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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國際賽有15個國家、地區130多位選

手參賽，一個月比賽後，不光是亞洲，就連

國際網壇也都知道臺灣熱心網運，不但有優

秀的網球選手，也有熱心的企業家和組織能

力不錯的網賽行政人員。王思婷更在這個連

續四周的比賽創造連得四個單打冠軍、零輸

球的光榮紀錄，她的世界排名也從444名跳到

269名；從此不用再打「衛星賽」，改打較高

層級的「挑戰賽（Challenge）」。（註8）

8月4日第一站比賽在臺北市立網球場點

燃戰火，剛開始這個位在南京東路的球場，

每天湧進數百位球迷觀戰，當他們看王思

婷每天獲勝，節節逼進冠軍時，觀眾越來越

多，星期日的決賽吸引1000多人，將看臺擠

得滿滿。

第一站比賽時王思婷還是第四種子，但

兩站比賽後，在第三站跳到第一種子。在比

賽前韓國女網實力高出我國，到了第四周「

名人賽（Masters）」前八強形成王思婷一個

人面對7位韓國選手的局面。

第一站決賽王思婷以4：6、6：4、6：3

辛苦地贏韓國金一順，十分艱辛地取得這一

座冠軍。金一順是王思婷在1989年法網公開

賽青少女雙打冠軍搭檔，她熟知王思婷底線

抽球威力，頻頻上網試圖以截擊取勝；第一

盤金一順的「發球後上網」，發揮得很好，6

：4先贏一盤。第二盤王思婷改變戰術，在金

一順上網時，改打「吊高球」及小角度抽邊

球破上網，6：4扳回一盤；第三盤金一順體

力不繼、腳步變慢，王思婷強力猛抽將這位

排名高出100名的對手擊敗。

在此之前，臺灣選手要取得國際積分，

都得花許多旅費到國外，四維盃國際巡迴賽

在家裡舉行，讓許多選手大膽地向外國選手

挑戰，第二站女子組會外賽就有4位我國選

手：吳綾雅、廖玉君、劉虹蘭、林素真一天

連兩勝晉級會內賽。男子組也有林慶賓、簡

瑞宇、蘇威宇等人在會外賽晉級。

第二站會內賽我國有14女、5男參加，女

子選手為：王思婷、何秋美、劉虹蘭、賴素

玲、劉玉仙、林美娟、廖玉君、許美珠、吳

綾雅、林雅慧、林素真、林素平、翁子婷、

林芳伶；男子選手為：連玉輝、陳志榮、江

勁彥、劉中興、洪照熙。這些選手並連續四

周進行四次比賽，讓他們得到寶貴的切磋機

會，增加膽識也賺取珍貴的電腦積分。只可

惜，當時臺灣的單打選手除了王思婷一支獨

秀外，其餘選手頂多只晉級到第二輪，不過

在雙打收穫較多常傳出捷報。

第二站比賽女單決賽出現同樣戲碼，王

思婷再敗韓國選手取得二連冠，「巡迴賽」

積分已有36分，金一順只有18分，第三名韓

國朴末心14分、第四名涂美愛13分，第五名

澳洲瑪希12分。

第三站比賽，王思婷在第二輪遇上日本

的杉山愛，這是當時日本青少年排名第一，

日本多家廠商贊助的「人氣球員」，王思婷

以7：5、6：2獲勝晉前八。接著在前八強遇

上韓國朴晟希，王思婷以6：2、6：4贏這位

韓國青少年第一名選手。

韓國有11位選手來臺北參賽，經過三站

比賽，有10位晉級第四站「名人賽」篤定有

WTA積分，王思婷個人三連冠，她和代表泰國

的賴素英是唯二的華人。男組只有連玉輝、

江勁彥、陳志榮晉級名人賽。王思婷再度展

現她無可匹敵的威力，一路過關斬將，一人

獨戰韓國10人，決賽打了三盤贏韓國金娟

淑，拿下第四站冠軍，也得到寶貴的WTA電腦

24.9分，排名一下子往前跳175名，來到269

名，也在賽會楊斌彥會長頒發下，將四站冠

軍獎盃全留在臺灣。

註8	 王文直，面訪，臺南市，2014年6月20日上午11

時。訪問人蘇嘉祥，國立體育大學競賽教練科學

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圖15　1994年楊斌彥和王思婷簽約，

贊助三年訓練經費新臺幣600

萬元（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

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圖16　2013年7月11日在溫布頓得到女雙冠軍的謝淑薇（前排右3）到四維致謝，

並和前外交部長黃志芳等人合影。（圖片來源：李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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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除了推出女子大軍，在男網比賽

