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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雲與臺東女子軟式網球 
運動（1951-1967） 

 

  陳建森* 

 

摘  要 

軟式網球運動是臺東縣在臺灣省運動會中，表現最為傑出的運動項

目。國人對於紅葉少棒，以及亞洲鐵人楊傳廣印象深刻，而臺東縣曾於軟

式網球運動創造的佳績，卻少有人瞭解。對此，本文針對戰後臺東縣軟式

網球運動的發展，以歷史研究法與訪談法的方式，進行分析和探討。並以

當時臺東網球界中，第一位贏得全省個人賽（雙打）軟式網球冠軍，以及

獲選 1958年第二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國手，並締造臺灣省運動會女子軟

式網球運動四連霸成績之臺東選手洪瑞雲，以其 1951年起至 1967年間擔

任臺東縣女子軟式網球代表隊期間做為主軸，共同呈現臺東女子軟式網球

運動的文化面貌與形成軌跡，是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中得知，洪瑞

雲球技精湛，轉戰各地成績輝煌，自 1951年至 1967年間曾獲得全省性軟

式網球賽 4次的個人賽（雙打）冠軍，並 13度入選為臺東縣代表隊，參

加臺灣省運動會，1958年到 1961年並獲得 4連霸的成績，1958年入選第

二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國手，獲得個人賽（雙打）季軍。對於臺東縣的女

子軟式網球運動發展而言，洪瑞雲擔任臺東縣代表隊前後 17年的經歷，

不但締造出優秀的成績，並且指導與提攜了許多優秀的選手，是其對臺東

縣軟式網球運動的最大貢獻。 
 
關鍵詞：洪瑞雲、軟式網球、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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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Yun Hung and the Sport of Female Lawn Tennis in 
Taitung (1951-1967) 

 
Chien-Shen Chen * 

 

Abstract 
Lawn tennis is one of the best sports in Taitung County of the Taiwan 

Providence Games. People in Taiwan impressed porfound Red Leave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Asian Iron Man “Chuan Guan Yang” very well, but very few people 
know lawn tennis brought lots of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aitung. Hence,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lawn tennis in 
Taitung County by historical and interview method. The study has taken Juiyun 
Hung as a main theme. She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had won the singe- and double- 
players champion of lawn tennis games of Taiwan provide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he was elected as a national player for Taiwan of the second Asian Cup lawn 
tennis contest in 1958, and won the third place of the single- and double- players. 
From 1951 to 1967, she was the main player in the Taitung lawn tennis team and 
she also had been elected as a contestant for Taitung country of the Taiwan 
providence games thirteen times. She also created a record of four repeated 
champions in the national female lawn tennis games of Taiwan providence. In fact, 
she presented th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aitung County stylish lawn tennis 
sport. Juiyun Hung had great talent in lawn tennis and won many prizes of 
international games in different ar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tung female 
lawn tennis games, Juiyun Hung had been a contestant on Taitung team for 
seventeen years. She not only brought excellent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but 
also taught and promoted many superiors. This is the best contribution to Taitung 
County lawn tennis sport. 
 
Keywords: Jui-Yun Hung, lawn tennis, Ta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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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軟式網球堪稱日治時期臺灣最早興起，而且最普及發達，也最為歷久

不衰的單項運動。軟式網球運動發源於日本，日本開始殖民臺灣後，當時

許多日本渡臺人士，在日本時就是網球愛好者，到臺灣後，將網球運動帶

入臺灣。1大正十三（1924）年7月24日臺東臺銀網球場，舉行啟用儀式。

臺銀網球場的啟用，開啟了臺東軟式網球發展的大門。2當時，從事軟式

網球運動的絕大部份是在臺東的日本人，一直要到昭和四（1929）年，臺

東仕紳賴金木等多人，捐款在臺東公學校設立網球場，臺灣人才有屬於自

己的軟式網球運動場地。3而從事網球運動的臺灣人，大多是在公家機關

工作的基層員工，看到日本人在從事軟式網球運動後產生興趣，進而參與

軟式網球運動。4 

由於軟式網球運動為日本人所發明，戰後在政治上「去日本化」的氛

圍下，第一屆到第七屆臺灣省運動會主辦單位──省體育會及政府當局，

只把「硬式」網球列為正式比賽項目，把軟式網球摒除在外，連帶影響當

時許多軟式網球選手只能報名參加硬式網球比賽，也因此臺灣省網球界，

也就明顯的有「軟式」、「硬式」網球之分別。5 

                                                 
1 林丁國，〈日治時期臺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臺灣史研究》，

16.4（臺北，2009.12）：40。 
2 〈臺東臺銀コート開〉，《臺灣日日新報》，1923.07.24，2 版。 
3 昭和四年（1929） 賴金木、林舍、陳冬路、賴阿傳、張阿火、謝和發等六名，以彼

等獻金各 150 元及最後者 100 元，做為臺東公學校網球場建設費；施添福，《臺東

縣史．大事篇》（臺東縣：臺東縣政府，2001），453。 
4 根據李瓊鐘（1922 年出生）敘述，小時候在住家附近的臺東公學校就有網球場，家

中的兄長和兄長的友人，經常在網球場打軟式網球。李瓊鐘訪問記錄，2011 年 2 月

17 日上午 10 點於臺東李家。 
5 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年史初稿（六）〉，《中華軟網》，28（臺北，1985.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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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雲自 1951 年開始代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她也是因為比

賽只有「硬式」網球項目，不得已報名參賽的軟式網球選手。自洪瑞雲代

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後，從 1951年到 1967年 17年間，臺東縣女

子網球代表隊，總共獲得「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軟式網球兩項團體比賽

6面金牌、1面銀牌、5面銅牌之佳績。6洪瑞雲優異的球技加上出眾的外

表，不僅成為 1952年臺東「縣運之花」候選人，臺東地方報紙還曾為她

做專欄介紹。7  

1951年臺灣省運動會，於網球賽結束後舉辦的第一次全省軟式網球表

演賽，是戰後第一次全省性的女子軟式網球個人賽，洪瑞雲搭配黃辛滿的

組合，正是本次表演賽的個人組（雙打）冠軍。從此一比賽後，一直到1967

年洪瑞雲最後一次代表臺東縣，參加全省運動會，這10餘年間，洪瑞雲與

當時一群軟式網球好手，共同締造出臺東女子軟式網球運動的輝煌事蹟。 

筆者出生於臺東縣，對於故鄉一直有濃厚的情感，且從事網球運動近

30年，不論是球技或處事態度，均深受臺東縣軟式網球運動界前輩影響，

就某種意義而言，通過本篇論文的學術研究資源，除了可以窺知洪瑞雲的

成長與學習軟式網球過程之外，更可瞭解軟式網球運動在臺東社會當中所

扮演的角色，並提供生活在臺東這片土地上的民眾，能瞭解己身歷史文化

淵源，這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和目的。 

 

