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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憲宗

全方位的亞洲最佳投手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李憲宗還是台南南

英商職（現南英商工）三年級學生，他就以驚

人的臂力聞名全臺，打者只能屢揮空棒而望塵

莫及。當時他帶領南英獲得中學錦標賽冠軍，

代表大涼汽水隊獲得「社會組」的主席盃冠

軍。（圖1）

當時臺台灣棒壇幾乎是南英的天下，南

英校友組成的「大涼汽水隊」幾乎是臺南市隊

化身；臺南棒壇稱呼南英的投手葉清德為「棒

球皇帝」，稱呼較年輕的李憲宗為「棒球太

子」，意味他們是當時臺灣棒壇最厲害的兩位

選手；南英在我國棒球史上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它的黃金年代，有很大一部分是李憲宗撰寫

的。

高中時期的李憲宗，由於能投、能打，

更曾經一人連投四場比賽，是當時臺灣棒球界

注目的焦點人物，除了中學棒球賽，也參加社

會組比賽，高三時就接受華南銀行的「營養補

助費」，成為準華南銀行隊選手。（圖2）

壹、前言

臺灣百年體育史上能人奇士很多，李憲

宗是其中很特別的一位，他自小受到嚴格棒球

訓練，是一位很傑出的棒球選手，他在棒球場

上是「全方位」，可以主投全場，也可以守內

野、外野，也多次獲得「打擊獎」；一九六Ｏ

年代的亞洲盃（亞錦賽），他是臺灣隊主力投

手，是韓國、日本、菲律賓隊的剋星，他在棒

球場上是「全方位」選手。

但是他更厲害的地方是離開棒球場後，

他也是一位很厲害的高爾夫、網球等「全方位

選手」，獨善其身也就罷了，他還擔任教練，

教出許多名人、名將。

他除了在競賽場上擔任選手、教練厲

害，負責體育行政工作同樣行雲流水、得心應

手；擔任中華民國軟網協會總幹事（現稱秘書

長）十多年，帶領中華隊在北京亞運拿到金

牌，創造女子軟網的「名古屋大捷」；他是我

國體壇多才多藝的「全方位」功勞者、貢獻

者。

圖1　年近八旬的李憲宗，回憶60年前的比賽舊事，

依然清晰如昨。（蘇嘉祥攝影）

圖2　1967年第七屆亞洲杯棒球賽時，日本報知新聞記

者松尾追蹤李憲宗後的報導。（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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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兵役時他是海軍棒球隊員，也曾支援

