棒球委員會並長期募資提供經

費，才能創造出民國60及70年代的冠軍傳

奇，也帶動起臺灣青少棒及青棒運動的蓬勃

發展。（註10）因此，本文聚焦在徐傍興董

事長生前與美和棒球隊互動關係為書寫主

註4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學校簡介－創辦

人－徐傍興博士紀念館〉，<http://www.mhsh.ptc.

edu.tw/schoolin/comalbum/index.htm>，2013.08.06檢

索。

註5	 涂 順 振 ， 面 訪 ， 屏 東 縣 ： 美 和 高 中 校 長

室，2013.08.27，下午2點至3點，訪問人：鄭秀

貴。涂順振是美和高中資深教師也是校友，2000

年擔任美和高中校長。

註6	 詳見涂順振，〈欖仁樹下的追思──憶大家長

徐傍興博士十個小故事〉，《徐傍興博士逝世

十週年紀念專輯》，林永盛編，屏東：美和中

學，1994，46。

註7	 詳見客家電視臺大將徐傍興之愛，〈大將徐

傍興－大事紀－小故事大人生〉，<http://www.

hakkatv.org.tw/zhen_shan_mei/introduction.htm>

，2013.10.15檢索。客家劇場：大將徐傍興（全

1~20集）-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playli

st?list=PL8A3D6F5E397B55D6>，2013.08.07檢索。

註8	 詳見教育處影音教學網站，〈影片－教育人物

誌06-徐傍興〉，<http://mod.tyc.edu.tw/MediaInfo.

aspx?MID=2745&ChID=45&CateID=656,662,721>

，2013.08.07檢索。

註9	 房徐蕙英接任父親的教育志業繼續培訓美和棒球

隊，詳見房徐蕙英，〈我的父親〉，《徐傍興博

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林永盛編，屏東：美

和中學，1994，76-77。	

註10	 詳見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

北：果實，2003，120-123；教育部、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

棒球協會，2006，129-130；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

網站，〈棒球隊－棒球隊簡史－歷年比賽成績〉

，<http://asp.mhsh.ptc.edu.tw/basballtim/棒球隊簡史/

棒球隊簡史1000914.htm>，<http://asp.mhsh.ptc.edu.

tw/basballtim/歷年榮耀剪影/0206/比賽成績.htm>

，2013.08.15檢索。

體，透過歷屆球員與徐傍興董事長在棒球生

命交融的感知記憶，重現美和棒球隊身心體

驗的情境脈絡，賦予其運動志業對臺灣棒球

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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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徐傍興博士次女現任美和中學董事長房徐

蕙英女士（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貳、生平事略

1909年1月29日（農曆1月8日），徐傍

興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忠心崙（今美和村）

。日據時代臺灣士紳多鼓勵子女接受學校教

育，期能振家聲、揚功名，1922年徐傍興自

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即參加南臺灣首府

高雄州立中學（今高雄中學）的入學考試，

因日文基礎不夠紮實，連續兩年均未錄取，

繼續在內埔公學校高等科苦讀，1924年高等

科畢業後終於考取高雄州立中學，在高雄州

立中學就讀期間經常義助同學繳交學費，見

到日人舍監欺壓臺籍學生，亦會挺身打抱不

平，1929年自中學畢業欲再進入東京帝國大

學部深造，但赴日應考卻鎩羽而歸，當時

臺灣社會以醫生為高尚地位的職業象徵，

因此1930年轉而積極就讀臺北醫學專門學

校，1931年與美崙村邱壬妹結婚，1934年以

優異成績自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即至赤

十字實習醫院服務，由於學習態度認真積

極，深得臺北帝國大學附設醫院第一外科主

任澤田平十郎教授的賞識與指導，1944年發

表〈臺灣省地方性甲狀腺腫瘤疾病之研究〉

論文，榮獲臺北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其

精湛的外科手術及學術研究的聲望被譽為「

臺灣第一刀」的外科醫師，1945（民國34）

年臺灣光復，日籍醫師全被遣回日本，由徐

傍興接任臺大附屬醫院第一外科主任，任內

提攜醫學後進，鼓勵醫師們投入臺灣風土病

之ㄧ「甲狀腺腫瘤」的防治研究，第一外科

對甲狀腺腫瘤的外科治療在戰後當時是具有

權威性。（註11）

圖4　徐傍興董事長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照片（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6　徐傍興博士（前排中）擔任臺大附設

醫院首任外科主任與醫學院同窗合影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7　1961年徐傍興董事長在美和中學建校工程破

土典禮後與鍾樂上督學合影（圖片來源：美

和高中提供）

圖8　美和中學創校初期徐傍興董事長在開學典禮致

詞；董事長（右2）勘察美和中學棒球場用地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註11	 詳見蔡明坤，〈徐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

）──以美和棒球隊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劃，2004，10-12，<http://

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84111524171.pdf>

，2012.08.15檢索。耿殿棟，〈悼念徐傍興教授

逝世一周年──他是創辦美和中學和護專及倡導

美和棒球奉獻一生的外科醫師〉，《傳記文學》

，47.2（臺北，1985）：25。

圖9　徐傍興董事長與李梅玉校長夫婦（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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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直屬徐傍興主任管理的外科病房

