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1983年榮登國際壘球總會名人堂（註2），

不但是華人首位獲此殊榮的人士，更代表國

際壘球界對他的肯定。

運動項目的推展，有賴大量人力物力的

投入，更需要一位刻苦堅持的推手。何明璋

自接任中華民國壘球委員會（中華民國壘球

協會前身）總幹事開始，即為壘球運動極力

奔走，從場地設施、球員訓練條件的改善，

到舉辦國內比賽、參與國外比賽的經費籌

措，處處都看得到何明璋勞心勞力的影子。

註1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 奧 會 模 式 〉 ， < h t t p : / /

www.sa.gov.tw/wSite/fp?xItem=4310&ctNode=                               

458&mp=11>，2017.02.28檢索。

註2 〈國際壘總會員大會五十三票全票通過何明璋蟬聯

壘總亞洲區副會長〉，《民生報》，1983.05.17，     

2版。

許光麃，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教授。E-mail:kuangpiaohsu38@yahoo.com.tw。

林弘倉，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研究生。E-mail:akimizu.tw@gmail.com。

許光麃、林弘倉

何明璋

壘球外交鬥士 

圖1　何明璋擔任中華民國壘球協會理事長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壹、前言

臺灣的壘球運動發展時間甚早，除了

在國內持續地推動各級比賽之外，更積極地

參與各項國際賽事，並取得不錯的成績。從

1967（民國56）年參加第一屆亞洲女子壘球

錦標賽開始，國家代表隊多次在國際賽中獲

得優異成績，是我國除了棒球以外，少數能

夠揚名國際的團隊競賽項目。

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在國際

活動的參與上屢屢受到中共的壓力，中華民

國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稱中華奧會）及其他運動

團體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以下稱國際奧會）

和各種國際組織的會籍相繼受到影響，致使

我運動選手和青年無法參加國際體育競賽與

活動，嚴重影響我國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的權

益。經過當時我國籍國際奧會委員徐亨等人

的奔走與努力，終於1981年3月23日在瑞士洛

桑與國際奧會簽訂協議，以“Chinese Tai-

pei”名稱及奧會會旗、會歌，重新獲得國際

奧會承認，確保中華奧會在國際奧會應有之

權利。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在國際奧會協助

下，並循此模式逐一恢復會籍，我們通稱為

「奧會模式」（註1）。

於此外交艱辛的年代，我國壘球運動能

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實屬不易。其中何

明璋在領導國內壘球協會、維護我國在國際

壘球總會（International Softball Federa-

tion, ISF）之會籍、維繫與會員國的友好關

係、提升我國壘球的國際地位並主辦第五屆

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提攜後進等各方面

所做的努力與貢獻，足為後輩表率。何明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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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貳、生平事蹟

何明璋先生於1916（民國5）年出生，25

歲時與何高瑤月女士結婚，婚後育有二男五

女（註3）。

何明璋與壘球的淵源，可從臺北市第十

信用合作社（以下稱十信）與蔡萬霖談起。

十信由蔡氏家族所主導經營，何明璋自1957

年開始，連續擔任十信理事。曾任中華民國

壘球協會（Chinese Taipei Amateur Soft-

ball Association，以下稱中華壘協）第二

任理事長的蔡萬霖則是自1965年起擔任十信

理事，並於1971年至1979年間升任理事主席

（註4）。

何明璋自1965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壘

球委員會（中華民國壘球協會之前身）總幹

圖2　何明璋（右）致贈世界盃

紀念獎牌給行政院孫運璿

院長（照片來源：中華民

國壘球協會提供）

何明璋已辭世近三十年，本文以何明璋

在壘球運動的推展、國際關係的維持及提攜

後進參與國際壘球事務為主軸，透過蒐集書

籍、期刊、壘球協會刊物、世界盃壘球賽報

告書及報章媒體報導等文獻，回顧何明璋擔

任壘球協會總幹事、理事長期間，在壘球運

動推展及體育外交之努力與貢獻，輔以訪談

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紀錄組組長張

昭雄及教練團成員陳汝俊兩位壘球界前輩，

透過張昭雄、陳汝俊與何明璋的親身互動經

驗，深入了解何明璋為人處事的智慧，提供

後輩參考學習。

在體育行政及國際交流之外，何明璋也

擁有設計的才華。1980年5月，何明璋接受第

一屆世運會籌備會秘書長波特的請求，負責

賽會標誌的設計與製造。起先他找了外人來

設計，但是圖案一直不理想；後來他自己動

腦筋想出了圖案，拿給波特看後，大家都認

為表現了第一屆世運會所有的特色。這個標

誌有一個大「I」，上有美國國旗標誌，旁邊

是世界運動會的永遠標誌「W」字型，中間為

地球圖型。這個標誌獲得世運會籌備會的認

可採用，從圖案構想、設計到製造，都是由

何明璋所負責（註10）。

事，即戮力推動國內壘球運動之發展。1974

年，中華民國壘球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民國壘

球協會，由立法委員梁許春菊當選首任理事

長，何明璋先生仍繼續擔任總幹事，前後協

助梁許春菊、蔡萬霖兩任理事長推展協會事

務，後於1981年接任中華壘協第三任理事

長，直至1985年交棒給國大代表黃書瑋先

生，由黃書瑋先生接任第四任中華壘協理事

長（註5）。何明璋領導壘球協會推展壘球運

動，前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

從1973年開始，何明璋連續七屆當選為

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主導亞洲的壘

球事務，居功厥偉。1980年更榮獲教育部頒

發金質體育獎章（註6），為體育界之最高榮

耀。在1980年代初期，他更是我國唯一擁有

國際單項總會副會長頭銜的人（註7）。

1982年由臺北市主辦的第五屆世界盃女

子壘球錦標賽，共有破紀錄的二十三支隊伍

參加，使得此次賽會成為國際壘球總會有史

以來規模最大的比賽（註8）。除了為我國亟

欲突破的外交困境打了一劑強心針外，我國

代表隊在本屆賽事獲得第二名，也把我國堅

強的壘球實力展現給世人。

何明璋在國際壘球總會各會員國間關係

良好，在把中華壘協理事長的重擔交棒給黃

書瑋後，其影響力仍不受影響。1987年國際

壘球總會會員大會於日本東京舉行，黃書瑋

在日本代表及中共代表的強力競爭下，依舊

脫穎而出當選亞洲區副會長（註9），可見何

明璋在提攜後進所做的努力與卓越貢獻。

註3 〈何明璋夫人昨病逝，「為了她，我要把世界杯女

壘賽辦得更完美。」〉，《聯合報》，1982.02.26，  

3版。

註4 保證責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慶祝創社七十週

年籌備委員會，《保証責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

社七十年誌》，臺北：保證責任臺北市第十信用

合作社，1981，31-36。

註5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簡介〉，<http://www.rocsf.org.tw/about_us/about_

us_7_page.asp?file=DB15061713551.htm>，2017.03.01       

檢索。

註6 雲大植，〈何明璋呂渭祥昨獲頒體育獎章，強調以

實力肆應國際體壇〉，《民生報》，1980.09.10，   

1版。

註7 〈設計首屆世運標誌　何明璋佳作獲採用，高興

之餘擔心職業難保　奉獻壘球多年也怕三振〉，

《聯合報》，1981.01.30，5版。

註8 何明璋，〈歡迎詞〉，《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

標賽》，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籌備

委員會，1982，11。

註9 〈民生論壇　國內壘球界的轉機〉，《民生報》，    

1987.06.26，4版。

註10 〈設計首屆世運標誌　何明璋佳作獲採用，高興

之餘擔心職業難保　奉獻壘球多年也怕三振〉，

《聯合報》，1981.01.3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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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中華壘協在何明璋的帶領下，協會組