空軍。當時為了「三軍棒球賽」他延遲一年退

役，被徵召多打一年海軍隊，但是這一年他被

破例同時可以打華南銀行隊，成為我國體育史

上少見的一人同時跨「軍種」、「金融」兩種

球隊的特例。

李憲宗的個人運動生涯，大致分為三個

階段，30歲以前馳騁在棒球場上，是一位傑出

棒球選手，以臺灣第一主投身份在亞洲盃揚眉

吐氣。

30歲到50歲時貢獻給軟式網球，協助華

南銀行董事長同時也是軟網理事長強化戰技獲

得世界盃冠軍、亞運會金牌。

50歲以後在臺灣及中國大陸從事高爾夫

教練指導工作，教出許多名人，也促進兩岸體

育交流。

貳、生平事略

一、 天賦異稟的屏東小孩

李憲宗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民國28年元月

4日，父系是客籍，他的祖父原是中堆的保正

（庄長），父親和河洛系的母親結婚後搬到恆

春，他們育有三個兒子，李憲宗的童年在恆春

南門城附近度過，6歲時全家搬到屏東，父親

在糖廠上班。（圖3）

小小憲宗就讀屏東仁愛國校一年級的這

一年臺灣光復，位在屏東公園旁的仁愛國校，

延續日治時代重視體育的教學理念，學校有各

種運動團隊，屏東有各種體育競賽；天生愛

動，全身充滿運動細胞的李憲宗，在這裡嶄露

頭角。

圖3　民國41年1月就讀屏東仁愛

國校，獲得「石城盃」少年

棒球賽冠軍，前排右四為李

憲宗。（李憲宗提供）

他原以腳程快入選為田徑隊，並有傑出

表現；四年級時被棒球教練看中，選為棒球隊

員，接下來仁愛國校少年軟棒球隊連續三年在

屏東的「石城盃」棒球賽獲得冠軍。

臺灣剛剛光復時，有棒球隊的學校不

多，學校的運動器材不夠充足，學校經費也不

寬裕，棒球器材都是修了再修、補了再補，但

是小球員們練得勤快、打得痛快，當時強投擅

打的李憲宗已經在屏東地區小有名氣。

仁愛國校畢業後，1952年9月李憲宗進入

屏東里港初中就讀；那時棒球還不是很普及，

里港初中沒有棒球隊，李憲宗知道國校同學多

人在這所學校，初中一年級的李憲宗很大膽地

走進校長室，向龔明教校長建議：「校長，我

們是不是應該成立一支棒球隊…?」

龔明教校長對這位膽子很大的學生打量

很久，經過一番了解以後，知道這位學生自信

滿滿，竟然答應成立棒球隊。10月參加屏東軟

棒初中組比賽，這支球隊居然還得到冠軍。

初中時期李憲宗的英文老師蘇鴻慶對他

影響很大，蘇鴻慶老師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生，

喜愛體育，經常幫忙棒球隊的訓練和出外比

賽。後來蘇鴻慶擔任全國軟網協會副理事長，

李憲宗出任秘書長。

初中三年畢業後李憲宗想繼續向棒球發

展，決定投考臺南的南英高商。（2018年4月

10日，在新店李宗先生住處訪談）（圖4）

圖4　民國41年就讀里港初中，獲得屏東縣軟式棒球冠軍。後排右二蘇鴻慶老師，前排右五

李憲宗。（李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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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英棒球隊來了一位巨投

臺南南英商職是一所非常重視體育的學

校，對培養棒球隊尤其不餘遺力，南英畢業的

名將如杜福明、郭泓志、胡金龍等不勝枚舉，

廣大校友活躍於1990年代成立的中華職棒聯

盟。但在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的時代，國

內棒球隊少之又少，學校肯支持棒球隊就屬難

能可貴。當時高中棒壇有「北開南、南南英」

，意謂北部以開南商職最強，南部則以南英最

厲害。

民國44（1955）年李憲宗進入南英，擔

任投手工作，教練陳清傳對他很器重，知道他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棒球人才，幫忙他解決住

宿、膳食問題。（圖5）

高二那年李憲宗潛力獲得發揮，他們在

高中棒球賽雖然在決賽輸給臺北開南只得到亞

軍，但是南英化身為「大涼汽水隊」參加「主

席盃」比賽，這是重要的全省社會組比賽，李

憲宗得到「打擊獎」第二名，這是他個人在棒

球賽得到的第一個「個人獎項」。10月份，李

憲宗和大涼隊一起代表臺南市參加生涯第一次

省運會。

高三這一年年初，南英在中學棒球錦標

賽決賽又遇上臺北開南，這時李憲宗擔任主

投，一天對壘兩場，他送給開南15次三振，南

英得到冠軍。

圖5　民國47年李憲宗和南英商職棒球隊獲得全省中學組冠軍，球隊凱旋臺南時，學校

代表在臺南車站迎接，樂隊帶領在臺南市主要街道行慶祝。（李憲宗提供）

這時的李憲宗體型壯碩，球速快、球種

變化多，已經是臺灣棒球界的一顆新彗星；日

本早稻田大學隊來臺訪問，巡迴到臺南時由南

英商職出戰，李憲宗的「四分之三」側投，讓

早稻田大學近乎一籌莫展，8局結束時南英還

以3：1領先，9局才被追到3：3平手。

這時臺灣的金融界有六大銀行承受中央

命令，都要成立甲組棒球隊儲備國手，並且開

辦「銀行盃」棒球賽，19歲的李憲宗被華南銀

行相中，高三時就領取華銀的營養補助費成為

準華銀選手，6月一畢業立刻到臺北華銀總行

報到。

三、華南銀行的體育瑰寶

李憲宗這一輩子和華南銀行脫離不了關

係，華銀是他上班的第一個公司行號，他在華

銀見識到世界，也結交了國家社會高層，發揮

專長造福人群。

到臺北華銀上班的第一（民國47）年10

月，他代表臺北市參加省運（第13屆），擔任

投手，這一年臺北市得到冠軍。

翌（1959、民國48）年李憲宗的技術獲

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青睞，被選入國家代表

隊，參加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球場舉行的第三

屆 「亞洲盃棒球賽」。（圖6）

圖6　1959年第三屆亞洲盃棒球賽在東京明治神宮球場舉行，這是李憲宗第一次參加國際賽。

日本人製作的看板顯示我國球隊稱呼為中國隊，菲律賓叫「比國」。（李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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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總司令黎玉璽很重視體育，李憲宗

