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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6-1971（民國35-60）年

戰後臺灣社會受戰事波及，百廢待

舉，而老淡水球場，也因地處軍事要地，頻

遭美軍砲轟，球場滿目瘡痍，幾乎全毀殆

盡。1946年獅仔伯從上海返回淡水後，生活

頓時回到無所著落，又回到了務農原點。在

農閒之時，與陳火順、謝萬益共同提議向淡

水鎮公所辦租約，整建球場。修復不久，幸

得貴人柯遠芬（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

與王成章（高級參謀，歷任警務處長）協

助，重建工作得以獲得外界奧援，不多久就

重新開放來賓入場擊球。1952（民國41）年

韓戰爆發，美軍顧問團駐防臺灣，為求閒暇

休閒場所，擇定淡水球場為主要據點，修復

重建工作得以加速進行，18洞重建完成。美

軍接掌老淡水球場經營後，獅仔伯的工作仍

然是類似以往的首席球師工作，除了教一般

圖12　陳金獅早期獲得的職業比賽的優勝獎盃

（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圖13　陳金獅回憶錄手稿（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客人打球外，也開始花些時間、心思在球僮

的工作訓練與球技學習上，首位門生陳清波

即是在此時進入球場當球僮。那時當時入場

來賓並不多，背球桿工作時有時無，除假日

外，甚少有人入場擊球，陳清波幾乎整日埋

頭苦練球技，獅仔伯偶爾會略為指點。後續

第二批入場的球僮，包括呂良煥、謝永郁、

張春發、陳健忠等人，接續第三批則為謝敏

男，郭吉雄、許溪山等人。

戰後陳清波隨陳清水赴日發展，未及數

年便大放異彩，而留在老淡水的幾批球僮，

也苦練有成，陸續開始嶄露頭角，此起彼落

的開花結果。獅仔伯培育球員之威名也廣受

日、美媒體關注，皆大篇幅報導獅仔伯在老

淡水球場，培育一批又一批的球員。獅仔伯

50歲以後，臺灣各地球場陸續新建，獅仔伯

也參與甚多，生活與工作上幾乎完全投入在

培育球員、球場建設、應邀定期赴海外教球

等工作上。

1956年，中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成立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前身）正式成立，由

陳長桐先生擔任首屆主委（註10）。1965（

民國54）年中華職業高爾夫球員委員會成立

（PGA），獅仔伯擔任創會會長，隸屬於中

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獅仔伯擔任會長共計

6年，後續接任會長者皆為其培育之球員，

包括郭吉雄（1971-1974）、呂良煥（1974-

1978，1984-1987）、謝敏男（1978-1981）

、謝永郁（1981-1984）、許勝三（1988-

1993）。1993年，職業委員會脫離中華高

協，成立「中華職業高爾夫協會」（2004年

更名為臺灣職業高爾夫協會），首任會長許

勝三，而獅仔伯則獲推舉為「永久名譽會

長」，足見其在臺灣土本職業球員界的位階

與高度。

四、1971（民國60）年以後

1971年，獅仔伯將職業委員會會長交

付給郭吉雄擔任後，生活一如往昔，培育球

員、協建球場、定期受邀赴海外教球。1971

年涂阿玉北上至淡水，住進獅仔伯家中，接

受獅仔伯的訓練指導，隔年即數度赴海外參

賽，包括美、日女子職業巡迴賽事。1980年

起，涂阿玉將重心置放於女子日巡賽，並蟬

聯多年賞金后，獅仔伯的聲譽達到高峰，那

時獅仔伯已經70多歲了。晚年的獅仔伯，除

接辦新建球場工作外，偶爾會赴日本看涂阿

玉比賽，大部分時間都在老淡水球場，幾乎

每天下場擊球。1989年，獅仔伯一如往常至

老淡水球場，當日球友李樹林先生為執業內

科醫生，與獅仔伯一起打球，見獅仔伯面色

泛黃，疑肝指數過高引發黃疸症狀，促其緊

急就醫。為此，獅仔伯就醫入院多日，住院

期間，獅仔伯技癢難耐，多次偷跑回老淡水

球場打球，被球場工作人員發現告知家人，

經苦勸才返院休養。此後，獅仔伯因歲數日

增，身體狀況不如往昔，1992年因病逝世，

享壽82歲。（註11）

註10	 李建同主編，《臺灣高爾夫發展史》，52。

註11	 陳碧宗、涂阿玉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

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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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獅仔伯一生，生於窮苦農庄，長

