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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香港活木球協會形容具「競技又休閒，

快樂加健康」功能的「木球」為一項具有本

土特色、符合現代潮流環保意識、適合三五

知己、一家老少，無分性別，一同玩樂的體

育活動。既可一人練習，亦可多人同樂。活

動不單不求力鬥，更強調自我成績的超越。

只需一枝木球桿，一個圓型的木球和一個形

狀獨特的球門，便可以輕鬆揮桿，漫步草

地，一展身手。（註1）這個價廉物美的木球

運動正風靡世界各國，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

已成立木球協會，亞洲地區以外的匈牙利、

義大利、奧地利、保加利亞、英國、美洲等

地也有不少木球球迷。1999年更獲得亞洲奧

林匹克理事會正式承認為亞奧會舉辦競賽的

運動種類。

談起這項風靡世界40多國的新興運動，

不禁令人驕傲起來。

「木球的發明初始，其實從來就不是

要成立一個運動協會，很多人大概都不太相

信。」；（註2）「曾經有位記者這樣的形容

木球，他說木球運動就像是中國人的筷子，

一桿到底，十二道滿漢全席皆享用到；而高

爾夫就像是西餐，面對不同食物要衡量使用

什麼樣的長短刀叉。」；（註3）「2006年世

界大學木球錦標賽在泰國，有一位禁藥的醫

生，比賽後的餐會上大家喝酒吃飯，聊天聊

得很愉快，突然他大聲的說我不喜歡木球，

他一講瞬間氣氛凝結，接著他繼續說以醫生

的觀點打木球都沒有運動傷害，我都賺不到

錢」；（註4）木球，可說是一項老少咸宜，

經濟實惠，易學且幾乎沒有運動傷害的運

動，最重要的它是道道地地由本土臺灣人所

發明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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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運動發明人

翁明輝

註1	 香港活木球協會，〈活木球在香港的發展〉

，<ht tp : / /www.woodba l l . hk / abou t_wb .h tm l>

，2014.08.22檢索。

註2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訪問人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註3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4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圖1　翁明輝先生賢伉儷（照片來

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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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明輝先生為臺北市人，年輕時經營了

許多生意，包括經營牧場、做牛奶與煉乳、

開設印布工廠，甚至開了超市、餐廳、做貿

易，還跨足建築業蓋房子，不到50歲已經賺

了很多錢，而且父親也留下一些不動產，堪

稱家財萬貫。1990（民國79）年，翁先生年

方46歲，在因緣巧合之下，一頭栽入木球運

動的創造、推展，把年輕時賺到的錢，都投

入到木球運動的研發與活動推展上。翁明輝

先生不但研發木球運動的球、球桿、球門、

比賽場地、比賽規則，還組織、輔導推展木

球的團體，包括「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木球委員會」、

「亞洲木球總會」、「歐洲木球聯盟」、「

國際木球總會」。翁先生目前除了擔任中華

民國木球協會理事長，還擔任國際木球總會

會長。

在沒有其他奧援之下，翁明輝先生一

個人執著的推展木球運動，雖然年輕積蓄攢

來的錢財，經過二十餘年的只出不進，毫無

吝色，更令人驚豔與敬佩的是，翁先生他一

手創發的木球運動，已經發展成一種國際性

的競賽運動，普及範圍遍及全球五大洲，在

國際性的競賽運動種類中，可以媲美中國「

武術」、韓國「跆拳道」、日本「柔道」，

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翁先生發明的木球運

動，受到了政府的關注，前體委會主委趙麗

雲擔任主任委員推動「陽光健身計畫」時，

將木球運動列為運動聯賽的舉辦種類；前教

育部部長吳清基擔任教育部長時，指示將國

人發明的木球運動納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及「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作為競賽運

動種類。吳清基部長還將木球運動推薦給外

交部，除請外交部協助木球運動拓展國際會

員數外，並將木球運動做為國家國際行銷的

主要工具。

翁明輝先生的執著，雖然花了很多積

蓄，但也創造臺灣人在國際體壇的奇蹟；而

在翁先生推展木球運動的期間，許多體育專

業人士因受其感召而主動協助其推展或研

發。翁明輝先生發明的木球運動，不但在國

內普及推展，還獨立推展到國際，使木球運

動成為國際性競賽運動種類。翁明輝先生對

臺灣的貢獻，不亞於運動選手在奧亞運獲得

金牌，實值加以錄誌傳頌、供後人細細品

味。本文特以翁明輝先生口述歷史的方式，

佐以相關文獻參考記載，並訪談協助翁先

生、陪同走過他傳奇人生的伙伴，敘說其一

路走來的辛酸與榮耀，以強化本文內容，讓

本文的敘說更加精彩可讀，也讓後人更能景

仰學習他奉獻無私的精神。

貳、生平事略

木球發明人翁明輝先生，1944年2月10

日出生於臺北市，當時正值臺灣遭空襲的

年代；翁先生從小生長於大家庭裡，兄弟姊

妹共七人，由於父親是做生意的，所以讀書

求學從初中到高中皆選讀商業學校，為的是

希望畢業後能輔佐父親做生意，1951年就讀

臺北市東門國小，1955年轉學至臺北市中正

國小，1957年考上臺北市私立育達商職初

中，1960年考上省立北商。原本只是很單純

的想著畢業後就要從商的翁先生，在父親極

力要求去考大學的情況下，大學卻選擇了政

治系，以讀商的職校考生身分，為了圓從小

立志革命做大事的夢想，以拼讀文科最愛的

歷史、地理、三民主義科目拿分，成功轉戰

了政治科系。

當時讀大學的人比較少，讀大學

就是讀名聲啦，所以我爸爸堅持要我

去考大學。由於從小受老蔣的教育訓

練，對於國家民族意識很強，所以當

時野心比較大，想說做男人要做大事

就是要搞革命做大事嘛，當時都還會

去偷聽對岸的廣播，對岸當時動亂紅

衛兵造反，想說老蔣帶著我們反攻大

陸去逐鹿中原，就有這樣的夢想在，

所以考大學時選填的志願就是臺大政

治系，政大政治系，文化政治系，全

選政治系。（註5）

1964年考上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系

後，大一時就與同學在學校組織成立了國際

關係研究社，還出版了相關刊物。翁先生

說：「我們是政治系第一屆，當時同學都去

搞什麼土風舞社、登山社的，我想那都是小

孩子玩的遊戲，於是就跟好朋友成立起社

團，這個社團目前都還存在哦。當時我們有

位同學家世很好，因此我們當時都還常請到

一些政論家來給我們演講。」（註6）這位文

大政治系第一屆的大學長翁明輝先生，對於

國家的意識與想做番大事的雄心壯志，從中

可見一斑。

但，無奈面臨耳朵漸漸聽不見的驟變，

由於開會時總聽不見別人談話，自知若這樣

在政治圈生存不是辦法，於是再轉回商業領

域之中，首先到會計師事務所上班，但只上

了一天班，就決定自己當老闆了。

我去會計師事務所上了一天班就

沒有辦法再去上班了。過去讀商，學

的是會計，所以當時就先到會計師事

務所去做做看，結果只做一天我就做

不下去了。當時那個會計師是個外省

人，他講話我聽不太懂，我耳朵又不

好，總不能叫老闆講大聲一點，我做

的很難受，當時就下定決心，再怎麼

辛苦也要自己當老闆，所以我以後就

再也沒上過班，而自己當老闆轉戰商

場了。（註7）

轉戰商場後，他做了許多生意，1971年

先去彰化設立牛奶工廠，1972年再回臺北內

湖養牛，1973年開設印布工廠，1974年製造

煉乳，1978年開貿易公司，1983年轉戰建築

業，1990年開超市。從設立牛奶工廠、經營

牧場、製造煉乳，到開設印布工廠、開貿易

公司、作建築、甚至開超市兼營餐廳，翁先

生一生作了很多事業，也賺了很多錢。目前

的木球總會辦公室及附近建築就是他當時所

蓋的。

註5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註6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7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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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玩好了，在自己的場地揮揮桿也不