加入後，總司令即交代要給棒球隊一流裝備。

這時美國軍隊還協防臺灣，美軍棒球隊與國軍

的比賽中，李憲宗擔任主投，也當然沒有讓美

軍隊越雷池得逞。（圖7）

由於海軍隊頻頻傳出捷報，海軍敦睦艦

隊到友邦菲律賓出訪時，棒球隊也到了菲律賓

和菲隊舉行數場比賽，這時的菲律賓隊實力不

弱，但是海軍隊在強力投手李憲宗的帶領下取

得全勝。

最讓黎玉璽總司令高興的是，1962年6月

日本參加世界業餘棒球賽獲得冠軍的熊谷棒球

隊到臺灣來訪，這支球隊在臺灣北部獲得全

勝，但是到了南部，最後一場比賽和海軍隊交

手，李憲宗完投9局，並取得完封勝。

該屆亞洲盃參賽隊伍有中華民國、日

本、韓國與菲律賓等四隊，開幕典禮時日本皇

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前來和中華隊選手逐

一握手。

那一屆亞洲盃前的中華隊國手選拔賽由

華銀獲得冠軍，因此華銀教頭張朝貴擔任國家

隊教練，隊長黃勝求也來自華銀，主要選手有

高泉榮、李憲宗、邱海清、葉南輝、官大全、

葉清德、陳潤波、洪太山等。中華隊以一勝一

和四負的成績得到第三名。

1959、1960年李憲宗代表華銀參加「主

席盃」及「全國硬式棒球錦標賽」都曾帶領球

隊取得佳績，李憲宗在決賽獲得「勝投」，也

頻頻得到「功勞獎」。

1948到1960年間的六行庫棒球比賽，華

銀經常與合作金庫爭奪冠軍，其中只要李憲宗

主投的比賽，華銀幾乎都能勝券在握，他也成

為華銀之寶。

四、海軍棒球隊威震海外

1960年3月10日，時年21歲的李憲宗服兵

役，並擔任海軍棒球隊主力投手，這一年海軍

參加「三軍棒球賽」得到冠軍，年底他和華南

銀行主力化身為「臺北市隊」參加第14屆省運

會，也得到冠軍。當年的臺灣棒壇，只要有李

憲宗在的球隊大概都可以得到冠軍。

圖7　李憲宗服役海軍棒球隊時照片。

（李憲宗提供）

捷報傳到臺北海軍總部，黎玉璽將軍正

在主持海軍高層會議，當幕僚將好消息傳入，

黎總司令突然中斷會議宣布這項好消息，有如

海軍在戰場上打了一場大勝役。

黎總司令為這場勝戰特別犒賞全隊獎金

三千元，這是一筆大數字，所有隊員都很高

興。

棒球在美國、日本都很受歡迎，當時這

兩個重要友邦的軍種球隊來臺灣訪問時，經常

和我國各個軍種球隊聯誼比賽，空軍曾經為了

加強實力，向海軍借將李憲宗支授投手戰力，

所以李憲宗打過海軍隊、空軍隊。

三年兵役期滿了，海軍還不想放人，他

們和李憲宗及母隊華南銀行情商，挽留李憲宗

延役一年，除了擔任投手也擔任教練，希望為

海軍培養優秀的接棒人。

海軍、華銀雙方講妥後，李憲宗必須同

時在重要比賽為兩隊出征。民國52（1963）

年，李憲宗同時披上華銀和海軍的戰袍，這大

概是我國體育史上第一人。

五、亞洲盃的「亞洲最佳投手」

1963年第五屆亞洲盃在韓國漢城(現稱首

爾)舉行，這時是李憲宗的全盛時期，他在這

一屆比賽的精湛表現，被譽為本屆「亞洲最佳

投手」，這是我國棒球史上，第一次有選手得

到這個殊榮。

當年李憲宗以海軍身份參加國內選拔，

第三名的海軍隊選上李憲宗等三人，其餘半隊

以上選手都是獲得冠軍的合庫隊員。但是在亞

洲盃的六天比賽內，李憲宗一個人主投了四場

半，罕見的調度模式耐人尋味。

第一循環對日本、韓國都由合庫選手先

主投，戰況不佳時，才派李憲宗上場收尾，這

是一次到現在還經常讓棒球界議論的亞洲盃，

李憲宗卻能逆來順受，神奇地完成使命，成為

佳話。

第二循環的三場比賽則完全交給李憲宗

一人扛，他咬緊牙根先以1：1和日本戰成平

手，締造我國棒球史上第一次未輸給日本的新

紀錄。（圖8）

圖8　第三屆亞洲盃開幕典禮，日本明

仁皇太子、美智子太子妃來看中

華隊選手。11號是李憲宗。（李

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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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更厲害，他讓地主韓國隊掛零到