於困頓年代，立業之路，坎坷崎嶇，旅外謀

職經商，顛沛流離。然運途乖舛不折其處事

之風，窮困潦倒不毀其誠善之格。對高爾夫

之熱忱，不因賽事不順而失志，不因球場殘

破而喪己，球場墾荒，球員球技、人品之養

育，皆秉持初衷，擇善固執，堅持己定正確

之途。每當麾下球員名揚海外之刻，其樂於

推崇子弟苦學成功，將己置身事外，不因師

其事而致富達貴；每當弟子受眾人追捧，讚

譽加身之時，獅仔伯總是耳提面命，萬般叮

囑，深怕子弟順遂忘形。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沒有陳金獅，就沒有臺灣高爾夫球場

沒有陳金獅，就不會有後來揚名國際的

諸多臺灣高球名將

──節錄自《臺灣高爾夫發展史》（註12）

一、老淡水球場的「功勞者」

老淡水球場自1919（大正8）年起初的6

洞開始，1924年拓展為9洞，1927（昭和2）

年為11洞，1928年完成15洞之設計，1929年

經日人赤星四郎設計終於完成18洞，從1918

年起到1929共經歷11年才完成。戰事初期，

因止於中國戰區，老淡水球場仍有持續運

作，1942年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軍中途

島之役慘敗，美軍進逼西太平洋，1944年大

舉轟炸臺灣、琉球。日本戰事不佳，節節敗

退，為凝聚仇敵愾慨，共赴國難之舉，凡西

方色彩濃郁之事物皆大肆剷除。高爾夫運動

起源於英國，廣泛流行於歐美國家，自難容

於時情，而球場扼淡水河出海口，前清時期

為軍事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日軍劃

為軍事要地，加強軍事防禦工事，砍樹木、

挖壕溝，以致球場原貌面目全非，後來幾度

遭逢美空炮轟，球場滿目瘡痍。（註13）

圖14　美軍駐台時期，球場合影，陳金獅為後排左3 

（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圖15　一群高爾夫同好組成的群星隊，前排左起呂良

煥、陳清波、辜濂松、陳金獅、陳健義（照片

來源：陳碧惠提供）

戰後，臺灣社會百廢待舉，生活凋

敝，1946年初獅仔伯自上海回臺，重回農事

工作，閒暇時常與陳火順一起。有次談及球

場之事，便與陳火順、謝萬益商議向淡水鎮

公所杜麗水申辦重建老淡水球場，開啓老淡

水球場重建之路。初時，3人並無多少資金，

自費雇用工人開始整建該球場的東南區，而

他們3人也屢次親拿鋤頭、鐮刀與工人一起工

作。同年夏日時分，柯遠芬、王成章二人抵

淡水牛津學堂（位於淡水紅毛城南側）視察

夏令營時，瞭望淡水球場的如茵蔚藍草地，

層巒起伏，加上新鮮的空氣，令人心矌神

怡，夕陽時分，相偕散步抵球場欣賞美景。

他們詢問球場負責人獅仔伯，才獲知正在整

建球場，且極缺乏經費。於是他們與淡水區

長卓克涂商量後，由卓區長出面，於球場舊

館2樓設3桌酒席，邀請島內各地愛好高爾夫

人參加，討論、募捐援助球場整修事宜。當

時在場的20多名來賓募捐約30萬元（舊臺

幣），包括林獻堂、黃朝琴、李超然等人，

而留法畫家楊三郎也參與其中，並捐若干幅

油畫以供義賣。那時球場無自動割草機，都

是用人力來割草，於是便南下高雄，向陳啓

川先生借一部大型引擎割草機。（註14）由

於上述人士的支持，重建工作進行順暢，同

年9月終於修好東南區的1-9洞，至於西北區

面海的10-18球洞，因損壞嚴重，束手無策。

東南區修復後，開放來賓入場擊球，並請柯

遠芬擔任首任會長，惟當時來賓皆以日籍留

臺人士居多。球場整建仍然持續進行，球場

的環境也越來越完善，一些來臺協助的美

軍，也漸漸地來老淡水球場打球。

註12	 李建同主編，《臺灣高爾夫發展史》，78。

註13	 周明德，〈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

，108。

註14	 周明德，〈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

，111。

圖16　1964年亞洲巡迴賽及香港公開賽表現優異，蒙總統蔣

中正召見，陳金獅（左）、謝永郁（左2）、謝敏男

（右2）、郭吉雄（右）（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17　老淡水球場員工合影留念，陳金獅為前排右3 

（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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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臺美軍顧問團成立，選擇老

淡水球場為休閒娛樂場所，並開始進行10-18

洞的重建，美軍顧問團提供了大型重機械協

助整建，後9洞很順利地完成修復，顧問團

並協助球場購買美國進口的割草機。當時臺

灣社會歷經戰事不久，經濟困頓，有了美軍

顧問團的協助，老淡水的營運也有了基本的

客源，之後老淡水漸漸地成為了美軍聚集的

場所，而臺美雙方的互動，也開啓了國民黨

政、軍單位高層人士的關注，漸漸加入了支

持高爾夫發展的行列，造就了享譽國際的臺

灣高爾夫將。

1960年後，獅仔伯有了重建老淡水球

場的經驗後，獅仔伯除了把重心放在培育球

員的工作上，亦協助興建多處球場，包括林

口、新淡水、大屯、南投、南寶、花蓮及礁

溪等（表一）。全臺灣現今有60幾座的高爾

夫球場，由獅仔伯操刀設計、協助修建完成

的球場數仍然居冠，其為本土高爾夫相關產

業的貢獻自不在話下。

長年旅日，獅仔伯首位門生陳清波先生

回憶：

我與金獅先生有師徒關係，在認識老

師之前，有位名叫陳火順的人，陳火

順是臺中人，他與獅仔伯一起復興老

淡水球場，他們一起把老淡水球場

重新做起來，由先前的6洞漸漸成9

洞，1953年美軍來臺才恢復為18洞，

所以金獅先生在臺灣高爾夫球界的貢

獻很大，沒金獅先生，老淡水球場怎

麼變不知道，沒老淡水怎麼會有現在

這一群淡水出身的球員，所以他是一

位很重要的功勞者，不單僅是一位球

場教球的老師而已。（註15）

亞巡賽（前身為遠東巡迴賽）曾獲四屆

年度總冠軍謝永郁先生，回憶著說：

過去我所知道的，戰後老淡水球場幾

乎全毀，獅仔伯戰後回到老淡水球

場，是因為他在戰前有在這裡工作

過，對這裡的一草一木，球道、菓

嶺及地型各方面很熟悉清楚，遂招

集多位友人，出資請工人來整理，進

行球場重建工作。因當時還有戰車壕

溝，可以填平的就填平，不能填平的

就保留，因為初期只復建完成6洞。6

洞完成後，即招會員，讓球場對外營

運，後來陸續回復到9洞、12洞，所

以老淡水球場的恢復，獅仔伯是真正

的偉大，無人出其左右，那時工人要

找誰，要作那些事，獅仔伯最清楚，

都是獅仔伯發落，他也親自帶工人去

做。（註16）

註15	 陳清波，面訪，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2樓會議

室，2014年3月12日。

註16	 謝永郁，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球場出發站咖啡廳，2014年4月9日。