二、啼聲初試、名揚全臺 

 

洪瑞雲1932年7月1日出生於花蓮，父母均為花蓮人，在洪瑞雲3歲時

移居臺東，她7歲就讀臺東公學校，公學校5年級時因為太平洋戰爭美軍轟
                                                 
6 1952 臺灣省運動會表演賽冠軍，1958、1959、1960、1961、1963 年冠軍，1953 年

亞軍，1951、1954、1956、1962、1967 年季軍。 
7〈網球冠軍──洪瑞雲〉，《東臺日報》，1952.10.2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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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臺東市區，洪瑞雲被學校安排到都蘭公學校就讀，直到畢業。公學校畢

業後，她在家中幫忙家務約1年多，15歲考進臺灣省立臺東醫院護士訓練

班，接受護理訓練。8訓練課程包含各項基礎醫學以及專業護理課程，值

得一提的是，還安排有體育課程。當時，擔任檢驗、細菌課程的高銘煥也

擔任體育課程教師。而洪瑞雲就是在體育課程中，展現出過人的軟式網球

運動天分，讓高銘煥發掘並加以訓練。9 

洪瑞雲身高164公分，外貌清秀，有著一雙大眼睛和筆直的鼻梁，笑

容常掛在臉上，雖是臺灣人但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10在網球場上是個矯

健的選手，在醫院裡是個能幹的護士，生性好學、沉默寡言，除了在網球

場上能欣賞她幾個美妙的擊球姿態外，只有在醫院的圖書館裡看到她坐著

在讀英文。111959年以27歲之齡與臺東自來水廠廠長徐冉郎結婚，結婚後

仍持續代表臺東縣參加各項對外比賽。 

洪瑞雲在臺灣省立臺東醫院護士訓練班期間，深受當時醫院醫檢師高

銘煥的照顧，指導她球技外，也不斷地給她幫忙，更看出她的潛力，可謂

是一手提拔洪瑞雲的貴人。12 

談起高銘煥，他是臺東知名的軟式網球後排，昭和三（1928）年出生

於臺北，昭和十二（1937）年3月隨父親搬到臺東。高父在臺東開設腳踏

車行，進口日本腳踏車。高銘煥先生之兄長高銘輝在臺北就讀臺灣商工，

當時軟式網球名家張如軒在該校服務，13高銘輝曾受張如軒指導，高銘煥

即由其兄長高銘輝先生啟蒙。高銘煥是臺東中學第一屆的學生，就讀臺東

中學時，其化學老師川島先生也是臺東醫院的藥劑師，見高銘煥化學科課

                                                 
8 洪瑞雲電話訪問記錄，2011 年 7 月 9 日下午 7 點。 
9 高銘煥訪問記錄，2011 年 7 月 9 日上午 10 點於臺東高家。 
10 〈臺東縣運會選縣運之花〉，《東臺日報》，1952.10.12，3 版。 
11 〈臺東女星群像網球冠軍洪瑞雲〉，《東臺日報》，1952.10.20，3 版。 
12 李瓊鐘訪問記錄，2011 年 2 月 17 日上午 10 點於臺東李家。 
13 張如軒是日治時期軟式網球名將，曾代表臺灣赴日參加明治神宮軟式網球比賽，戰

後曾獲第一、二屆金木杯網球賽個人（雙打）冠軍，也是亞洲杯軟式網球錦標賽第

一、二、三屆臺灣代表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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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優良，安排高銘煥先生畢業後到臺東醫院工作。14在臺東醫院服務的高

銘煥，受同事新竹人林錦清指導而球技大進，15自戰後初期起，一直是臺

東縣全省運動會網球代表隊的後排主將。16受高銘煥啟蒙的洪瑞雲就在此

種情況之下，於15歲（1947年）開始接觸到軟式網球。雖然，沒有團隊系

統化的訓練，但洪瑞雲憑其對網球的特殊天賦，不斷找機會練習，球技進

步神速。17 

1947年洪瑞雲開始接觸軟式網球運動，1948年臺東縣網球代表隊，由

出身臺東高女的林源英、黃辛滿、黃月英、林桂梅四位選手，贏得省運會

網球運動比賽團體冠軍，181949年臺東縣代表隊在臺灣省運動會網球比

賽，也獲得了第三名。19 

1951年19歲的洪瑞雲代表臺東縣，與其他好手一同參加第六屆臺灣省

運動會網球賽，當年，臺東縣獲得「臺灣省運動會網球項目」第三名。 

洪瑞雲參加的這場比賽，是繼1948、1949年後，臺東縣第三次參加臺

灣省運動會。臺東縣受到經費限制，並沒有參加1946、1947年第一、二屆

臺灣省運動會，20但是1948年第一次參加第三屆臺灣省運動會，就贏得女

子網球團體賽冠軍。1949年臺東縣第二次參加全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第

三名的成績。1950年臺東縣並沒有參加臺灣省運動會。1951年洪瑞雲第一

次代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但是這次的比賽並沒有軟式網球

                                                 
14 高銘煥訪問記錄，2011 年 2 月 16 日下午 7 點於臺東高家。 
15 林錦清是日治昭和 11（1936）年臺東參加體協全島支部庭球對抗試合的選手，與

他同隊出賽的有昭和 8（1933）年獲得明治神宮杯個人賽（雙打）亞軍的有馬子雄

選手；〈全島支部對抗庭球大會代表選手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6.10.08，
5 版。 

16 高銘煥訪問記錄，2011 年 2 月 16 日下午 7 點於臺東高家。 
17 高銘煥訪問記錄，2011 年 7 月 9 日下午 7 點於臺東高家。 
18 〈女子網球單雙打臺東小姐冠軍〉，《新生報》，1948.12.12，4 版。 
19 〈北市雙喜臨門獲男女網球冠軍〉，《中央日報》，1949.10.29，4 版。 
20 除經費因素影響臺東縣無法參加全省運動會外，1947 年發生 228 事件，臺東縣主