也大有斬獲，張義鐘連得兩站冠軍，累積36

分，第二名香港華克25分，第三名挪威路德

24分，第四名日本森稔詞18分，第五名荷蘭

范登柏格13分。

值得一提的是，原先很少參加國際比賽

的臺灣男選手，一站比一站進步，在第四周

名人賽，連玉輝單打晉級到前八強，雙打配

合陳志榮，在決賽打敗韓國／荷蘭組合，得

到我國男選手在職業網賽第一個冠軍。

這個比賽讓亞洲及我國網球選手收穫滿

滿，第二年，國際網總要求臺灣再續辦，這

時王思婷已「升格」打10萬美元級的「大獎

賽」了，國內其他選手條件明顯不足無法跟

進；但是為了提供更多機會給青少年及有志

打國際賽的球員會，四維在1992年比照1991

年，又辦了四周，計8項比賽，這次吸引更多

國家和外國選手前來。

一個月下來，我國女選手翁子

婷／林雅慧拿到女雙第一站冠軍，男

雙連玉輝／陳志榮第三站亞軍，其餘

乏善可陳。華裔女選手戚蓮芝（美

國）、男選手林秉超（印尼）也回來

參賽，林秉超報名時ATP344名，在四

站比賽獲得一站冠軍、一站亞軍，名

人賽時列第一種子，一個月進步50

名。（註9） 

由四維公司楊斌彥先生贊助的兩年15項

比賽，是我國網球史上最特殊的一項賽事，

對提升我國選手排名、增加比賽經驗幫忙很

大，同時也是我國在國際網球大家庭站穩腳

步的關鍵。

四、連續20年辦「四維學童網球賽」──臺

灣網球選手年齡成功向下延伸至小學二

年級

1992年楊斌彥成功地辦過兩年15次衛

星級職業賽後，他體認到要全面提高我國的

網球水準，一定要從堅定確實地往下扎根才

行；選手到了16歲、18歲才參加比賽不行，

要追上世界潮流，一定要辦更小級別的比

賽。

1994年楊斌彥和臺灣省網球協會會長馬

幹、三重修德國小校長林東瀛研究過後，決

定排除萬難，籌資辦理我國前所未見的「四

維膠帶盃學童網球錦標賽」（簡稱四維學童

網賽），將學籍四、五、六年級分為三組，

設男、女單打賽及「團體賽」，讓全國年齡

10到12歲的國小學童有一起比賽機會。當時

我國的網球環境有個特色，許多網球人自已

打球之外，也帶領自己的兒子、女兒一起打

球，個別的「親子網球」活動較多，少年網

球人口日益增多，國小學校網球隊也增多。

第一屆就有全國29所學校、260多位小球

員參加比賽，由於選手多、場次多，球場不

夠使用，還借用三重朝陽網球場，一共動用

10面球場才能在三天內將所有比賽打完。熱

心網球運動的修德國小將操場畫成五面臨時

網球場，外頭以尼龍網圍住，熱心的家長幫

忙撿球，讓比賽順利進行。第一天比賽後，

全國小朋友最喜歡看的《國語日報》陳昭玲

記者寫道：

四維盃第一屆學童網球錦標賽昨天開

打，來自全國各地二十九所學校兩百

六十多名網球小將齊聚一堂，展現最

佳球技，爭奪男女四、五、六年級個

人和團體冠軍寶座。

由臺灣省體育會網球協會主辦、

臺北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協辦的

這項比賽，昨天兵分兩路，在臺北縣

修德國小和朝陽網球場舉行。

頭一天比賽中，出現難得一見的

「榮譽制度」，由參賽小將自行充當

裁判，以解決場次多裁判忙不過來的

難題。（註10） 

這是國內首見的學童網賽，採無裁判的

「榮譽制」，希望仿效國外，讓小朋友在比

賽當中養成自己計分、誠實判決習慣。

第一屆比賽熱鬧舉行三天後閉幕，11月

25日的《聯合報》點出這項比賽出現許多「

新聞」，而這些「新聞要角」，經過十多年

後，居然都成為揚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網球

明星，這則新聞由劉家瑜記者撰寫：

四維盃學童網球賽昨天結束，女子組

四年級爭后戰，以一比四落後的竹市

戴熙國小八歲小將謝淑薇，不斷鼓勵

自己「要拚、要拚」，一路追趕成七

平，之後又連下兩城，終以九比七擊

敗高市民族國小莊佳容，比賽花一小

時又廿一分鐘，創下最長比賽紀錄，

雖然辛苦，卻換來一座冠軍盃。

四維盃昨天在三重修德國小進

行最後兩輪比賽，地主選手盧彥勳在

男子組六年級決賽，以八比四力退北

市中山陳迪，贏得第一；由於地主隊

表現平均，以二五三分獲得團隊總冠

軍。

前三輪未失一局的北市中山王宇

佐，昨天在男子組四年級準決賽、決

賽仍保持此一輝煌戰果，輕鬆封王。

父親教練王國衍指出，王宇佐接觸網

球才兩年，但前後已寫下八十場以上

未失一局的比賽紀錄。（註11） 

比賽之前，大會會長楊斌彥就到場關

心球場布置，他特別重視「安全問題」，交

代林素幸、林素茉及何秋美等工作人員，要

小心球員比賽場周邊安全，閉幕典禮上還準

備了許多立體音響等優質家電，給獲得冠、

亞、季軍的小朋友當獎品。

後來名揚溫布頓的盧彥勳，在第一屆就

獲得六年級組冠軍，他的臺維斯盃隊友陳迪

得到亞軍，兩人一在臺北縣、一在基隆市，

他們卻是經由「四維學童網賽」認識並成為

好朋友。

註9	 蘇嘉祥，〈中華民國臺灣網球史（1 9）〉

，＜ht tp : / /www. t enn i s . o rg . tw / t enn i s /h i s t o ry .