織也日益完備、茁壯，1982年時，在全臺灣

地區共有十三個分支機構，除臺灣省設壘球

協會外，其餘臺北市、高雄市、桃園縣、新

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嘉義縣、臺南市、

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皆設壘球

委員會，以輔導轄區壘球運動，定期舉辦各

項交流活動。每年舉辦「協會盃」、「中正

盃」等全國性壘球錦標賽，使各球隊有互相

切磋球技的機會，並作為發掘儲備人才的管

道。當時，壘球人口約一百萬人，球隊遍佈

全國各級學校（註19）。過去國內壘球運

動，一直缺乏一本專業性的雜誌，以便記述

日趨頻繁的大小型比賽、國內外壘球動態、

最新比賽規則、球友通訊等等（註20），因

此在何明璋的推動下《中華壘球雜誌》誕

生，於1983年10月31日創刊發行，由張昭雄

擔任總編輯。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勞心勞力　推展壘球運動

1965年中華民國壘球委員會正式誕生，

由陳重光先生擔任會長，何明璋先生為總幹

事。到了1974年，中華民國壘球委員會改組

為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梁許春菊女士當選首

屆理事長。1977年改選蔡萬霖為第二屆理事

長，在此期間，何明璋一直擔任總幹事，負

責會務之處理（註11）。

何明璋與十信蔡家的交情深厚，很長

一段時間，中華壘協的辦公室設在十信總社

大樓，中華壘協的幹部也多由十信的人員所

兼任（註12）。何明璋利用十信的財力、人

力，協助推展壘球運動，使我國壘球實力提

升，並獲邀參加世運會，這些都應是何明璋

的功勞（註13）。

運動的推展需要大量的資源，尤其是經

費。何明璋為國內壘球事務勞心勞力之餘，

當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賽會時，也常為了

籌措經費而苦惱，當壘球協會無法爭取到足

夠的補助款時，甚至得自掏腰包資助。1970

年中華女壘隊參加在日本舉行的第二屆世界

盃女子壘球錦標賽，何明璋自掏腰包花了七

萬餘元，這樣的金額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費

用，但他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因為

我國女子壘球夠資格參加該項世界性壘球

賽，讓國際間對我國有深切瞭解（註14）。

1980年9月，何明璋榮獲教育部頒發金

質體育獎章。當時已為壘球奉獻了近二十年

的歲月，何明璋深切認識到體育是需要花錢

的活動，沒有足夠的經費，體育是玩不起來

的。他更不諱言地說，全國的壘球運動若有

些許成就，蔡萬霖理事長在財務上的大力支

持是他推展壘球運動的動力與靠山。因此，

何明璋倒是認為這枚金質體育獎章頒給蔡理

事長更為恰當（註15）。

何明璋把名利看得很淡，生活也很節

儉，但對壘球運動的花費卻頗大方。過去他

自掏腰包帶隊出國比賽，平常為壘球運動的

花費更是可觀。他個人估計，多年來私人對

壘球的「投資」，少說也去掉了兩棟大樓   

（註16）。陳汝俊回憶到：

何明璋很重視個人及團隊的形象，他

個人除了正式服裝之外，偶爾喜歡以

襯衫搭配蝴蝶結的裝扮出現在宴會場

合。只要出國比賽，一定讓全體隊

職員到西門町的白宮西服號訂做全身

套裝。顏色的搭配上，他喜歡鮮豔明

亮，以呈現球隊的年輕活力與朝氣；

就連隊職員的行李皮箱也要有一致的

款式，要讓國外的人士看到中華隊都

能留下美好的印象。（註17）

此外，何明璋對於球員出國比賽期間的

飲食也相當關心，為了避免球員吃不慣異國

食物而影響表現，何明璋隨隊出國時總會攜

帶電鍋，並親自煮飯做菜給球員吃，讓球員

能在衣食無虞的情境下，專心練習應付賽事

（註18）。

註11 周大友，〈壘球的興起與在我國的發展〉，《中

華壘球雜誌》，創刊號（臺北，1983.10）：24-

26。

註12 俞耀德，〈臺灣的尤伯洛斯為何夭折﹖――黃

烈火、蔡辰洲、何明璋的體壇大撤軍〉，《財

訊》，37（臺北，1985.04）：105-110。

註13 〈設計首屆世運標誌　何明璋佳作獲採用，高興

之餘擔心職業難保　奉獻壘球多年也怕三振〉，

《聯合報》，1981.01.30，5版。

註14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壘球會總幹事　何明璋決

讓賢〉，《聯合報》，1970.10.05，6版。

註15 雲大植，〈何明璋呂渭祥昨獲頒體育獎章，強調以

實力肆應國際體壇〉，《民生報》，1980.09.10，1

版。

註16 曾清淡、王幼波，〈壘上三位風雲人物，何明璋

忙得無法照顧病中太太　李炎接下燙手山芋三天

三夜未眠　薛國航處理國際事務也露一手〉，    

《聯合報》，1982.02.18，3版

註17 陳汝俊，面訪，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星巴克咖啡

館，2017年7月27日。訪問人林弘倉，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研究生。

註18 陳汝俊，面訪，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星巴克咖啡

館，2017年7月27日。

註19 〈中華臺北壘球協會簡介〉，《第五屆世界女子

壘球錦標賽》，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

賽籌備委員會，1982，40。

註20 何明璋，〈發刊詞〉，《中華壘球雜誌》，創刊

號（臺北，1983.10）：2-3。

圖3　何明璋（右4）主持協會盃開幕

式（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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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二、鞏固會籍　廣結善緣