要的網球選手，均受此一事件影響達半年之久，無心參賽。高銘煥訪問記錄，2011
年 7 月 9 日下午 7 點於臺東高家。 



洪瑞雲與臺東女子軟式網球運動（1951-1967）  157 

項目，對於臺東縣以軟式網球為基礎的選手，並不算是熟悉的項目，洪瑞

雲搭配黃辛滿預賽，以2：0擊敗臺北縣選手。21準決賽遭遇到同樣以軟式

網球選手出賽的臺南市，比賽分為一場雙打與兩場單打，臺東縣由洪瑞雲

和黃辛滿搭配一組雙打，再由洪瑞雲和黃辛滿各擔任一組單打，出戰臺南

市的黃率真、張林悅治兩位選手組合成的一組雙打和兩組單打，洪瑞雲在

單打賽出戰當時已是媽媽級的選手黃率真，比賽結果臺東縣以1：2敗給臺

南市，無法與臺北市爭奪冠軍。22 

在第三、四名之戰，洪瑞雲和黃辛滿搭配雙打，擊敗臺中市劉清香、

林卉兒的組合；另外，第一單打黃辛滿擊敗劉清香，臺東縣以2：0獲勝。

因此，第二單打洪瑞雲與臺中市吳免的賽事並未進行，臺東縣獲得季軍。

23 

因為參加本屆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的各縣市男女選手中，多數為本省

軟式網球運動好手，所以有些選手向臺灣省網球協會建議，趁這次球星群

集的機會，舉行全省軟式網球友誼表演賽，業經協會欣諾，於是訂29、30

兩日舉行。女子組計有9組報名，其中一組棄權。洪瑞雲搭配黃辛滿，在

這場全省軟式網球運動好手齊聚，盛況空前的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在

決賽遭遇南市「軟網皇后」張林悅治、高蕙心，以4：2獲勝，贏得本次表

演賽的冠軍。24也報了在全省運動會網球賽，輸給臺南市的一箭之仇。這

一場比賽是洪瑞雲首次正式地參加大型的軟式網球比賽，初次出賽即獲優

異的成績。接下來，洪瑞雲發揮她高超的技術，在臺灣的各項比賽當中，

獲得優異的成績，並代表臺灣參加第二屆亞洲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她克服

困境努力向上的傳奇和經歷，確實值得加以探討。 

 

                                                 
21 〈網球冒雨大戰〉，《中央日報》，1951.10.27，4 版。 
22 〈女網北市再告捷冠軍誰屬看今朝〉，《中央日報》，1951.10.28，4 版。 
23 〈網球男女冠軍均屬臺北市隊〉，《中央日報》，1951.10.29，3 版。 
24 〈軟網表演圓滿結束〉，《新生報》，1951.10.3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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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異的競賽紀錄 

 

洪瑞雲經過1951年10月的「第六屆臺灣省運動會」之後，陸續參加的

比賽次數相當多，她除了代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軟式

網球錦標賽，也參加第二屆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選拔，搭配林桂梅，獲得

全省性軟式網球雙打比賽冠軍，進而代表臺灣赴日本參加第二屆亞洲杯軟

式網球錦標賽。 

以下，擬就洪瑞雲參加比賽的經過與成績加以列表於附錄一至附錄

三，並針對其內容加以分析探討。 

(一)個人賽雙打佳績頻傳 

1949到1967年間，全臺各地區進行相當多的軟式網球競賽活動，無論

是地方性的小型比賽、全臺性的各縣市對抗賽、全臺性的競技比賽，均如

火如荼地進行。25 

對於臺東選手而言，要離開臺東到臺北參加比賽，是一件很辛苦的

事，必須搭公路局的客運由南迴公路經過屏東到高雄，再搭火車到臺北。

顛簸山路加上遙遠的路途，以及可觀的經費，除縣府或其他公家單位補

助，否則難以參賽。從訪談記錄來看，洪瑞雲學習軟式網球的時間很短，

而其首次出現在文獻上的比賽紀錄，始於1951年代表臺東縣參加全省運動

會，獲得網球賽第三名。並於運動會後參加全省軟式網球表演賽，一路過

關斬將，在決賽以4：2擊敗南市「軟網皇后」張林悅治、高蕙心，贏得表

                                                 
25軟式網球與棒球是日治時期最受臺灣人喜愛的運動，且軟式網球運動較「硬式」網

球盛行，戰後軟式網球仍受到全臺民眾喜愛，當時全省性的比賽有：天爵、金木杯、

臺灣省軟式網球錦標賽、吳鳳杯、彰化大佛杯、連仲杯等全省性的軟式網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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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賽的冠軍。26顯然的，洪瑞雲開始參加正式軟式網球比賽，即獲得良好

的成績。 

她所參與的大部份是全臺性的比賽。以彰化縣員林鎮主辦的「金木

杯」、27嘉義縣主辦的「吳鳳杯」為主，28與全臺各地區的軟式網球好手

進行比賽。洪瑞雲以個人賽（雙打）為主，以成績來看，大部份是輸少贏

多，由於她參加的個人賽（雙打）從 1951年到 1962年相當長的時間，因

此，她的對手有來自不同地方與不同時期的名將，從 1951年的南市「軟

網皇后」張林悅治、高蕙心，1953 年出道的雲林縣蔣純、林秀麗與江秀

菊、張玉的組合，同年出道的選手還有新竹女中劉玉蘭、劉惠英，以及自

1956年開始竄起的同門師姐妹臺東縣蘇玉梅、黃辛滿，到了 1959年，臺

南市的後起之秀林雪珠搭配轉籍臺南市的林秀麗之組合。洪瑞雲搭配的搭

檔從一開始的黃辛滿，1953年後搭配林桂梅，到 1961年搭配臺東後起之

秀許靜枝，都獲得過全省個人賽（雙打）冠軍。而洪瑞雲在球場上的角色，

也隨著搭配的搭檔不同，而有不同。她可以是抽球強勁，球路變化多端的

後排選手，也可以是神出鬼沒，出手犀利，一擊讓對手致命的刁鑽前排選

手，加上她的體型高人一等的優勢，讓她縱橫臺灣軟式網球球壇近 20年，

從 1950年代，到 1960年代都拿過全省冠軍。29 

(二)代表臺東、軟網省運稱后 

「臺灣省運動會」自1953年起將軟式網球運動列為正式比賽項目，是

臺灣軟式網球團體賽最重要的比賽。洪瑞雲在1951年獲得全省軟式網球表
                                                 
26 〈軟網表演圓滿結束〉，《新生報》，1951.10.30，4 版。 
27 「金木杯」全名為天爵、金木杯軟式網球賽，是為了紀念倡導軟式網球運動有功的

林天爵、以及日治時期傑出選手柳金木先生而辦理的比賽。從 1948 年 1 月 3 日辦

理開始，至今（2011）仍持續辦理中，是全臺灣歷史最久遠的軟式網球比賽。 
28 「吳鳳杯」於 1956 年開辦，每年於嘉義縣舉行，至 1982 年因嘉義縣、市分治而停

辦。 
29 搭配黃辛滿獲 1951 年全省軟式網球表演賽冠軍；搭配林桂梅獲 1956、1958 年吳鳳

杯冠軍；搭配許靜枝獲 1961 年金木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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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賽個人（雙打）冠軍後，隔年（1952）臺東縣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