註17	 陳碧瑤、陳碧惠，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

夫俱樂部2樓餐廳，2014年6月15日。

表1 陳金獅設計監造／協建、重建完成之球場一覽表

淡水球場

1918年由姬野安夫、安田儀之助設計監造，1919年完成6洞正式啓用。

1929年由赤星四郎設計，完成18洞。

1945年毀於太平洋戰爭。

1946年由陳金獅、陳火順、謝萬益重建。

1952年重建完成18洞。

1981年擴建成27洞。

花蓮球場

1928年設立時原有9洞，因戰爭毀壞。

1965年陳金獅設計興建完成9 洞。

1972年啟用。

1987年再擴建至 18洞。

林口高爾夫俱樂部
1965陳火順、陳金獅共同設計監造完成18 洞。

1988年增建為27洞。

新淡水高爾夫俱樂部 1969年赤星四郎初建，陳金獅協建完成18洞球場。

大屯高爾夫俱樂部

1974年陳金獅設計監造。

1980年完成9洞。

1987年18洞落成啟用。

松柏嶺高爾夫俱樂部
1980年陳金獅設計監造完成9洞。

1982年完成18洞。

礁溪高爾夫俱樂部 1986年陳金獅設計監造完成18洞。

南寶高爾夫俱樂部 1983年陳金獅設計監造完成18洞。

越南高爾夫俱樂部 1994年陳金獅設計監造完成18洞。

Royal Country Club Shimoyama Course
日本愛知縣豐田市

1979陳金獅設計監造完成18洞。

資料來源：《臺灣高爾夫發展史》；陳碧惠（註17）

圖18　歡送老淡水球場理事木村中田先生返日，陳金獅

為中排右3（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圖19　高雄球場成立時舉辦比賽，與賽球員

合影，前排左1為陳金獅，左2為謝永

郁（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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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南投球場初建時期的照片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22　陳金獅（中）、陳清波（左）合影（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圖20　花蓮球場初建時期的照片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23　謝永郁（左）、陳金獅（右）師徒二人合影

（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圖24　陳金獅揮桿動作（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老淡水球場初創於日據時代，是灣首

座球場，歷經了日據、二戰的破壞，由獅仔

伯、陳火順與謝萬益3人發起重建，後幸得善

心士紳援助支持，然謝萬益因二二八事件去

世，而陳火順於1953年，協助興建臺北球場

（註18），老淡水球場後續的整建工作，幾

乎全部落在獅仔伯身上。持平而論，當時老

淡水球場若無獅仔伯，或許會晚些時日，由

他人重建，卻也可能從此消失。如同二位前

輩在訪談的回憶中，清晰明確地道盡獅仔伯

對老淡水球場的再造之功，沒有獅仔伯重建

球場，他們有可能仍然是拿鋤頭，做田放牛

的農家子弟，沒有老淡水球場，他們那有機

會在高爾夫這條路走到現在，獅仔伯在世之

時，全臺灣沒有人比他更熟悉老淡水球場。

獅仔伯過世前幾年，還是每天下球場打球，

對其而言，球場如同是他第二個家。老淡水

球場經理郭榮樹先生回憶每次颱風過境，獅

仔伯仍然照舊到球場察看，風雨過後，獅仔

伯也是第一個下場巡視的人。（註19）

二、臺灣高爾夫球界之「宗師」

「宗師」一詞，意為：「受人尊重，推

崇為師表的人」，既然為師，必有學生、學

徒之類，奉其言行、方法為圭臬之人。獅仔

伯被日本媒體譽為「台湾プ口ゴルフ会の総

師」（臺灣高球界之宗師），足見其門徒、

學生為數不少，且培育出來的球員，皆有令

人刮目相看的優異表現。

戰後獅仔伯回老淡水，展開球場重建工

作，重建工作有了階段性的成果，便對外開

放營運。當時臺灣社會經濟凋敝，生活並不

富庶，來球場打球的人不多，主要的客源是

一些戰後留臺的日籍人士，平時也沒幾組來

賓打球，假日稍多一些。客人來球場打球，

球場必須派桿弟背球桿，所以球場仍維持有

一定數量的桿弟供來場客人所需。獅仔伯是

淡水大庄人，球場附近的環境也都是住著一

些務農的百姓，包括北邊的大庄、東北邊的

崁頂呂厝、東邊的官田、東南至西南的油車

口等。這些農家的子弟，因地緣關係、住在

球場附近，童年生活即與高爾夫事物接觸較

早，若撿拾到球場外的高爾夫球，會以土製

球桿把玩，相對進入球場當桿弟的機會也較

多，所以當時的桿弟大部分來自這些地區。

獅仔伯的學生中，陳清波算是最早進入球場

背球桿，而謝永郁、呂良煥、張春發、陳健

忠則是晚了5年才進入球場。

謝永郁先生回憶：

我小時侯住大庄，6、7歲讀淡水國小

時，在上學途中，會從第13洞爬進球

場，走到12洞菓嶺，轉進第4洞，2 

洞、5洞後，才到淡水國小唸書，那時

擊球客人少，若遇到客人正在打球，

我們會在旁等候，不會妨礙到客人，

那時也會找尋客人遺失的高爾夫球。

在那個年代高爾夫球非常貴，一顆

球，可以買一雙鞋，至於球具，則是

註18	 臺北球場，1953年間開辦，位於水源路舊陸軍機

場，現今臺北市青年公園高爾夫練習場。見李建

同主編，《臺灣高爾夫發展史》，48-50。

註19	 徐文秀，〈臺灣「高爾夫之父」—陳金獅身後

記〉，《陳金獅紀念盃職業高爾夫公開賽手冊》

，臺北：陳金獅盃執行委員會，1993，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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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子頭刀削成球桿球的型狀，綁上