爆發破傷風感染事件，徐傍興於是辭去臺大

醫學院教授及外科主任職務以示負責，隔年

向親友借調資金在臺北市開設徐外科醫院，

因醫術高明作風親切，各地求診病患絡繹不

絕，不捨日益增多的南部及客家鄉親南北奔

波到臺北求診，即積極南下籌建分院，1954

年5月高雄徐外科竣工開業，帶領醫師團隊

開啟了醫療事業的鼎盛時期。（註12）徐傍

興院長創業有成，內心一直保有一股回饋鄉

里，造福鄉親子弟的使命感，感於公立國、

高中學校均設立在屏東、高雄市等地，而家

鄉子女每日求學卻要受通車往返之苦，為能

讓家鄉子女就學方便及提升升學率，進行籌

資、捐地及購地之建校計畫，1961年8月排除

萬難堅決在自己的出身地──美和村，創辦

美和中學，擔任董事長，（註13）又於1965

年邀集高屏醫界名士，集資籌辦臺灣南部第

一所女子護理專科學校，9月教育部核准設

校，1966年成立美和護理專科學校，並擔任

首屆董事長，（註14）歷經多年一步一腳印

的身體力行，徐傍興博士從臺大外科主任成

為徐外科醫院仁心仁術的院長、美和中學及

護專教職員工與學生們心中的「董事長、校

長」，實踐返鄉興學作育英才的教育理念。

（註15）

參、對棒球的投入與貢獻

一、美和青少棒隊在偶然及曲折下成立

1970年5月26日，美和中學李梅玉校長與

創校董事徐富興博士、廖丙熔博士及李瑞昌

醫師非常喜愛棒球運動，在美和中學操場舉

辦連續三天的「高屏地區客家六堆第一屆少

棒賽」，目的是希望能帶動客家子弟的棒球

風氣，更計畫從錦標賽中選拔優秀球員到美

中就讀並組青少棒隊，適逢同年9月，臺灣七

虎少棒隊因未能衛冕世界冠軍，無法進入華

興中學就讀，於是美和中學就將8名七虎少棒

球員接到學校就讀，徐傍興董事長應允球員

們國中至高中的學雜費、住宿及膳食費一律

全免，同時也迫切的在尋找其同鄉好友曾紀

恩教練。因長年失去聯繫，董事長在各大報

刊登一則有趣的尋人啟事：「曾紀恩你在何

方？球兒在等你。」之後，才找到時任空軍

虎風棒球隊的曾紀恩教練。除了曾紀恩同意

返鄉身兼美和隊的教練外，（註16）廖丙熔

董事也推薦在高雄擔任臺電棒球隊的宋宦勳

教練兼任美和青少棒隊的教練，宋教練比曾

教練早應聘到美和，是美和棒球隊第一任的

教練。（註17）

1971年2月，6名七虎球員離開美和轉入

華興，曾紀恩教練即透過臺中金龍隊蔡炳昌

教練，轉介江仲豪、楊清瓏、黃明怡、林俊

民、陳昭銘……等球員，進入美和就讀，另

有徐生明、張沐源由美濃轉入。楊清瓏回憶

道：

當時主要是廖丙熔董事和曾紀恩教練

先到臺中我家，跟我父母談有關我們

加入美和的事項，父母也認同他們的

誠意，認為要發展棒球運動在美和會

有比較好的空間與條件，國一下學期

就從臺中轉入美和就讀，到美和中學

首次見到創辦人徐傍興博士，他對我

們真的是百般呵護與照顧。（註18）

徐傍興董事長為不影響學校教學建設與

設備之經費，於是召集學校董事們、徐外科

醫師們成立美和中學棒球委員會，負責籌募

棒球隊訓練及比賽之經費，美和青少棒隊在

眾人出錢出力克服曲曲折折的困境下才正式

成立。（註19）

註12	 詳見徐富興，《徐家近代史考》，屏東：徐富

興，1988，54。

註13	 詳見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學校簡介－學

校沿革〉，	 <http://www.mhsh.ptc.edu.tw/schoolin/

schoolstory/學校沿革1000615.htm>，2013.08.03檢

索。

註14	 詳見美和科技大學網站，〈校園簡介－學校簡

介〉，<http://www.meiho.edu.tw/About-2.html>

，2013.08.03檢索。

註15	 詳見王淑慧、蔡明坤，〈徐傍興與他的志業

（1909-1984）──以教育事業為例〉，《第二屆

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美和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2003，113。曾寬，《故鄉：大

將徐傍興博士》，屏東：臺北六堆客家會，2007

，143-214。

註16	 詳見賴樹明，《臺灣棒球曾紀恩》，臺北：知

道，1991，93。高正源，《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

發展史》，臺北：民生報，1994，151。

註17	 詳見曾文誠，〈職棒史上第一位冠軍總教練（

下）〉，《職業棒球》，243（臺北，2002.06）

：26。

註18	 楊清瓏，電訪，臺北－屏東電話訪談，2013.09.27

，上午11點至11點50							分。詳見楊清瓏訪談紀錄

（1971-1976年美和棒球隊：內、外野手、投手）

，頁1，訪問人：鄭秀貴。

註19	 1972年9月徐富興博士在日本獲知美和青少棒隊

勇奪世界冠軍，親筆寫下〈異地同歡〉一文，

真實回溯初創美和棒球隊係屬偶然及曲折之始

末，詳見徐和隣、鍾兆玉，《世界冠軍美和青少

年棒球隊》，屏東：明志，1972，280-281；曾

寬，《故鄉：大將徐傍興博士》，屏東：臺北六

堆客家會，2007，246-254；涂順振，〈徐傍興

（1909~1984）奉獻鄉梓的教育家〉，臺北：國立

教育資料館，2008，88-89。

圖10　徐傍興董事長與曾紀恩教練（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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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心棒球隊練球、重視球員三餐營養