表演賽中，洪瑞雲和林桂梅、蘇玉梅、黃辛滿3位選手為主，所組成的臺

東縣軟式網球代表隊，贏得了冠軍。1953年軟式網球運動成為臺灣省運會

的正式項目後，各縣市對於這項錦標莫不盡力爭取，主要發展女子軟式網

球運動的縣市更是全力以赴。臺東縣從預賽一路過關斬將，到決賽遭遇到

由虎尾女中所組成的雲林縣代表隊，雲林縣代表隊中的蔣純選手，是當年

（1953）獲得兩次全省性軟式網球錦標賽亞軍的選手，年紀雖輕，但球技

已相當高超。第一點選手臺東林桂梅、洪瑞雲以4：3擊敗雲林縣蔡惠美、

王惠蘭，第二點臺東邱恬、蘇玉梅以1：4敗給了蔣純、林秀麗，第三點曾

俊美、黃辛滿以0：4輸給江秀菊、張玉。第四點林桂梅、洪瑞雲以4：3

打敗蔣純、林秀麗，兩隊以2：2打成平手。第五點決勝，由林桂梅、洪瑞

雲再度出賽，出戰江秀菊、張玉，結果林桂梅、洪瑞雲敗給了江秀菊、張

玉，臺東縣屈居亞軍。30從比賽情形來看，臺東縣太過於倚靠林桂梅、洪

瑞雲這一組選手，而雲林縣代表隊3組選手，實力相當平均，臺東縣輸得

不算冤枉。在團隊比賽中，堅強且實力平均的陣容，是獲勝的主要因素。

1954年臺東縣代表隊獲得第三名，輸給了苗栗縣和臺北市，這一年苗栗縣

代表隊，因為就讀新竹女中的劉玉蘭加入實力大增，進而獲得臺灣省運動

會軟式網球團體賽冠軍，31提得一提的是，曾代表臺東縣贏得第三屆全省

運動會網球冠軍的好手林源英，因為結婚而遷籍臺北市，在決賽與臺東縣

遭遇，碰巧遇上臺東高女的同班同學黃辛滿，最後林源英獲勝替臺北市贏

得銀牌。321956年臺東縣代表隊再度獲得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團體第三

名，5年總計獲得1銀2銅，保持不錯的成績。可惜的是，從軟式網球列為

正式比賽後，洪瑞雲與林桂梅、蘇玉梅、黃辛滿等軟式好手領軍之下的臺

東縣即未曾贏得冠軍。 
                                                 
30〈軟式網賽精彩激烈〉，《公論報》，1953.10.31，6 版。 
31 劉玉蘭訪問記錄，2011 年 10 月 21 日下午 7 點於臺北市忠孝東路 4 段玉璽餐廰。 
32 林源英訪問記錄，2011 年 8 月 23 日上午 10 點於臺北市民權西路捷運站旁麥當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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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開始，後起之秀許靜枝加入主將行列，臺東縣代表原有林桂

梅、洪瑞雲、蘇玉梅、黃辛滿等4位好手，加入許靜枝後實力更加完整，

在1月份參加全省吳鳳杯網球賽時，臺東縣就獲得冠軍。3310月份參加臺

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時，主將林桂梅並沒有出賽，缺少林桂梅在陣中，

臺東縣實力大受影響。預賽先以1：2敗給實力不強的嘉義縣隊，34再以1：

2輸給實力堅強的雲林縣。戰績2敗後，第三戰遭遇臺中市，第一點黃辛滿

和蘇玉梅的組合以4：0擊敗對手輕鬆過關，第二點以0：4輸給臺中市，第

三點決勝由洪瑞雲搭配鄭雲娥，出戰臺中市黃昭英、林奐兒，在暮色蒼茫

中，兩隊攻來殺去，難解難分，洪瑞雲和鄭雲娥以較佳的體力與身高的優

勢，終場以4：2擊敗臺中市。35臺東縣擊敗臺中市終於在本次比賽中取得

首勝，關鍵之戰遭遇前一年（1957）冠軍隊新竹縣，臺東縣調整陣容，改

以許靜枝搭配洪瑞雲擔任第一點，洪瑞雲發揮老將帶新秀的功能，不但打

敗了新竹縣的母女檔強將陳芸蕙、張真媛，36也讓許靜枝打出了信心，成

為真正的高手。第二點蘇玉梅、黃辛滿的組合，以4：1擊敗張瑞春、劉玲

玲。第三點鄭雲娥、林富月雖敗於竹縣之手，但已無關勝負。37關鍵一戰

臺東縣以2勝1負的成績擊敗新竹縣，以2勝2負分組第二名擠進決賽。進入

決賽後，洪瑞雲搭配許靜枝的組合，第一戰以4：0擊敗北市劉美珠、姚妙

珠的組合，並且表現越來越好，帶動臺東縣以3戰全勝的成績，獲得臺東

縣第一面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運動冠軍。 

1959年4月洪瑞雲與臺東自水來水廠廠長徐冉郎結婚。臺東縣代表隊

陣容堅強且全隊實力平均，新秀許靜枝在前一年（1958）經由洪瑞雲在比

                                                 
33〈吳鳳杯網球賽〉，《中華日報》，1958.01.05，3 版。 
34 嘉義縣參加臺灣省運動會，1952-1963 年，從未進入決賽，見附錄四。〈省運十二

項目、展開劇烈競爭〉，《中央日報》，1958.10.27，4 版。 
35 〈女網北市封后〉，《中央日報》，1958.10.29，4 版。 
36 陳芸蕙為張真媛之母親，張真媛曾入選為 1960 年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中央日報

1958 年 10 月 30 日，5 版，將陳芸蕙誤植為張芸蕙。 
37 〈東縣湔雪前恥昨淘汰竹縣〉，《中央日報》，1958.10.3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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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中的指導，球技逐漸成熟，搭配原有的林桂梅、蘇玉梅、黃辛滿、鄭雲