竹子做桿身之土製球桿，湊合著玩，

就玩出了興趣，最後來球場打工，背

球桿。

那時客人不多，桿弟平日很少有機會服

務客人，每天到球場後，先作例行性的環境

整理，整理結束，就各自去練球了，練習的

時間很充裕，幾乎從早練到中午，回家吃中

飯休息一下，下午回球場練到天黑才回家，

所以當時在球場當桿弟，每個人都是這樣，

有大量的空閒、時間可以琢磨球技，加上當

時球場上下事務，大部分是獅仔伯在處理，

他也常鼓勵這群桿弟，要把球技練好。

陳清波先生回憶：

那時在淡水球場打球的客人，週六、

日較多，平常時段則較少。週六約有

25～30人，週日則有50左右，則不會

超過100人。平常時段，週三勉強有

個1、2組客人，其他週一、二、四、

五，基本上都沒什麼客人，所以練球

的時間很充分，沒客人時都可以下場

練習，基本上都可以從早練到晚。那

時球場練球的只有我一個，金獅先生

很疼我。謝永郁、呂良煥、陳健忠（

獅仔伯二子）、張春發這幾人則晚我

約5、6年，才來到球場練球。那時大

部分時間都要自己練習，金獅先生偶

爾會指點一下，但主要還是靠自己苦

練，不可能一直站在旁邊看你練球指

導你，自己練才能體會、才能汲取經

驗，若全然要別人指導，哪有可能學

得會。那時球場旁有個職業球員休息

室，不同於會館，空間很小，每天

早上到球場後，稍事整理打掃，完畢

後就個自練球去了，到了快中午時會

回家吃飯，飯後再回球場練習，練到

天黑才回家。那時練球很克難，沒什

麼好球具，加上淡水球場土質偏紅，

沒什麼草，揮桿擊球，常常打到球具

桿身變形。因練球時間長，傍晚回家

後，雙手手指就很僵硬腫脹，都用熱

水泡手來舒緩，隔天才能再練。（註

20）

謝永郁訪談時指出：

美軍來到老淡水之後，球場客人有多

一些，練習不是那麼方便，為了照顧

一些職業球員，讓即將參賽的球員

有場地可以練習，獅仔伯特地分撥

老淡水球場的部分球洞，讓他們練

習；1964年，我到香港參加公開賽，

獅仔伯夥同、陳火順一同前往，為我

加油，那屆香港公開賽，我拿下冠

軍。（註21）

那時老淡水球場的大小事，幾乎都是

獅仔伯在處理的，所以這群桿弟也是獅仔伯

在帶領，除平常球場工作外，球技的練習也

是重點，獅仔伯給這群球僮學球的環境，那

時練球的時間很多，但球技還是得靠自己苦

練。後來美軍顧問團進駐老淡水球場，加強

整建，復育完成18洞之後，美軍顧問團介入

經營，由美籍人士當經理，練習的機會或許

不如以往那般自由，但獅仔伯在球場仍然非

常有地位，也會照顧他這群學生。美軍對這

群桿弟，也不是沒有照顧，每年舉辦的「桿

弟盃」，都提供非常豐富的獎品，包括一些

進口新品的球具組，對這些苦練球技，入行

沒多久的桿弟而言，是夢寐以求的珍品，非

常貴重，而這個「桿弟盃」，也成為老淡水

球場，這群桿弟競相爭奪的重要賽事。（註

22）陳清波是獅仔伯學生中最早進入球場當

桿弟，5年後謝永郁、呂良煥、陳健忠、張春

發等人也接著進入球場當桿弟，郭吉雄、謝

敏男、陳健振、許溪山、許勝三則是第三批

學生（註23）

1954年獅仔伯的首位學生陳清波，受日

本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推薦，赴日本拜陳清

水為師，首開戰後臺籍球員赴日發展。1959

年獲「日本高爾夫公開賽」冠軍，之後10年

間，在日本全國性的比賽獲冠、亞軍約20

場，並在日本TVS（東京電視臺）開講「陳清

波的高爾夫學校」教學節目，前後共11年，

亦出版個人高爾夫專書數冊，轟動日本高爾

夫球界多年，被日人稱為「清波旋風」。（

註24）陳清波在日本公開賽獲勝那年，呂良

煥也拿下首屆香港公開賽冠軍，接下來數十

年，獅仔伯這群子弟們在日巡賽、亞洲巡迴

賽（前身為遠東巡迴賽，1962年開辦），接

二連三、前仆後繼地大放異彩。

《中央日報》在1966年4月4日報導：

遠東區高爾夫球巡迴賽臺北地區的比

賽及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公開賽，經過

四天的激烈競爭後，已於昨日下午圓

滿結束。中華民國的五位職業選手呂

良煥等和三位業餘選手囊括了職業和

業餘組的最高名次。……昨天最高興

的是我國名球師56歲的陳金獅，全部

得獎的中國選手不但都是他的學生，

註20	 陳清波，面訪，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2樓會議

室，2014年3月12日。

註21	 謝永郁，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出發站咖啡廳，2014年4月9日。

註22	 雷小娟，〈美軍駐臺與老淡水高爾夫球場的發展

（1951-1979）〉，《運動文化研究》，22（臺

北，2013.06）：132。

註23	 陳清波面訪，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二樓會議

室，2014年3月12日。

註24	 陳清波面訪，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2樓會議

室，2014年3月12日。

註25	 蘇玉珍，〈遠東區高爾夫巡迴賽，我國地區公開

賽結束：我國五名選手，囊括兩組錦標〉，《中

央日報》，1966.4.0.4，7版。

而且其中職業選手第二名的陳健忠和

業餘選手第二名的陳健振是他的兒

子。陳金獅是我國最有名的高爾夫球

球師，他自21歲開始打高爾夫球，目

前卻是桃李滿天下，日本高爾夫球協

會曾重金聘請他去擔任球師，但他卻

願意留在淡水。他說：「在國內培養

新球員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興趣」

。眼看著他的學生一個個長大，進步

而揚名國際高爾夫球壇，使他對自己

目前的工作更加感興趣。（註25）

圖25　旅外參賽時於機場留影，由左至右依序為謝永郁、陳火

順、陳清波、陳金獅、呂良煥（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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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在1967年4月21日報導：