錯。（註11）

因此，翁先生在整理這塊荒地時，便

讓它成為一個花園式的梯田天然球場，在四

周種花，梯田中央種草，並且為了使管理方

便，選擇了不用施肥及灑農藥的蜈蚣草種

植，另外並建設了人工步道，正式命名為「

後花園」。

理好的那一塊荒地上打球倒也不失為一個方

法，做一套可以揮桿、推桿，方便使用的球

具，倒也挺好的。翁先生說：

當時我還在做生意，因參與獅子會才

有機會接觸到高爾夫，當時為了打個

高爾夫要開車跑好遠的球場，有時候

打個十八洞，這樣來來回回就耗了許

多時間，生意都可以不用做了。後來

覺得這個運動，在練習場時教練說最

多的是要你手打直、頭不要抬起來，

到球場球打到哪裡，桿弟依照距離長

短就會拿幾號桿給你，桿弟都比你清

楚，然後對你指來指去，說球洞在哪

裡，簡直就像傻瓜在打球。所以有了

後花園之後，想說就做套球具自己來

我當時大概三十出頭，我們家

原本是在做牛奶的，也就拿牛奶做煉

乳，那時做出來的煉乳都是賣給小美

冰淇淋和統一作牛奶糖用。後來我家

因為投資失敗，面臨家裡經濟危機，

每天幾乎跑三點半，後來牛也賣掉

了，但是我知道怎麼做煉乳，雖不是

科班出生，我當時就試著把製作過程

簡化，做出的煉乳品質跟以前一樣，

後來就專心經營做煉乳，不但利潤大

幅提高。像我做建築，買土地也不會

想太多，反正到時候自然有建築師會

來幫忙規劃。但是，那時候我開始對

做生意漸漸沒什麼興趣，總感覺賺再

多錢好像也沒什麼用，總認為應該要

做點什麼大事才是。（註8）

由於耳朵不好，1974年，翁先生要去美

國做生意，為顧及功能與造型好看，翁先生

特別選購了眼鏡型的助聽器，翁先生說：「

大家都知道我耳朵不好，所以開會時總要很

大聲的對我說話，我常跟他們講，你們講的

都不算數，要我回答的才算數。」（註9） 

看來這位有著聰明睿智、國家政治素養，蘊

藏叱吒商場豪氣的翁明輝先生，也有著幽默

可愛、時髦的一面呢。

參、體育運動方面的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與木球的結緣

（一）孝心成就後花園

在1990（民國79）年3月，翁先生的友

人邱清榮先生談到士林內雙溪有一塊荒廢的

山坡地想轉賣，在這樣的機緣下，讓翁先生

有機會買下這塊山明水秀、風景宜人的地。

一開始的想法，純粹只是為了讓家中年邁的

父親有一處自家後花園可以休閒、健身，免

於人擠人就可到自家花園走走。翁啟祥回憶

道：

我父親在內雙溪陽明山國家公園那邊

看了一塊地，因當時爺爺身體不好，

我父親想說買一塊地，把它開發成私

人花園，空氣好，景色又不錯，讓老

人家可以到自家花園運動休閒。由於

那塊地是一座荒廢的梯田，我父親想

說就把它整治拉平，拉平的結果像極

了一個跑道的感覺。因為當時我父

親玩高爾夫，有時候可能沒有球場可

用，甚至一早出門到下午，一整天下

來時間就沒有了，且高爾夫設備比較

多。想說有自己的地方，就來設計一

項器材，比較像高爾夫的感覺讓自己

可以在那邊揮桿。由於當時跑道比較

短，只有100公尺，所以為了讓球不會

飛起來，因此就設計將球放大……。

（註10）

後花園的初始，始於翁先生對父親的一

片孝心，卻意外的擦出木球誕生的火花。

買了一塊荒地，除了原本的孝心之外，

實在不知道這樣的一塊地能有什麼用途，因

為荒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當中，既不能蓋

房子，加上山坡地的管理相當的嚴格，實在

是想不出能做什麼。在這段期間，翁先生剛

好接觸高爾夫，但是每次球敘的時間往往要

耗上六、七個小時，當時就在想如果在剛整

註8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9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10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11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圖2　後花園景象（一）（照片來源：後花

園休閒園藝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

grandgarden.com.tw/html/frame04.htm）

圖3　後花園景象（二）（照片來源：後花園休閒

園藝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grandgarden.

com.tw/html/frame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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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取這樣的名字也是代表翁先生對

他父親的一片孝心，在孩時記憶當中，歌仔

戲中的女兒在父母心情不佳之際，總會帶父

母到後花園去舒展身心，因此取名為「後花

園」。就是這樣的一塊地，除了讓一群愛好

木球的運動人士可以活動筋骨之外，還代表

了相當深厚的孝親意味。（註12）

（二）無心插柳柳成蔭──木球的發明

由於後花園的場地與一般高爾夫球場比

起來真得是小太多了，想要在後花園打高爾

夫著實不可能，於是，設計與製造新的球具

念頭便孕育而起。

但是所製造的球具都不理想，

不是重心不穩，就是感覺不對，或是

桿子太粗。在球的方面也不盡理想，

不是太小，就是太大，太小會因為場

地不平而亂跳，太大卻又過重，擊球

相當的吃力。就在某一天晚上，我坐

在客廳裡突然發現家中扶手梯上的圓

球很漂亮，用手摸的感覺也相當之順

手、光滑，且直徑大約為9.5公分左

右，大小剛好，打起來相當的順手不

吃力，因此便決定球的直徑為9.5公

分。（註13）

而更有趣的是，連球桿的造型也是在無

意中發現的驚奇。

有一天，我父親與客人在家中

喝酒，發現臺灣啤酒瓶的造型挺優

雅的，便想說用酒瓶的造型來做為

桿頭，結果發現不但造型優美，連

揮桿、推桿的效果也出奇的好，就這

樣造就了含有臺灣本土味道的木球

桿。而原本想要像高爾夫一般，在地

面挖洞做為擊球的目標，用推桿將球

推進洞裡。但是球洞太大沒挑戰性，

球洞太小又每每球進洞後卻難以取

出，加上球洞遇到下雨便積水，天氣

好時卻又積水難退，令想打球時卻無

法打球。於是，大家就想到足球門的

樣式，以球過門便得分的方式應該會

好一些。有了方法，但球門該怎麼設

計呢？當時我父親就想到用那天喝酒

的酒瓶來當球門的兩個柱子，仿造足

球門的樣式，底部裝上20公分長釘，

打球時將球門牢牢釘在地面，這樣就

可以隨時於草地上佈設、拆卸球門。

又在某天，大家喝酒時又意外發現，

喝酒用的高腳杯造型也相當的漂亮，

便決定把高腳杯融入球門的設計，把

它放在球門之中，當球過門後，高腳

杯會轉圈，此般的趣味性似乎象徵著

豪爽乾杯的意義，而且這樣轉圈的設

計，也減少了球究竟有沒有過門的爭

議性。（註14）

這一連串的偶發巧遇，真的是木球誕生

的奇遇記啊！就這樣，整套的木球球具在經

過無數次的嘗試與改良、改善，從材料、油

漆、橡皮套、球門配件組合等等的設計與研

發，前後共經歷了二年。

「球具的發明，我剛剛講起來或許只有

五分鐘，但是這一趟下來就是花了我父親二

年的時間不斷的去嘗試、研發出來」（註15

），副秘書長翁啟祥道起父親創造木球的經

驗神采奕奕。

這樣完整一套簡單、攜帶方便又可以享

受如高爾夫運動之揮桿樂趣，及帶給人愉悅

運動快感的木球球具終於在1992（民國81）

年正式誕生。

（三）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再次啟動

的革命精神

為了讓這項既有運動性又兼具趣味性的

運動能和更多人一起分享，於是，翁先生便

邀請了好友們到後花園一起同樂。但每次邀

請朋友到後花園打球時總會被問到：「咦？

這運動這麼好玩，是哪一國引進的啊？」翁

先生聽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覺得「明明是

我們自己發明的，為什麼常常別人第一個想

的都是外國人呢？」

「臺灣很多的影視紅星一開始在臺灣也

是默默無聞，都最後選擇出國去後，再從國

外紅回來，原因是臺灣人普遍覺得外國的比

較好。」（註16）翁啟祥感慨的說。

這讓原本就想要做一番大事革命的翁先

生燃起了無限鬥志與志氣，他決心全力推廣

木球，並且要讓國人都知道「木球是我們自

己國人所發明的運動」。

二、在國內推展木球

（一）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成立

有了「要讓國人都知道木球是我們自己

國人所發明的運動」之想法，翁明輝先生隨

即展開他行動的第一步。翁先生回憶道：

1992年關中先生要選立委，到內湖透

過別人找到我，他要在內湖成立競選

辦事處，我告訴關中先生，在內湖的

競選餐會都由我一個人負責，因為那

時我們自己有個三百多坪的餐廳，同

時也幫他找了許多當時在內湖有頭有

臉的人來幫他助選，後來關中高票當

選，他知道我真的是傾力幫助他選

舉。後來感恩餐會借我的後花園來

辦，當他去到後花園看到別人在打

木球時相當好奇，我當下就告訴關中

先生說我正要成立木球協會，想找一

個有名的人來做理事長。他一口就答

應，並且由他的班底幫我組織全國木

球協會，這樣真的相當快速，我們每

個禮拜都去宣傳。（註17）

註12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木球發展史>，<http://www.

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

&cd=1&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reside

nce.educities.edu.tw%2Fsmallpig0711%2F%25A4%25E

C%25B2y%25B5o%25AEi%25A5v.doc&ei=V9zkU8Hv

DdSC8gWAyoDgCA&usg=AFQjCNGgsqbUX6Ji5hFlm

7RaftwdSOQPrA&sig2=KNYrmn-SpiNwwf8N-GR_Rg>

，2014.08.08檢索。

註13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14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15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16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17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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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木球協會的成立大會，遂於

1993（民國82）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士林區的

後花園正式舉行，並選舉當時的立法委員關

中先生擔任首屆理事長，藉由其豐富的人脈

資源快速推動木球的發展，而不求名與利的

翁先生則自願屈就副理事長。翌年的3月20

日就在臺北市青年公園首度舉辦木球發表會

並發行「後花園」刊物，介紹並報導木球活

動。

而後的一連串推廣活動，在關中先生等

人的大力推動下，只要是打過木球的人，幾

乎都給予高度的評價、肯定，進而轉而支持

木球，也因此各縣市紛紛成立分會。爾後，

木球也才能順利的在1994年10月成立大專體

總木球委員會；在1997年成為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會員；在1999年列為行政院體委會

陽光健身計畫全民運動聯賽的種類之一；自

2000年起列為全民運動會的競賽種類之一；

自2002年起列為全國大專運動會的競賽種類

之一；自2011年起列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的競賽種類之一。

（二）大專木球委員會成立

一種新興運動的研發、推展，需要許

多體育專業人士的協助，除了活動（比賽）

的舉辦外，諸如比賽規則的制訂，教練、裁

判的培養、訓練等等，都需要體育專業的協

助。1993（民國82）年9月，中華民國木球

協會成立時，木球運動的遊戲規則很簡陋，

只有簡單的12條條文而已，雖有翁明輝先

生的熱誠、關中先生的支持，但仍有所不

足。1994年初，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時任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現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體育室主任、現任木球協會副理事長