棒球隊每天的例行訓練，早上5點30分晨

操、強化體能，7點早餐、升旗、教室上課、

午休，下午1點30分開始練球，有時候分A、B

隊練習比賽，結束之前做體能訓練，6點洗

澡、晚餐，7點至8點晚自習，8點至9點球員

個別在宿舍四樓練揮棒，晚上9點50分熄燈，

要繼續讀書者可到自修教室溫習功課，每年

全國選拔賽在六月舉行，四月時，訓練時間

調整在上午10點練球，星期六、日都要練球

或比賽，（註20）當時球隊下午練球時，徐

傍興董事長、李梅玉校長、廖丙熔董事、李

瑞昌董事、學校老師、美和村村民……一堆

關心棒球的美和人，經常坐在球場邊一整排

的樹蔭底下看球隊練球或比賽，大家會互相

熱烈討論各個球員的表現並提出建議，學校

同仁看到這有趣的場景就會笑著說：「球場

邊的指導軍師比場內比賽的球員還要多，

哈！哈！」，而球員們在辛苦的訓練中更感

受到學校所有的人對棒球隊真的很好、也很

關心，楊清瓏、陳正中、尤伸評回想當時的

情境：

董事長從臺北徐外科回來美和，每天

早上會在校區散步，看我們晨操，我

們進餐廳他一定跟進去，關心我們有

沒有吃飽飯，下午練球時也一定在球

場邊看我們練球，像大家長一般的每

天對我們噓寒問暖。（註21）

練球時，球場邊樹蔭底下常常站了很

多學生、老師，農夫及村莊的人都會

騎腳踏車來看，外地人或慕名而來的

球迷都會進來看，董事長從臺北回來

也一定會在球場邊看球隊練球。（註

22）

練球時，美和村村民、內埔鄉的鄉

民、廚房員工，都會自動到球場邊樹

蔭底下站在董事長旁邊看我們練球，

有一位廚房員工是棒球隊忠實的球

迷，常常會去向董事長告密說：「哪

位球員練球偷懶，又哪位球員比賽表

現不好……」因此我們就為他取個

「007－情報員」的綽號。（註23）

1972年4月美和棒球隊與空軍棒球隊一

起集訓10天，徐傍興董事長返校探視發覺每

位球員竟都瘦了兩公斤，覺得事態嚴重，因

營養不夠對球員的發育是有很大的影響，董

事長是醫學博士馬上擔任起球隊的營養師，

規定球員每人每天要攝取五兩豬肉和兩個雞

蛋，共一千卡路里的熱量，每天至少吃十二

碗飯，兩個禮拜後，球員恢復體重個個身材

壯碩，體力充沛，董事長說：「球員營養充

裕，體格強壯，才會經常擊出全壘打，擊出

飛得看不見的球。」（註24）徐生明、詹仁

和、陳耿佑、尤伸評回憶道：

棒球隊三餐都在廚房吃沒有跟其他學

生在一起，每到選拔賽時，董事長就

叫廚房師傅煮滷肉，米飯拌著肥豬油

或進口奶油一起吃，訓練的過程中，

會準備點心或用牛奶泡一些穀物給我

們補充營養。（註25）

董事長是醫學博士，特別注意我們在

比賽前接受嚴格操練所造成的體力負

荷及熱量的消耗，在集訓期間會要求

我們每人飯後一定要吃綜合維他命補

充營養。（註26）

在客家庒，客家人認為吃稀飯一下子

就餓了，吃飯才能撐得久，所以董事

長交待早餐都是乾飯、肉燥，每位球

員一定要有一個荷包蛋、青菜，伙食

比一般住宿生還好很多，董事長都坐

在旁邊跟我們一起用餐，他吃剩的

肉，就會叫某一個球員過去將肉吃

完，還說：「補充卡路里白肉好，紅

肉不好！」意思就是肥肉比較好。（

註27）

註20	 詳見鄭秀貴，《南美和的棒球傳奇》，屏東：睿

煜，2010，23。

註21	 楊 清 龍 訪 談 紀 錄 ， 臺 北 ： 屏 東 電 話 訪

談，2013.09.27，上午11點至11點50分，詳見楊清

瓏訪談紀錄，頁1。

註22	 陳 正 中 ， 面 訪 ， 高 雄 縣 仁 武 鄉 自 宅 一

樓，2010.05.13，下午3點30分至5點，詳見陳正中

訪談紀錄（1974-1980年美和棒球隊：投手），頁3

，訪問人：鄭秀貴。

註23	 尤伸評，面訪，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4點至5點，詳見尤伸評訪談

紀錄（1981-1987年美和棒球隊：捕手），頁2，訪

問人：鄭秀貴。

註24	 詳見林永盛編，〈徐傍興博士軼事──美和棒球

隊和徐傍興校長〉，《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

紀念專輯》，69；〈徐外科醫院與美和青少棒球

隊〉，《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73

。

註25	 徐 生 明 ， 面 訪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詳見徐生明訪談

紀錄（1971-1977年美和棒球隊：投手），頁2，訪

問人：鄭秀貴。

註26	 詹仁和，面訪，高雄市新興區自宅，2013.09.23

，下午2點30分至3點30分，詳見詹仁和訪談紀錄

（1974-1980年美和棒球隊：投手、外野手），頁1

，訪問人：鄭秀貴。

註27	 陳耿佑，面訪，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3點至4點，詳見陳耿佑訪談

紀錄（1978-1984年美和棒球隊：內野手），頁1-2

，訪問人：鄭秀貴。

圖11　早期美和棒球隊練球場邊圍觀的美和人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12　美和棒球隊在學校球場練球的情形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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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每天三餐都和我們球員一塊