陳金獅在淡水高爾夫球場的碧綠草坪

上消磨了四十多年的時光，眼看著一

個個不健康的老年人，恢復了年輕人

的精力，一對對有問題的夫婦，重溫

幸福的美夢，一羣羣長大的孩子們，

發達了，一年年給國家帶來榮譽，也

一年年給他們自己贏得不少金錢……

在高爾夫球場生了根，陳金獅終於在

淡水高爾夫球場上生了根，他曾經在

高爾夫球壇走紅過，為了使高爾夫運

動更普遍，他決心把他的一生貢獻在

球場上。受了陳金獅的影響，沙崙里

大庄山上的農家子弟，包括陳金獅的

兩個孩子陳健忠、陳健義，以及謝永

郁、謝敏男、呂良煥等人，放下了家

裡給他們準備的鋤頭，跑到山下的草

坪背球桿，跟隨陳老師學習。這些孩

子對於高爾夫球的愛好，不亞於陳老

師。木頭和竹片釘成的球棒，也不見

得能減低他們的興趣……第一批的孩

子們都各自出去闖天下的時候，第二

批的孩子又來了。謝敏男、郭吉雄、

許溪山、許勝三、謝義雄、何明忠，

還有陳老師自己的孩子陳健振。（註

26）

《聯合報》19731月13日報導：

18歲的豐原女孩涂阿玉，昨（12）日

在馬尼拉鄉村高爾未俱樂部以297桿，

贏得1973年菲律賓女子業餘高爾夫錦

標賽的冠軍，這是我國選手奪魁的第

四次。……陳金獅對涂阿玉的照顧有

如親生女兒。在淡水高爾夫球場擔任

球師的陳金獅，兩年多前在豐原球場

遇見了涂阿玉，他對於這個175公分高

（筆者註：原文有誤，應為168公分）

，看起來就是個運動健將的小女孩很

欣賞，當時就鼓勵她好好練高爾夫，

有機會時要到臺北來學。那時在豐原

球場擔任出發點管理員的涂阿玉，對

於高爾夫很有興趣，但還只是玩票性

質，自從大名鼎鼎的陳金獅給了她一

番鼓勵之後，她變得積極起來，而且

一心要拜在這位不輕易收學生的老師

門下。只要是高爾夫球界的人，莫不

嚮往成為陳金獅的門生，就連享譽世

界的呂良煥、謝敏男，也都拜過陳金

獅為啟蒙老師。前年11月，涂阿玉如

願來到臺北習球，陳金獅不僅收她做

了學生，而且讓這個外地來的女孩住

在他的家中，對待她像自己的孩子。

圖26　陳金獅手稿（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涂阿玉獲得冠軍的消息昨天下午傳

到淡水，陳金獅的全家都高興得不得

了，陳金獅那個和涂阿玉差不多大的

么女搶著告訴記者：「她在我們家住

了1年多，已經是自己人了，所以她得

了這個榮譽就好像是我們得的一樣，

我們真是高興死了。」在陳金獅的眼

中，涂阿玉是個肯練、很乖的女孩，

他說，她對運動很有興趣，因此學起

來比較快，像她球齡這樣短的人，能

有那樣球技的並不多。到菲律賓比賽

是涂阿玉第二次出國比賽，去年11月

她曾經到琉球參加高爾夫公開賽，得

到了女子組第三名，那次比賽的前5名

都由我國選手包辦，蔡麗香和林錦照

（筆者註：原文有誤，應為林春照）

分列一、二名，涂阿玉與潘玉華、吳

明月同桿，三人延長再賽時，吳明月

在第一洞首先被淘汰。第二洞時涂阿

玉一桿打了270碼外到果嶺，而體力

較差的潘玉華用了兩桿才打到果嶺，

涂阿玉終於領先潘玉華而取得第三。

第一次參加國際比賽，涂阿玉就躍登

了后座（筆者註：原文有誤，應是第

二次），但是，她的老師並不覺得滿

意，陳金獅說：「她的球技雖然好，

但是經驗少，顯得不穩定，她四天的

桿數是77、72、79、69；第三天與第

四天就有10桿的差距，這不是正常球

員應該有的現象，她還需要多練。」

陳金獅對涂阿玉有很高的期望，

他說：希望她在今年8月的太平洋女

子公開賽，及11月的日本女子公開賽

中再拿到冠軍，使她的地位更穩固一

點，就有希望參加明年的「艾森豪盃

高爾夫錦標賽」了，你知道，能在這

項比賽中爭取好的表現是全世界業餘

球手最高的榮譽！（註27）

老淡水出身的球員，曾獲亞巡迴賽年度

總冠軍者，包括：呂良煥2次（1966、1967）

、謝永郁4次（1964、1965、1968、1969）、

謝敏男3次（1971、1975、1977）、郭吉雄1

次（1974）、許勝三3次（1976、1978、1982

）、呂西鈞4次（1979、1980、1981、1986）

、盧建順2次（1983、1988）等，猶如老淡水

自家人輪流擔綱。這些總冠軍大部分是老淡

水球場出身，而這些球員，都與獅仔伯有直

接、間接的師徒關係。

除了日巡賽、亞巡賽之外，其他全球性

的高爾夫賽事，臺灣也不缺席。1971年英國

公開賽，呂良煥榮獲亞軍，1972年亦獲世界

盃職業冠軍；1985年陳志忠美國公開賽獲亞

軍，該賽事其間，陳志忠曾在第5桿洞，打出

低於標準桿3桿的「雙鷹」（註28），驚艶世

界球壇。陳志忠出身於林口球場，學球之路

師事張春發，而張春發亦是獅仔伯早期培育

的球僮之一。另外晚年延攬入門的女球員，

則以涂阿玉最具代表性，其成就不讓男子專

美於前，1976年征戰女子美巡賽，便獲「年

度最佳新人獎」，80年代將賽事重心移至日

本。表2酌列獅仔伯培育出來的球員，在球

界、賽事的優異表現。

註26	 蘇玉珍，〈淡水球場四十寒暑，高球老師陳金獅

長年樂此不疲（上〉，《中央日報》，1967.4.21

，5版。

註27	 江陵燕，〈豐原女孩，高球新秀－涂阿玉〉，《

聯合報》，1973.01.13，6版。

註28	 「雙鷹」是指在高爾夫擊球中，單洞成績-3桿，即

5桿洞，2桿（擊）就進洞了，或是4桿洞，1桿（

擊）即進洞。規則原文應是「albatross」中文譯為

「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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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会の総師」（臺灣職業高爾夫界宗師）、