的張添福先生接觸了木球，也結識了翁明輝

先生，張添福先生受其感召，乃說動臺北護

理學院林壽惠校長給予協助。張添福先生回

憶當時與翁明輝先生結緣的經過說：

我跟翁先生的結緣，是1994年初我在

臺北護理學院擔任體育室主任時，突

然接到光武工專（現為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辦理木球講習會的通知，我看

到時覺得很新鮮，就商請當時的助教

黃俊清先生去參加，黃老師回來時跟

我和校長說明了一下木球講習會的情

形，並詳細介紹了木球運動，我當時

覺得這個新興運動很新鮮，且又是國

人所發明的，很適合北部有特質的學

校來發展。後來，我們還去翁先生的

球場看，看了之後覺得這項運動在未

來真的有潛力。只是，也覺得他們很

大膽，翁先生當初找光武工專的校

長在推動，是因為透過關中先生的

引薦，但當初並沒有甚麼體育專業人

士在幫忙，規則只有簡單的十幾條條

文而已，真的是很大膽。我是認為這

個將來是真的很有潛力，於是我和校

長、黃老師討論後，我們主動聯繫翁

先生到我們學校來辦研習，並建議翁

先生從大學生著手推動。後來我自己

會全心投入木球運動，就是被翁先生

的理念所感動。首先，是他的孝心，

再來就是他那種真正公益的理念。另

外，他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愛國心，他

希望讓更多國人透過打木球能得到健

身的效果，也希望將這個屬於臺灣人

發明的運動，推向國際舞臺讓大家都

知道臺灣，這讓我真的很感動。（註

18）

圖4　最早公布的木球規則（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

註18	 張添福，面訪，三重區公所記者室，2014年7月25

日上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附屬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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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林壽惠校長的認同並熱心支持，

張添福主任進一步向當時的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遊說，張主任透過大學同學時任

教育部體育司專門委員的林國棟引薦，獲得

當時大專體總會長陳太正及秘書長黃文忠的

支持，1994年10月28日，大專體總特別同意

木球委員會先予成立運作，俟後再提理事會

追認。大專木委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由林壽惠

校長擔任，體育室主任張添福擔任總幹事。

大專體總木球委員會成立後，在張添福總幹

事的熱心奔走下，邀集了許多體育專業人士

共同參與、協助，很快的木球規則重新制

訂，木球運動的教學教材、教學錄影帶等也

陸續完成，並開始於臺灣各地區巡迴演示說

明，積極提倡，開啟了木球運動的新里程。

翁明輝先生很客氣的說：

我是以微薄的力量作拋磚引玉的工

作，幸運的獲得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校

長林壽惠的認同，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會長陳太正及秘書長黃文忠的支持，

大專木球委員會成立後，許多體育專

家學者熱心的協助，木球運動才能快

速成長。林壽惠校長也告訴我，木球

的推展，沒有體育專業人才幫忙很難

成功，所以建議從大學推，也幫忙成

立了大專木球委員會。（註19）

1994年大專木委會成立後，翁明輝先生

帶領著總幹事張添福及副總幹事黃俊清開始

木球的「南征北討」，前國立體育大學校長

邱金松還以「木球三劍客」稱譽他們三人。

（三）南征北討後的國內木球景況

在翁先生與諸多木球界同好的奔走推

動下，全省分北、中、南、東地區的大專院

校開始舉辦示範，由於木球所需要的場地較

不受限制，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推展木球運

動，組訓木球隊，甚至將木球列入體育課程

或社團。全國大專教職員及學生木球錦標賽

自1995年起幾乎每年舉辦比賽，社會民間每

年舉辦的各種比賽超過一百場，中學亦定期

舉辦比賽。而木球亦被列入教育部體育績優

甄選甄試之運動項目，以及編入教育部編譯

館審定之體育教科書課目內。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從1996年開始在國內

舉辦許多的比賽及講習會，1996年4月13日舉

辦第一屆青年盃木球錦標賽，11月1-3日舉辦

第一屆臺北市木球B級教練講習會；1997年3

月23日舉辦第一屆全國「北護盃」木球錦標

賽，同年5月9-11日舉辦第一屆A級裁判及教

練講習會，1997年6月27日正式加入中華民國

體育運動總會成為其團體會員。

同時，也受到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的肯

定，將木球列為1997年陽光健身計畫系列活

動之一，並列為1998年、1999年陽光健身計

畫全民運動聯賽的運動種類之一。2000年全

民運動木球聯賽，自4月至6月週日或隔週休

的週六於各縣市辦理，共舉辦165場次，參加

隊數共1139隊，參加人數32167人。同時，亦

擴大舉行聯合開幕典禮及總決賽，當時假臺

北縣三重綜合運動場舉辦全國開幕式，來自

全省17縣市96隊1790人參賽，而在6月23-24

兩日在金門縣榕園木球場舉行的總決賽，也

有53隊、350人參加，非常熱鬧。木球運動經

過體委會陽光健身計畫的洗禮，短短二、三

年間，很快就遍及全省25個縣市，涵蓋臺、

澎、金、馬地區，更深入社區、鄉鎮市區普

及推廣。當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的陽光健身

計畫，對木球運動推展無異是一個及時雨，

給翁先生很大的激勵。

木球所需場地既不受限制，又強調自我

成績的超越，參與的人們能在學習的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歸屬感，而簡單明瞭的規則加上

休閒與競技的融合，木球著實為臺灣運動添

加了更多元的面貌。

翁明輝先生領導的木球協會從1997年

起，在國內固定舉辦兩次全國性的大比賽。

一次是3月舉辦的「青年盃」，另一次是11月

舉辦的「中正盃」，每年這兩次的木球錦標

賽，是國內木球好手一較球技的最佳時機。

而1999年11月27-28日所舉辦的全國「

中正盃」木球錦標賽，是首次由各縣市體

育會木球委員會選拔出選手前來參加的比

賽；2000年舉辦的全國「青年盃」木球錦標

賽，參賽的高中及國中組選手前三名優勝

者，具有參加教育部升學保送甄試資格，這

對於推廣中等學校木球運動具有非常大的幫

助。

圖5　木球三劍客翁明輝（中）、張添福（左）、黃俊清（右）（照片來源：林國棟提供）

註19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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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資料，筆者整理製表

這種以革命家的奮鬥精神、公益無私的

付出心態，不禁令人由衷的敬佩與讚嘆。木

球運動在發明人翁明輝先生鍥而不捨的努力

下，國內推展已有相當制度與規模，主要活

動整理如表1。

（四）用公益的心，全力投注木球推廣

決定全力推展木球，要讓大家知道這

是一項臺灣人自己發明的運動後，翁先生將

他所有經營的事業全部都停掉。他說起理由

一派輕鬆，但雙眼中卻透露著萬般堅定的炯

神，應該很少人有像他這樣的氣魄、堅毅的

決心與行動力。

我想木球運動是揮著紅木球桿，

在草地上散步、親朋好友們邊打邊走

邊談笑，既可放鬆心情又達到健身休

閒的效果，這樣讓大家身心都可得到

更大的健康。倘若我繼續經營事業，

那將無法全心全力投入木球的推展，

而經營事業的賺錢理念，勢必將很難

於推動木球的運動上，因為你可能會

一直想要從中賺錢，把生意的理念染

進木球裡面。（註20）

他毅然以做公益的心態，全心投入木球

運動的推廣，除了提供自家房子作辦公室，

還聘僱多位專職人員，自己更是每天必親自

到辦公室辦公，出錢又出力。

協會的運作、到各地辦講習、技術的指

導都要花費龐大的費用，然而政府補助卻只

是杯水車薪，不然就是得不到補助款。儘管

在推動木球期間，令翁先生最感到困難的是

經費問題，但他依然將推動木球當作是一種

慈善事業在經營，每天到木協上班就像是在

做善事一般。

當初家人對翁先生這種只出無入的做法

是相當反對的，但經過翁先生一再的溝通，

認為透過木球可讓國人在世界揚眉吐氣，又

能增進全民健康，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做

呢！

任何的運動都不是刻意的，它

都是自然演進的，既然發明做了，就

讓很多人去享受知道，我們是唯一一

個有嚴謹的文字紀錄的運動。因為我

父親是學政治的，所以他比較有野

心，而且他又很喜歡歷史，因為民族

情感，他認為做人要有大格局，要做

大事業；運動種類很多都是中國人發

明，但是卻很多都是外國人發揚光大

的，所以是不是能幫自己國家，做一

個運動項目，以此作為外交軟實力是

無價的。（註21）

漸漸的，翁先生的夫人才由反對轉為

支持，進而全家人也都給予支持。而現任木

球協會副秘書長的翁啟祥，是翁先生的大公

子，更放棄了美商高薪職務，當一位全職無

薪的木球尖兵，全力輔佐父親推動著木球世

界的大版圖。

至於投下的經費相當令人瞠目結舌，但

在沒有收入只有支出的情況下，翁先生只好

賣土地、賣房子來支應，因此，翁明輝曾被

體育界戲稱是「大傻瓜」，但是他說：

1994年年底大專木委會成立時，有位

教授提醒我說：「翁先生，你是在作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工作。」我感

謝他的忠告，我也知道運動種類尚未

有發明者自己大力推廣的先例，而且

早在1993年初，我也已問過自己敢不

敢作，經過考慮認為這是英雄人物建

功立業千載難逢的機會，當下即下

定決心轉戰陌生的戰場，逐鹿體育

世界。生意上的經驗讓我知道自己

不懂沒關係，只要有經費、會用人、

把握方向、敢決斷就可以了。所以推

廣木球運動首要在經費，必須要大軍

未發，糧草先行，籌足了十年以上的

經費和財源，才開始以廣交朋友，避

免樹敵的原則，用閃電作戰的方法縮

短時間，節省成本，快步走上國際體

壇。我的個性是人家越不敢做的事我

就越想去做，覺得值得做，就一定會

去做。（註22）

註20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21	 翁啟祥，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15日下午14：00。