底，2：0完封當屆冠軍，韓國在這一屆只輸一

場，就是敗在李憲宗手下。最後一天中華1：0

贏菲律賓，中華隊獲得史上最佳成績，並列亞

軍。

賽後李憲宗獲得第二循環的「功勞獎」

，韓國、日本的報紙大幅報導這位24歲的投

手，稱讚他是亞洲最強，凱旋回臺灣時，他也

得到最多讚美。

六、逐漸退出棒壇

1964年李憲宗從海軍退役，回到華銀上

班，上午負責一家分行出納業務、下午打球，

這一年他代表華銀參加臺北市「市長盃」棒球

賽，除了投球外他的打擊越見出色，獲得「打

擊獎」。（圖9）

1965年聞名亞洲的日本巨人棒球隊來臺

灣移地訓練，著名明星球員王貞治練習時，

棒球協會理事長謝國城推薦李憲宗擔任投

手練球。1966年巨人獲得日本年終大賽總冠

軍，1967年李憲宗到東京旅遊，應邀到後樂園

球場參觀巨人隊比賽，王貞治特別贈送李憲宗

一條冠軍紀念絲巾。

1965年第一屆「中華盃」在臺北舉行，

各隊精英盡出，李憲宗以打擊率0.363，獲得

打擊獎第三名。

1966年李憲宗代表臺北市參加第22屆省

運會，比賽地點在屏東大武營，這是少年成長

的地方，他回顧出生和國校受教的啟蒙地，決

定一輩子奉獻給體育。

1967年他再次入選國家隊參加在東京舉

行的第七屆「亞洲盃」，李憲宗仍是中華隊的

第四棒及當家主投，他負責出戰日本，讓地主

隊日本無法有效打擊，中華隊雖然只獲得第三

名，但是日本著名棒球論家松尾非常推崇李憲

宗，撰文表示李憲宗在第三屆及第七屆兩次的

東京亞洲盃皆讓日本選手很頭痛，是一位很優

秀選手。

這一年他在第九屆的全國硬式棒球錦標

賽，也獲得打擊獎第三名。此後由於華銀棒球

隊解散，他逐漸淡出棒球界。1968年他被調到

華銀總行總務處，除了棒球外也接獨到高爾夫

與網球運動。

圖9　1966年王貞治贈送給李憲宗的巨人隊獲得日本

職業棒球總決賽冠軍絲巾。（蘇嘉祥攝影）

1983年在我國臺中市又承辦了第五屆

世界軟網錦標賽，這次規模比上屆倍增，有

參賽國家共計12國，李憲宗時任協會副秘書

長；1985年第六屆世界軟網錦標賽在日本名古

屋舉行前，李憲宗則以協會秘書長和球隊經理

身分，總管中華代表團務。

這一次世界軟網錦標賽在名古屋體育館

舉行，這是軟網第一次在有室內空調設備的體

育館進行比賽，中華隊的「秘密武器」、苦

練多時的「低手切發球」在PU場地適時發威，

大敗日本、韓國，包辦了男子團體及個人賽冠

軍，個人雙打賽更囊括前四名，女團也獲得亞

軍。

他的體力驚人，柔軟度奇佳，學習打高

爾夫一年就有單差點的實力，打網球亦有甲組

實力，經常參加甲組團體賽。

華南銀行這時需要擴大業務，急需公關

人才而向工商企業界招商，李憲宗受命和企業

界互動交流，他從此轉向另一個體育領域。

七、成為軟網協會秘書長

1960年代我國成立軟式網球協會，第一

任理事長由華南銀行董事長張芳燮擔任，當

時軟網在臺灣很普及，從事軟網人口比硬網還

多，省運時各縣市軟網報名經常全滿。

張芳燮很努力推展軟網業務，和日本、

韓國等熱愛軟網國家組成「世界軟網聯盟」，

彼此之間交流頻仍，業務越來越多，李憲宗受

命幫忙軟網協會的公關工作。

1977年我國承辦第二屆世界軟網錦標賽(

世界盃)，華銀總行成立「世界軟網賽組織委

員會」，李憲宗擔任公關組長，負責接待所有

貴賓。（2018年5月11日，在新店李憲宗先生

住處訪談）（圖10）

圖10　第二屆世界盃軟網賽在台中舉行，李憲宗手

持當年的紀念軟網球拍。（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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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亞洲最佳投手── 李 憲 宗