asp?s=2&gid=1&id=114＞，2014.07.30檢索。

註10	 陳昭玲，《國語日報》，1994.11.24，體育版。

註11	 劉家瑜，《聯合報》，1994.11.25，體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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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2007年何秋美第一次參加世界聽障網球賽一鳴驚人，正拍

強抽全勝，中華隊得到冠軍（照片來源：蘇嘉祥拍攝）

圖20　楊斌彥先生熱愛網球運動，自己打

球，也希望臺灣人人愛打，打出好

成績（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18　2008年楊總裁受聘為臺北聽障奧運網球領

隊，記者會上他和楊蔚萌先生（後）同時

接受電視訪問（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四維學童網賽開辦沒多久，就有許多

家長反應：「一年只辦一次太少，應該辦兩

次。」楊斌彥先生從善如流，一年辦兩次，

即春季賽和秋季賽。2002年，在四維學童網

賽表現優異的楊宗樺、張凱貞等10位小朋友

赴天津參加集訓和兩地少年網球聯誼賽。開

辦前幾屆都在北部地區，南部的家長反應：

「旅途遙遠、交通和住宿費龐大。」後來

春、秋季比賽輪流在北、中、南部舉行，遠

途的參賽者也有交通補助費。四維公司總是

希望讓所有參賽的小朋友都有一個愉快的經

驗。

1997年四維學童網賽還曾經「加碼演

出」，擴大成「全國青少年網球排名賽」，

在高雄比賽時，有的選手還「越界」打青少

年比賽。2011年5月，第卅三屆「四維學童

網賽」在桃園國立體育大學網球館舉行開幕

典禮時，是楊斌彥最後一次參加，他在這個

最喜歡的網球賽上向小朋友鼓勵，要認真讀

書、聽從父母老師的話，也要不怕辛苦用心

練球，以後才能像在場的王思婷姊姊揚威國

際。

根據統計，20年來總計有1萬4千多人次

參加這項比賽，2014（民國103）年5月的第

卅九屆比賽，有134所學校、500多位學童參

加比賽，不但臺中市政府規定市定網球重點

學校一定要參加四維學童網賽，花蓮縣政府

也補助所有參加四維學童網賽的小學，都可

見到這項比賽已經獲得各界重視。

五、神奇又珍貴的貢獻──鼓勵何秋美參加

聽障網球賽，成為世界聽網排名第一

何秋美「阿美」在15歲就打敗劉香谷、

李秀、劉玉蘭等人，成為中華聯邦盃國手，

在35歲之前以「四維隊」、「中華隊」名

義參加過國際青少年網賽、亞運、亞洲錦標

賽、聯邦盃等國際賽30次。1996（民國85）

年時在一次全國排名賽場上宣布退休，從此

只打聯誼性比賽。

當時國內網界以為阿美只是面對年輕選

手崛起，感覺力不從心，單純地想退出競爭

激烈的獎金排名賽；事實上，她不願意讓大

家知道，其實她有家族遺傳的「重聽症」，

一般音量對談，她無法完全掌握對方意思，

而且已經領有「殘障手冊」。甜美清秀的阿

美漂亮地從胡娜、王思婷、謝麗娟等人手中

接過退休儀式獻花，33歲時，留下漂亮身影

退出甲組比賽球場。

直到2005年7月，有一個周末的下午，在

臺北市內湖區三民國中網球場和四維公司同

仁例行練習時（這是四維公司的團體休閒活

動，總裁楊斌彥也在場），有人告訴阿美「

全國聽障運動協會」要舉辦「2006年亞大區

聽障運動會網球國手選拔賽」，是否要參加

甄選，試試身手？楊斌彥先生一聽，立刻以

興奮的語氣鼓勵她：「去報名，選上了給公

假參加集訓。」如此一句話，創造了何秋美

的「第二春」，也給臺灣帶來另一項「網球

奇蹟」。（註12）

註12	 蘇嘉祥，〈中華民國臺灣網球史（1 6）〉

，＜ht tp : / /www. t enn i s . o rg . tw / t enn i s /h i s t o ry .