娥等好手，臺東縣陣中的3組選手，均為一時之選，以堅強且平均的實力，

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比賽中，預賽以2：1勝新竹縣；以3：0勝高雄市；

以2：1勝臺中市，決賽再擊敗雲林縣、臺南市、臺北市等3隊，以3戰全勝

紀錄，獲得冠軍。38值得一提的是，洪瑞雲當時是懷著4個月的身孕參賽，

比賽中並沒有人發現，直到大會頒獎時，洪瑞雲才向隊友坦承這件事。39 

1960年洪瑞雲因為懷孕，沒有代表臺東縣女子軟式網球隊參加1月份

的天爵、金木杯與4月份的吳鳳杯，這是10年來臺東縣代表隊第一次沒有

洪瑞雲在隊上。幸運的是，臺東縣代表隊的許靜枝已順利的接棒，成為一

位成熟且優秀的選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臺東縣代表隊出現了一位奇

才張春貴，張春貴1958年畢業於臺東女中，在校時是一位桌球選手，畢業

後進入臺東電信局服務，曾獲全省電信局員工桌球賽第二名。因羨慕林桂

梅、蘇玉梅、黃辛滿、洪瑞雲等人當選軟式網球國手，到日本參加亞洲杯

軟式網球比賽，於是1960年1月份起，發奮開始練習軟式網球，4月份代表

臺東縣參加吳鳳杯全省軟式網球賽，即獲得冠軍。40由於許靜枝、張春貴

順利接棒，因此，本年度雖然洪瑞雲懷孕無法參加金木杯與吳鳳杯全省軟

式網球賽，臺東縣仍能贏得冠軍。10月份的臺灣省運動會，強將蘇玉梅因

為結婚而沒有代表臺東縣出賽，但在洪瑞雲產後復出，以及許靜枝、張春

貴接棒下，臺東縣仍然繼續獲得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冠軍，可謂順利完

成世代交替。 

1961年黃辛滿結婚，遠嫁日本。結束了她代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

會網球比賽長達十三屆之久的選手生涯。41臺東縣軟式網球代表隊陣中，

從此不再有蘇玉梅與黃辛滿的組合。而在洪瑞雲、林桂梅的領軍下，配合

                                                 
38 見附錄二。 
39 洪瑞雲電話訪問記錄，2011 年 8 月 22 日上午 10 點。 
40〈臺東優秀體育女青年〉，《更生報》，1961.09.10，3 版。 
41 黃辛滿自1948年至1960年，總計參加十三屆臺灣省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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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貴、許靜枝兩位新秀，臺東縣連續第四年獲得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

賽冠軍，也是臺東縣軟式網球運動成績的最高峰。 

1962年年初，洪瑞雲搭配許靜枝獲得金木杯全省軟式網球賽個人（雙

打）冠軍，正想與許靜枝搭配，參加第四屆亞洲杯女子軟式網球國手選拔，

但隨後因懷孕而告放棄。4210月份的全省運動會，臺東縣代表隊新手居

多，對於蟬聯五度軟式網球后座，難度不低。43產後再度復出的洪瑞雲，

與球技正值巔峰的許靜枝，仍率領臺東縣代表隊，在預賽3戰全勝，以分

組第一進入決賽。可惜決賽以1：2分別輸給臺中市與臺南市屈居第三名，

應驗了賽前東臺日報的預測。 

1963年洪瑞雲懷第三胎，因此，並沒有代表臺東縣參加臺灣省運動

會，臺東縣女子軟式網球代表隊，陣中只剩老將林桂梅與隊長許靜枝。賽

前臺東媒體並不看好這支球隊能夠取得好成績。44幸而擔任隊長的許靜枝

帶領臺東縣代表隊，以五戰全勝的成績，為臺東縣贏得最後一次的臺灣省

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運動冠軍。其中臺東縣在決賽出戰宿敵臺南市一仗，

許靜枝搭配謝吉子，遭遇林雪珠與林秀麗這一組，林雪珠、林秀麗為第三、

四屆亞洲杯女子軟式網球國手，實力當然不在話下，幸而許靜枝堅強的意

志力，與為家鄉盡力的企圖心，奮戰不懈，終於打敗對手，為臺東贏得比

賽。45這是臺東縣軟式網球代表隊，沒有洪瑞雲在隊中，唯一一面省運動

會金牌。 

1964年起，臺東縣軟式網球代表隊由於軟網五鳳中，蘇玉梅、黃辛滿、

許靜枝相繼結婚而離開臺東，戰力折損嚴重影響成績，連續3年未曾在省

                                                 
42 陳建森、李文田，〈許靜枝與臺東軟式網球運動（1940-1963）〉，《馬偕學報》，

9（臺北，2011.07）：91-124。 
43〈臺東參加省運選手、八項65人〉，《東臺日報》，1962.10.12，2版。 
44 1963 年臺東縣參加臺灣省運動會代表隊中，以男子田徑陣容最堅強，男女游泳選

手實力亦不弱，是賽前更生報看好奪牌的隊伍。〈東省運代表隊，一行今日出發〉，

《更生報》，1963.10.08，3 版 。 
45 許靜枝訪問記錄，2011 年 3 月 23 日上午 10 點於臺北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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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獲得獎項。直到1967年新生代郭凌雲竄起，搭配老將洪瑞雲，為臺

東縣贏得一面銅牌，這一面銅牌也是臺東縣最後一面女子軟式網球代表隊

的獎牌，為臺東女子軟式網球運動傳奇畫下句點。 

 

四、洪瑞雲的國手之路 

 

(一)軟式網球亞洲大會之緣起與第一屆大會 

軟式網球亞洲大會，是由亞洲地區熱衷軟式網球運動的日本、韓國以

及中華民國三個國家共同發起，盛行於日本、臺灣、韓國的軟式網球運動，

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本運動愛好者停止交流了多年，失去連絡已

久之球友戰後回復和平，渴望再有交手，藉以砥礪球技，增進國際友誼之

機會，由我國王捷陞、韓國張日剛、日本山邊貞雄、奧川辰雄等軟式網球

愛好人士努力奔走，克服了各種困難，終於能夠重新團聚。在我國孫連仲

將軍正式發起組織亞洲軟式網球協會之提議，經得日本與韓國代表同意，

於1955年7月27日在日本體育協會會議室，由日本、大韓民國代表與中華

民國代表林鴻坦先生等參加，討論有關亞洲軟式網球協會章程及比賽大會

規程，一致同意通過。46 

1956年1月7日，臺灣省網球協會總幹事林朝楚於第八屆金木杯球賽

中，邀集各縣市參賽人員舉行座談會時，報告擬於1956年5月份辦理第一

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與會代表均熱烈贊成，並願全力協助。會中草擬於

臺北市辦理三日團體賽，必要時並將在臺中市、臺南市表演各一日。47代

表臺灣參賽的選手，擬由1月份舉辦的全省金木杯軟式網球賽，個人組（雙
                                                 
46 謝肇琳，〈軟式網球亞洲大會之回顧與世界大會之展望〉，《中華軟網季刊》，4
（臺北，1980.02）：8。 

47 〈亞洲首屆網球賽擬五月在臺舉行〉，《中央日報》，1956.01.08，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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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前5名的選手所組成。當年獲得前5名的選手分別是冠軍蔣純、林秀麗；