我國於1965年8月加入國際壘球總會，一

直以來都是國際壘球總會的重要會員。中共

於1980年申請加入國際壘球總會後，就屢屢

對國際壘球總會及各會員國施予影響，欲排

除我國在國際壘球總會之會籍。

1980年7月，國際壘球總會執行委員會

在華盛頓州塔科馬舉行的一次會議中，否

決了中共所提「排除我國會籍」的要求，但     

「批准」中共入會。在國際壘球總會會長凱

桑（W. W. Kethan）主持、五位副主席也參加

的這項會議中，一致認為我國一直是國際壘

球總會忠實的會員國，無論如何，國際壘球

總會沒理由以犧牲我國的會籍來考慮中共入

會。在這項決議案之前，何明璋所提議「使

用國旗國號的公平原則」未遭反對，並列入

正式會議記錄（註21）。

何明璋認為在運動場上實力最重要，會

議桌上也需要實力，只是會議桌上顯示的實

力並非更高、更遠、更快，而是廣結善緣。

如果我們化被動為主動，捨棄保守的態度，

積極去參與、爭取，這樣我們講的話才會受

人重視，別人也不會忽視你的存在。由於中

共在國際各單項總會之中都有參與，因此在

運動場上或是會議場所，我國代表與中共人

員碰頭的機會很多。何明璋認為，我們必須

以主動的態度去面對這個事實，沒必要迴避

對方。1980年在美國舉行的國際壘球總會會

議中，何明璋還主動與中共人員交換紀念

品，希望他們到臺灣看看（註22）。

何明璋在國內運動界算是一個異數，各

界人士對其外語半句不通卻能博得大眾好感

而佩服不已，曾任中華壘協秘書長的謝清文

有這樣的回憶：

我記得相當有趣的是何明璋不會講

英文，他在擔任國際壘球總會副會

長時，與國際間人士卻是溝通無礙。

我記得當時我國體育界的處境相當艱

危，幾乎什麼活動都不能參加，何明

璋出國開會都由中華奧會派秘書隨

行，雖然他的英文不好，可是言出必

行，且出手大方慷慨。在參與國際總

會會員大會或有活動時，他一定一大

早就在餐廳等著其他國家的會員代表

一同吃飯，透過翻譯和各會員做關

係，也向大家解釋臺灣的國際處境，

希望能獲得大家的支持。（註23）

國際壘球界，從會長、秘書長、會員代

表到各地區副會長，都曾受過何明璋的海派

招待。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1973年加拿大

蒙特婁會員大會時，他特別交代旅館櫃臺，

只要有壘總會員代表下樓吃飯就通知他，他

要陪他們一道用餐、付帳。那回他一天之內

就吃了五、六頓早餐。「但是，談事情、交

朋友，收穫遠比早餐錢多。」（註24）。

在外交處境艱困年代，何明璋身體力

行，透過體育交流來維繫與會員國的友誼。

自從擔任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開始，

即前往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與香港各地，協助各地區的壘球協會推

展壘球運動（註25）。

大家總是好奇，何明璋的英文不太高

明，到底是憑什麼本領參加國際會議、競選

國際壘球總會副會長，還爭取到世界盃的主

辦權。有一天，何明璋道出祕訣：「反正見

到老外，不外乎握手、微笑、擁抱一番，然

後遞上精心挑選的禮物，一切就ＯＫ了。」

至於和老外談判、會議，外交部會派人幫

忙。他說：「我從事壘球運動，至少已經賣

了一棟洋房、幾部汽車了。」可見國民外交

多麼簡單，又多麼花錢（註26）。

何明璋喜歡吃鳳梨酥、綠豆椪之類的

小點心，出國開會也總不忘帶上幾盒，只要

遇到各國的會員代表或國際友人，必定奉上

小點心，一方面聯繫感情，另一方面也將臺

灣美食介紹給外國的貴賓，讓大家對我國多

一些認識與了解（註27）。只要有機會到歐

洲、亞洲、中南美洲訪問，他一定拿著會員

手冊，順道拜訪各地區會員，聯絡感情（註

28）。張昭雄回憶道：

在何明璋還擔任總幹事時，我就與他

認識，只要與何明璋一起出國開會、

參加比賽，我就成了何明璋的隨身保

鏢、翻譯兼司機。1980年何明璋率領

中華男子壘球代表隊赴美國西雅圖參

加第五屆世界盃男子壘球錦標賽，我

也隨行。利用此次賽程的空檔，何明

璋即要我開車載他去拜訪鄰近地區的

國際壘球總會會員及幹部，與大家聯

絡感情。（註29）

圖4　何明璋為協會盃開球（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

會提供）

註21 李緘，〈壘總通過公平原則　納匪而不排我，下屆

女壘賽在臺北舉行〉，《聯合報》，1980.07.15，2

版。

註22 雲大植，〈何明璋呂渭祥昨獲頒體育獎章，強調以

實力肆應國際體壇〉，《民生報》，1980.09.10，1

版。

註23 謝清文，〈仁者風範――何明璋理事長〉，《奔

向奧運永不氣餒》，臺北縣：三思堂，2003，82-

86。

註24 陳 麗 卿 ， 〈 為 壘 球 奔 波 卅 年 • 古 稀 老 人 勞

累 ， 何 明 璋 留 下 了 無 數 個 「 殘 壘 」 〉 ， 《 民

生報》，1988.08.04，2版。

註25 〈壘協副會長　何明璋返臺〉，《聯合報》，1974.04.    

12，8版。

註26 佬伕，〈記一次不尋常的聚會〉，《中華壘球雜

誌》，創刊號（臺北，1983.10）：4-7。

註27 陳汝俊，面訪，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星巴克咖啡

館，2017年7月27日。

註28 陳麗卿，〈為壘球奔波卅年•古稀老人勞累，何明璋

留下了無數個「殘壘」〉，《民生報》，1988.08.04，  

2版。

註29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8月5日。

訪問人林弘倉，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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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南非因為某些因素缺席了1982年我國所

舉辦的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但何

明璋深知南非是我國在國際上非常重要的盟

友。1983年3月，何明璋親自率領光華女壘

隊遠赴南非進行敦睦邦交的親善比賽，並邀

請了張昭雄隨行，全程為光華女壘隊的比賽

做記錄。光華女壘隊於二十場比賽中拿下全

勝，在友邦面前展現堅強的競技實力，贏得

了光榮，也贏得了友誼（註30）。

日本因與中共及義大利一同缺席我國主

辦的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而被國

際壘球總會排除在外。日本為求重返國際壘

球總會，多次由其副會長弘瀨向何明璋求情

（註31）。為此，1983年4月，日本特地派遣

高知縣男子壘球親善訪問團來臺，為沉寂數

年的臺日壘球運動，重啟交流之門。中華壘

協為表達歡迎之意，4月10日晚間在民權東路

美麗華飯店西餐廳舉行了歡迎晚會。弘瀨代

表親善訪問團致詞，他一開頭就公開表達這

次來臺的目的，是為了日本未派隊參加第五

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他代表日本壘球

界致上深深的歉意。晚會中，何明璋以國際

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和壘球運動前輩的身

分，向在場的日本壘球界人士和選手說，日

本壘球協會未派隊參加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

球錦標賽，完全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響。

而運動員最重要的精神，當是運動為運動，

政治歸政治，不將政治帶入運動場，日本壘

球協會犯了嚴重的錯誤。何明璋仍勉勵日本

壘球協會，如果知錯能改，他以國際壘球總

會亞洲區副會長身份今後可以推薦日本參加

更多的國際壘球活動（註32），充分展現了

何明璋的高度智慧與寬容。

圖5　1983年，何明璋（後排左7）率領光華

女壘隊赴南非親善訪問（照片來源：

張昭雄提供）

圖6　親善訪問期間，何明璋（右2）率

領協會幹部拜會駐南非楊西崑大使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7　1984年洛杉磯國際盃，何明璋（左1）