吃，吃飯之前，董事長會巡視一趟看

看菜色好不好，學長就喊：「立正！

敬禮！」向董事長敬禮之後才用餐，

這是美和球員用餐的傳統與習慣，學

長要求國一生將吃剩的肉吃完，董事

長看了就說：「很好！很好！多吃一

點，才有力氣打球」，有時會詢問學

長菜色好不好？學長反應菜色不好，

董事長就會罵負責採買烹煮的員工要

改進。（註28）

1975年徐傍興將臺北徐外科交給長子

徐旦鄰接任院長，返回故鄉擔任美和護專校

長，續任美和中學董事長之職，因為他把美

和村的故居，讓給時任美和護專訓導主任卜

國光教授一家人居住，（註29）自己決定住

在二樓校長辦公室，在辦公桌櫃檯後面以布

幔隔開，擺了一張木床、小衣櫃及一張舊藤

椅，每天都在美和中學餐廳與老師及棒球員

們一起用餐，住在護專，食在美和中學，與

球員共進三餐重視球員營養與熱量的攝取，

每逢比賽就自掏腰包提供加菜金，督促廚師

要特製烹調紅燒肉，關心球員練球的現況，

書寫對球隊訓練及伙食之指示提要，督促行

政主任要確實執行，對棒球隊關照倍至是球

員們的守護神。（註30）

三、全力支援棒球隊南北征戰的食宿，比賽球

場打鼓加油助陣

美和青少棒球隊成軍後，陸續加入巨

人、朝陽、光陽、第四代金龍……等少棒球

員，球員增至40多人組成A、B兩隊練習，全

體球員住校，每天接受宋宦勳及曾紀恩兩位

教練的嚴格訓練，訓練期間分別前往高雄市

與七賢、壽山、日本調布隊進行友誼對抗

賽，更遠征臺北參加中華盃、自強盃的比

賽，徐傍興董事長為節省球隊交通及食宿費

用的龐大開銷，即安排棒球隊住進高雄徐外

科醫院、臺北自宅並提供伙食，給予球員妥

善的照顧。（註31）徐生明回憶道：

青少棒時期到高雄市比賽，都住在郵

政總局旁的徐外科三樓病房，走半小

時的路，經過華園飯店及憲兵隊到立

德棒球場；自強盃在臺北舉辦，我們

共計14個球員，先從美和中學搭公路

局巴士車到高雄的徐外科住一晚，隔

天早上搭7點25分對號快火車，約下午

兩點到臺北火車站，馬上趕到臺北球

場練球，晚上住宿教師會館，第二天

比賽，那陣子幾乎每個禮拜六、日、

一都要到臺北參加比賽。（註32）

註28	 尤伸評訪談紀錄，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4點至5點，詳見尤伸評訪談

紀錄，頁2。

註29	 1967年卜國光主任應聘到美和護專任教，徐傍興

董事長懇邀卜教授全家免費住進他家已有一百

多年歷史的祖傳古厝，詳見卜國光，（追懷臺

灣少棒運動功臣徐傍興博士），詳見屏東縣私

立美和高中網站，〈學校簡介－創辦人－相關

紀念文章〉，<http://www.mhsh.ptc.edu.tw/schoolin/

comalbum/index.htm>，2013.09.05檢索。

註30	 時任美和中學人事主任陳城富老師常與董事長一

起用餐，董事長公事繁忙內心卻是記掛著棒球

隊，常以親筆書函交辦棒球隊伙食加菜之事項。

詳見陳城富，〈德馨美和懷賢人〉，《徐傍興博

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林永盛編，屏東：美

和中學，1994，58-65；曾寬，《故鄉：大將徐傍

興博士》，229-234。

圖13　徐傍興董事長主持美和中學

剪綵儀式（圖片來源：美和

高中提供）

圖14　美和中學棒球委員會61年度各界捐款數目統計表（圖片來源：謝純清提供）

註31	 詳見徐和隣、鍾兆玉，《世界冠軍美和青少年棒

球隊》，屏東：明志，1972，	 42。蔡明坤，〈徐

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和棒球隊

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

劃，2004，27。

註32	 徐 生 明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詳見徐生明訪談

紀錄，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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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傍興董事長擔心棒球隊到臺北比賽吃