亞軍江秀菊、張玉；季軍劉玉蘭、林秀月；殿軍蔡惠美、黃綠尊；第五名

是陳紋綢、趙燦文。48臺東縣由於受參賽經費影響，並沒有參與這一屆的

金木杯軟式網球比賽，因此，洪瑞雲與林桂梅雖然在當時以實力而言，足

以當選國手沒有問題，但仍然無緣於國手之路。當年度（1956）第二次全

省性的軟式網球賽，4月份在嘉義縣舉行，距離1月份的金木杯全省網球

賽，僅有3個月的時間，而且參賽的選手，有多組為金木杯前5名，已入選

國手的選手，賽末林桂梅、洪瑞雲勇奪冠軍。雖然證明了林桂梅與洪瑞雲

為當時臺灣的一時之選，無奈已錯過國手選拔賽，因為經費缺乏而無法參

賽，造成選手之遺憾，在臺東此等窮縣，實屬選手的遺憾與國家的損失。 

第一屆軟式網球亞洲大會，後來並沒有於1956年5月份舉行，而是改

於1956年10月12日於臺北市新公園球場舉行，比賽項目並沒有女子組，因

此，不管是當年（1956）金木杯的冠軍蔣純、林秀麗，還是吳鳳杯冠軍林

桂梅、洪瑞雲，均無緣代表臺灣成為第一屆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 

(二)國手之路千波百折 

臺東知名田徑選手楊傳廣，1954年在馬尼拉亞運會的優異表現，不僅

成為國家英雄，更是臺東縣每個人共同的驕傲，成為國手為國爭光，是當

時洪瑞雲心中的理想。1月份舉行的吳鳳杯臺東縣獲團隊冠軍，個人賽（雙

打）洪瑞雲搭配林桂梅也獲得了冠軍，顯示出1958年臺東縣選手的實力堅

強且平均，而林桂梅、洪瑞雲這一組更是傑出。4月份舉行的金木杯，臺

東縣仍然贏得了團體組冠軍，在個人賽（雙打）部份，林桂梅、洪瑞雲的

組合，一路過關斬將，直到決賽遭遇到同為臺東縣代表隊的黃辛滿與蘇玉

梅的組合，林桂梅、洪瑞雲的組合輸給了黃辛滿與蘇玉梅的組合。由臺東

                                                 
48 〈全省八屆軟網賽結束，雲縣成績輝煌，個人比賽獲選之前五名，將代表參加亞洲

軟網賽〉，《臺灣新生報》，1956.01.10，4 版。 



166  運動文化研究  第十九期 

縣代表隊選手，分別贏得了冠、亞軍，可見得1958年，臺東縣代表隊的選

手，球技與體能均處於非常良好的狀況下。 

第二屆亞洲杯9月在日本東京舉行，5月份我國接到主辦單位邀請，496

月份再接獲第二屆亞洲杯將增加女子組，50由於第一屆亞洲杯軟式網球

賽，並沒有女子組的項目，因此，第二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可說是國內

第一次選拔女子軟式網球國手代表，省體育會網球協會於1956年6月28、

29日兩天，在臺北市新公園網球場舉行，以縣市為單位，凡曾參加十二屆

臺灣省運動會或1958年吳鳳杯、金木杯之縣市可選報兩組，選拔賽採分組

循環賽。51 

在本選拔制度下，臺東縣代表隊林桂梅、洪瑞雲，與蘇玉梅、黃辛滿

兩組選手，擊敗全省好手獲選為國家代表隊。此一結果與同年度吳鳳杯、

金木杯之比賽成績相同，證明臺東縣選手確實俱備國內頂尖之實力。然而

比賽結果，引來雲林縣體育會理事長蔡樹之不滿，認為選拔辦法欠公允，

造成雲林縣好手江秀菊、張玉，因其中一人未參加大會規定之十二屆省

運、1958年吳鳳杯、1958年金木杯，三項比賽中之任一項比賽，而被大會

取消參賽權。以至江秀菊、張玉這等曾贏得1955年全省網球賽冠軍、1956

年金木杯亞軍、1957年金木杯冠軍的軟網健將，竟無法參賽，導致人才被

埋沒，要求林桂梅、洪瑞雲，與蘇玉梅、黃辛滿兩組女國手，定期公開徵

求全國女網選手舉行挑戰賽，以優勝劣敗方式進行選拔，以昭公允。52省

體育會網球協會未受影響，仍選定林桂梅、洪瑞雲，與蘇玉梅、黃辛滿兩

組女國手，於9月17日前往日本東京參加比賽。53比賽結果林桂梅、洪瑞

雲在準決賽敗給了韓國選手余泳喜、南淑子，獲得第三名，這也是我國參

                                                 
49 〈亞洲軟網賽我決定參加〉，《中央日報》，1958.05.08，4 版。 
50 〈亞洲軟式網球賽決增加女子組〉，《公論報》，1958.06.08，3 版。 
51 〈參加亞洲女子網賽選拔辦法業經決定〉，《公論報》，1958.06.22，3 版。 
52 〈參加亞洲網球賽選拔女選手欠公允〉，《公論報》，1958.07.02，3 版；〈亞網

選拔賽雲縣提抗議〉，《中央日報》，1958.07.02，4 版。 
53 〈參加亞洲網賽我隊今赴日〉，《中華日報》，1958.09.17，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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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八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女子組唯一的一面獎牌。54 

洪瑞雲參加第二屆亞洲杯軟網賽返國後隔年（1959），與臺東市自來

水廠廠長徐冉郎結婚，婚後仍持續從事軟式網球運動，並代表臺東縣參加

1959年全省運動會，贏得軟式網球團隊冠軍，1960年3月洪瑞雲生頭胎，

產後6個月隨即搭配林桂梅參加9月份的第三屆亞洲杯國手選拔賽，產後復

出的洪瑞雲實力並未稍減，可惜因輕敵，加上雲林縣好手林秀麗轉籍臺南

市後，搭配林雪珠竄起，洪瑞雲與林桂梅的組合，並未獲選第三屆亞洲杯

國手。55 

第四屆亞洲杯國手選拔是以當年金木杯、吳鳳杯、連仲杯3大比賽成

績做為選拔標準，第一名得積分10分，第二名得8分，第三名得6.5分。自

1961年竄起的臺東自來水廠新秀許靜枝，搭配張春貴，1月份贏得了金木

杯冠軍，5月份贏得彰化大佛杯冠軍，狀況相當好，原本，要獲選第四屆

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應該不成問題。未料從1959年起，一直與許靜枝搭

檔的張春貴，在參加比賽時，與侯四川先生一見鍾情，墜入情海後短短3

個月就結婚，暫掛球拍離開網球場。 

許靜枝轉與洪瑞雲搭配，當時（1961年）許靜枝已與江永昌訂婚，而

洪瑞雲則是自來水廠廠長夫人，兩人相互詢問，這樣的組合會不會因為許

靜枝結婚或洪瑞雲懷孕而告拆夥，兩人均保證不會。在與許靜枝搭配參加

第十四屆金木杯獲得冠軍後，洪瑞雲獲得10分積分，沒想到，洪瑞雲在此

時懷孕了，使原本計畫好的國手之路，也就此斷了。 

 

 

                                                 
54 謝肇琳，〈軟式網球亞洲大會之回顧與世界大會之展望〉，10；臺灣新生報 1958
年 9 月 25 日 4 版報導，林桂梅與黃辛滿搭配之組合，獲第三名，由於林桂梅的前

排搭檔一直是洪瑞雲，且國內選拔時也是林桂梅與洪瑞雲同組獲選，經筆者向洪瑞

雲查證，證實臺灣新生報報導有誤。洪瑞雲電話訪問記錄，2011 年 8 月 22 日上午

10 點。 
55 洪瑞雲電話訪問記錄，2011 年 8 月 22 日上午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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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戰後臺灣的軟式網球運動，從1953年成為全省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