asp?s=2&gid=1&id=114＞，2014.07.30檢索。

圖17　2010.年7月接受贊助的張凱貞（右）送溫布頓網球

賽大毛巾給楊斌彥先生（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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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秋美完成報名手續後，國內報紙立刻

意識到這下子有好戲看了，當時的何秋美雖

然不打國家隊，但平常在陽明高中、光榮國

中協助訓練校隊，底線抽球、雙手反拍仍然

非常厲害，打聽障領域的比賽肯定會有好成

績。

何秋美參加選拔，果然以第一名入選

中華隊，原要參加2006年科威特「亞大區聽

障運動會」，科國卻因為財務問題而停辦，

一直到2007年何家姊妹才有機會出國小試身

手。2007年6月30日《聯合報》的樹林區記者

孟祥傑報導：

前網球錦標賽女子組冠軍何秋美，將

代表臺灣參加7月德國慕尼黑「世界聽

障網球錦標賽」，以45歲之齡，創下

國內網球國手最高齡紀錄。

何秋美當年在網球事業邁入顛峰

時，因遺傳家族聽障基因，30歲起聽

力開始出現障礙，嫁給知名網球教練

薛進強後，重聽程度與日俱增，左耳

只聽得見75分貝、右耳有85分貝。

因聽力差，何秋美逐漸淡出國際

網壇，但在丈夫薛進強、教練張約翰

與四維企業總裁楊斌彥鼓勵下，她與

丈夫一起在樹林體育場，指導臺北縣

各國中的高關懷學生練球，並協助樹

林體育場推廣網球運動，不少樹林地

區國中小學校長，都是她的「學生」

，也是薛進強教練的學生。（註13） 

我國聽障運動是在1997年參加哥本哈根

「世界聾人世運會」才開始，起步期間以田

徑、桌球、保齡球比賽為主，2007年第一次

派出網球隊參加在德國舉行的「世界聽障網

球錦標賽」，沒有任何排名被列為非種子，

面臨戰績輝煌的歐洲隊，選手個個都是二、

三十歲女娃，中華隊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就

算來探路吧。沒想到阿美一點都不怕這些年

輕後進，包辦所有單打，又和姊姊秋香配雙

打，一路贏到底，打敗日本、香港，及種子

英國、義大利及衛冕的西班牙，技驚全場，

大爆冷門得到冠軍。

因為臺北也是2009年「聽障奧運會」

的舉辦城市，當年中華臺北在慕尼黑贏了這

一場冠軍後，也同時邀請所有球隊來臺灣比

賽，順利完成親善大使任務，回到臺灣受到

熱烈慶功，何秋美一下子成為英雄。2007年7

月31日《聯合報》記者朱惠如在嘉義竹崎的

報導：

嘉義縣竹崎鄉出身的網球聽障選手何

秋香、何秋美姊妹，參加世界聽障網

球錦標賽獲得冠軍，消息傳回竹崎鄉

老家，81歲老母親與家人都很高興。 

何秋香、何秋美姊妹與隊友賴妤

甄，7月21日代表我國參加在德國慕尼

黑舉行的世界聽障網球錦標賽，獲得

女子團體組冠軍。

何家姊妹是奪冠功臣，竹崎鄉

公所昨天派人前往何家放鞭炮慶賀，

鄉長王焜弘將等何家姊妹返家後予以

表揚。老母親何王金葉拿出何秋美少

女時期的比賽照片，直誇這孩子有毅

力，從竹崎國小時代開始練球，3名選

手中只有她打到現在。

何秋美的大哥何水龍指出，何秋

美是國內知名國手，赴美訓練期間曾

寫家書透露，美國很熱、練球辛苦，

很想家，家人很不捨，卻鼓勵她一定

要撐下去。

45歲何秋美與大3歲的姊姊何秋

香，都遺傳母親重聽毛病，後來因重

聽越嚴重，加上體力問題，婚後宣布

退休，仍在臺北當教練；至於姊姊何

秋香20幾歲才開始打網球，目前在民

雄鄉工作，享受業餘選手的樂趣。（

註14）

臺北市長郝龍斌也在聽障網球賽代表

團成員凱旋後安排會見，對於何秋美與姐姐

何秋香及其他成員精湛的球技表示讚賞。郝

龍斌說，早已聽聞何秋美的優秀表現，後來

因重聽退出球壇，但仍舊沒有放棄網球，而

且拿下金牌，精神令人敬佩。陪同會見的四

維企業董事長楊斌彥指出，臺灣的網球場環

境很差，但網球人口多、費用低，選手比賽

又這麼傑出，政府應該大力支持，並修建球

場。因此，聽奧基金會總執行長盛治仁也強

調會盡力改善網球場地，聽奧相關競賽項目

場地預算也都通過，市府會積極處理。

中華民國聽障運動協會秘書長趙玉平

是我國近20年來，實際領導這個團體的掌舵

者，他特別聘請楊斌彥先生擔任「臺北聽奧

網球隊領隊」，楊斌彥二話不說就接下此一

重任，只要能為社會人群幫忙，他來者不

拒，他為集訓的選手送加菜金、添征衣，發

動員工到比賽現場助陣。

2009年4月3日，臺北市政府開始為即將

開幕的「臺北聽障奧會」造勢，何秋美是五

位明星之一，並為何秋美取名為「豹花女」

。同年9月11日，聽障奧運網球女雙決賽，在

內湖區基隆河畔「彩虹網球場」舉行，即便

當地的大眾交通運動不甚方便，現場還是來

了數百位觀眾，包括總統夫人周美青，電視

臺實況轉播，大家都瞪大眼睛、伸長脖子，

希望何氏姊妹獲勝，比賽過程非常感人，當

天下午《聯合晚報》描述：

臺北聽奧網球賽女雙賽看好奪金的我

國選手何秋香、何秋美姊妹，今早對

上德國隊，搶下第1盤後，又在第2盤

第1局獲勝，但隨後阿香雙腳抽筋，無

法走動，阿美以一敵二，與對手纏鬥

到第3盤飲恨，3盤以6比2、2比6和1比

6，得到銀牌。

特別的是，德國隊的Heike年僅

18歲、「老將」Verena只有32歲，兩

個人年紀加起來，恰與何秋香一樣是

50歲。她搭配47歲的妹妹何秋美，足

足比對手大了近半。觀眾形容，在年

齡上這是一場「不對等的戰爭」。（

註15）

註13	 孟祥傑，《聯合報》，2007.06.30，體育版。

註14	 朱惠如，《聯合報》，2007.07.31，地方嘉義版。

註15	 《聯合晚報》，2009.09.11，體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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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網球隊應四維企業邀請前天抵