註22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表1　木球運動發展紀要

序號 時間 重要事蹟

1 1990 3月開始，一面建設臺北雙溪後花園，一面研發木球球具

2 1992 木球球具正式研發成功

3 1993 9月11日成立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4 1994 3月20日在臺北市青年公園舉辦說明會，正式向社會說明

5 1994 3月20日「後花園季刊」創刊

6 1994 10月28日成立大專體總木球委員會

7 1994 12月16日在大專體育教學觀摩會中，正式向大專教師介紹木球

8 1995 5月正式頒訂木球規則、編定教學手冊、製作教學錄影帶

9 1995 開始每年舉辦全國大專盃木球錦標賽

10 1995 9月30日「木球運動季刊」創刊

11 1996 4月舉辦第一屆青年盃木球錦標賽

12 1997 6月27日加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3 1997 11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陽光健身計畫」系列活動列入木球

14 1997 11月舉辦第一屆全國中正盃木球錦標賽

15 1999 3月行政院體委會陽光健身計畫列為全民運動聯賽的種類之一

16 1999 5月成立亞洲木球總會（AWBF）

17 1999 5月成立歐洲木球聯盟（EWBF）

18 1999 5月成立國際木球總會（IWBF）

19 1999 8月亞洲木球總會開始舉辦亞洲盃木球錦標賽

20 1999 11月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承認為OCA競賽運動種類

21 2000 4月行政院體委會陽光健身計畫列為全民運動聯賽的種類之一

22 2000 5月開始每年舉辦全國中等學校木球錦標賽

23 2000 8月亞洲木球總會開始舉辦亞洲大學錦標賽

24 2000 10月開始全民運動會列為競賽種類之一

25 2002 5月開始列為全國大專運動會的競賽種類之一

26 2002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通過舉辦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

27 2003 國際木球總會通過舉辦世界盃木球錦標賽

28 2004 6月國際奧會頒了一座運動與健康、幸福獎盃給國際木球總會

29 2007 國際木球總會開始舉辦國際木球巡迴賽

30 2008 亞洲沙灘運動會木球開始列為競賽種類之一

31 2008 全非洲大學運動會木球獲列為競賽種類之一

32 2011 開始列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競賽種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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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明輝先生在推展木球十週年時，發表

二首詩作為「十年感言」：（註23）

           十年感言

  造東風            進大同

龍蟠虎踞後花園    日思夜想為木球

背拱青山雙溪前    背水一戰歷十年

揮桿過門談笑間    廣交朋友來合作

木球風雲萬里吹    無敵天下進大同

三、將木球推向國際

翁明輝先生從1990（民國79）年3月

開始，一面建設臺北雙溪後花園，一面研

發木球球具，並整修花園內梯田植草做球

道。1992年經過二年的研發，木球球具正式

研發成功。1993年9月成立中華民國木球協

會，1994年底成立大專體總木球委員會，制

訂木球規則，開始把木球運動在國內大力

註23	 翁明輝，〈十年感言〉，《木球運動會刊》，11

（臺北，2004.）：13。「造東風」在寫木球發源

地雙溪後花園山水形勢和木球風潮；「進大同」

在描述木球運動發展歷程和目標。

註24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

推廣，同時也嘗試推廣到國外。國際推展

方面，首先於1994年8月，至美國加州洛杉

磯、舊金山推廣。接著於1995年4月，赴北

京作木球運動發表會；同年又至新加坡、

馬來西亞、廣州及香港推廣；8月，赴北京

舉辦大陸地區全國性之木球講習會；8月23

日，趁日本福岡世大運，前往日本推廣；11

月，輔導大陸北京舉辦全國高校體育教學木

球講習班。1996年1月，至泰國推廣。1997

年7月，開始向歐洲推廣，首先至奧地利；

隔年1998年，至匈牙利推廣。1998年8月29

日，至大陸瀋陽參加「亞洲體育節」木球競

賽；同年10月2日，至廣州參加亞洲四城市木

球邀請賽；12月，至泰國參加泰國木球錦標

賽。1999年5月底，成立亞洲木球總會、歐洲

木球聯盟及國際木球總會；同年11月，木球

運動得到亞奧會承認。2002年1月國際大學運

圖7　翁明輝先生賢伉儷與前體委會主委戴遐

齡（中）（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圖6　翁明輝先生榮獲體委會頒贈體育推

手獎（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動總會承認木球運動並同意2004年在臺北舉

辦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同年6月國際奧會頒

了一座運動與健康、幸福獎盃給國際木球總

會。

翁明輝先生研發木球，除了在國內大

力推廣外，也積極向國際推廣。翁先生說：

「我們的目標不是做普通運動項目，是要作

一項普及全球的運動項目。木球運動普及全

球，大家健康快樂；木球運動的世界天下為

公，以進大同。推廣木球運動到帝國的規

模，是國際木球總會未來十年的目標。」（

註24）

圖8　外交部頒贈外交之友紀念章給翁明輝先生（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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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明輝先生在國際推廣方面，花了很多

積蓄，這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最有感觸，

他很感謝許多熱心幫忙的人士，對他們的熱

情是終生感念於心，對有部分表面熱心，但

卻花費許多經費而一無所成的，他心中縱然

有些許惆悵，即使花了不少冤枉錢，但他仍

然感恩他們曾有的熱心。在翁先生作國際推

展的過程，有幾件情節較為特殊，特別加以

分節敘述，包括國際推展概況、國際推展第

一站美國的感受、中國大陸的推展、香港的

推展、馬來西亞的推展、主要貴人等。

（一）國際推展概況

木球運動在國際推展方面，在在都需要

資金，除了工作人員出國旅費外，新加入推

展木球的國家，翁先生都會提供一定數量的

球具給予鼓勵，前來參加比賽、研習的新國

家，翁先生也會提供一定數量的旅費補助以

資激勵，但是木球的國際推展幾乎沒有任何

奧援，而翁先生仍勇往直前，資金不足時，

賣土地、賣房子也在所不惜。在翁先生的執

著下，木球在國際上已經有國際性運動種類

的規模，除了國際規則的制訂，國際裁判的

講習考試也訂有辦法，定期辦理。國際性競

賽也依各種性質，規律性的舉辦，包括亞洲

盃木球錦標賽、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世界

大學木球錦標賽、世界盃木球錦標賽、國際

木球巡迴賽、亞洲沙灘運動會木球賽。木球

運動也獲得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世界大學

體育總會的承認，更獲國際奧會頒贈運動與

健康、幸福獎盃，在在都可以看到翁先生的

付出終究有了回饋，縱然付出的代價無法估

計，但翁先生仍甘之如飴。歷經二十餘年的

國際推展，其重要事蹟整理如表2。

序號 時間 重要事蹟

1 1994 8月赴美國加州洛杉磯及舊金山推展

2 1995 4月1日赴北京做木球運動發表會

3 1995 7月6日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推展

4 1995 8月1日至香港舉辦木球講習會

5 1995 8月4日到廣州舉行木球發表會

6 1995 8月10日赴北京舉辦大陸地區全國性之木球講習會

7 1995 8月22日趁日本福岡世大運，前往日本推展

8 1995 11月輔導大陸北京舉辦全國高校體育教學木球講習班

9 1996 1月至泰國推展

10 1997 7月9日赴奧地利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推展

11 1997 7月17日至法國、瑞士、德國、泰國推展

12 1997 9月至馬來西亞參加第一屆馬來西亞木球公開賽

13 1998 4月至大陸廣州參加廣州傳騰新聞盃木球挑戰賽

14 1998 5月至大陸北京參加北京高校木球錦標賽

15 1998 5月輔導大陸瀋陽舉辦瀋陽首期木球培訓班

16 1998 7月12日赴匈牙利體育教學研討會推廣，並赴芬蘭推展

表2　木球運動國際發展紀要

17 1998 8月29日至大陸瀋陽參加「亞洲體育節」木球競賽

18 1998 10月2日至廣州參加亞洲四城市木球邀請賽

19 1998 12月至泰國參加泰國木球錦標賽

20 1999 5月30日成立亞洲木球總會

21 1999 5月30日成立國際木球總會

22 1999 5月30日成立歐洲木球聯盟（EWBF）

23 1999 8月第一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承辦

24 1999 11月木球運動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承認

25 2000 第一屆亞洲大學錦標賽由我國於金門舉辦

26 2001 第二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泰國承辦

27 2002 第二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由日本舉辦

28 2003 8月第三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舉辦

29 2003 10月第三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中國大陸承辦

30 2004 6月國際奧會頒了一座運動與健康、幸福獎盃給國際木球總會

31 2004 9月3日第一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由我國大專體總承辦

32 2004 9月8日第一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我國承辦

33 2005 8月第四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新加坡承辦

34 2005 9月第四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由蒙古舉辦

35 2006 8月20日第二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承辦

36 2006 9月26日第二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由泰國大專體總承辦

37 2007 7月第五屆亞洲大學錦標賽由新加坡舉辦

38 2007 11月第五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我國承辦

39 2007 國際木球總會開始舉辦國際木球巡迴賽最終站設在臺灣

40 2008 第一屆亞洲沙灘運動會由印尼峇里島主辦

41 2008 第三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新加坡承辦

42 2009 7月第六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由中國浙江工業大學舉辦

43 2009 8月第六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印尼承辦

44 2010 第三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由烏干達大專體總承辦

45 2010 第二屆亞洲沙灘運動會由阿曼瑪斯喀特主辦

46 2010 第四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泰國承辦

47 2011 7月第七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承辦

48 2012 第三屆亞洲沙灘運動會由中國山東主辦

49 2012 第五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承辦

50 2013 10月第八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由我國承辦

51 2013 10月第七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由馬來西亞舉辦

52 2014 第六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由中國海南承辦

53 2014 第四屆亞洲沙灘運動會由泰國普吉島主辦

序號 時間 重要事蹟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資料，筆者整理製表

表2（續）木球運動國際發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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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前外交部長楊振添鼓勵翁明輝先生