「台湾ゴルフ界のゴツドフア‐ザ‐、陳金

獅」（臺灣高爾夫球界的教父）；美媒則喻

為“Father of Golf in Modern China＂。

（註31）

三、是球師更是「人師」，重球技更重「人

品」

獅仔伯出生、受教育皆在日治時期，行

事嚴謹，律己甚嚴，雖年少時期經商謀生，

屢遭挫折，但其不以為意，不怨天尤人，熱

心助人。漫長的時間投注在這些球員的培育

上，當這些球員出人頭地，受掌聲熱烈讚譽

之時，他總是默默地站在一旁替子弟們感到

高興。每次獅仔伯接受媒體訪問時，總是以

「是他（她）自己認真、苦練得來的，我只

是在一旁稍為指點一下！」就是以這般不居

功，凡事先替別人想的思維，來帶領、教導

這些老淡水的球員。

圖27　陳金獅與赴美參加女子美巡賽時的涂

阿玉、美籍友人合影（照片來源：陳

碧宗提供）

圖28　陳金獅的教學照片（照片來源：陳碧惠提供）

註29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歷屆亞洲高爾夫巡迴賽

各站冠軍〉，《中華民國高爾夫年鑑》，21（臺

北，1996）：178-179。

註30	 李建同主編，《臺灣高爾夫發展史》，82-98。

註31	 周明德，〈陳金獅老師之榮譽遠播美洲〉

，<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1/hube161.htm>

，2014.08.25檢索。

球員 出生年代 球界、賽事的優異表現（酌列）

陳清波 1931

日本公開賽冠軍（1959）。

參加美國名人賽（1963-1968）。

日本職業賽事獲冠、亞軍約20場（1959-1968）。

獲日本巡迴賽功勞獎（2005）。

日本TVS電視臺陳清波高爾夫學校（1963-1974）。

著有《現代高爾夫》、《現代高爾夫續集》、《one point golf》高爾夫專書。

呂良煥 1936

香港公開賽首屆冠軍（1959）。

亞巡賽總冠軍2次（1966、1967）。

英國公開賽亞軍（1971）。

法國公開賽冠軍（1971）。

世界盃職業賽團體冠軍（1972）。

有「高爾夫外交大使」之雅譽。

謝永郁 1934
亞巡賽總冠軍4次（1964、1965、1968、1969）。

香港公開賽4次冠軍（1963、1964、1975、1977）為累計最多勝紀錄保持者。

謝敏男 1940

世界盃個人、團體雙料冠軍（1972）。

亞巡賽總冠軍（1971、1975、1977）。

42歲在日巡賽曾創3週獲3個賽事冠軍，及比賽12天連續領先的記錄。

郭吉雄 1940
亞巡賽總冠軍（1974）。

日本公開賽（1978）。

許勝三 1942 亞巡賽總冠軍（1976、1978、1982）。

呂西鈞 1953 亞巡賽總冠軍（1979、1980、1981、1986）。

涂阿玉 1954

女子美巡賽最佳新人獎（1976）。

日本女子巡迴賽賞金后7次（1982-1986、1989、1992）。

日巡賽88場冠軍。

職業生涯累計114勝，榮獲女子日巡賽最高榮譽「終身參賽權」（男、女日巡迴賽外籍球員目前僅
涂阿玉獲此殊榮）。

盧建順 1959 亞巡賽總冠軍（1983、1988）。

老淡水球場重建工作階段性的完成，

獅仔伯工作事業的觸角慢慢地轉移到「培育

球員」的領域上，從陳清波、呂良煥、謝永

郁，接續的謝敏男、郭吉雄、許勝三，到後

期的呂西鈞、涂阿玉等人，一批接著一批，

愈帶愈有興致，看見這些球員認真苦練，出

人頭地，心裡著實替他們高興，學生的成就

是他最大的快樂，溢於言表。這幾批球員，

在1960-1990年期間參賽的優異表現，轟動

日本，日媒稱之為「讓世界高爾夫球壇看到

臺灣高爾夫球界的實力，也訝異彈丸之地的

臺灣，何以能造就這麼多的高爾夫人才，皆

表2 陳金獅培育的球員之優異表現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高爾夫年鑑》（註29）；《臺灣高爾夫發展史》（註30）

競相來臺，造訪老淡水球場，探究名將搖

籃，師效如何培育高爾夫球員」。那時老淡

水球場之威名，如日中天，而獅仔伯是老淡

水重建最重要的「功勞者」，球員大部分都

是他培育出來的，外籍媒體紛紛來臺採訪、

報導。1985年7月2日，日本有一家歷史久、

水準高，每月銷路百萬冊的《文藝春秋》月

刊雜誌社派編輯部長堤堯，次長柬直史、作

家伊佐千尋，共3名相偕來淡水探訪「中華

民國職業高爾夫協會」名譽會長陳金獅。因

海外媒體多次報導，獅仔伯的聲譽，不脛而

走，響亮國際球壇，喻其為「台湾プ口ゴ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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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便出口」。爸爸，我都已經這麼