臺，今天上午將在圓山飯店網球場與

我方選手王思婷等人進行友誼賽。 

也是四維企業董事長的我方網協

理事長楊斌彥，去年十月與天津市網

協敲定選手交流計畫，並決定輪流做

東，第一次由我方先做東道。 

天津市網球隊由天津市體委會祕

書長劉樹華率隊，副團長是大陸網協

副祕書長任毅，教練王金彔、高濱，

助理唐家瑛，男選手張金城、張嘉

恒、董岳森、楊意民、施浩，女選手

翟雅婷、劉軼、楊芹、林雅鳴。 

天津市女子隊是贏得大陸網球團

體賽第三名的原班人馬，其中，劉軼

是大陸沙龍巡迴賽廈門站女單冠軍。

男子隊則以獲得團體賽第五名的選手

為班底。

今天是兩岸選手第一次接觸，我

方精銳盡出以示誠意，包括下月西西

里世大運國手王思婷、翁子婷、徐雪

麗，及鄭為仁、蘇威宇等好手。

何秋美和姊姊在2009年臺北聽奧雖然

未如願得金牌，但兩人的作戰精神獲得全國

同胞欽佩，賽後頻頻獲得各界頒發獎章鼓

勵。2013年在索非亞的「達運」何秋美又得

到單打銀牌，和姊姊搭配雙打也得到銀牌；

何秋美已年逾50，仍為我國參加2014年世界

聽障網球團體賽。

何秋美很幸運地在四維公司上班，並且

遇上非常支持她和網球的楊斌彥董事長，讓

她在網球生涯裏重出江湖，找到第二春，楊

斌彥及其領導的四維公司也為臺灣做出非常

神奇和珍貴的貢獻。

六、開啟和天津體育的交流──兩岸運動聯

誼的先鋒

楊斌彥先生是一位具國際高觀瞻遠視野

的智者，很早就看出中國大陸將是這個世界

的大工廠、大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就到大

陸尋找市場、勘察適合建立工廠位置。1992

年四維公司奉准在大陸上海設廠，1993年

獲淮設立天津膠帶廠，1994年天津膠帶廠建

成，1996年臺灣「四維網球隊」前往天津參

觀膠帶廠落成啟用，同時開啟臺灣和天津體

育界的交流新頁。

1996年6月，當時已經擔任「中華網球

協會理事長」的楊斌彥親自跑了一趟中國大

陸，和大陸網球協會秘書長張小寧及天津體

育界安排好9月初，在天津舉行聯誼賽。楊斌

彥的四維膠帶在天津設廠，已開始量產，這

是他在海外的第五個工廠，位在天津唐沽工

業區，四維網球隊的王思婷、何秋美、林素

幸、林素茉、賴素珍等選手，於9月3日隨楊

斌彥董事長、中華網協副秘書長張約翰、劉

明輝等人，一起赴大陸參觀比賽。

9月6日這個和西德合作的膠帶工廠熱鬧

舉行落成開工典禮，天津市政府領導多人參

加，四維工廠旁還有稍早進駐的臺灣「康師

傅」及美國的「摩托羅拉（Motorola）」等

大廠。

「四維女網隊」其實已經相當等於臺

灣隊化身，幾場單、雙打比賽王思婷、何秋

美、阿幸、阿茉等人以懸殊比數獲勝，但是

贏得很技巧，獲得珍貴友誼。

年輕選手在上午的正式比賽後，當天下

午在天津公園內的「老幹部俱樂部」網球場

舉行臺北市「網球名人」和天津市幹部的「

聯誼賽」，這個網球場區是前清英國租界的

「英商俱樂部」，歷史久遠，雖老舊但沐浴

室、餐廳、聯誼廳一應俱全，四維公司透過

網球交流和天津建立起交流管道後，翌年天

津元老網球隊也來臺灣訪問。

這是當年天津體育界熱門大事，網球隊

成為第一支到臺灣訪問的體育團隊，由該市

體育委員會秘書長劉樹華帶隊，他們在臺灣

期間，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全國體育總會

會長郭宗清都和他們會面。兩隊第一場聯誼

賽，就挑在圓山聯誼社網球場。1997年7月18

日《聯合報》如此報導：

圖21　1997年天津市網球隊來臺訪問，楊斌彥（中）和促成交流的胡娜（左）、天津體

育局副局長劉樹華（右）合影（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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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四維公司將在臺灣辦了8