（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圖9　馬英九總統親臨賽場鼓勵翁明輝先生

（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讓翁明輝先生投資花費龐大，卻仍樂此

不疲的原因之一，是我國的木球選手相當爭

氣，在各項國際性木球賽會中都能夠獲得好

成績，為國爭光，獲得總統召見鼓勵。以我

表3　我國參加歷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屆數 日期 主辦國家（城市） 競賽項目 我國得獎成績 參與國數

第一屆 2004年9月3～7日 臺北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金牌

中華臺北、香港、印
度、日本、韓國、澳

門、蒙古、泰國
共8國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銅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共5面獎牌

金牌、銀牌
共獲5金（100％）3銀1銅

第二屆 2006年9月26～28日 泰國 曼谷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銀牌
中華臺北、日本、中
國、韓國、香港、印
度、泰國、新加坡、
烏干達、俄羅斯、保

加利亞
共11國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銀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銅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共5面獎牌

金牌、銀牌
共獲3金（60％）4銀1銅

第三屆 2010年8月25～30日 烏干達 坎培拉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金牌

中華臺北、香港、印
尼、印度、坦尚尼亞、
肯亞、利比亞、蘇丹、
桑比亞、烏干達、愛

沙尼亞
共11國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銀牌、銅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銀牌

桿數賽男子雙人組 金牌、銀牌

桿數賽女子雙人組
共7面獎牌

金牌、銀牌
共獲5金（71％）5銀1銅

國木球選手參加歷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為

例，總計三屆共頒發的17面金牌中，我國獲

得13面，金牌得獎率達76.47％。再以我國木

球選手參加歷屆世界杯木球錦標賽為例，總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資料，筆者整理製表

表4　我國參與歷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提供資料，筆者整理製表

屆數 日期 主辦國家(城市) 競賽項目 我國得獎成績 參與國數

第一屆 2004年9月8～12日 臺灣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15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金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銅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銀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共5面獎牌

N/A
共獲3金（60％）2銀1銅

第二屆 2006年8月22～24日 馬來西亞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12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銀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金牌、銅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共5面獎牌

N/A
共獲3金（60％）2銀1銅

第三屆 2008年5月16～21日 新加坡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10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銅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銅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金牌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共5面獎牌

N/A
共獲3金（60％）1銀2銅

第四屆 2010年3月30日至4月4日 泰國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22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銀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銀牌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金牌

球道賽男子個人組 N/A

球道賽女子個人組
　　　共6面獎牌

銀牌 
共獲2金（33％）3銀

第五屆 2012年8月26日至9月1日
馬來西亞                
麻六甲

桿數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14

桿數賽男子團體組 金牌

桿數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銀牌、第四名

桿數賽男子個人組 金牌、銅牌、第六名

桿數賽男子雙人組 銀牌、第四名

桿數賽女子雙人組 金牌、第四名

桿數賽混合雙人組 第五名

球道賽男子團體組 N/A

球道賽女子團體組 金牌

球道賽男子個人組 N/A

球道賽女子個人組 金牌

球道賽男子雙人組 N/A

球道賽女子雙人組 N/A

球道賽混合雙人組
　　　共14面獎牌

N/A
共獲7金（50％）2銀1銅

計五屆共35面金牌中，我國獲得18面，金牌

得獎率達51.43％。亦即表示木球發明國的選

手，沒有讓發明人丟臉。翁先生的投資也算

沒有白費。

我國選手參加歷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

成績如表3，我國選手參加歷屆世界盃木球錦

標賽成績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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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