大了，他還是不斷叮嚀，從不例外寫

信給我，我向他抱怨「我有這樣嗎？

爸爸不要再寫了好嗎？」他總是說：

「我就是怕你這樣啊！」他的信一寫

寫了20年……獅仔伯是我見過最有量

的人，我從16歲開始，從豐原住到淡

水陳家，受到完整的教育，我得到的

比他親生的子女還多，相對的，他的

兒女也是有量的人，尤其是大哥大

嫂，否則怎會讓我們幾個人在他家白

吃白住，看著他們父親將畢生心血花

在學生的身上……豐臣株式會社提供

的贊助經費，獅仔伯完全都交給我，

從沒要求回報，他就像我的親生父親

一樣，全心全意的培養我，我們是師

生、也是父女。他對我的恩，我這一

世也報答不完。……（註34）

獅仔伯晚年時，涂阿玉女士在日本女

子巡迴賽年年告捷，如秋風掃落葉般似的豪

取「賞金后」五連霸。每逢涂阿玉要赴外參

賽，獅仔伯總是在臨行前，交付一封親筆書

信，要其細讀，返國之後要歸還。文中撰述

的內容不是教授如何拿下冠軍，反而是叮嚀

一些外出打拼該有的言行舉止、規範與態

度。部分內文如下（閩南語諧音字用詞）：

阿宗、阿玉收，你們好，回鄉短短的

日子又重返居地。每每為比賽世介（

世界）走真辛苦，但是每日過得平安

是幸，回家都無時間好好談。我有感

覺，也有聽著最近妳你們的行動和作

法不太對，就是時常重重覆覆提醒，

你們都無履行，我希望種種之事，著

想著做（想到就要即時作），三思履

後行。一定要好好作人。絕對不能嬌

娥（驕傲）自私，對人要好好相助。

不是強和嬌娥就是有利。嬌（驕）責

敗、做多點度量（做人要有度量）。

你妳們也明瞭現在的社會，但是球的

部分是神士（紳士）運動，都是有地

位的人，我們不能輕視一般朋友們，

上下都要看。也要受著每一個人的好

印象和好評，種種都是不得不失之

事。受人輕視、罵、虐待都要忍耐，

相樹乳（像橡皮筋）一樣能伸縮著

對。有人需要我們邦（幫）忙。做得

到一定要邦人。應（給）人方便，我

們需要人邦忙也是同樣。做不能都無

辦法。善事多做，做好有報，再說方

度（風度）、態度、禮貌、善德，諒

（攏=都要）要記在腦裏……我記得有

一次你和玥珡帶我去點神（廟裡燒香

祈福之類），目的是不是要我做一點

善事。我會做，人家託我我就作，報

酬是零（另）外的事，我都無要求也

是一樣過日子。健康就是我的財產，

名譽重要，我以上說的請記在腦裏，

用紙包起保存。時常記在（住）。來

求神比祐（庇佑）使妳再得勝利，你

們有做都有報。期待，不時重復（

複）說起對著我真歡喜，優勝也無問

題，加油。不對者（則）請愿（原）

諒，旅在異鄉，請留意起居，保重，

萬事如意。

                      爸爸 寄上

                      六月十七日

註32	 陳清波，面訪，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2樓會議

室，2014年3月12日。

註33	 陳碧宗、涂阿玉，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

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2014年6月6日。

註34	 涂阿玉，〈懷念恩師〉，《陳金獅紀念盃職業高

爾夫公開賽手冊》，臺北：陳金獅盃執行委員

會，1993，14-16。

陳清波先生受訪時指出：

就我了解，金獅先生是受過日本教育

的人，有什麼事情就說什麼話，非常

紳士，很安靜、行事慎重、做事不隨

便的人……那時老師在球場非常有地

位，很有威嚴，但不會罵人，很受球

場員工、桿弟尊重，若有些事讓他生

氣，心裡不舒服，他就不講話，轉身

就離開了……老師在待人方面非常有

禮貌，為人頗堅持己見，算是固執，

心中若有見解，不會管他人怎麼認

為，不容易為人所左右，因為在老淡

水球場，陳老師相當有地位，內部員

工，後輩學球的球員，甚少有意見上

的分岐，都會尊從他的指示，尊重

他的看法。我認識老師4、50年未曾

見過他生氣罵人，只記得他曾抱怨過

一件事，即是美軍駐臺期間，來球場

打球，那時球場除了提供來賓擊球運

動外，也兼營餐飲項目，會館明貼告

示，禁止攜帶食物進場，但那些美軍

常常大包小包，好像野餐似的，把整

袋食物帶進來，多少會影響到球場餐

飲部門的營運，此一現象經常發生，

老師對此非常不悅，也直言勸戒，不

管對方位階是將軍，還是上校。（註

32）

謝永郁先生受訪時談到：

當年我、陳清波、呂良煥跟隨獅仔伯

學球，他很誠心誠意，教導我們，我

們有問題請教，獅仔伯必會傾囊相

授；若陪客人打球，結束後客人有問

題想請教，獅仔伯常常沒吃飯、晚點

吃，先去應客人要求，指點迷津。他

是位非常有耐心、有熱心的人，也很

有意願指導別人球技，只要是認真想

學的球友。獅仔伯常勸戒我們這些年

輕的球員，球要認真練，讓自已的球

技提昇，但是球打的好，人品、風度

這方面也很重要，做人要有尊重心，

常聽到獅仔伯的一句話：「稻子愈豐

實，稻桿愈低垂」，所以他對學球的

晚輩、來球場打球的客人，都是非常

真誠的看待。

涂阿玉女士受訪時談到：

獅仔伯足軟心（心很軟），有時厝邊

隔壁，三更半夜找他，請他幫忙協

助，他天一亮，就外出替人處理。他

很少拒絕，能力所及，一定幫忙！但

是若自己有需要，或是自己家裡內的

女兒、兒子，他從來不會去請人幫

忙。他說為了自己人去拜託別人，這

種事情，他實在開不了口！（註33）

他對我的指導不僅是球技上的，

更重要的是在待人處事方面。我從

1972年開始出國比賽，第一次出國

時，他也有去，但是第二次出國開

始，每次我出國，他都會寫封信交給

我，上飛機才能看，而且回國時一定

還給他，以確定我是否讀信。裡面

的內容大致都是「哄拼，會吃會睏，

唔湯拼人（被人家佔便宜，心安理得

吃得下、睡得好，不要佔人家便宜）

」，「稻子成熟時，頭愈垂愈低，做

人不可驕傲，鐵釘出頭會被打……」

、「球打得好，做人也要好，贏了多

少冠軍，外面被人家批評一句，冠軍

也沒價值，不會圓滿」、「你要和姊

妹相處好，不可和人交惡……」、「

一句話，三角六針（容易傷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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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仔伯四子陳碧宗先生受訪時談到：

小時侯父親非常疼我，16、7歲時，

曾因為練球不認真，及有些事作不

對，被父親處罰，一年不能進淡水市

區……記得有一次，我大哥健義，在

球場上撐傘遮陽，被父親看見，不准

他撐傘，「打球撐什麼傘，這樣也想

要跟人做pro（職業球員）」……記

得有一回，父親的朋友送了一組很貴

重、新進品的球具，非常好打，我很

喜歡，希望能夠擁有，但父親卻送給

了一位學生，他說那位學生他比我更

需要那組球具，要我記得「有量才有

福！」（註35）

在球界，獅仔伯的為人眾所周知，在地

方上，也極受支持擁戴。獅仔伯生前好友，

淡水一信理事主席麥春褔在《陳金獅紀念盃

職業高爾夫公開賽手冊》中書文提到：

陳金獅先生為人忠厚老實，溫文有

禮，待人處世均有長者風範。故曾在

地方各界熱烈擁戴與支持，不競而當

選淡水鎮民代表，對於鎮政之推動，

提出合情合理之建言……所以在本人

力邀下，出任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理

事達三十年，在此期間淡水區農、

工、商、漁各業因融資取得而發展神

速，陳金獅先生之貢獻厥偉。（註36）

註35	 陳碧宗、涂阿玉，面訪，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

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2014年6月6日。

註36	 麥春福，〈感言〉，《陳金獅紀念盃職業高爾

夫公開賽手冊》，臺北：陳金獅盃執行委員

會，1993，10。

圖33　日本沖繩來老淡水球場取經高爾夫發展成功之路專題報導，陳金獅（左1）（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29　陳金獅指導涂阿玉之照片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30　陳金獅與眾多老淡水培育出身的球員合影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31　1964年出刊的《The Week》中英週刊以陳金

師為封面人物（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32　日本平面媒體專訪陳金獅（照片來源：

陳碧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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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者」，多少名將源自於他的培育教導，其