1988年李憲宗帶領中華隊參加重新改組

的第一屆「亞洲軟網錦標賽」，這是為了拉攏

中國大陸參加，重新舉辦的亞洲大賽，我們的

女子隊繼男子隊之後，在名古屋再次獲得大

捷，包辦女團、女雙的雙料冠軍。

1989年李憲宗和接任理事長的臺灣中小

企銀董事長蔡茂興，邀請中國大陸體育總會副

主席暨軟網協會主席張彩珍來臺灣訪問，並商

討1990北京亞運會增設軟網項目事宜。李憲宗

陪著張彩珍等人，在臺灣環島旅遊，參觀軟網

訓練及設備。

1990年的北京亞運，軟網成為「示範運

動」，中華男子隊得到金牌，我國會旗在北京

上空高高升起，李憲宗和中華隊員喜不自禁。

1993年在上海的第一屆「東亞運動會」

，軟網再度列為「示範運動」，李憲宗和大陸

的互動，讓軟網運動在亞洲的競賽會場得到一

次又一次的認定，他也和大陸體育界建立了很

好的關係。（圖11）

圖11　中國大陸體育總會副主席暨軟網協會主席張彩珍(右二)來臺訪問，李憲宗(左二)陪她到日月潭

遊覽。(李憲宗提供)

八、在大陸教導高爾夫

1994年李憲宗從銀行退休，跨海到大陸

福州從事生涯規劃的另一個新天地。（圖12）

他和事業伙伴蔣先生、陳先生在福建北

部興建溫泉高爾夫俱樂部，又在福州倉山區經

營天天高爾夫練習場，希望將個人興趣和專長

發揮在逐漸崛起的閩北地區。

李憲宗在臺灣就是金融圈裡有名的高爾夫

選手和教練，曾經連續四年勇奪「銀行盃」高

球賽冠軍，經過他指導的我國政治、經濟界名

人有黃杰、李國鼎、沈之岳、陳大慶等人。

1990年代的大陸經濟剛剛起飛，沿海地

區不乏政商人士希望瞭解這個時髦的運動，他

們知道這幾個臺灣人經營的高爾夫球場有很好

的教練，李憲宗在這裡指導過幾位福建省的領

導人，也有從北京出差來福州的官員。

這是兩岸交流初期，李憲宗已經五十

多歲，但是仍然孔武有力、談吐優雅，技術

不凡，讓大陸沿海省份官員認識到臺灣的民

生富裕，國民身體健康，同時對大陸友善。   

（圖13）

圖12　1996年11月李憲宗（右）和當時中共中央政協主席田紀雲

（中）、福建省書記兼省長賈慶林，在福州登雲高爾夫球

場一起打球。（李憲宗提供）

圖13　李憲宗和他珍藏的三個銀行盃高爾夫賽

冠軍大獎盤。（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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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亞洲最佳投手── 李 憲 宗