註26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

註27	 周宏室，面訪，國立體育大學，2014年7月24日上

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

屬中學教師。

註28	 周宏室，面訪，國立體育大學，2014年7月24日上

午10：00。

註29	 周宏室，面訪，國立體育大學，2014年7月24日上

午10：00。

註30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二）國際推展第一站美國的感受

翁先生推展木球到國際，踏出的第一站

是美國。首先至美國加州洛杉磯、舊金山推

廣，但推的不是很理想，之後美國方面也就

沒有再特別著力去推展。

1994年8月，我有一位大學同學張澤球

在美國，他聽到我在臺北在搞什麼類

似高爾夫的運動，就叫我到美國舊金

山去推廣教教，他在當地也有政壇活

動，可以找些人一起來，我當時就帶

了二十幾位國內的體育學者專家，前

往美國舉辦講習，除了舊金山也到洛

杉磯去教，但是，我發覺一來美國打

高爾夫實在太便宜了，二來因為路途

太遙遠，要真的推動實在有點困難，

所以就放棄繼續追蹤推展美國這一塊

了。（註25）

雖然在美國推展感覺不是很好，但並

沒有打消翁先生繼續國際推展的動

力，他自信滿滿的說：「在國際上的

戶外運動裡，木球運動是優點較多的

運動項目，未來一定會成為國際上重

要的運動項目，未來也將朝向木球不

落日的目標邁進。」（註26）

前國立體育大學校長、現任亞洲木球協

會的副會長周宏室教授回憶與翁先生的結緣

經過，並對翁先生的國際推展特別讚譽：

與翁先生的結識是透過大學學長張添

福，他是一位名記者也是一位熱心體

育運動的推展者，他人脈很廣，也因

這層關係而認識體委會前副主委林國

棟，及國體大前校長邱金松。當時我

是學校的教務長，邱校長知道翁明輝

先生的情況後，也深受其感動，希望

我們體育界人士能有更多的人參與幫

忙，對木球活動的推展應該會有所助

益。我們都知道這是很艱難的一件

事，也是臺灣過去所沒有的，但我們

希望盡一番體育人的心力，將這個屬

於MIT的體育運動項目好好推展，因此

我們把木球放入大專運動會中，學校

也成立社團兼校隊，讓學校成為一個

推廣平臺，讓所有人認識並喜愛木球

運動。翁先生喜歡交朋友也喜歡和人

合作，他幾乎放棄了他所有的生意不

做，而全心全力投入木球，他認為如

果每個人都能健康快樂，社會就會更

和諧，世界就會更溫馨。（註27）

推動國際計畫時，他看哪個時

機到了，有人邀請了，他就去做些訪

問，也邀請當時比較方便的同仁一起

去。我在國際上扮演的部分很有限，

也曾經將木球帶到美國去，推展給一

些大專院校的校長看。但是，美國所

推展的運動實在太多了，在美國是需

要長時間的投入才足以扎根，後續沒

有再追蹤、提醒就沒有了，很可惜，

但至少國際第一步已經踏出去。木球

也到過匈牙利，那時有國際體育教學

研討會，我們有些同事如簡耀輝司

長，嘉義大學黃清雲教授等等藉由此

前往歐洲推動木球。翁先生以臺灣為

基地，從周邊延伸演進，推展到世界

各國，目前的國際活動幾乎大家爭相

踴躍辦理與參加，可見木球的威力與

魅力，還有它無比的潛在能力。（註

28）

推向國際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靠民

間的力量是相當有限的，放眼看去，

是MIT的運動項目只有木球才是臺灣人

所發明的，我們希望透過外交部的推

廣，讓木球也能成為在與外國人聊天

交流時的話題，相信國與國之間的互

動會更為樂觀。（註29）

第一次向國際推展雖失利，但翁明輝先

生並沒有因此而打退堂鼓。就如周宏室教授

對的評價：翁先生一個非常宏觀的人，他總

是利用歷史人物來不斷的激勵、鞭策自己，

縱然前面的路非常難走，但是歷史告訴他只

要繼續往前邁進他就一定會成功。也因此，

翁明輝先生更加堅定誓言要將木球推廣全世

界，讓世界知道這個屬於臺灣人發明的運動

MIT軟實力。

（三）中國大陸的推展

木球國際推展的第二站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木球推展，翁先生特別感恩孫民

治先生。1994年底，孫民治先生（當時擔任

北京體育師範學院院長，現改名為首都體育

學院）應大專體總之邀，率領北京大學生籃

球隊來臺交流，當時與大專體總至為熟稔的

體育司專門委員林國棟，引薦孫民治院長認

識木球運動及翁明輝先生；翁先生結識孫院

長後，兩人相當投緣，孫院長對翁先生發明

的木球運動，也相當有興趣，之後翁先生與

孫院長變成莫逆之交，翁先生還認孫院長的

女兒為乾女兒。由於孫院長在中國大陸的教

育界非常有影響力，翁先生透過孫院長的安

排，在中國大陸境內，木球運動很快就普及

開展。

其實都是很巧的機緣，1994年

底時，剛好當時的北京體育師範學院

院長孫民治帶著籃球隊來臺灣訪問比

賽，時任教育部體育司專門委員的林

國棟，介紹牽線孫院長來認識木球，

我們當時有錄影帶也放給他們看，孫

院長看了非常有興趣，就說如果要去

大陸推展就找他。所以1995年4月開

始，我就帶著張添福和黃俊清開始跑

大陸去探路了，一年跑好幾次。當年8

月就帶著一些老師去首都體育學院舉

辦了中國全國木球培訓班，當時想說

從香港進去，再到廣州體院、蘇州大

學、上海體院到北京正式講課，我覺

得這就像北伐一樣；木球第一次出國

是東征往美國在1994年，1995年開始

往中國大陸北伐。（註30）



2 6 2

木球運動發明人

2 6 3

翁明輝

後來我們每年都去好幾次，瀋陽、成

都，孫民治院長他認識的大部分都是

體育院校的，他帶著我們跑瀋陽、成

都等等，所以帶著張添福、周宏室跑

各地院校。1997年大陸辦了全國高校

比賽，那時來了二三十個學校，因為

當時大陸收入低，我又很敢花錢，所

以都是我出錢請他們來，當時木球不

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不能報公帳，因

此我就拿了一些美金放在他們首都體

院用一個戶頭讓他們用，當時程紹同

也帶他師大學生男女各一隊去比賽，

我們當時在臺上，運動員繞場時都跟

木球早期發展路線和國共二黨早期路線

巧合：（註33） 

            黃埔木球

木球循走國共路    東征北伐也易幟

井崗山上講習會    中山陵旁亞洲盃

（四）香港的推展

根據香港周冠華先生的敘述，木球能夠

流傳到香港是1995年夏天，香港科技大學的

男女子手球及籃球代表隊出訪臺灣進行體育

交流及訪問時，木球發明人翁明輝先生及臺

灣木球協會秘書長張添福先生，在臺北護理

學院進行女子籃球友誼賽之餘，介紹我們的

學生接觸木球運動，並在臺北護理學院的木

球場上作揮桿、擊球等基本練習。可能運動

員具有先天良好的運動機能，同學們在短短

時間內，都能初步領略到木球的樂趣；另一

方面，又同時感到木球運動「易學難精」的

奧妙之處，挑戰性大為增加。同年7月，經

翁理事長及張秘書長組團到港訪問，在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及學生體育聯會的協助

下，首次舉辦了木球研習講座，當時出席講

座者以本地大專及中小學體育老師為主。各

參加者除有機會了解木球發展的起源外，更

有機會一展身手，親身感受木球的樂趣。講

座舉辦過後，木球運動在香港的發展，並沒

有想像般一帆風順。直至1998年5月，翁先

生有感我們在推動木球時身處的重重阻礙，

毅然慨贈五十套木球用具給當時正在籌組的

香港活木球協會。並且邀請我們組隊參加於

1998年8月底在中國瀋陽市舉行的第一屆亞

註31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

註32	 〈木球運動的發展〉，新浪海南，<h t t p : / /

hainan.sina.com.cn/city/lywh/2014-04-08/5000.html>

，2014.08.22檢索。

註33	 翁明輝，〈黃埔木球〉，《木球運動會刊》，21

（臺北，2014）：4。註：東征：1984年8月一

團26人到美國舊金山和洛杉磯示範介紹木球運

動；北伐：1995年8月翁先生偕同四位教授經香

港到廣州、蘇州、南京、北京等地院校舉辦講習

會，1997年6月在首都體院舉辦全國高校木球比

賽；易幟：1998年8月底參加瀋陽亞洲體育節運動

會木球比賽最獲好評，和大陸體育總局社會體育

中心簽約合作後第一次講習會2002年8月在井崗山

舉辦，第一次國際比賽（第三屆亞洲盃）2003年

10月在南京中山陵旁白馬公園舉行。

註34	 周冠華，〈香港活木球的發展〉，<http://www.

woodball.hk/about_wb.html>，2014.08.22檢索。

表5 中國大陸木球運動發展情紀要表
序號 時間 重要事蹟

1 1995 8月3日廣州體育學院舉辦木球發表會

2 1995 8月10日，首都體育學院舉辦全國第一期木球培訓班

3 1997 4月8日-17日，北京市教委主任徐錫安率領北京木球考察團到臺北考察

4 1997 6月28日，首都體育學院舉辦全國部分高校木球友誼賽

5 1998 5月20日，首都體育學院舉辦北京市木球聯賽

6 1998 9月1日，瀋陽亞洲體育節舉辦「鳳凰杯」木球錦標賽

7 1999 4月24日，北京市木球協會在首都體育學院宣告成立，是為大陸第一個省級的木球協會

8 2000 1月5日，海南大學與海南省體育總會舉辦2000「海大杯」木球邀請賽

9 2000 3月24-30日，來自北京、瀋陽、西安六位大陸人士赴臺參訪木球，增進兩岸木球交流

10 2001
國家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指定木球運動為正式推廣的運動，木球運動推廣會議在寧波召開，全面
帶動了中國木球運動的開展及普及

11 2002
8月18日，國家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在江西省井岡山舉辦了全國木球研究會，參加的主要人員來自
各省國家級木球裁判員

12 2002 9月1日，瀋陽舉辦亞洲城市木球錦標賽

13 2002 12月19日，上海舉辦全國木球培訓班

14 2003 8月25日，北京木球協會在北京語言大學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高校木球夏令營

15 2003 10月25日，南京舉辦第三屆亞洲杯木球錦標賽和亞洲木球總會第三次會員大會

16 2004 10月14-18日，北京密雲縣菩提谷木球場舉行中國北京「國展杯」國際木球公開賽

17 2005 5月14日，北京舉辦「克勞沃杯」北京木球邀請賽

18 2008 1月，全國首個木球培訓基地在寧波城市職業技術學院成立

19 2008 6月14日，浙江省高校第一屆木球運動教練員、裁判員學習班在浙江工業大學舉行

20 2008 10月，北京語言大學舉辦海峽兩岸木球交流大會

21 2009 7月20日，浙江工業大學承辦浙江省第一屆高校木球錦標賽

22 2010 7月2日，山東省臨沂市舉辦「全球通」杯全國木球錦標賽

23 2010 7月25日，山東省膠南市舉辦「隆海」杯2010年全國時尚體育健身大賽全國沙灘木球賽

24 2010 9月13日，中國北戴河國家木球基地舉辦國際沙灘木球公開賽

25 2011 11月16-19日，三亞舉行中國（三亞）國際木球公開賽

26 2012 8月，三亞舉行三亞──臺北木球邀請賽

27 2012 10月，第七屆全國木球錦標賽在安徽池州舉辦

28 2013 6月5-9日，三亞舉辦第八屆全國木球錦標賽

29 2014 9月5-11日，三亞舉辦第六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暨2014中國國際木球公開賽

資料來源：〈木球運動的發展〉，新浪海南，<http://hainan.sina.com.cn/city/lywh/2014-04-08/5000.html>，2014.08.22檢索，
筆者整理製表。

洲體育節木球比賽，以及其後舉行的多項賽

事。突然而來的「使命」，以及翁先生誠意

的感召，木球終得以科大為發展基地，在香

港起步發展。自1998年9月開始，木球正式列

入香港科技大學的基本體育課程內。香港活

木球協會也在1999年3月成立。而活木球亦正

式被列入1999年第四十二屆香港體育節項目

之一。（註34） 

從香港周冠華先生的敘說，印證了翁先

生在國際推展方面，確實投資不少心力與經

費。

我敬禮，感覺自己好像在閱兵一樣，

像是北伐成功。（註31）

翁先生講到木球到中國大陸推展時，

非常有成就感，更以北伐成功來形容。而自

1995年孫民治院長將木球引進中國大陸後，

中國大陸的木球活動可以說相當蓬勃，其辦

理木球相關講習、比賽琳瑯滿目，根據新浪

海南網站的記載，（註32）摘敘其重要者如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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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馬來西亞的推展