的食物營養不夠，為了能夠就近照顧球員，

就在靠近棒球場的八德路買下一棟公寓，供

球員們吃住，每餐必擺兩大桌豐盛的飯菜，

親自看球員把飯菜吃完才離開，如果飯菜煮

得不好吃，會要求廚師改進。（註33）徐生

明回憶道：

棒球隊到臺北參加自強盃及全國選拔

賽，先住空軍新生社，住了一段時間

之後，就住董事長位在臺視後面的家

裡面，一個房間有上下鋪，一床睡

兩、3個球員，10幾個球員都擠在裡面

睡，吃飯都是廚師煮的，董事長的想

法，就是他家離臺北球場近用走的就

到了，可以讓我們專心打球與休息。

（註34）

1974年美和高中增聘李瑞麟擔任體育

老師兼棒球隊教練，與曾紀恩、宋宦勳教練

共同訓練青少棒及青棒球隊，（註35）當時

期每年上演的自強杯及全國選拔賽「南美和

vs北華興」的爭冠之戰，是臺灣民眾最關注

與熱烈討論的賽事，比賽之前臺北棒球場即

湧進爆滿的觀眾，（註36）美和中學的老

師、學生、棒委會、徐外科醫生職員及美和

球迷，所組成的美和啦啦隊就會集結擠在球

場看臺上觀賽，除了加油聲及拍手之外還擺

出鑼鼓，董事長走到鼓邊，手拿鼓槌，敲擊

一段上陣鼓，鼓聲昂揚，振奮人心，美和啦

啦隊的「開鼓典禮」，也是客家在地文化的

加油陣勢，成為比賽球場各電視臺轉播的焦

點。（註37）楊清瓏、徐生明、陳正中回憶

當時比賽的盛況：

全國選拔賽時董事長都靜靜的在現場

看，不會干預整個比賽的運作，我們

打贏球，他很高興卻不喜形於色，會

不斷的鼓勵說：「不錯！很棒！」董

事長以紳士風格教導我們勝不驕敗不

餒的精神，我們也都很努力創造出好

成績來感謝他。（註38）

當時大都是美和與華興在爭奪全國青

少棒及青棒選拔賽的冠軍，美和贏得

冠軍的紀錄比華興多，高中時期再到

臺北棒球場比賽，球場一萬六千多的

觀眾席都爆滿，南美和對抗北華興的

爭冠時期，造成全臺熱衷棒球運動的

風潮。（註39）

徐外科是球隊經費最重要的支援，比

賽時董事長、董事們、老師及同學們

一直是我們最強大的啦啦隊！青少棒

及青棒球隊比賽名次都很好常拿冠

軍，造就出『南美和 北華興』的輝

煌時期，讓全國民眾知道美和中學就

在臺灣最南端的屏東縣美和村。（註

40）

謝純貞女士回憶道：「有時球隊打輸

球，公公會訓球員，沉著臉心情不好，倒也

怕人，我和我先生只得等他睡覺了才敢回

家。」（註41）徐傍興董事長對參加比賽而

受傷的球員是很擔心的，他把晚年全部的精

神都投注在棒球隊，熱愛棒球隊，棒球隊的

經費也由徐外科來贊助，常常帶球隊到各地

比賽，而且往往比球員還緊張。（註42）尤

其是打到平手要打延長賽時，因為局面緊張

而不敢繼續看球賽，就獨自到場外走來走

去，當他聽到一壘側觀眾臺的歡呼聲時又會

突然出現在球場內，大家都知道董事長擁有

40多年外科手術的豐富經歷，是一位膽大心

細的名醫，但是奇怪地他卻怕看緊張的棒球

比賽。（註43）

1972年6月美和隊參加全國第一屆青少棒

選拔賽，打敗華興隊取得代表權，8月獲得第

一屆遠東區青少棒錦標賽冠軍，首度代表國

家遠征美國蓋瑞城參加世界青少棒錦標賽，

並贏得1972年世界冠軍，寫下臺灣棒球史第

一個世界青少棒冠軍的紀錄，經由電視、收

音機及各大新聞的報導，使得原本在屏東美

和村不為人知的美和中學，一時之間引起全

國民眾的關注， 1974年美和青棒、青少棒隊

和立德少棒隊同獲世界冠軍，榮登世界「三

冠王」揚名全球，為臺灣贏得「棒球王國」

之美譽，（註44）美和隊能締造出臺灣青少

棒與青棒史的輝煌成績，最重要的推手正是

長期在幕後默默耕耘與付出的徐傍興董事長

與美和中學棒球委員會的會員們，他們基於

對棒球運動的熱愛合力組織棒球隊，球隊成

軍四年能夠揚名四海為國家體育做出實質上

的貢獻，對這一群美和棒球人的意義是很重

大且是非常深遠的。

註33	 徐傍興董事長的三媳婦謝純貞女士口述紀錄，臺

北市：自宅，2002.11.08。轉引自曾喜城編，《徐

傍興博士紀念文集》，82-83。

註34	 徐 生 明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詳見徐生明訪談

紀錄，頁5。

註35	 李瑞麟教練是美和中學畢業的校友，1974年8月

返校任教並兼棒球隊教練及舍監管理，日夜都與

球員密切相處。詳見鄭秀貴，〈「永不放棄」

：李瑞麟教練領導棒球隊歷程之個案研究〉，臺

北：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7，40。

註36	 1970年代是「南美和、北華興」對抗的爭冠時

期，比賽時球場擠滿著人山人海的觀眾，帶動起

全國民眾喜愛看棒球、玩棒球、參與棒球的運動

熱潮，進而奠下成棒與職棒發展的基石。詳見謝

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106-116

。1959年啟用的臺北市立棒球場，歷經紅葉、金

龍、巨人少棒，美和、華興青少棒與青棒以及到

職棒球隊的各級賽會，見證了長達42年精彩又難

忘的球賽，於2000年12月1日拆除，原址於2005年

改建為臺北小巨蛋。詳見葉鴻慶，〈話別臺北球

場〉，《職業棒球》，225（臺北，2000.12）：35-

37。

註37	 徐傍興小時候曾在故鄉美和村為慈濟宮媽祖壇打

過鼓，所以對鼓調和打鼓技巧有一番研究，詳見

徐和隣、鍾兆玉，〈徐博士打鼓加油〉，《世界

冠軍美和青少年棒球隊》，144。

註38	 楊 清 瓏 訪 談 紀 錄 ， 臺 北 ： 屏 東 電 話 訪

談，2013.09.27，上午11點至11點50分，詳見楊清

瓏訪談紀錄，頁2。

註39	 徐 生 明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詳見徐生明訪談

紀錄，頁6。

註40	 陳 正 中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縣 仁 武 鄉 自 宅 一

樓，2010.05.13，下午3點30分至5點，詳見陳正中

訪談紀錄，頁3。

註41	 謝純貞女士口述紀錄，臺北市：自宅，2002.11.08

。轉引自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

，83。

註42	 李瑞麟教練的夫人亦是美和中學音樂老師李淑梅

女士口述紀錄，屏東縣：美和技術學院體運組辦

公室，2002.11.07。轉引自曾喜城編，《徐傍興博

士紀念文集》，81。

註43	 詳見徐和隣〈徐董事長怕看緊張的比賽〉，《世

界冠軍美和青少年棒球隊》，徐和隣、鍾兆玉

編，屏東：明志，1972，317。

註44	 詳見賴樹明，《臺灣棒球曾紀恩》，10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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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徐傍興董事長親筆手諭交辦棒球隊訓練及伙食菜錢之事項（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16　美和青少棒隊榮獲1972年全國第一屆青

少棒選拔賽冠軍盃對美和棒球人意義非

凡（圖片來源：鄭秀貴提供）

圖17　保存40年泛黃又老舊《世界冠軍美和青

少年棒球隊》專書封面，董事長徐傍興

夫婦與1972年世界青少棒冠軍團體合照

（圖片來源：謝純清提供）

圖18　董事長三兒子徐齊鄰醫師（左2）與李瑞麟教練（左

4）球員們合影（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19　1972年首度榮獲世界青少棒冠軍蒙 先總統蔣公

夫人宋美齡女士接見，徐傍興董事長（三排左4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0　1974年徐傍興董事長（二排左5）與全校棒球

隊合影（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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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球員們與董事長生活互動之難忘點滴