參加開幕式（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8　國際盃比賽期間，何明璋（前排右2）

率領協會幹部觀賽（照片來源：張昭

雄提供）

註30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8月5日。

訪問人林弘倉。

註31 謝清文，〈仁者風範――何明璋理事長〉，《奔

向奧運永不氣餒》，臺北縣：三思堂，2003，82-

86。

註32 林 幼 英 ， 〈 日 高 知 縣 男 壘 訪 華 　 掀 起 國 內 壘

運 熱 潮 〉 ， 《 中 華 壘 球 雜 誌 》 ， 創 刊 號 （ 臺

北，1983.10）：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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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種權利，主辦會議是一種義務，要做一個成

功的會員，要履行義務。」他這番話打動了

梁許春菊與何明璋（註33）。於是，何明璋

順利蟬聯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之後，

更進而爭取二年後的第九屆國際壘球總會會

員大會主辦權。在義大利、紐西蘭、薩爾瓦

多等對手的強力競爭之下，經過二個回合的

投票，最終為我國搶下第九屆國際壘球總會

會員大會的主辦權（註34）。

1979年4月，第九屆國際壘球總會會員大

會於臺北市圓山大飯店舉行，由會長凱桑主

持，會議重點是討論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

錦標賽的舉辦地點，將由我國與紐西蘭爭取

主辦。

我國所提出的條件，包括邀請所有國際

壘球總會的會員參加、提供國際壘球總會職

員在臺北12天的食宿與交通費用、每一參加

隊伍22人的食宿與交通費用、並派專人擔任

翻譯與聯絡的工作，安排觀光、訪問活動、

提出百分之10的門票收入及百分之50的廣播

電臺及電視轉播權利金作為國際壘球總會的

會務基金。

紐西蘭提出的條件與我國差不多，但由

於我國主辦本次會員大會相當成功，各會員

代表皆認為我國有足夠的能力主辦這項國際

賽會。更重要的是，我國一向主張政治不得

干預體育，獲得國際壘球總會各會員國的支

持，且我國保證邀請所有國際壘球總會的會

員參加比賽。投票表決結果，我國以三十九

票對十票擊敗紐西蘭，取得1982年第五屆世

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的主辦權（註35）。

此外，該屆大會的執行委員會議更肯定

我國在過去十五年當中推展壘球運動的卓越

成效，決定排除任何政治壓力，認可我國為

國際壘球總會永久會員國（註36）。何明璋

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國際壘球總會的各項事務

與活動，為我國贏得各會員國的重視，而何

明璋也贏得與各國代表間的友誼（註37）。

（二）不畏國際壓力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是

國際女子壘壇最重要的比賽。這種大規模正

式國際錦標賽在國內舉行，是史無前例的大

事。根據國際壘球總會的規定，每一屆世界

盃都必須由國際壘球總會具名邀請所有的會

員參加，而中共在我國取得主辦權之後，加

入了國際壘球總會。壘球界人士從日本方面

得到的消息，研判中共女子壘球的實力與日

本相近。由於中共從未參加過世界盃壘球錦

標賽，自從1980年加入國際壘球總會之後便

何明璋在國際壘球總會各會員國間關係

良好，從1973年開始，連續七屆當選為國際

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期間不受中共、日

本的影響，主導亞洲壘球事務，並深獲國際

壘球總會及各會員國的支持。1984年發生十

信金融風暴，何明璋因十信理事的身分受到

連帶處分，被限制出境，因而無法出席1985

年的國際壘球總會年會，但最終仍高票擊敗

中共及日本的代表，成功蟬聯亞洲區副會

長，何明璋在國際壘壇的魅力也再一次受到

肯定。

三、主辦世界壘球錦標賽

（ㄧ）極力奔走爭取主辦權　提升國際

形象

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是由國際壘球

總會舉辦的國際性女子壘球比賽，始於1965   

年，我國自第二屆開始參加。

國際壘球總會會員大會每二年舉行一

次，1977年4月，第八屆會員大會在南非約

翰尼斯堡舉行。本次會員大會，由當時中華

壘協理事長梁許春菊、總幹事何明璋及黎昌

意出席。黎昌意目睹在國際間受盡歧視的南

非，因會員大會的召開，提高了國家在國際

間的形象，而深覺主辦世界性的會議、比

賽，對國家有實質的好處。「參加會議是一

圖10　國際盃比賽期間，何明璋（左1）與兩

岸選手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圖9　國際盃比賽期間，何明璋（右2）與國際壘球總會

會長凱桑在球場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註33 陳麗卿，〈為女壘事而奔波的「生意人」！黎昌

意作甚麼生意都不很成功，但是在體育外交上，

卻打了無數次勝仗〉，《民生報》，1982.04.17，2

版。

註34 〈下屆世壘大會　將由我國主辦〉，《聯合報》，                     

1977.04.17，8版。

註35 〈國際壘球總會高票通過　我國主辦第五屆世界

女子壘球賽，何明璋四度當選副會長〉，《民生

報》，1979.04.20，1版。

註36 〈國際壘球總會決議　保證我為永久會員國〉，

《民生報》，1979.04.17，3版。

註37 姚志剛，〈第九屆國際壘球聯盟會員大會　洛德

威克遇老友很興奮，何明璋人人稱他大好人〉，

《民生報》，1979.04.18，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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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不過，此事仍持續受到「政治性的關