年、十多屆「四維學童網賽」的經驗和成果

帶到天津，由當年成績優異的學童盃選手楊

宗樺、張凱貞等10位成績優異的小選手組隊

到彼岸，在新建的天津網球中心住宿，除了

集訓一周外，還打了數場友誼賽，藉由交流

擴大和天津體育界的聯誼。有來必有往，四

維學童網球隊訪問天津後，2003年天津的「

少年網球隊」在12月的寒冬時節進行回訪，

那時天津已是天寒地凍，小朋友到了寶島非

常高興，在參加聽聞已久的「四維學童網

賽」後，也到中南部旅遊，14日依依不捨地

離開臺灣。

2001年臺灣的「殘障舉重隊」到天津移

地訓練、比賽，行前向四維公司請求協助，

楊斌彥總裁不但一口答應，派天津工廠巴

士支援，到機場接送，還利用「休兵日」，

安排這10位行動不方便的選手到四維工廠參

觀，以天津道地美食宴請選手；天津體育局

副局長也是前國家網球隊長劉樹華，得知殘

障舉重選手需要練習場地，立刻安排體育局

「重量訓練場」無償使用，還安排和當地代

表隊舉行一場友誼賽。2008年後臺灣和天津

的往來持續不斷，天津的體育界人士絡繹到

臺灣訪問，運動種類擴及到武術、高爾夫等

項。

由於楊斌彥的善行，臺灣和天津體育

界很早就建構一條無縫橋樑，早在開放自由

行旅遊之前就經常互訪，十多年來成為兩岸

交流最頻繁的體育單位之一。臺灣企業界領

導人的大器、宏觀和對同胞友愛、對體育熱

衷，讓天津人「津津樂道」。

肆、結語

楊斌彥先生一生熱愛國家，鑽研高科技

化工產業，生產臺灣在邁向現代化最需要的

各式膠帶精品，大量行銷全球為國家賺取外

匯，進而培養我國網球選手進軍國際賽場為

國爭光。

他半生為臺灣網球奉獻犧牲，向下扎根

灌溉小學生網球苗圃，讓二年級的學童都可

以參加他辦的比賽；向上他以龐大的金額，

贊助職業球員30年不斷到世界各地參加巡迴

賽，替臺灣爭名氣讓國人走路有風。立法院

院長王金平對他的評語頗能看出楊先生風骨

對我們的影響：

我知道王思婷選手就獲得楊斌彥先生

贊助，時間長達10多年，每年新臺幣

200萬元左右，後來王思婷也學習楊先

生，在四維學童盃網球賽每年贊助冠

軍選手各1萬元，1年12萬元……；這

個真是臺灣最感人、最溫馨的感恩圖

報、知福惜福故事；我想這一切都是

楊斌彥先生種了因在前，王思婷等人

結了果在後，真希望我們國家、我們

社會常有很多這樣的善事。

其實，我也是在學習楊先生，希

望我們國人多多運動，從網球比賽結

交許多好朋友，鍛練好身體，精神充

沛、家庭美滿、事業成功，有朝一日

也可出國比賽、為國爭光。

圖22　2011（民國100）年5月，楊

斌彥先生（中）參加第卅三

屆「四維學童網賽」開幕，

這是他最後一次在網球場出

現，左為大女兒楊慧玲，右

為兒子楊蔚萌（照片來源：

蘇嘉祥攝）

圖23　楊斌彥先生（右2）主持「體育

推手獎」感恩茶會時，高正康

（右1）、莊佳容、謝淑薇與會

（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

司，蘇嘉祥翻拍）

圖24　楊斌彥（左6）獲「外交之友

紀念章」，與參加外交部頒

獎的來賓合影（照片來源：

四維股份有限公司，蘇嘉祥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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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楊斌彥過世後在景行廳舉行公祭，現任及前任總統均致贈輓聯悼念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知道他的後代傳人楊家姊弟們都很優