美和中學與護專校地毗連，以灌溉引

水渠道為界，南邊是護專，北邊是中學，渠

道上有一座小橋是兩校的主要通路，學生戲

稱為「情人橋」，橋上有紅漆欄杆，兩側綠

樹成蔭，董事長上午處理校務與巡堂，下午

在操場邊看棒球隊練球，閒暇時就會在此散

步或小坐片刻看看兩校學生的上課動態。因

為美和中學規定學生不能走兩校通道過去護

專，可是護專學生可以過來美中，董事長曾

開玩笑的說：「護專學生可以走過來叫情人

橋，美中學生不能過去，所以叫奈何橋，

哈！哈！」楊清瓏、徐生明、尤伸評回溯與

董事長互動的難忘經驗：

有一年參加嘉義中上運動會的青棒

賽，比賽時我滑三壘時腳踝後面的腓

骨裂了，高雄徐外科醫師們當下開會

決議，採取不開刀、不打鋼釘，以年

青人恢復力強，上石膏讓骨頭自然癒

合的醫療法，住院第十天開始，每天

早上我都是在熟睡中痛醒，原來是董

事長在幫我按摩腳掌，不斷刺激受傷

的小腿說：「痛一下、忍耐一下這樣

會比較快好。」很快的就叫我練揮

棒，我的腳還會痛，董事長說：「用

另一隻腳練揮棒也可以啊！」在他像

父親般的照顧之下，腳很快就復原，

也正好趕上參加全國選拔賽，董事長

對我腳傷醫療互動的關愛令我感動，

這段經歷讓我永生難忘。（註45）

董事長常常在學校事務處前面的樹蔭

底下坐在藤椅上看我們練球，林俊民

臉部突然被球打到「叩」一顆牙齒掉

下來，董事長看到說：「不要緊，用

水將牙齒洗一洗，再裝回去」，大家

想說怎麼可能？但是！董事長是醫學

博士，馬上將牙齒洗好裝回去，林俊

民的牙齒到現在都還好好的黏著。暑

假期間棒球隊到高雄練球都住在徐外

科的病房，第一週在徐外科吃飯，藥

水味撲鼻聞到就想吐，長期在徐外科

出入就習慣了，有趣的是每天練完

球，看到徐外科有傷患、病患來就

診，我們都會在外面幫忙抬擔架，看

到一位年青人手被武士刀砍傷流很多

血，董事長跟廖丙熔院長在幫他縫治

傷口，董事長為讓傷患放輕鬆就用臺

語說：「你真勇，竟然用手去擋武士

刀。」住宿車水馬龍的徐外科醫院，

親眼目睹了棒球之外真實的社會現

象，內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註46）

。

國一生球員的主要任務是：看到董事

長，就要趕快去總務處搬藤椅給董事長

坐，董事長在青棒球場看練球之後再散

步到青少棒球場時，我們就馬上將藤椅

搬到青少棒球場給董事長坐，這是我國

一時最深刻的記憶。（註47）

徐傍興董事長遵循父親「種田的不離

田，辦學校的不離學校」的理念，積極推動

校務的整體發展，1975年返鄉擔任護專校長

即以校為家，（註48）從早上5點多就在兩

校校園散步運動，駐足在球場邊靜看球隊晨

操，關注球員在校生活、練球與比賽受傷時

如影隨形的悉心守護，與球員間彼此交織著

緊密的真摯情感，共同營造出美和大家庭的

氛圍，球隊至高雄集訓長期住在徐外科，球

員們均主動幫忙抬救護擔架，見識到董事長

與廖院長以精湛醫術共同救治傷患的親切作

風，學習到為人處世、合作助人的道理，董

事長對球隊無私奉獻的偉大胸襟，感動著、

也激勵著球員們！球員們都以身為美和隊為

榮，盡心盡力的在每一場比賽中奮戰為校爭

取優異成績，進而成為國家代表隊。

五、冠軍傳奇的幕後功臣──徐傍興與美和中

學棒球委員會

美和青少棒隊從1971至1973年間，訓練

球員的經費包括：營養費、服裝費、球具及

教練指導費，每月費用約3萬5千元，一年經

費支出約達4、50萬元左右，經費來源全由美

和中學董事會及棒委會提供，董事長將經費

全權委託廖丙熔領隊及教練負責運用，自己

絕不加以干涉或提意見，建立誠信鼓勵大家

為球隊同心協力。（註49）參閱 1972年 1~9

月棒球委員會的捐款統計表，（註50）清楚

記錄徐傍興、李瑞昌、高雄徐外科、廖丙熔

及各界機關團體捐款之明細，其中以徐傍興

捐款5萬多元並帶動高雄徐外科共捐8萬元，

是球隊經費來源重要的主力，在當時物資缺

乏的年代算是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額。1973年

國三青少棒球員升至青棒隊，青棒隊也組

A、B兩隊以利戰術練習，青少棒及青棒球員

加起來有80多人，球員6年的學雜費及食宿費

一律全免，為了長期實施球員的培育訓練計

畫，球隊所需的經費還是全由美和棒委會支

付，美和中學各董事每月贊助2,000元，臺

北與高雄徐外科負擔伙食費、教練費、器材

費、國內及出國比賽的費用，董事會負擔的

是教練費、球員生活費、註冊費及場地器材

費等等。（註51）徐傍興董事長於1975年返

鄉擔任美和護專校長開始，即將每個月4,000

元的校長薪水全數捐出，領到美和中學董事

長車馬費馬上拿給球隊，以行動強力支持棒

球隊的經營，他提倡體育熱愛棒球的精神，

促使臺北、高雄徐外科醫院的醫生及學成在

外開業的醫生們，主動組成同仁會，會員每

人每月捐資1,000元是美和棒委會重要的財力

註45	 楊 清 瓏 訪 談 紀 錄 ， 臺 北 ： 屏 東 電 話 訪

談，2013.09.27，上午11點至11點50分，詳見楊清

瓏訪談紀錄，頁3。

註46	 徐 生 明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詳見徐生明訪談

紀錄，頁3。

註47	 尤伸評訪談紀錄，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4點至5點，詳見尤伸評訪談

紀錄，頁1。

註48	 徐傍興董事長生前對美和中學師生講話的專文，

詳見徐傍興，〈董事長的期許〉，《徐傍興博士

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林永盛編，屏東：美和

中學，	1994，4-5。

註49	 廖丙熔博士是高雄徐外科的院長亦是美和中學的

董事，廖董事出錢出力支持美和棒球隊的成立，

負責策劃徵募各地少棒好手加強美和隊的陣容。

詳見林永盛編，〈徐傍興博士軼事──美和棒球

隊和徐傍興校長〉，《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

念專輯》，71-72。

註50	 參閱私立美和中學棒球委員會61年度各界捐款數

目統計表，除董事長之外，李瑞昌的長期捐贈算

是最多的一位。李瑞昌醫師是美和中學的董事亦

是美和棒委會的主任委員，球員們生病到竹田鄉

的瑞昌診所看病一律免費，對球員極為關心，詳

見徐和隣、鍾兆玉，《世界冠軍美和青少年棒球

隊》，314-322。

註51	 美和中學第四任校長林永盛先生口述，詳見蔡明

坤，〈徐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

和棒球隊為例〉，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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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以回報徐傍興的照顧提攜。（註52）