後，雲林縣、苗栗縣、臺中市、新竹縣等隊伍好手輩出，一直是臺灣省運

動會女子軟式網球比賽的常勝軍。其中，虎尾女中培養出蔣純、江愛返、

蔡惠美、林秀麗、張玉、黃綠鐏、江秀菊等代表雲林縣的好手，新竹女中

則栽培了劉玉蘭、劉惠英、張真媛等代表新竹縣與苗栗縣的好手。1953

年到1957年間，臺東縣代表隊所倚重的是林桂梅與洪瑞雲的組合，5年之

間，雖然贏得1面銀牌和2面銅牌，可惜的是，一直無法在決賽，打敗由虎

尾女中與新竹女中所訓練培育出來代表雲林縣和苗栗縣的好手。 

1958年臺東第一次獲得臺灣省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運動金牌，當時臺

東縣代表隊中，主將林桂梅並沒有出賽，隊中僅靠黃辛滿、蘇玉梅的組合

來撐大局，以致臺東縣在預賽時，敗給了歷年來成績不佳的嘉義縣，甚至

瀕臨遭淘汰的命運，洪瑞雲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在出戰臺中市一戰，率

鄭雲娥在暮色蒼茫中以4：2打敗黃昭英、林奐兒，保住臺東縣一線生機，

並在最關鍵一戰，搭配許靜枝以4：3戰勝新竹縣母女檔高手陳芸蕙、張真

媛這一組合。這一場勝利，將前一年（1957）冠軍隊伍「新竹縣」淘汰出

局。也將臺東縣送進決賽，並在決賽一路過關斬將，最後拿到冠軍，開啟

臺東縣在全省運動會軟式網球的霸業。 

軟式網球運動在球場上有前排與後排的分工，各有各的職責與不同的

專業技巧，能全面俱備的選手並不多，洪瑞雲原本的專長是前排，搭配林

桂梅的後排強球，這種組合，成為臺灣軟式網球運動界的絕配，也是讓各

縣市選手最為敬畏的組合。然而，1958年在林桂梅缺席的情形下，洪瑞雲

搭配鄭雲娥的後排，擔起了重任，擊敗臺中市；並在與新竹縣關鍵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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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改變組合搭配新秀許靜枝，擔任後排選手進而擊敗強敵陳芸蕙與張真

媛的組合，助臺東縣代表隊挺進決賽，最後贏得了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

冠軍，奠定了臺東縣稱霸臺灣省的基礎。由於洪瑞雲俱備全面的軟式網球

技術，才能在球隊需要她的時刻，肩負起母雞帶小雞的任務，依據與她搭

檔選手的球路特質，擔任不同的角色，在後排發動攻勢，或是在前排強襲

得分。並在緊張時刻鼓勵後進，進而攜手克敵，共同為家鄉的榮譽努力。 

洪瑞雲在臺東軟式網球球壇上，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從1951年起，

承接自日治臺東高女軟式網球選手黃辛滿、林源英、黃月英等，在臺灣省

運動會網球成就，並加以發揚光大，直到1958年提攜後進許靜枝，使其能

球技大成，延續臺東軟式網球運動在臺灣省運動會的光榮傳統，更甚者洪

瑞雲直到1967年，仍代表臺東縣軟式網球代表隊，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搭

配後來揚名於臺灣軟式網球運動的郭凌雲，得到銅牌的成就。在臺灣軟式

網球運動場上，馳騁17年始終不斷努力，為家鄉爭取榮耀，並不斷提攜後

進，這應該就是洪瑞雲最大的貢獻吧！ 
 

（本文特別感謝洪瑞雲、劉玉蘭、許靜枝、林源英四位女士以及高銘煥、

李瓊鐘兩位先生的協助，接受多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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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洪瑞雲與臺東軟式網球發展之大事紀 

年月日 洪瑞雲之重要事蹟 

1932（民國21）年 （出生） 7◎ 月1日，洪瑞雲出生於花蓮縣。 

1935（民國24）年 3歲 ◎舉家搬遷到臺東縣。 

1939（民國28）年 7歲 ◎入學就讀臺東公學校。 

1943（民國32）年 11歲 
◎美軍轟炸臺東，臺東廳政府疏散臺東公學校學生

至都蘭公學校就讀。 

1945（民國34）年 13歲 
◎都蘭公學校畢業後，在家幫忙家務。 

8◎ 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6（民國35）年 14歲 
◎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未列軟式網球項目，僅辦

理網球比賽。 

1947（民國36）年 15歲 
◎考入臺灣省立臺東醫院護士訓練班，接受護理訓練。 
◎受高銘煥先生指導，開始學習軟式網球。 

1948（民國37）年 16歲 
12◎ 月，第三屆臺灣省運動會，林源英、黃辛滿、

黃月英、林桂梅4位選手代表臺東縣獲網球冠軍。 

1949（民國38）年 17歲 ◎第四屆臺灣省運動會，臺東縣獲女子網球季軍。 

1951（民國40）年 19歲 

◎第六屆臺灣省運動會，臺東縣獲網球季軍。 
◎洪瑞雲代表臺東參加第六屆臺灣省運動會，臺東

縣獲網球季軍。 
◎準決賽洪瑞雲單打對戰臺南市選手黃率真，雙打

搭配黃辛滿出戰南市黃率真、張林悅治。 
◎決賽臺東縣打敗臺中市獲季軍。 
◎臺灣省運動會結束後，臺灣省網球協會舉辦軟式

網球表演賽，洪瑞雲搭配黃辛滿擊敗南市張林悅

治、高蕙心奪得個人賽冠軍。 

1952（民國41）年 20歲 

1◎ 月第四屆全省軟式網球錦標賽臺東縣代表隊獲

女子組第三名。 
◎1月曾俊美、徐花妹獲第四屆全省軟式網球錦標

賽女子個人（雙打）第三名。 
10◎ 月入圍臺東「縣運之花」。 
10◎ 月東臺日報專欄介紹「網球冠軍洪瑞雲」。 
10◎ 月第七屆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列為表演

賽，黃辛滿、洪瑞雲、高秀鳳、邱恬、曾俊美、

許青鸞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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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民國42）年 21歲 

10◎ 月第八屆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成為正式比

賽，黃辛滿、林桂梅、洪瑞雲、曾俊美、徐花妹、

邱恬、蘇玉梅、邱格、林源英、傅菊蘭代表臺東縣

獲亞軍。 
10◎ 月臺東縣女子網球代表隊獲全省運動會第三

名。 

1954（民國43）年 22歲 

5◎ 月林桂梅、黃辛滿、邱恬、曾俊美、洪瑞雲、

郭月却、蘇玉梅代表臺東縣參加全省軟式網球賽

獲亞軍。 
5◎ 月林桂梅、黃辛滿、邱恬、曾俊美、洪瑞雲、

郭月却、蘇玉梅代表臺東鎮參加東部第三屆聯合

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冠軍。 
10◎ 月第九屆臺灣省運動會，黃辛滿、林桂梅、洪