豐實的高爾夫球人生，猶如臺灣高爾夫運動

發展史的縮影，更是核心的指標人物。尤其

他那「熱心撒種不計酬，揚名立萬不居功」

的情操，使得臺灣高爾夫實力一度在全球發

光發熱，其影響之深遠，貢獻之卓著，更是

臺灣體育運動發展史上，難得一見的經典人

物。前人已逝，風範猶存，海內外球界，視

獅仔伯為臺灣高爾夫之父，乃實至名歸。臺

灣球界，應珍惜獅仔伯留給臺灣高爾夫球界

珍貴的資產，在高位者宜寬宏遠見，在基層

者勿短視近利，持續發揚獅仔伯之精神，勠

力同心為臺灣高爾夫運動向上提昇，貢獻己

力。

伯的投入、付出，臺灣社會各界都知，連國

外媒體都注意到其對臺灣高爾夫球界的貢

獻，而他卻儼然如一位睿智的老農，悠閒地

立於高處的樹下，俯視眼前這片良田，盛夏

時分，微風徐徐，稻穗低垂，一波波金黃色

的稻浪，綿延不絕，這片美景，他映入眼

簾，愉悅在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將

荒地拓成良田，卻不擁有它；他撒種培育，

結實累累，與大夥兒歡慶豐收，共享榮耀，

卻不居功，也不分食其果。

老淡水球場與臺灣早期的高爾夫運動

發展息息相關，有著鏡面般的對照，老淡水

球場得以復建存續，獅仔伯是最重要的「功

圖36　陳金獅寫給涂阿玉女士的書信（一）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37　陳金獅寫給涂阿玉女士的書信（二）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由上述內容可知，獅仔伯寬以待人，非

常熱心，視學生如己出，凡事總是為他人著

想，不管對象是自身培育的球員，還是來球

場學球的客人，總是能力所及，盡心盡力的

協助、指導。獅仔伯要求學生苦練球技外，

也勸戒他們，若無人品，球技再好，終將白

忙一場，其言行一致，以身做則，讓這些晚

輩更加欽佩，感念其造育之恩；至於對待家

人、兒女，獅仔伯則是不同於對外界惜才、

愛才之作風。獅仔伯終其一生，大部分時間

留在淡水，為人熱心，待人誠懇，言行舉止

十分紳士，其培育的球員子弟，陸續出外發

展有成，地方佳話頻傳，獅仔伯不因此而自

滿，反倒謹言慎行，頗受鄉里人士敬重，均

認其為淡水地區德高望重之耆老。

肆、結語

老淡水球場，它曾是荒野，但獅仔伯呼

朋引伴一鏟一鋤的把荒野變成良田。在這片

良田上，他好比是一位面慈心善的長者，年

少時苦練技術，中年後長時間投入人才的培

育，一批球員學成展翅高飛後，另一批年少

學徒又進來了。他給窮苦出身的農家子弟，

一個練就本能的環境，指引他們追逐未來夢

想。他更深刻的體會「若無人品，球技再好

也是徒然無功」。於是，除了球技方面的指

導外，也循循善誘這些晚輩能愛惜羽毛，成

為對社會、國家有貢獻的高爾夫球手。獅仔

圖35　日本平面媒體報導涂阿玉及陳金獅

（照片來源：陳碧宗提供）

圖34　日本1985年《文藝春秋》的9月特

別號，內文刊載「臺灣職業高爾

夫球界宗師」（照片來源：陳碧

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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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金獅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11 明治44 3月20日（農歷正月初七出生）出生。

1922 大正11 11 開始到球場兼職當球僮。

1923 大正12 12 淡水國民學校畢業。

1926 昭和1 15 獲許丙贈球桿，開始鑽研球技。

1930 昭和5 19 與盧蕊女士結為夫妻。

1932 昭和6 21 進入老淡水球場工作，並升為桿弟組組長。

1933 昭和8 22
獲球場推薦赴日深造，在陳清水服務的程谷高爾夫球場學習高爾夫3個月，期間拜陳清水為
師。返國後老淡水球場聘為球師。

1934 昭和9 23 赴日參賽，成績不甚理想。

1935 昭和10 24 升任為老淡水球場首席球師；應邀到香港教球。

1936 昭和11 25 二度赴日參賽，成績不甚理想。

1938 昭和13 27 三度赴日參賽，成績不甚理想。

1939 昭和14 28 獲中部臺灣職業高爾夫選手權冠軍。

1940 昭和15 29 赴上海主持江灣高爾夫球場，旅滬期間並與陳坤從事運輸工作。

1944 昭和19 33 受上海當地日軍召集從軍。

1946 民國35 35
上海返台，因經商不順，重回農務生活。

與陳火順、謝萬益向淡水鎮公所申辦重建老淡水球場。

1947 民國36 36 首位學生陳清波進入老淡水當球僮。

1952 民國41 41
學生謝永郁、呂良煥進入老淡水當球僮。 

美軍顧問團擇定老淡水做休閒聯誼的會所，並運來大型機具協助，球場迅速回復原本18洞。

1963 民國52 52
陳清波在日本東京電視臺講授高爾夫，推崇恩師陳金獅及老淡水球場，使此二者在日本知名度
大增。

1964 民國53 53
羅馬艾森豪世界杯球賽，謝敏男獲個人冠軍，陳金獅任中華隊教練，蒙先總統蔣中正召見。

《Week》週刊封面人物，內文大篇幅報導陳金獅。

1965 民國54 54

設計監造之花蓮球場完成9洞。

與陳火順共同設計監造之林口球場18洞完成。

成立中華職業高爾夫委員會，任創會會長。

1969 民國58 58 協建新淡水球場完成18洞（赤星四郎初建，不久即離職）。

1971 民國60 60 教導從豐原球場轉來的涂阿玉打球，使其在1980年代的日本高球界再起「臺灣旋風」。

1972 民國61 61 首度帶涂阿玉出國參加比賽。

1979 民國68 68 設計監造之Royal Country Club Shimoyama Course（日本愛知縣皇家球場）完成18洞。

1980 民國69 69 設計監造之大屯球場完成9洞。

1980 民國69 69 設計監造之松柏嶺球場完成9洞。

1982 民國71 71 設計監造之松柏嶺球場完成18洞。

1983 民國72 72 設計監造之南寶球場完成18洞。

1985 民國74 74 日本《文藝春秋》來臺專訪，並於9月出刊，有10頁篇幅報導陳金狮。

1986 民國75 75 設計監造之礁溪球場完成18洞。

1987 民國76 76 設計監造之大屯球場完成18洞。

1992 民國81 81 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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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陳金獅的畫像（老淡水球場第18洞）

（照片來源：陳碧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