秀，他們的「四維學童盃」繼續主

辦，還計畫擴大辦理，讓年紀更小的

二年級學童就參加比賽，和世界潮流

掛鉤，臺灣網球小將不會輸在起跑

線，他們也持續贊助聯邦盃國家隊，

「四維」對我們國家、社會及體育的

貢獻，真是無與倫比。（註16）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和楊斌彥都很

關心臺灣網運，他們僅有過數次見面，卻長

時間一起注意網球發展，李遠哲先生曾為文

紀念楊斌彥，他提到：

楊先生是遠哲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早

10屆的學長。遠哲大二時轉入化學

系，近60年的時間投入學術界，希

望帶領臺灣的學術界領先於國際；

而楊先生則以其化工所學積極投入

業界60年，成立四維公司，開發了許

多膠帶生產的專利與技術，於國際商

場奮鬥。當然於臺灣網運的推動，楊

先生更是早了遠哲數十年的學長，也

有著更深遠的影響。第一次與楊先生

在球場上接觸時遠哲剛回國任中研院

院長，當時楊先生68歲，遠哲開始認

識到這位對臺灣網運影響最深且廣的

推手；最後一次楊先生（與何秋美選

手、張約翰及詹佛成教練）到中研院

球敘已是80高齡。不同的是，楊先生

球場上身手已大不如前，而相同的

是，楊先生他老人家仍然盡力的去打

好每一球，與持續照顧網球選手的那

份熱誠；那次球敘楊先生也是為了選

手培育與教育，與遠哲交換意見。」

（註17）

註16	 蘇嘉祥，《Service！——楊斌彥奉獻網球的故

事》，2012，17、193。

註17	 李遠哲，李遠哲序──默默支持網運的人，

《Service！——楊斌彥奉獻網球的故事》，蘇嘉

祥，臺北：中華民國網球協會，2012。

2007（民國96）年，楊斌彥理事長先

獲得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所頒發的「全民運

動推展獎」，兩年後又在評選委員全數通過

下，授予更高一級的「體育推手金質獎」，

這是行政院體委會對民間企業團體頒贈的最

高榮譽獎項，由此可見四維公司及楊斌彥先

生的嘉行懿德在體育界獲得一致認同，而在

隨後的一場感恩茶會中，他更親自宣布將在

桃園縣投資興建「網球中心」，協助推廣運

動及舉辦國際比賽。以一位民間企業人士在

忙於量產商品、開展通路之餘還關心體育運

動事務，楊斌彥先生真的是臺灣體育不可多

得的貴人。

伍、後記

楊斌彥先生在2011（民國100）年10月初

逝世後，四維企業集團旗下「四維創新」董

事長楊慧玲，以及「四維精密」董事長楊蔚

萌決定繼承父親志願，每年繼續辦理兩次「

四維學童網賽」，也繼續贊助謝淑薇、張凱

貞兩位女選手參加職業網球比賽。

國內的球賽方面，為了方便南部學童參

加比賽，2013年秋天的第卅八屆「四維學童

網球賽」移到臺南市舉行，2014年春天第卅

九屆比賽在桃園縣舉行，也參賽球隊創下134

校的新高紀錄。

而四維公司贊助的女將謝淑薇也不負眾

望、越打越好，2013年在溫布頓網球錦標賽

和大陸天津選手彭帥搭檔，以全勝姿態得到

冠軍，這是華人第一次在「網球聖地」得到

公開組冠軍，年底的WTA年終總決賽，兩人以

第一種子身份獲得全勝，也得到華人第一個

年終總冠軍。

2014年5月謝淑薇的女雙排名躍居第一，

這是臺灣選手第一次在WTA雙打排名第一，6

月初兩人在巴黎的法網公開賽，謝／彭兩人

連手再度全勝獲得冠軍，這是「四維之星」

謝淑薇第二個「四大賽」冠軍。而她的勝利

之路，還在大步前進中。

而在楊斌彥先生過世前所成立的「四維

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亦擴大功能，不但以

前的賽事照辦，更加辦「全國網球積分賽」

、「大專網球積分賽」，先前楊先生念茲在

茲的籌建「網球中心」也持續進行。

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楊斌彥

先生在生前對臺灣網球運動所付出的金錢與

心力，已一一地開花結果、前景可期；現今

即使他人已離去，他曾帶領的企業與「四維

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對體育活動的贊助

也不曾中斷，在在影響著臺灣網球運動未來

的發展。本文謹誌楊先生之生前事蹟，希望

我輩在緬懷前人嘉德懿行之餘，也能喚起為

臺灣體育承先啟後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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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2012年10月臺灣最傑出的兩位女網球員王思婷