徐生明、楊清瓏、詹仁和回憶道：

有時董事長會給球員零用金，就說：

「林某某這是球迷要給你的50元，陳

某某這是球迷要給你的100元」，可是

有哪幾個球迷常常會給你錢？又不是

瘋子，原來是董事長怕傷到我們的自

尊心，都是他自己掏腰包給的錢。球

隊上臺北參加自強盃及全國選拔賽，

徐外科那些醫生為了鼓勵我們，常常

拿一百或兩百元給每位球員當零用

金，雖然總共是1,000多元，但在民國

60年代100元是相當大的金額，早期我

和江仲豪、楊清瓏這一批球員享受到

很多的恩惠；高二時在臺北與華興爭

奪冠亞軍，先由張永昌擔任投手，最

後換我投，我完投，贏得冠軍，董事

長的小兒子徐齊鄰先生在房間私底下

給我1,500元的紅包，對我說：「你投

得很好，這給你當生活費。」徐先生

每年都去看我們比賽，也常常私底下

獎勵我，給我紅包。（註53）

1972年、1974年、1975年我們代表國

家出國比賽，董事長將功勞分享給他

的屬下，把擔任領隊的機會留給廖丙

熔董事或李梅玉校長，贏得世界冠軍

返回國門，我們會邀董事長一起乘坐

吉普車遊行接受群眾的掌聲，董事長

很少講話也不講大道理，隨時在我們

身邊以行動關心著我們，我們內心都

深受感動。（註54）

董事長為鼓勵歷屆參加世界盃錦標賽的

青少棒、青棒隊的教練及球員們，在出國前

會集合大家，贈送每人美金100元的紅包，當

時的美金匯率是新臺幣40元，1976年董事長

擔任青少棒國家代表隊的領隊帶我們到美國

比賽，看大家每天吃漢堡、薯條不習慣西式

飲食，就自掏腰包帶我們到中國餐館吃中式

飯菜，這次錦標賽我們贏得世界冠軍。（註

55）

房徐蕙英女士回憶美和棒球隊出國比

賽，家人提供零用金給球員的情形：「每次

出國比賽的時候，母親會到銀樓買黑市的美

金，送給每位球員幾百塊美金零用，國內的

比賽中，無論哪一隊的球員受傷，徐外科免

費為他們醫治，連球員的家人都醫療，後來

很多球員家屬生病都到徐外科就醫，有我們

全家大力的支持，成就了今日的美和棒球

隊，我父親才會被稱為青少棒、青棒之父。

」（註56）

註52	 詳見林永盛編，〈徐外科醫院與美和青少棒球

隊〉，《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73-

75。

註53	 徐 生 明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頁2-5。

註54	 楊 清 瓏 訪 談 紀 錄 ， 臺 北 ： 屏 東 電 話 訪

談，2013.09.27，上午11點至11點50分，頁2。

註55	 詹仁和訪談紀錄，高雄市新興區自宅，2013.09.23

，下午2點30分	至3點30分，頁2。

註56	 房徐蕙英口述紀錄，臺北市：自宅，2002.11.08。

轉引自曾喜城編，《徐傍興博士紀念文集》，78-

79。

圖21　1976年美和青棒球隊榮獲

世界冠軍與時任行政院院

長蔣經國（前排左4）合

影，教育部部長蔣彥士（

左1）、青棒隊秘書長董

榮芳（左2）、全國棒球

協會理事長謝國城（左3

）、全國體育協會理事長

黎玉璽（左5）、領隊徐

傍興（左6）、宋宦勳教

練（二排右2）、李瑞麟

教練（二排右3）（圖片

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2　徐傍興董事長與華僑、棒球員、曾紀恩教練

在關島合影（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3　徐傍興董事長（二排右4）、白髮者為嚴孝章先生

（二排右7）（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4　中華青少棒隊榮獲1976年世界冠軍，國民大會代

表全國聯誼會致贈美和中學匾額（圖片來源：鄭

秀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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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即處在1972-

1980年國際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困境，董事

長及臺北、高雄徐外科醫院的醫師們及棒

委會還是繼續出錢出力支持美和棒球隊，中

華美和青少棒及青棒代表隊在國家「莊敬

自強、處變不驚」的年代，努力在國際球

場上奮戰，又續創1975年、1976年、1980

年、1983年世界盃青少棒錦標賽的冠軍，以

及1976年、1977年、1981年、1983年、1984

年世界盃青棒錦標賽的冠軍，成為世界青少

棒與青棒賽的常勝軍，達成宣慰僑胞與建立

國民體育外交的重大使命，也讓全臺灣人留

下三更半夜自動守著電視，共享中華隊勇奪

世界冠軍，燃放鞭炮舉國歡騰的群體記憶，

透過棒球運動凝聚著臺灣同胞對國家的向心

力，堅毅的走過風雨飄搖的年代，美和中學

自此成為家喻戶曉的棒球學府、「強棒」的

搖籃，徐傍興董事長及其領導的美和棒球委

員會正是幕後最大功臣，他們以熱愛棒球的

信念，長期培育出一批批優秀的青少棒及青

棒球員，為臺灣三級棒球運動奠下深厚的基

礎，帶動起棒球成為全民運動的熱潮，寫下

民國60至70年代中華青少棒及青棒球隊揚名

國際攀越巔峰的史實，創造出美和棒球隊的

冠軍傳奇。

肆、結語：希望之愛生生不息

美和棒球隊成立在臺灣物資缺乏的60年

代，徐傍興董事長運用臺北、高雄徐外科醫

院的南北資源，集結美和中學董事會與棒委

會的群體力量，長期投注在棒球隊組訓與比

賽的經營，決心籌組球隊時，個人就捐出20

萬元以上的經費，隨著青棒隊的成立以及球

員人數的增加，歷年長期有關棒球隊的種種

捐款更是難以估算，每逢帶隊出國比賽，光

榮返回國門，政府頒發獎章致贈學校匾額，

嘉許徐傍興董事長為國家、社會所做的貢

獻，他則謙虛的說：「為了提倡體育，發揚

國民健康，能夠為國家培養出代表國家遠征

的美和青少棒及青棒球隊，為國增光，這是

盡國民之責。」（註57）

徐傍興董事長一生儉樸，僅有付出、不

求回報的精神，提供青少棒及青棒球員6年學

雜費、食宿全免的優惠，培育出一批批優秀

的選手及國手，球員們在世界冠軍的榮耀中

成為棒球英雄，高中畢業後大都成為成棒、

職棒的精英，繼續為臺灣的棒球奮戰而發光

發熱，造就了球員棒球生命的價值。（註58

）歷屆棒球校友們的心中，永遠滿懷著董事

長帶給大家的希望之恩，都會自動返校義務

指導學弟們，不定期捐款及捐贈球具裝備器

材給棒球隊，以成為終身是美和棒球人為

榮。（註59）

1985年，徐傍興董事長的銅像矗立在美

和中學的校園內（註60），他依然慣以雙手

插腰、凝視棒球隊練球的神情，天天守護著

美和大家園，緊密連結著美和棒球人永續經

營棒球隊的真摯情感，共同負起培育棒球小

樹的使命，將熱愛棒球的理念生生不息的傳

註57	 詳見林永盛編，〈徐外科醫院與美和青少棒球

隊〉，《徐傍興博士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74

。

註58	 根據2005年美和棒球隊歷屆畢業校友服務各單位

概況資料，擔任職棒教練有10人，職棒球員31

人、任職各級學校教練及老師者有52人，為推展

棒球繼續在各地為培育棒球幼苗而努力。屏東縣

私立美和高中網站，〈棒球隊－棒球專欄－棒球

隊校友會〉，<http://asp.mhsh.ptc.edu.tw/basballtim/

basballnew/BKNET/BKindex.htm>，2013.10.15檢索。

註59	 詳見93年5月至98年11月美和高中認養棒球隊捐款

芳名錄，頁1-21，美和中學匯整各界捐贈明細，以

五年為一期，印製捐款芳名錄供大家參閱，涂順

振，面訪，屏東縣：美和高中校長室，2013.08.27

，下午2點至3點，訪問人：鄭秀貴。

註60	 由時任美和中學林永盛校長在棒球場與校園走道

中央，塑建一座徐傍興董事長紀念銅像，供大家

永懷美和的創辦人。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

〈學校簡介－學校沿革〉，<http://163.24.160.11/

schoolin/schoolstory/學校沿革.htm>，2013.10.15.檢

索。

註61	 施孟雄先生於1985~1989年擔任第十屆屏東縣長

期間，補助美和中學修建校門，並於校門右側樹

立棒球紀念碑題字『雄霸棒壇』。屏東縣私立美

和高中網站，〈棒球隊－棒球隊簡史〉，<http://

asp.mhsh.ptc.edu.tw/basballtim/棒球隊簡史/棒球隊簡

史.htm>，2013.10.16檢索。

承下去，美和棒球隊締造「雄霸棒壇」的榮

耀事蹟，現今已成為屏東本土棒球歷史與文

化的資產。（註61）

（本文的完成，感謝美和高中涂順振

校長、楊清瓏先生、徐生明總教練、陳正中

先生、詹仁和先生、陳耿佑教練、尤伸評教

練及謝純清女士的協助，僅此致上由衷的謝

忱。附註：徐生明總教練接受訪談時期亦擔

任美和棒球隊校友會會長，熱心聯繫歷屆球

員並提供珍貴的資料，於2013年8月24日逝世

於臺北，在此向他致上最高的敬意。）

圖25　旅北六堆同鄉會致贈錦旗給徐傍興董事長

（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6　世界冠軍棒球隊凱旋歸國美和中學棒委

會主委李瑞昌董事（左2）率吉普車隊

慶祝遊行（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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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美和棒球隊乘坐吉普車慶祝遊行民眾沿街歡迎（圖片來源：美和高中提供）