馬來西亞木球的推展，源於現任國際

木球總會副會長也是亞洲木球協會會長的郭

增加先生，「有一次他搭飛機，在飛機上看

雜誌，看到木球的訊息，甚感好奇，於是自

己找到協會來詢問。當時，翁明輝先生送他

一套球具，他便回馬來西亞推展起來。」（

註35）郭會長對木球的推展著力非常深，馬

來西亞的木球發展，先找有高爾夫底子的選

手來練木球，由於高爾夫與木球技術轉移容

易，加上勤於練習，訓練有素，使得馬來西

亞的男子隊在國際賽中屢屢奪冠軍，與臺灣

女將各領風騷。馬來西亞木球協會還爭取到

政府的支持，政府撥土地供興建專用木球

場，並且將木球活動帶進家庭，成為全家庭

的休閒活動，使得木球在馬來西亞快速的成

長且深根。（註36）

目前，馬來西亞共有46座專用木球場，

如舊巴生路華聯花園、馬六甲、彭亨及亞羅

士打等，其中最先被開發的就是1996年興建

的華聯花園的球場，這占地4英畝並擁有18個

球道的球場就在華聯花園阿萬柏沙路旁。（

註37）馬來西亞木球協會郭會長推展木球的

積極，可以從幾方面看出來，他成立的馬來

西亞木球協會爭取到馬來西亞奧會的承認，

馬來西亞木球協會爭取到第一屆亞洲盃木球

錦標賽舉辦權，郭會長還爭取到亞洲木球協

會會長職務。郭會長甚至身體力行的將其女

兒培養成木球選手，還送她到臺灣來求學並

就近深造木球技術。

從馬來西亞木球的發展，讓翁先生感受

到木球國際推展方面，有興趣主動推展的如

馬來西亞者，推展起來翁先生負擔比較輕，

也比較有成就。反之，翁先生經過友人介紹

去遊說者，還是透過關係去推銷者，往往他

們礙於情面，勉強接受，但是開始很熱絡，

過後卻往往就沒下文。在木球發展到現在這

樣的規模，從成功與失敗的經驗裡，翁先生

也開始思考未來發展有效而經濟的策略。

（六）翁先生推展木球的重要貴人

木球運動在中國大陸推展的關鍵人物

是「孫民治先生」；在亞洲與國際發展的關

鍵人物是「魏紀中先生」，而在國內與國際

推展的關鍵人物是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先

生」，他們是翁明輝先生推展木球中的三個

重要貴人。（註38）

孫民治先生將木球引進中國大陸，並協

助推廣，前已述及；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擔

任教育部長時，指示將國人發明的木球運動

納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國大專

院校運動會」作為競賽運動種類；將木球運

動推薦給外交部，除請外交部協助木球運動

拓展國際會員數外，並將木球運動做為國家

國際行銷的主要工具；積極協調教育部、臺

北市政府及大專體總，爭取將木球列為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競賽種類；數度舉薦

請馬英九總統召見翁先生予以激勵，對翁先

生推展木球都甚有助益。

而魏紀中先生與翁先生的結緣，又是另

一番巧合與機緣。

魏紀中先生曾任中國奧會秘書長、中

國奧會副主席、國際排聯主席、亞奧會副主

席、亞奧會運動委員會主席，現任亞奧會終

身榮譽副主席。兩人原先並不認識，1998年

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督導瀋陽舉辦「亞洲

體育節」，其中有舉辦木球項目。翁先生率

木球隊前往參加時，時任「中國體育產業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魏紀中先生，一

方面前往瀋陽視察瀋陽體育產業情形，一方

面代表中國奧會前往瀋陽督導「亞洲體育

節」的舉辦。在瀋陽期間，魏紀中先生前往

木球賽場視察，對新興運動木球至感興趣，

也因而結識翁先生。翁先生與魏紀中先生這

一結識卻擦出了不滅的火花，兩人一見面就

至為投緣，其後魏紀中先生對翁先生的木球

推展至為關心，常不需翁先生請託，魏紀中

先生就主動加以協助。諸如亞奧會承認木球

運動，亞洲沙灘運動會將木球列為競賽種類

等，都是魏紀中先生主動遊說促成。其後，

只要魏紀中因公到臺灣，一定抽空與翁先生

敘舊。對這麼一位大貴人，翁先生念念不

忘，對他非常感恩，每回赴大陸，如魏紀中

先生人有在大陸，翁先生一定前往拜訪。

1998年大陸辦瀋陽體育節，當

時對我相當禮遇，那時我們第一次參

加國際大型比賽，我們都沒有要求什

麼，他們主動的把我們氣勢抬起來。

那時候，就是在那邊跟魏紀中認識，

木球開幕時他來看，他看到木球這新

的運動，他相當認同，也認同我這個

人，後來他就常常主動的幫忙我。像

他也沒告訴我，就幫我把木球加入亞

奧會裡去。（註39）

木球得以順利獲得亞洲奧會通過

承認為運動項目，是前大陸奧會秘書

長、現任亞奧會終身榮譽副主席的魏

紀中先生傾全力協助而來的。魏紀中

先生在領導亞奧會期間派遣巴基斯坦

籍秘書長到馬來西亞視察第一屆亞洲

盃木球錦標賽，對木球與翁先生留下

深刻的印象，因此在1999年的亞奧會

上主動提出正式接納木球。2008年第

一屆亞洲沙灘運動會前夕，72歲的魏

紀中則親臨新加坡視察當時舉辦的第

三屆世界杯木球錦標賽，還一度驚動

新加坡當局。（註40）

註35	 張添福，面訪，三重區公所記者室，2014年7月25

日上午10：00。

註36	 周冠華，〈香港活木球的發展〉，<http://www.

woodball.hk/about_wb.html>，2014.08.22檢索。

註37	 馬來西亞木球協會，〈馬來西亞木球場地〉，<	

http://www.woodball.org/course.htm>，2014.08.22檢

索。

註38	 據翁先生說，孫民治、魏紀中、吳清基三人是其

推展木球運動中的重要貴人，他們三人這次都會

前往三亞指導本屆世界盃木球賽。

註39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4日上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註40	 鍾天祥，〈平民高爾夫臺灣木球打天下〉，《亞

洲週刊》，（臺北，2014.0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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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	 北京新浪網，〈木球運動創始人翁明輝：願帶

給大家健康和快樂〉，<http://news.sina.com.tw/

article/20140618/12699990.html>，2014.08.22檢索。

註42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28日上午10：00。訪問人王靖鑫，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註43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註44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3日上午10：00。

木球向國際進軍，由於無法獲得政府的

經費奧援，悉由翁明輝先生獨力負擔，1995

年起翁先生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前往東南

亞、東北亞、歐洲及大陸等地推廣，每到之

處都獲當地的認同與歡迎，尤其是大陸地區

更甚。如今，不僅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將

木球設為正式項目，它的比賽場地也從草地

延伸到了沙灘、甚至雪地。目前重點除在非

洲推廣木球運動，南部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已

經具備了自己生產木球球具的能力。（註41

）有這些成果，翁先生特別感激魏紀中先

生、孫民治先生及吳清基先生的大力協助，

直說他們是他生命中的貴人。

四、翁明輝先生的志業

木球是帝國，不是王國。男人做

最大的事業是革命，如今我打出了一

個木球山頭，如果當年只是繼續做生

意是沒有辦法有這樣的見解。我的夢

想是希望有一天木球也能做到像足球

那麼瘋狂。所有的運動項目大概也只

有木球只要有草地、沙灘、雪地都可

以打，是唯一不用特別建設場地就能

打的運動。（註42）

木球的推廣，前十年我用的是閃

電戰術，後十年我是用蒙古帝國成吉

思汗的打法；他們用那麼少的人口打

出那麼大的天下，所以這幾年我就利

用這種就地取材的方法，他們不用帶

武器不用帶糧食，只要在這個地方留

下點人力，就足以發揮。所以，我用

各國的人才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努力給

我看。木球的人才很容易培養，但是

圖11　翁先生的貴人前教育部吳清基部長

（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圖12　翁先生的貴人魏紀中先生  

（照片來源：翁明輝提供）

圖13　翁明輝先生（左2）與推展木球的貴人魏紀中先生（中）、孫民治先生（右2）吳清

基先生（左1）（照片來源：林國棟提供）

要打好並不容易，畢竟木球場就地取

材，沒有一個球場完全一樣。所以打

木球重修身養性，需要先能學靜才能

思考怎麼打好。（註43）

木球運動從無到有，在各國的

草創都是由各國會長秉持公益的理想

出錢出力，打出體育新天地，各國會

長有如王者，由眾多有力的王者組成

的國際木總，已具帝國之形。但，各

木球強國已走出草創時期，為長遠之

計必須由強人領導走向依法行事的做

法，所以國際木總的章程及典章制度

都可討論檢討修訂，以符需要，各會

員國再依此為母法，訂立自己的章程

和規範。（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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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的過程中，翁先生笑著告訴我：