（右）、謝淑薇，在楊斌彥逝世一周年追思會

上著黑服追悼（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28　2012年楊斌彥逝世一周年，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出專書，開新

書發表會，王思婷發表追思感言（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29　2012年謝淑薇在楊斌彥逝世一周年

追悼會上，追憶淑薇受楊伯伯照顧

過往（照片來源：四維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圖26　楊蔚萌（前排右）遵父旨，繼續領導

2014「聯邦盃」中華女網隊，全隊職

員接受體育署長何卓飛（左1）授旗

（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30　2014年5月第卅九屆「四維

學童網賽」王思婷（右1）

、張凱貞（左1）以大姊姊

身分參加開幕典禮，和高雄

陽明國小球員合影，傳承技

術（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31　參加2014年「四維學童網賽」的小朋

友500多位，包括來自臺北美國學校小

選手（照片來源：蘇嘉祥攝）

圖32　參加2014年「四維學童

網賽」的「詹家軍」少

年網球隊（照片來源：

蘇嘉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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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楊斌彥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26 民國15 11月8日出生在臺北市大稻埕。

1934 民國23 8 就讀臺北大橋小學，第一次看到網球。

1940 民國29 14 就讀臺北第二中學（成功中學）。

1945 民國34 19 就讀臺大化學工程系。

1958 民國47 32 成立四維股份有限公司。

1974 民國63 48
在老松國小打軟式網球，認識黃進財。

協助成立「彗星軟網隊」，出任領隊。

1976 民國65 50 率慧星隊參加國內中華盃，獲第三名，和來訪的日本橫須賀媽媽隊比賽。

1977 民國66 51 率慧星隊遠征韓國，參加中韓軟網友誼賽。

1978 民國67 52 首次見到嘉義竹崎女子網球隊，贊助到臺北參加青少年比賽經費。

1979 民國68 53
贊助2男3女，總計5位青少年網球選手赴西德參加國際青少年網賽，並受訓兩個月，創臺灣青
少年首次出國比賽紀錄。

1980 民國69 54
獲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頒贈「贊助全民體育有功人員獎」。

成立「四維女網隊」，在第二屆民生盃全勝得冠。

1981 民國70 55
率四維女網化身的「中華女網隊」在日本參加「聯邦盃」（Fed Cup）女網比賽，打敗紐西
蘭，創我國聯邦盃首勝紀錄。

1982 民國71 56 四維公司資助3位女選手在美國尼克訓練營受訓三個月。

1984 民國73 58 擔任臺灣省網球協會副會長。

1989 民國78 63 當選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簡稱中華網協）理事。

1991 民國80 65
連辦四次ITF衛星級「四維盃」女網、兩次男網賽。王思婷包辦四次單打冠軍，排名進步100
多名。

1992 民國81 66
繼續辦「四維盃」衛星級網賽，增加到男、女各四站。

林秉超一個月內得ATP 37分。

1993 民國82 67

四維和王思婷簽約，三年贊助600萬元。王思婷一年獲兩次WTA冠軍。不久排名到世界第廿六
名，到2003年一直是華人最高。

出任第六屆中華網協副理事長。

1994 民國83 68
創辦第一屆「四維膠帶盃學童網球錦標賽（簡稱四維學童盃網賽）」於三重光榮國小揭幕。
盧彥勳、王宇佐、謝淑薇等人獲冠軍。

1995 民國84 69 當選第六屆中華網協理事長。

1996 民國85 70
赴溫布頓參加國際網總ITF年會。

四維天津廠開幕，第一次帶四維隊和天津網球隊交流。

1997 民國86 71 應邀參觀美國網球公開賽，在克里夫蘭受阻，但對臺灣網球贊助繼續不中斷。

2001 民國90 75
離開美國，回到臺灣。

以「王思婷模式」贊助謝淑薇。

2002 民國91 76 率四維少年網球隊楊宗樺、張凱貞等10人，赴天津訓練、比賽。

2004 民國93 78 以「王思婷模式」贊助獲澳網青少年網賽雙打冠軍的詹詠然。

2006 民國95 80 獲聘為中華網協顧問，贊助中華女網參加聯邦盃網賽，由王思婷出任教練。

2007 民國96 81

鼓勵何秋美復出參加聽障網球賽。何秋美參加的聽障女網隊在德國慕尼黑「世界聽障網球錦
標賽」爆冷門獲得冠軍，何秋美出戰10場單、雙打全勝。

入選行政院體委會「全民運動推展獎」，在體育節接受表揚。

2008 民國97 82
獲外交部「外交之友」獎章，在外交部接受贈獎、表揚。

以「王思婷模式」贊助張凱貞。

2009 民國98 83
出任「臺北聽障奧運」中華網球隊領隊。

中華女選手何秋美／何秋香在「臺北聽障奧運」獲女網雙打銀牌、何秋美單打銅牌。

2011 民國100 85
獲聘為中華網協「榮譽理事長」。

10月19日凌晨0時2分與世長辭。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