注」，國際壘球總會秘書長波特接受訪問時

表示，「日本已對此事表示關切」，「美國

國務院也差不多每隔一天就給我們電話」。

波特說，臺北方面的代表雖然已經把邀請函

交給他，但國際壘球總會還未發送出去（註

47）。本屆賽事能否順利在我國舉行，仍存

在著變數。

就在何明璋為了本屆賽事的準備工作

四處奔波之時，他的愛妻因心肌梗塞住院治

療。何明璋對內要展開賽事的籌備工作、選

拔女壘代表隊；對外還需與國際壘球總會頻

頻交涉以維護主辦權，幾乎沒有餘暇照顧病

重的老伴（註48）。偶爾抽空去探望，只能

來去匆匆短暫停留。1982年2月25日，何明璋

的夫人何高瑤月女士病逝，享年61歲，何明

璋堅強忍住喪妻的悲痛表示：「為了她，我

要把世界盃女壘賽辦得更完美。」（註49）

隨後又得緊急赴美，繼續與國際壘球總會秘

書長波特協商主辦權及發送邀請函的事宜。

本屆賽會最受矚目的焦點就是「旗、歌

問題」，中共方面曾於2月27日、3月4日、3

月5日三度以電報向波特表示，夏威夷決議案

不適用於在臺北舉行的比賽，甚且認為國際

壘球總會有製造「兩個中國」的意圖，這種

論述無非是為了影響本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

賽，目的至為明顯。波特也於3月1日、3月8

日兩度拍電報到北京，表示要遵守夏威夷決

議案，並且說明我國壘球協會是國際壘球總

會正式承認的會員。

何明璋3月初赴美，會同李炎、徐斌、薛

國航、黎昌意等人，就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

錦標賽的事宜，與國際壘球總會秘書長波特商

談。在洛杉磯與奧克拉荷馬的6天中，何明璋

曾與波特會談數次，並多次與國際壘球總會會

長凱桑電話聯絡。商談的結果，確定主辦第五

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的國家，可以在開閉

幕式中升國旗、奏國歌（註50）。為了爭取時

效，邀請函將改以電報方式，以世界盃女壘

積極參與國際賽，因此1982年的第五屆世界

盃便成了中共打響名號的目標。國際壘球總

會秘書長波特（D. E. Porter）也曾寫信給

我國壘球協會，提示中共有意派隊參加該屆

賽事（註38），而中共則頻頻以「簽證及國

旗、國歌」等議題影響我國之籌辦，想讓這

屆比賽移到其他地區舉行。

1981年5月底，第十屆國際壘球總會會員

大會在夏威夷舉行，共有22個會員國派代表

出席，我國由何明璋及中華奧會顧問徐斌參

加。會前，我國代表何明璋、徐斌就取得十

五個會員國的連署，提出「參加世界盃的各

國均不懸掛國旗，只掛主辦國的國旗及國際

壘球總會的會旗」的議案。這項議案得到多

數會員國的支持，大家認為這是避免政治干

預運動競賽的好辦法，中共只好知難而退，

宣布退出該屆比賽（註39）。返國後，行政

院長孫運璿特別接見何明璋，除祝賀他蟬聯

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外，並對他為國

家爭取榮譽、鞏固國家權益，表示嘉勉（註

40）。

然而，中共隨後又在1981年底宣稱要派

隊來臺比賽。依照國際壘球總會的規定，中共

既是會員，則有權受到邀請。但過去數十年

來，我國從未讓中共運動員來臺比賽，身為主

辦單位的中華壘協因此大傷腦筋。按規定，中

華壘協必須在比賽日的半年前發出邀請函，結

果並未發出。國際輿論因此揣測，外界紛傳我

國將放棄主辦權，更有另一說法是國際壘球總

會正謀求易地舉行的途徑，將在臺北和北京以

外的第三國舉行比賽（註41）。

回想1978年的第四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

標賽，原訂在日本舉行，當時日本因為中共

的關係，竟然未邀請我國參加比賽，於是國

際壘球總會臨時決議將比賽地點改在薩爾瓦

多舉行，日本的此一舉動破壞了體育精神，

也開了政治干預體育的惡例（註42）。因此

我國在本屆賽事的邀請程序上，也必須格外

小心來處理。

為了此事，1982年2月國際壘球總會秘書

長波特專程來臺，經過三天的會商，波特與

何明璋共同宣布：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

標賽如期在臺北舉行（註43）。波特並與何

明璋在圓山飯店共同簽署主辦比賽的協議書

（註44），紛擾已久的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何明璋也隨即與中華奧會秘書長李炎商討邀

請函、日程表等文件的內容，由薛國航進行

最後修繕。邀請函印製完成後，由薛國航專

程攜往位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的國際壘球總

會，面交國際壘球總會秘書長波特，並請國

際壘球總會轉發給各會員國（註45）。

時任立法委員的紀政在美國獲悉我國將

如期舉辦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時，

讚譽這是明智的決定。紀政一向贊成我國主

辦這項賽事，不應受中共所影響。她認為，

這是世界性的比賽，我國邀請包括中共在內

的國際壘球總會會員參加，是運動競賽的自

然接觸，而不是經由政府刻意安排，所以不

能和政治混為一談。她希望各界人士能夠了

解：邀請中共派隊參加，絕非我國對中共政

權妥協或認同（註46）。

註38 林將，〈我將主辦八二年世界杯女子壘球大賽，展

現我女壘一流實力應早作計畫〉，《民生報》，             

1980.08.14，2版。

註39 〈何明璋已蟬聯壘總副會長　世界女壘賽將在我國

舉行，中共知難而退〉，《聯合報》，1981.06.02，   

5版。

註40 〈行政院院長　嘉勉何明璋〉，《聯合報》，     

1981.06.13，5版。

註41 曾清淡，〈女壘震撼•有了答案　波濤起伏•還

是我辦〉，《聯合報》，1982.02.17，3版。

註42 周大友，〈壘球的興起與發展〉，《第五屆世界

女子壘球錦標賽》，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

錦標賽籌備委員會，1982，36-37。

註43 馬安一，〈遵照國際壘總規章行事　迎頭痛擊中

共陰謀詭計〉，《聯合報》，1982.02.17，3版。

註44 〈我國決辦五屆世界女壘賽，壘總與我壘協簽署

協議書〉，《聯合報》，1982.02.17，1版。

註45 〈世界女壘賽明發邀請函，體育鬥士薛國航專程

遞送壘總〉，《民生報》，1982.02.20，2版。

註46 曾清淡，〈我們要創造機會　機會在考驗我們，

主辦女壘大賽紀政認為明智　許多旅美僑胞亦多

表示支持〉，《聯合報》，1982.02.18，3版。

註47 馬安一，〈女壘賽受到國際政治干預，美日均表

示關切•國務院頻電追問　波特雖說開幕禮可以升

我國旗　又提折衷解決案•暗示將易地舉行〉，      

《聯合報》，1982.03.05，3版。

註48 光華雜誌，〈女壘風雲〉，《第五屆世界女子壘

球錦標賽報告書》，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

錦標賽籌備委員會，1982，51-55。

註49 〈 何 明 璋 夫 人 昨 病 逝 ， 「 為 了 她 ， 我 要 把 世

界杯女壘賽辦得更完美。」〉，《聯合報》，        

1982.02.26，3版。

註50 〈國旗、國歌權益獲維護，何明璋將續向壘總爭

取細節權益〉，《民生報》，1982.03.1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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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外交鬥士     何明璋