「我不是學體育的，如果我是學體育的，大

概就不會去這樣搞了。」又說：「雖然我

在很多方面是外行，像做建築什麼的，體育

也是外行，但是只要我想要做，我就一定去

做，自然而然就會有專業的人進來幫忙了。

大家都認為木球不可能，我準備很多資金，

如果成功那就很有價值，要做人家不敢做

的。」過去辛苦付出的努力，如今也看到了

成果，翁先生說：「民國90年之前，我的角

色是負責撒種子、輔導的人，國內外費用全

包；90年後，國際成立，我的角色是給別人

創造機會的人，我常跟大家說木球是合作的

關係，大家都互相學習，但是你有沒有努力

我也在看哦！」訪談結束前，他調侃的說：

「從小立志要做大事，後來才發現，木球幫

我完成了英雄事業。」「我最終的夢想是希

望木球能夠普及，帶給大家健康快樂，希望

在二三十年之後的有一天，這個發跡屬於亞

洲臺灣的運動項目，讓大家看到木球的無形

價值。」（註45）在他眼裡，木球具有普世

價值，適合全人類，更重要的是透過木球，

能讓世人獲得身心的滿足和快樂。

國父在革命前，不一定把握會成功，但

套用翁先生的哲理，要做大事的人，必定得

要先說服自己，也只有說服自己之後，才足

以讓大家信服認同，也才能把理想扎扎實實

的推廣落實，才有成功的一天。

肆、結語

對翁明輝先生來說，木球的發明是由傳

統的中國美德孝心所引發，他為了幫助父親

每天能免去人潮在自家花園多走動、做運動

以強健身體，乃從高爾夫取得靈感，創造發

明了整套具有臺灣本土風味的木球球具，他

把荒蕪的梯田改建成球道，從而雄心勃勃地

將木球做成一種新興的運動項目並推向國際

舞臺。

翁先生說：「我敢做木球，因為我始

終認為中國人是最優秀的民族，而且一路走

來我廣交朋友，也遇到很多貴人。」在政治

層面上，不管是過去的陳水扁還是現任的馬

英九，他們都以「木球是臺灣人發明的」為

榮，並以總統身份會晤臺灣出國競賽的木球

隊員。馬英九總統甚至在2010年10及11月相

繼在總統府接見木球代表團，勉勵他們「木

球是臺灣人翁明輝發明的，希望臺灣選手在

國際體壇保持良好表現。」（註46）

我讀書的時候曾讀過一段話，我

認為中國最偉大的商人是呂不韋，那

一段話是呂不韋跟他爸爸的對話。他

問他爸爸說我們做糧食生意可以賺多

少錢，他爸爸回答說就大概賺一倍；

那如果我們來製造一個皇帝的話呢，

他爸爸就說這個價值將無以計數。我

覺得這個人是天下第一大商人。他爸

爸告訴呂不韋說，你這個想法能不能

成功不一定，但是男兒就是要做大

事，要有野心。我當時做木球，就是

前無古人，如今也能做出來。我深

信，門徒一定比教主厲害，今後經過

大家合作努力，相信木球終有一天成

為世界重要的運動項目。（註47）

對於木球推展的熱誠與執著，翁明輝以

公益的心態一路無悔的付出，踏實的走過每

一寸方土，他在體育、國家外交的貢獻絕非

今日三言兩語所能論定；透過偉大歷史人物

的信念，他開疆闢土，逐步實踐將木球帝國

的版圖擴展到全世界，並朝著他最終極的目

標與夢想勇往邁進，讓世界每個角落都知道

偉大的木球發源來自美麗的臺灣，讓世界知

道MIT不容小覷的實力。

伍、後記

一、木球與岳飛

翁先生推展木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木球跟「岳飛」有無法解釋的關係。因

為翁先生自小就很崇拜岳飛，對岳飛30歲就

能做到驚天動地的事，非常仰慕，而常想要

效法。翁先生30歲時更以唱岳飛的「滿江

紅」為樂。

我小時候很迷歷史，尤其是岳

飛，從小就十分敬仰他的民族英雄氣

概，而在我的名字裡剛好也有個輝

字，大家就阿輝飛阿輝飛的叫，讓我

感覺跟他有一層更親近的關係。30歲

時我很愛唱滿江紅，想想人家岳飛30

歲時已經做到驚天動地，就很感慨自

己怎麼到30歲了還只在做小生意呢。

到50歲時，才有後花園這些的發生，

我在想神怎麼會選上我呢，應該是選

擇那個最呆的吧。（註48）

因為跟岳飛的這層關連，而在大陸推

廣木球期間，也發生了許多與岳王廟有關的

趣事，由於總能逢凶化吉，讓事情順利，因

此，翁先生把木球桿標名為「岳王」，把青

年盃改名岳王盃，以示尊敬。

翁先生從小就喜愛歷史，民族

意識強烈，他深深感到，木球似乎與

中國神有相淵源。他透露出，在推展

木球運動中，感覺到有位中國神不服

氣，因為幾乎所有運動項目都是從西

方引進，而且都是歐美人士執牛耳，

因此，中國神派傳令兵下來召集一些

大將，為中國人在國際上做出一個重

要的運動項目。岳飛是千古的英雄人

物，傳奇的事情發生了，1995年11

月，他帶人到北京向中國大陸全國各

地來的體院校長及教授介紹示範木球

運動，臨時應邀增加赴杭州大學介紹

木球的行程，北京體師院副校長李穎

川專程陪同前往。到杭州的第二天，

乘車途經西湖畔的岳王廟時，司機詢

問是否去攬勝？隨行有人說「有甚麼

好玩」？便未下車膜拜急馳而去，直

接到狗不理餐廳用餐，餐後將赴武漢

體院繼續介紹木球。詎料，於用餐

時，翁先生發現護照及臺胞證不翼而

飛，緊張之餘，在杭州申辦證件屢辦

註45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4日上午10：00

註46	 鍾天祥，〈平民高爾夫臺灣木球打天下〉，《亞

洲週刊》，（臺北，2014.4.24）：34-35。

註47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8月

14日上午10：00。

註48	 翁明輝，面訪，臺北市內湖木球協會，2014年7月

30日上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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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球會徽

木球會徽是由頗具巧意的幾何圖形構

成的，這個圖形包含了靜態和動態的兩層意

義。在靜態意義方面，它是一座木球門球的

造形；兩側的直角三角形代表了木球門的酒

瓶支柱；中間正方形代表球門；上面的正三

角形代表懸在球門中的酒杯倒立過來；中間

的圓形代表木球。在動態意義方面，正上方

的三角形表示擊球過門，酒杯旋轉上揚，完

成一球道比賽。（註51）這個會徽的出現，

似乎跟岳飛顯靈也有關係，因為翁先生在睡

夢中，似乎有仙人指點，他忽然有了靈感，

睡醒後立即記錄下來。（註52）翁先生依照

夢裡神仙指示，把會徽創作出來後，居然頗

受好評，大家都讚譽有加，冥冥之中岳飛暗

中相助，似又添一樁。

不通，無證件不但無法搭機，也無法

返臺，擔心受困於杭州。隔天，翁先

生立刻由李副校長陪同到岳王廟拜拜

致敬，很不可思議地，往後一切申辦

手續出奇順利，包括購買杭州至北京

臥舖火車票、申辦臨時出境證及返臺

飛機票、臺灣臨時入境證等，幾乎無

所不通，且都很快的辦妥。翁先生乃

形容這是木球運動史上的杭州蒙難

記，經過此一事件，翁明輝認為，這

位中國神，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英雄

――岳飛。（註49）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

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首〈滿江紅〉是一首氣壯山河、傳誦

千古的名篇，是岳飛所寫，也是翁先生最愛

唱的。〈滿江紅〉字裡行間充分表現了岳飛

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洋溢著愛國主義激情。

（註50）岳飛的滿腔熱血，盡思要如何精忠

報國，正是翁先生研發木球，亟欲將木球推

展到世界各國，透過木球創造帝國，為臺灣

在國際上出一口氣。翁先生的雄心壯志，正

是岳飛精神的寫照，難怪翁先生那麼崇拜岳

飛，在推展木球的過程中也一直與岳飛脫離

不了關係，或許翁先生是「岳飛」的傳令

兵，召集散居世界各地的大將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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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翁明輝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44 民國33 2月10日出生於臺北市。

1951 民國40 7 就讀臺北市東門國小。

1955 民國44 11 轉學至臺北市中正國小。

1957 民國46 13 考上臺北市私立育達商職初中。

1960 民國49 16 考上省立北商。

1963 民國52 19 生病看美國醫生被打新藥以致耳神經受損變重聽。

1964 民國53 20 考上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系。

1968 民國57 24 服預備軍官。

1969 民國58 25 退伍。

1970 民國59 26 結婚。

1971 民國60 27 於彰化設立牛奶工廠。

1972 民國61 28 於臺北內湖養牛。

1973 民國62 29 開設印布工廠。

1974 民國63 30 開煉乳製造工廠。

1978 民國67 34 做貿易。

1983 民國72 39 開始做建築。

1990 民國79 46
開超市。

3月，開始建設雙溪後花園，同時研發木球球具。

1992 民國81 48 研發完成整組木球球具；建設完成「後花園木球場」。

1993 民國82 49 9月，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1994 民國83 50

3月，在臺北市青年公園舉辦說明會，正式向社會介紹木球。

3月，創辦《後花園季刊》。

10月，發起成立大專體總木球委員會。

8月，率團赴美國加州洛杉磯及舊金山推展木球。

12月，正式向大專教師介紹木球。

1995 民國84 51

5月，重新制訂規則、編定教學手冊、製作教學錄影帶。

7月，率團赴馬來西亞、新加波推展木球。

8月，率團赴香港舉辦木球講習會。

8月，率團赴廣州舉辦木球發表會。

8月，率團赴北京舉辦大陸地區全國性之木球講習會。

8月，趁日本福岡世大運，率團赴日本推展木球。

9月，創辦《木球運動季刊》。

11月，率團赴大陸北京舉辦全國高校體育教學木球講習班。

1996 民國85 52
1月，率團赴泰國推展木球。

4月，舉辦第一屆青年盃木球錦標賽。

1997 民國86 53

6月，所創設之木球協會加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7月，率團赴奧地利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推展木球。

7月，奧地利結束後繼續轉往法國、瑞士、德國推展木球。

11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受體委會列為「陽光健身計畫」系列活動之一，其後並列為「全民
運動聯賽」舉辦種類之一。

11月，舉辦第一屆全國中正盃錦標賽。

1998 民國87 54
7月，率團赴匈牙利體育教學研討會推展木球、會後繼續轉赴芬蘭推展木球。

8月，率團赴大陸瀋陽參加「亞洲體育節」木球競賽。

1999 民國88 55

5月，成立亞洲木球總會（AWBF）。

5月，成立歐洲木球聯盟（EWBF）。

5月，成立國際木球總會（IWBF）。

8月，指導馬來西亞舉辦「第一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

11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CA）承認。

2000 民國89 56

5月，開始舉辦全國中等學校木球錦標賽，並獲教育部列為中等學校運動績優保送甄審、甄試
項目之一。

10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開始獲列為「全民運動會」競賽種類之一。

2002 民國91 58

1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獲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通過舉辦「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

5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開始獲列為「全國大專運動會」競賽種類之一。

6月，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頒贈「運動與健康幸福獎」。

2004 民國93 60
9月，指導舉辦第一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

9月，領導舉辦第一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

2006 民國95 62
6月，獲烏干達大學運動總會邀請率團前往舉辦木球講習會。

10月，成立翁祿壽體育基金會。

2007 民國96 63
領導國際木球總會舉辦國際木球巡迴賽，最終站設在臺灣。

7月，獲外交部頒贈「外交之友紀念章」。

2008 民國97 64 協助「2008年第一屆亞洲沙灘運動會」主辦單位辦理「沙灘木球」競賽。

2011 民國100 67

5月，所研發之木球運動開始獲列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種類之一。

8月，獲教育部頒贈「體育文化專業獎章」。

9月，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頒贈「體育推手獎」。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