瑞雲、曾俊美、徐花妹、邱恬、蘇玉梅、郭月却、

沈金正、許蓮葉代表臺東縣獲季軍。 
10◎ 月第九屆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臺東縣獲亞軍。 

1956（民國45）年 24歲 

1◎ 月金木杯暨第一屆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選拔

賽，臺東縣因經費不足未參賽，林桂梅、洪瑞雲

痛失國手參選機會。 
4◎ 月第一屆全省吳鳳杯軟式網球賽林桂梅、洪瑞

雲代表臺東縣獲得第三名。 
4◎ 月吳鳳杯社女冠軍林桂梅、洪瑞雲。 
10◎ 月第十一屆臺灣省運動會，黃辛滿、林桂梅、

洪瑞雲、曾俊美、蘇玉梅、林加代、朱秀卿代表

臺東縣獲季軍。 

1957（民國46）年 25歲 4◎ 月吳鳳杯社女團體組冠軍臺東縣。 

1958（民國47）年 26歲 

1◎ 月洪瑞雲代表臺東縣參加吳鳳杯軟式網球賽，

臺東縣獲冠軍。 
1◎ 月吳鳳杯社女冠軍林桂梅、洪瑞雲，殿軍黃辛

滿、蘇玉梅。 
4◎ 月金木杯社女冠軍黃辛滿、蘇玉梅，亞軍林桂

梅、洪瑞雲。 
4◎ 月金木杯社女團體組冠軍臺東縣。 
10◎ 月第十三屆臺灣省運動會，黃辛滿、林桂梅、

洪瑞雲、蘇玉梅、許靜枝、鄭雲娥、林富月、盧

周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1959（民國48）年 27歲 
10◎ 月第十四屆臺灣省運動會，黃辛滿、林桂梅、

洪瑞雲、蘇玉梅、許靜枝、鄭雲娥、郭月却、潘

秀卿、徐金枝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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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民國49）年 28歲 

1◎ 月黃辛滿、林桂梅、蘇玉梅、許靜枝、郭月却、

鄭雲娥、潘秀卿、徐金枝、鄧秀美、黃彩華代表

臺東縣參加第十二屆天爵、金木杯軟式網球錦標

賽，臺東縣獲冠軍。 
4◎ 月黃辛滿、許靜枝、郭月却、徐金枝、張春貴、

潘秀卿代表臺東縣參加吳鳳杯軟式網球錦標

賽，臺東縣獲冠軍。 
9◎ 月黃辛滿、洪瑞雲、林桂梅、許靜枝、郭月却、

徐金枝6人參加第三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國手選

拔，無人獲選。 
10◎ 月第十五屆臺灣省運動會，黃辛滿、林桂梅、

洪瑞雲、許靜枝、郭月却、張春貴、盧美華、黃

彩華、莊春宿、張玉珠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1961（民國50）年 29歲 

1◎ 月5日許靜枝與張春貴搭配雙打，獲第十三屆金

木杯冠軍。 
5◎ 月23日許靜枝與張春貴搭配雙打，獲第一屆彰

化大佛杯冠軍。 
10◎ 月第十六屆臺灣省運動會，洪瑞雲、林桂梅、

許靜枝、張春貴、徐金枝、郭月却、許爾智、陳

秀慧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1962（民國51）年 30歲 

1◎ 月7日許靜枝與洪瑞雲搭配雙打，獲第十四屆金

木杯冠軍。 
4◎ 月8日許靜枝與鄭百合搭配雙打，獲嘉義縣吳鳳

杯冠軍。 
7◎ 月9日許靜枝與鄭百合搭配雙打，獲臺北市連仲

杯冠軍。 
7◎ 月許靜枝與鄭百合獲選第四屆亞洲杯軟式網球

國手。 
10◎ 月第十七屆臺灣省運動會，許靜枝、洪瑞雲、

張玉珠、謝吉子、黃富美、陳金子、王麗君代表

臺東縣獲季軍。 

1963（民國52）年 31歲 
10◎ 月第十八屆臺灣省運動會，許靜枝、林桂梅、

徐金枝、黃富美、謝吉子、黃彩華、張玉珠、龔

幸子代表臺東縣獲冠軍。 

1967（民國56）年 35歲 
10◎ 月第二十二屆臺灣省運動會，洪瑞雲、張金

玉、康寶珠、黃富美、郭凌雲、李惠美、林淑美、

林吟美、王淑惠代表臺東縣獲季軍。 

資料來源：2011年7月9日電話訪談洪瑞雲。筆者整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

《臺灣新生報》、《更生日報》、《東臺日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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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洪瑞雲參加「全臺軟式網球個人賽（雙打）成績」一覽表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比賽地點 主辦單位
雙打 
搭檔 

比賽 
成績 

備註 

1951年10月 
第一屆全省

軟式網球表

演賽 
臺北市 

臺灣省 
網球協會

黃辛滿 冠軍 
 

1954年5月 
全省軟式網

球賽 
臺南市 

臺灣省 
網球協會

林桂梅 季軍 
 

1956年4月 
第一屆 
吳鳳杯 

嘉義縣 嘉義縣 林桂梅 冠軍 
 

1958年1月 
第三屆 
吳鳳杯 

嘉義縣 嘉義縣 林桂梅 冠軍 
 

1958年4月6日 
第十屆 
金木杯 

員林鎮 彰化縣 林桂梅 亞軍 
 

1962年1月7日 
第十四 
屆金木杯 

員林鎮 彰化縣 許靜枝 冠軍 
 

資料來源：係筆者整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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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952 年-1967 年「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成績一覽表 

年度 比賽名稱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備註 

1952年 
第七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臺中市 新竹市 屏東縣 表演賽 

1953年 
第八屆 

臺灣省運動會 
雲林縣 臺東縣 臺中市 屏東縣

 

1954年 
第九屆 

臺灣省運動會 
苗栗縣 臺北市 臺東縣 雲林縣

 

1955年 
第十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中市 苗栗縣 雲林縣 臺北市

 

1956年 
第十一屆 

臺灣省運動會 
雲林縣 苗栗縣 臺東縣 臺北市

 

1957年 
第十二屆 

臺灣省運動會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臺北市

 

1958年 
第十三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雲林縣 苗栗縣 臺北市

 

1959年 
第十四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雲林縣 臺北市 臺南市

 

1960年 
第十五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臺南市 苗栗縣 臺北市

 

1961年 
第十六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苗栗縣 臺北市 新竹縣

 

1962年 
第十七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南市 臺中市 臺東縣 新竹縣

 

1963年 
第十八屆 

臺灣省運動會 
臺東縣 臺南市 臺北市 苗栗縣

洪瑞雲

未參賽 

1967年 
第二十二屆 
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南投縣 臺東縣 臺中市
 

資料來源：係筆者整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