賽籌備會主席何明璋的名義發出，邀請電報

的內容和精神跟中華壘協早先印好的邀請函

一樣（註51）。電文內容為：「第五屆世界

盃女子壘球錦標賽定於1982年7月2日至11日

在中華民國臺北市舉行，凡有興趣參加的會

員，請儘速向國際壘球總會報名並洽取有關

比賽的各項文件及資料。」（註52）爭議多

時的主辦問題，至此總算大勢底定。

長期專注於我國壘球運動推展，並協

助何明璋處理國際性事務的黎昌意說：「辦

一世界性比賽，不但證明我國體壇活躍、主

動，能讓國人欣賞第一流比賽，也能使外國

人親身感受臺北生活富裕，有實質意義。再

說，辦了，就是我們成功，中共失敗，為何

不辦？」（註53）

（三）緊鑼密鼓籌備賽會

中共加入國際壘球總會之前，兩岸在

國際賽事尚無碰頭的機會，只聽聞中共女子

壘球的競技實力具高度水準。我國取得第五

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主辦權之後，雖

然不確定中共是否參賽，但仍立即展開情

蒐。1980年張昭雄與王正富利用中共女子壘

球代表隊到香港參加區域型邀請賽的機會，

前往香港蒐集中共球員的資訊（註54）。

面對國內首次的世界級壘球賽事，比賽

場地的質與量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也是優

先要處理的事情。為此，何明璋特別率領中

華壘協副理事長何康民、宣傳組長張昭雄，

由市議員秦茂松、張朝枝陪同拜會臺北市代

理事長馬鎮方。爭取整修臺北市立棒球場及

綜合運動場、另興建濱江街新生公園球場，

並希望在陽明國中球場裝設夜間照明設備供

中華隊集訓使用，獲得馬代市長的全力支持

（註55）。最終以臺北市立棒球場及綜合運

動場為主要競賽場地，新生公園球場做為預

備；另有青年公園球場、民生社區球場、陽

明國中球場與士林高商球場提供練習之用   

（註56）。

緊接著，中華女子壘球代表隊展開集

訓，何明璋親自主持開訓典禮，他勉勵所有

隊職員要通力合作，以收到集訓的效果。他

表示，過去我國參加國際壘球賽的最佳成績

是第三屆世界盃在薩爾瓦多的第四名，這次

我國是主辦國，中華隊應該有更佳的戰績。

同時，中華壘協將安排中華隊到國外比賽，

增加經驗（註57）。集訓期間，教育部長朱

匯森也在體育司長蔡敏忠、副司長蔡長啟及

何明璋的陪同下前往探視，並贈送五萬元加

菜金以示鼓勵（註58）。

預定7月初開打的世界盃已一天一天地逼

近，為求本屆賽事圓滿順利，中華壘協於1982

（民國71）年4月2日召開理監事會議，規劃編

組籌備委員會，後續經過多次協商，確立由中

華民國體育協進會、中華奧會共同參與籌備，

終於在5月20日正式成立「第五屆世界女子壘

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會」（以下稱籌備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設置顧問120人，主任委員1人、

副主任委員6人、常務委員11人、委員13人、

執行長1人、副執行長3人，區分國際行政、國

內行政、總務、財務、競賽、裁判、場地、連

絡、接待、典禮、秩序、交通、記錄、票務、

新聞、特刊、醫護、業務管制等18組，由中華

壘協副理事長黃書瑋出馬擔任執行長，陣容龐

大且分工精細，足見主辦單位對本次賽會之用

心（註59）。籌備委員會成立後，十信更騰出

了總社大樓200坪的場地，及近60位十信員工

放下原有工作，全心全意參加籌備，大手筆地

支持這項比賽。

溫文儒雅的黃書瑋，時任國大代表，又

是ㄧ位博士班的研究生，他像是籌備委員會

的「輔導長」，有什麼困難找他準沒錯，有

什麼爭論找他總會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由

於黃書瑋的寬厚、和藹，使得全體工作人員

凝聚得特別快（註60）。

為了讓球員資料、賽程、各項的比賽記

錄都能完整留存與呈現，何明璋還商請特安

電腦公司在比賽期間免費提供全套天龍中文

電腦系統，這是歷屆世界男女壘賽，前所未

有的創舉。由特安電腦公司贊助的全套電腦

系統，是國人自行開發出來的中文系統，能

夠同時處理中英文資料。何明璋說，世界女

壘賽使用電腦處理資料，是國內過去任何體

育活動所無，不僅可迅速提供比賽成績、資

料，對國內資訊科技發展，也是ㄧ種無形的

國際宣傳（註61）。

要舉辦ㄧ場世界級的運動賽事，除了

大規模的人力、物力之外，更重要的是ㄧ大

筆可觀的經費。正當何明璋為比賽經費煩惱

的時候，特地去向十信負責人蔡辰洲先生求

援，蔡辰洲先生答應他，如果政府的補助經

費有問題時，他願意基於國民的立場，為國

家做點事，贊助全部比賽經費。何明璋說：

「如果沒有蔡辰洲先生的這項承諾，我哪有

這個膽子敢接這個世界盃。」（註62）之

後，籌備委員會匯集各工作小組所提出的預

算，總經費高達2,600餘萬，扣除預定收入之

後，還得向教育部申請2,100多萬元的補助 

註51 趙南雍，〈壘總電告中共表明立場　主辦國有權

升國旗，強調一本原則•不容政治污染　美國務

院表示未施壓力〉，《聯合報》，1982.03.10，3

版。

註52 〈世界女壘賽將如期舉行　壘總發電報邀會員參

加，波特表明開幕禮升我國旗奏我國歌　我壘協

與壘總協議合乎主辦國權益〉，《聯合報》，                               

1982.03.14，1版。

註53 陳麗卿，〈為女壘事而奔波的「生意人」！黎昌

意作甚麼生意都不很成功，但是在體育外交上，

卻打了無數次勝仗〉，《民生報》，1982.04.17，2

版。

註54 張昭雄，面訪，桃園市蘆竹區，2017年8月5日。

註55 〈女壘比賽場地　決定儘快整建〉，《民生報》，   

1982.03.18，2版。

註56 黃書瑋，〈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檢討報

告〉，《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報告書》，                                

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會，            

1982，104-107。

註57 〈中華女壘昨天開始集訓，何明璋勉勵國手們要

締造更好的戰績〉，《民生報》，1982.03.19，2

版。

註58 〈朱部長贈加菜金　鼓勵女壘國手〉，《民生

報》，1982.04.03，1版。

註59 黃書瑋，〈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檢討報

告〉，《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報告書》，                                 

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會，             

1982，104-107。

註60 佬伕，〈記一次不尋常的聚會〉，《中華壘球雜

誌》，創刊號（臺北，1983.10）：4-7。

註61 〈女壘賽用的電腦，昨完成簽約程序〉，《民生

報》，1982.05.19，2版。

註62 佬伕，〈記一次不尋常的聚會〉，《中華壘球雜

誌》，創刊號（臺北，1983.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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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3）。面對如此高的金額，不只教育部