圖28　美和高中創辦人徐傍興博士銅像

（圖片來源：鄭秀貴提供）

圖29　美和中學大門右側樹立「雄霸棒壇」紀

念碑，表彰美和棒球隊的榮耀事蹟（圖

片來源：鄭秀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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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sh.ptc.edu.tw/basballtim/歷年榮耀剪影/0206/比賽成

績.htm>，2013.08.15檢索。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棒球隊－棒球專欄－棒

球隊校友會〉，<http://asp.mhsh.ptc.edu.tw/basballtim/

basballnew/BKNET/BKindex.htm>，2013.10.15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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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網站，〈校園簡介－學校簡介〉，<http://

www.meiho.edu.tw/About-2.html>，2013.08.03檢索。

客家電視臺大將徐傍興之愛，〈大將徐傍興－大事紀－

小故事大人生〉，<http://www.hakkatv.org.tw/zhen_

shan_mei/introduction.htm>，2013.10.15檢索。

客家劇場：大將徐傍興（全1~20集）-YouTube，<http://

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A3D6F5E397B55D6>

，2013.08.07檢索。

教育處影音教學網站，〈影片－教育人物誌06-徐傍興〉

，<http://mod.tyc.edu.tw/MediaInfo.aspx?MID=2745&ChI

D=45&CateID=656,662,721>，2013.08.07檢索。

曾焜宗，〈輝映在人間〉，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

〈學校簡介－創辦人－相關紀念文章〉，<http://

www.mhsh.ptc.edu.tw/schoolin/comalbum/index.htm>

，2013.08.07檢索。

蔡明坤，〈徐傍興與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和

棒球隊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

究計劃，2004。

<http://	 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84111524171.pdf>

，2013.08.15檢索。

三、訪談紀錄

徐 生 明 總 教 練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市 ： 榮 總 社 區 公

園，2010.05.07，上午7點至9點（受訪時任職：興農

牛職棒隊總教練）。

陳 正 中 先 生 訪 談 紀 錄 ， 高 雄 縣 仁 武 鄉 自 宅 一

樓，2010.05.13，下午3點30分至5點（受訪時任職：

麵食餃子館老闆）。

陳耿佑教練訪談紀錄，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3點至4點（受訪時任職：大仁

國中棒球隊教練）。

尤伸評教練訪談紀錄，高雄市：中正國小棒球隊休息

室，2010.05.22，下午4點至5點（受訪時任職：中正

國小棒球隊教練）。

詹仁和先生訪談紀錄，高雄市新興區自宅，2013.09.23，

下午2點30分至3點30分（受訪時任職：臺電棒球隊

退休轉任高雄區臺電公司）。

楊清瓏先生訪談紀錄，臺北：屏東電話訪談，2013.09.27

，上午11點至11點50分（受訪時任職：緯來電視臺

棒球運動球評暨文化大學助理教授）。

附錄

徐傍興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09 明治42 1月29日（農曆1月8日）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忠心崙（今美和村）。

1916 大正5 7 4月1日入內埔公學校初等科。

1922 大正11 13 內埔公學校初等科畢業。

1924 大正13 15 內埔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就讀高雄州立高雄中學。

1929 昭和4 20 高雄州立高雄中學（第三屆）畢業。

1930 昭和5 21 就讀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1931 昭和6 22 3月30日與竹田美崙村邱壬妹結婚。

1934 昭和9 25 3月臺灣總督府臺北醫學專門學校第十三屆畢業，服務於赤十字實習醫院。

1944 昭和19 35 發表〈臺灣省地方性甲狀腺腫瘤疾病之研究〉論文，榮獲臺北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45 民國34 36 12月獲臺灣大學代理校長羅宗洛聘為醫學院副教授兼附屬醫院第一外科主任。

1946 民國35 37 10月獲臺灣大學校長陸志鴻聘為臺灣大學臨時醫院專門部兼任教授。

1947 民國36 38 8月受聘為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1950 民國39 41 9月辭去臺灣大學醫學院職務。

1951 民國40 42 3月3日在臺北長安西路140號開設臺北徐外科醫院。

1954 民國43 45
5月高雄徐外科竣工開業。

與杜聰明、陳啟川等創立高雄醫學院，為常務董事。

1957 民國46 48 臺北徐外科遷入臺北市南京西路蓬萊閣。

1960 民國49 51 9月擔任臺中私立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校長，任職11年未支薪俸。

1961 民國50 52 8月10日創辦美和中學，並擔任董事長，旋改任首任校長1年。

1965 民國54 56
5月開始籌辦美和護理專科學校，並任命美和中學李梅玉校長兼籌備主任。

7月成立董事會並擔任首任董事長。

1966 民國55 57 6月美和護理專科學校奉准設校正式招生，為本省第一所私立護理專科學校。

1970 民國59 61 成立美和青少棒隊，先後榮獲全國選拔賽冠軍16次，世界盃冠軍6次。

1971 民國60 62 10月辭去臺中私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校長職務。

1973 民國62 64 成立美和青棒隊，先後榮獲全國選拔賽冠軍14次，世界杯冠軍6次。

1975 民國64 66 4月繼任美和護理專科學校第三任校長。

1984 民國73 75 因病請辭美和護理專科學校校長職務，8月3日凌晨逝世。

資料來源：徐富興，《徐家近代史考》，屏東：徐富興，1988；蔡明坤、王淑慧，〈「大將」風範──從關係人談生前的徐傍興〉，

《六堆客家田野資料集【內埔篇】》，屏東：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3，48-103；蔡明坤，〈徐傍興與他的志業

（1909-1984）－以美和棒球隊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劃，2004，42-43，<http://www.hakka.gov.

tw/dl.asp?fileName=84111524171.pdf>，2012.08.15檢索。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網站，〈學校簡介－創辦人－徐博士年

表〉，<http://www.mhsh.ptc.edu.tw/schoolin/comalbum/abc/years.htm>，2013.08.10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