為難，連何明璋都覺得要更精實地來估算、

運用。經過連日溝通、檢討，最終以總經費

約2,000多萬定案，扣除預定收入之後，向教

育部申請補助約1,300萬元（註64）。此與

1969年我國主辦第二屆亞洲盃女子壘球錦標

賽相比，當時的總經費僅60萬元（註65），

這次的規模大了數倍。

（四）克服天候　順利舉行

1982年7月3日，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

錦標賽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揭幕，國際壘球總

會會長凱桑、各地區副會長、秘書長波特等

國際貴賓蒞臨。我國國際奧會委員徐亨應邀

觀禮，教育部長朱匯森親臨致詞，並恭讀　

蔣總統經國先生致本屆大會賀詞。

國際壘球總會會長凱桑代表全世界50

個會員國及來此參加比賽的球隊，向本屆籌

備人員致謝意，使本屆成為世界最大壘球比

賽；他對何明璋不僅在亞洲提倡壘球，且在

世界各地倡導壘球，此次更摒除許多政治問

題而順利舉行比賽，表示最大敬意。

香港自由僑團來臺慶祝，當天以「ㄧ人

ㄧ旗」進入臺北市立棒球場參觀開幕典禮，

他們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為中華女壘

隊加油，表現了中國人四海同心的團結精神

（註66）。

經過9天93場的激戰，紐西蘭技壓群雄

奪冠，中華隊屈居亞軍，但已是歷來最佳成

績。中華隊在預賽及複賽以九戰全勝之姿挺

進決賽，但天公不作美，原訂7月10日舉行的

決賽，因雨延後ㄧ天。中華隊在當天連打4

場，持續長達10小時，最後一場與紐西蘭爭

冠時，全隊已筋疲力竭，但中華隊仍力戰不

懈。看臺上的觀眾都站起來，為這支ㄧ天連

戰4場、雖敗猶榮的隊伍，致上敬意。

回顧本屆賽事，從爭取主辦、與國際壘

球總會多次協調中共的參賽問題、與國內各

單位的溝通，到順利完成所有賽程，雖有許

多插曲，但瑕不掩瑜。何明璋認為，爭取主

辦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賽最重要的目

的，在於藉國際性的壘球比賽，邀請國外人

士來臺，在參觀、遊覽、逛街、購物的活動

之中，體會我國人民的熱情與愛國情操，瞭

解我國的實況與特質，從而延伸我國的外交

網絡，加強我國的國際地位。何明璋相信，

充分發揚運動精神的體育活動，與全國欣欣

向榮、蓬勃精進的氣象，應比形式上的國

旗、國歌更容易感動友邦。由我國所建立起

來的體育獨立、不受政治影響的模式，可在

國際體壇建立一個風範，今後世界性體育活

動盼都能仿此方式辦理（註67）。

註63 〈女壘賽籌備會未雨綢繆　預算重編列場地多

安排，匪興風作浪密切注意〉，《聯合報》，                        

1982.05.30，5版。

註64 〈中華女壘加州賽程　戰顫抖隊一勝一和，波

特月中再來•攜來賽程資料〉，《民生報》，        

1982.06.05，2版。

註65 〈第二屆亞洲女壘賽　九月間在臺北舉行，我

將邀請九國家地區派隊參加〉，《聯合報》，    

1969.04.16，6版。

註66 〈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揭幕典禮〉，《第五

屆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報告書》，臺北：第五屆世

界女子壘球錦標賽籌備委員會，1982，12-19。

註67 光華雜誌，〈女壘風雲〉，《第五屆世界女子壘

球錦標賽報告書》，臺北：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

錦標賽籌備委員會，1982，51-55。

圖11　1982年第五屆世界盃，何明璋（左1）接受國際

壘球總會秘書長波特授旗（照片來源：中華民

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2　何明璋（右1）陪同波特參觀世界盃使用的電

腦設備（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3　何明璋（右）呼籲球迷踴躍參加一人一旗捐獻

活動（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4　第五屆世界盃紀念獎座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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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世界盃閉幕後，何明璋（前排左3）率領全體隊職員拜會行政院孫運璿院長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9　世界盃期間，球迷進場為中華隊加油（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7　國際壘球總會會長凱桑為世界盃開球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8　世界盃期間，何明璋（前排中）

接待薩爾瓦多代表隊（照片來

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5　何明璋主持世界盃開幕式（照片

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圖16　世界盃開幕，何明璋（上圖右1）介紹各國貴賓；教育部朱

匯森部長蒞臨致詞（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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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亞洲區副會長的擔子順利交棒給黃書瑋

（註74）。

黃書瑋追隨何明璋的腳步，努力為我

國在國際壘球總會與各國維繫良善關係，並

受到國際壘球總會的倚重與信任。自1987年

起，黃書瑋亦連續7次當選國際壘球總會亞洲

區副會長，這對我國艱困的國際體育處境，

有著極正面的幫助（註75）。

擔任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期間，

黃書瑋致力於重整亞洲壘球聯合會（Soft-

ball Confederation Asia, SCA），成效卓

著，並於1997（民國86）年榮登國際壘球總

會名人堂（註76），完美沿續了自何明璋以

來，我國在亞洲地區的壘球主導地位。

四、提攜後進　擔任國際壘總副會長

1984（民國73）年10月，何明璋獲日本

壘球協會頒贈「體育獎章」，並應邀參觀日

本全國運動會。與何明璋同時獲邀的，還有

國際壘球總會秘書長波特、歐洲和中南美各

區副會長。

日本壘球協會想取得亞洲區副會長一

職，擺在眼前最大的阻礙正是何明璋，日本

方面很明瞭依據當前世界壘壇的地位和交

情，他們還推不出足與何明璋抗衡的人，為

此，他們設計了一個如意算盤。這個如意算

盤是，日本準備聯合中南美洲友好的會員國

要求國際壘球總會修改章程，在第一副會長

之下，增設第二副會長一職，公推何明璋擔

任這個「崇高」的職務，則空下來有「實

權」的亞洲區副會長職位，自然就落在他們

手中了。

面對來自日本方面的強大壓力，何明璋

很清楚，此事攸關中日兩國今後在亞洲及國

際壘球總會勢力消長至重，他除一方面安慰

日方時日猶長，暫且稍安勿躁外，另一方面

也憂心忡忡，急切希望尋找適當的接班人，

確保我國在亞洲壘球的領導地位，於未來幾

年內不致發生動搖（註68）。

此時何明璋身邊，就屬黃書瑋最具潛

力了。黃書瑋在臺北市萬華地區長大，其父

親是曾任臺北市長的黃啟瑞，堪稱政治世家   

（註69）。籌辦第五屆世界盃女子壘球錦標

賽時，何明璋延攬當時年輕有為且任國大代

表的黃書瑋擔任大會執行長。黃書瑋展現的

是極有效率的行事作風，同時執事嚴謹，令

壘球界人士及參與競賽舉辦的各界人士刮目

相看。他靈活運用外交手腕，加上認真的做

事態度，讓可能出現的體育政治危機一一迎

刃而解，尤其他精通英文，許多事情可以直

接向國際總會人士解釋，雖然最後中共沒有

來臺灣參加比賽，但在這次臺灣壘球界的重

大活動中，黃書瑋的表現可圈可點，充分嶄

露頭角（註70）。

1985年5月，何明璋因十信案受波及，

被限制出境，因此由副理事長黃書瑋代表出

席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舉行的國際壘球總會年

會，並協助競選亞洲區副會長。黃書瑋不負

所託，何明璋順利連任（註71）。1985年年

底，黃書瑋便在何明璋的推薦下，當選第四

任中華壘協理事長（註72）。

1987年5月，何明璋陪同黃書瑋赴日本東

京參加國際壘球總會會員大會，協助黃書瑋

競選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國際壘球

總會的執行委員會有九位執行委員，何明璋

是其中之一，依據國際壘球總會規定，40多

個會員國，每個會員國的兩位代表可在會員

大會中投票，若是代表中有國際壘球總會執

行委員者，一人擁有兩票。因為何明璋在國

際壘球總會關係良好，有他出馬為黃書瑋拉

票，單是9位執行委員所屬國家，就約掌握了

27票（註73）。果然，在日本代表弘瀨及中

共代表李敏寬的夾擊下，經過二回合投票，

黃書瑋與弘瀨一同當選，何明璋將國際壘球

註68 陳麗卿，〈覬覦亞洲壘壇領導權　處心積慮想做

副會長，日本壘協針對何明璋•設計如意算盤〉，  

《民生報》，1984.11.04，3版。

註69 陳汝俊，面訪，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星巴克咖啡

館，2017年7月27日。

註70 謝清文，〈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黃書瑋理事

長〉，《奔向奧運永不氣餒》，臺北縣：三思

堂，2003，73-81。

註71 〈國際壘總12屆大會，何明璋蟬聯亞洲區副會

長〉，《民生報》，1985.05.13，2版。

註72 〈壘協完成改組，黃書瑋接任理事長〉，《民生

報》，1985.12.06，2版。

註73 高正源，〈何明璋護駕　影響力大　黃書瑋鬆了

一口氣！〉，《民生報》，1987.05.29，3版。

註74 〈民生論壇　國內壘球界的轉機〉，《民生報》，   

1987.06.26，4版。

註75 謝清文，〈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黃書瑋理事

長〉，《奔向奧運永不氣餒》，臺北縣：三思

堂，2003，73-81。

註76 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Hall of 

Fame〉，< http://www.wbsc.org/softball/softball-hall-

of-fame/>，2017.11.11檢索。

圖21　何明璋（右2）提攜黃書瑋（左1），積極參與國際壘球事務

（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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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何明璋年近50歲才投入壘球運動的推

展，其努力與用心的程度卻絲毫不輸給年輕

人。他身為十信理事，深獲蔡氏家族的信

任，加上蔡萬霖、蔡辰洲熱愛體育運動，透

過十信在財力、物力及人力上的支持，使何

明璋得以全力以赴。

我國自退出聯合國以來，在中共的壓

力之下，外交處境陷入孤立，雖以「奧會模

式」勉強保持住了參與國際的資格，但始終

在旗、歌等議題上處處受到挑戰。何明璋深

知，在國際場合要被看見、被認同，就要化

被動為主動，並且廣結善緣，透過體育運動

來作外交，更是最好的途徑。在何明璋的努

力下，國際壘球總會排除國際間的壓力，讓

我國舉辦第九屆國際壘球總會會員大會，而

我國也在本次大會中爭取到第五屆世界盃女

子壘球錦標賽的主辦權，並邀請到22支外隊

參賽，在當時可謂成就非凡。

壘球是我國除了棒球以外，少數能夠揚

名國際的團隊競賽項目。何明璋為我國爭取

到國際壘球總會的會籍，又憑藉自己誠懇待

人的風格，得到各會員國的敬重，進而七次

獲選為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更入選

國際壘球總會名人堂。不僅讓我國在各項國

際賽事不曾缺席，也透過多次率團赴友邦的

壘球親善訪問，讓我國與友邦維繫了良好的

情誼。

何明璋辭世後，幸賴黃書瑋接起棒子，

並扛起了國際壘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的重

擔，延續我國在國際壘壇的地位與影響力，

何明璋從1970到1980年代為我國打下的深厚

基礎，至為關鍵。各界尊何明璋為「壘球之

父」，乃實至名歸。

近年來，國內因經費短缺、選手課業

與就業的困擾……等問題，壘球運動不若往

年興盛，球隊數量與選手人數呈現萎縮的趨

勢，亟待政府體育政策的支持與主導，以喚

醒社會大眾的關注，引領壘球再興。

圖22　1990年，黃書瑋（左）以國際壘球總會副會長身分赴美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壘球協會提供）

附錄

何明璋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16 5 出生。

1941 30 25 與何高瑤月女士結婚，婚後育有2男5女。

1957 46 41 當選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四屆理事。

1960 49 44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五屆理事。

1963 52 47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六屆理事。

1964 53 48 中華民國壘球籌備委員會成立。

1965 54 49
中華民國壘球委員會成立，陳重光先生擔任會長，何明璋先生擔任總幹事。

正式加入國際壘球總會。

1966 55 50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七屆理事。

1968 57 52
中華民國壘球委員會內部，對於我國是否承辦第二屆亞洲盃女壘錦標賽意見不同，而引發總辭風波，不但

會長陳重光提出辭職，連何明璋等幹部也集體總辭，後經協調才得以平息。

1969 58 53
舉辦第二屆亞洲盃女子壘球賽。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八屆理事。

1970 59 54 擔任中華女壘隊領隊，率隊赴日本參加第二屆世界盃女子壘球賽。

1972 61 56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九屆理事。

1973 62 57
首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開始於國內舉辦協會盃壘球賽。

1974 63 58

中華民國壘球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民國壘球協會，立法委員梁許春菊當選首任理事長，何明璋先生擔任協會

總幹事。

擔任協會總幹事達十年而傳出倦勤，最終獲梁許春菊理事長慰留。

獲亞洲壘球協會會長菲律賓籍羅利傑士邀請，參加亞洲壘球協會會員國大會。

赴瑞士洛桑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聯合會，積極確保我國合法會籍。

擔任中華女壘隊領隊，率隊赴美國參加第三屆世界盃女子壘球賽。

舉辦第一屆協會盃壘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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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64 59
第二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十屆理事。

1977 66 61

蔡萬霖先生當選中華民國壘球協會第二屆理事長，何明璋先生續任協會總幹事。

第三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促成十信商工女壘隊成立。

1978 67 62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十一屆理事。

1979 68 63
於臺北市圓山大飯店召開第九屆國際壘球總會會員大會，並爭取到第五屆世界盃女壘賽的主辦權。

第四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1980 69 64 獲教育部頒發金質體育獎章。

1981 70 65

第五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出任中華民國壘球協會第三任理事長。

連任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第十二屆理事。

設計第一屆世界運動會壘球賽標誌，獲世運會籌備會認可採用。

1982 71 66
夫人何高瑤月女士病逝，享壽61歲。

舉辦第五屆世界盃女子壘球賽，邀請了23個國家代表隊，寫下史無前例的參賽隊數。

1983 72 67

第六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榮登國際壘球總會名人堂。

率光華女壘隊赴南非進行親善訪問比賽。

1984 73 68 獲日本壘球協會頒贈「體育獎章」，並應邀參觀日本全國運動會。

1985 74 69

第七度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自1973年開始至1985年止，連續七屆當選為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主導亞洲的壘球事務。

交棒黃書瑋先生，擔任第四任中華民國壘球協會理事長。

1987 76 71
參加於東京舉行的國際壘球總會會員大會，協助黃書瑋先生當選國際壘球總會亞洲區副會長。

於亞洲壘球聯盟會員大會，獲聘為「名譽會長」。

1988 77 72
因肺癌病逝，留下「壘球之父」的尊稱及一生推展壘運的點點滴滴，供壘球界緬懷。

中華民國壘球協會理監事會議通過設立「何明璋壘球獎學金」，這是國內第一個壘球獎學金。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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