2004年李憲宗的事業版圖延伸到上海，

他和打網球的朋友謝清林一起在上海高爾夫器

材販賣公司，也帶領幾個由台商組成的高爾夫

球隊一起打球。

九、回到台灣指導後進

2010年前後，他將大陸的事業交給兒

子，隻身回來臺灣，回臺南看老朋友吳祥木，

協助辦理緬懷教師陳清傳的「清傳盃」青年棒

球邀請賽。

吳祥木過世後，李憲宗並接手「南英棒

球校友會」，定期辦理「南英商工棒球OB賽

賽」，邀請郭泓志、胡金龍等校友回母校。

葉國輝教練更發起常青棒老將回來打球

運動，成立「不老棒球隊」，李憲宗穿起棒球

衣，再度回到暌違四十多年的棒球場，他和老

朋友打招呼，也向新朋友自我介紹，許多人都

驚訝地說：「李憲宗，就是你啊?我們聽了幾

十年，今天終於看到了…。」（圖14）

2016年臺北的「棒球名人堂協會」聘請

他當顧問，2018年加聘為理事，參加第五屆名

人的選舉，李憲宗落葉歸根，又回到棒球的啟

始園地（2018年7月8到10日，隨李憲宗先生到

台南市看比賽、作訪談）。

參、重要成就及貢獻

一、六十年代臺灣棒球的中流砥柱

李憲宗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那

個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百廢待舉，無法與已經有

職業棒球聯賽的日本比擬時，李憲宗及他代表

的南英高商青年棒球隊，已經具備比美日本、

美國青年隊的實力。

圖14　79歲的李憲宗投球依然虎虎生風。（李憲宗提供）

當時台灣還沒有職業棒球隊，選手都是

上班族，平常還得上班簽到，有業務壓力。李

憲宗和其他華銀的行員一樣都是打算盤高手，

得坐在櫃台第一排收帳，和客戶接洽拼業績，

有時銀行打烊後還得「對帳」到夜裡才能下

班。

當時的棒球隊編制不像現在一隊有二十

多位，由於經費有限，常一隊有十五人就算大

隊伍。投手成員有兩三位已經算是不錯，教練

也不會像現在職業棒球隊堅持投手要投一場休

息四天。

只要是可能壓制對手的投手，讓對方猛

吃三振的就是「好投手」，「好投手」就要物

盡其用、一用再用，李憲宗在當時，不管是打

國內「省運會」或在國外打「亞洲盃」都是一

用再用，連續兩場、三場，都是先發主投，以

現在眼光看來是「土法煉鋼」。（圖15）

日本早稻田大學棒球隊到台南訪問，南

英以一個高中球隊力抗日本大學優勝球隊，提

振台灣青年棒球隊的信心，也讓台灣青少年有

了奮鬥目標，間接促成台灣三級棒球發展成

型，進而達成「三冠王」輝煌成果。

李憲宗在19歲起當選「亞洲盃」國手四

次，這個在當時亞洲最重要的棒球錦標賽，是

測量亞洲各國實力的檢查站，也是選手個人能

力的試金石。李憲宗在四屆「亞洲盃」都有傲

人戰績，是那個時代臺灣棒球的代言人。

他在四次亞洲大賽都擔任過中華隊先發

主投，總計四屆對菲律賓主投五場全勝，他是

菲律賓隊的剋星。對韓國贏了一場，而且是在

第五屆漢城（今首爾）舉行的比賽第二循環

中。這一屆比賽韓國雖然得到冠軍，但是唯一

戰敗的一場是輸給臺灣隊，敗在李憲宗的「完

封」0：2。

韓國報紙對李憲宗讚譽有加。

第五屆亞洲盃李憲宗還寫下一項中華棒

球隊成軍10年來新頁，締造第一次在亞洲杯對

壘時「未輸」給日本的新紀錄，他完投9局，1

：1和日本打平手。

這一屆比賽中華隊雖然只有得到亞軍，

但是李憲宗卻獲得「功勞獎」，並且被封為「

亞洲最佳投手」；這是在亞洲棒球史上很少見

的令譽，日本及韓國棒壇都非常推崇這位「銀

行員選手」。

圖15　1977年亞洲杯棒球賽，韓國報紙報導李憲宗

優異表現。（李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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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隊只有四位投手，但是李憲宗幾乎場

場出投，亞洲盃領隊謝國城理事長覺得「如果

李憲宗不下場，沒有安全感」，他為臺灣棒球

大大地爭了一口氣。

二、國際體壇親善大使

李憲宗資質聰敏，體能優異，他不但能

打棒球、高爾夫、網球，他還講了一口流利日

語，唱一腔好歌，寫一手好字，為人幽默隨

和，人緣奇佳。

1965年東京巨人隊來臺灣移地訓練時，

李憲宗獲當時棒協理事長謝國城指定，由技術

一流、球路穩定，可以投出各種變化球的李憲

宗投球，讓王貞治揮棒打擊，李憲宗和王貞治

溝通沒有障礙，投球的速度、球質也具有職業

球員水準，獲得巨人隊監督及王貞治好評。

王貞治曾建議李憲宗加入巨人隊，但是

李憲宗以個人已經26歲，還得從預備球隊打

起，婉拒王貞治的好意，不過兩人成為好友，

有一年李憲宗到東京看比賽，王貞治知道他來

了，特別送他一條剛剛獲得日本年度總冠軍的

絲質紀念方巾。

四次亞洲盃比賽，李憲宗一直都是外國

媒體最喜歡採訪的對象，主要原因除了他是主

投「功勞者」，另一個原因是他活潑、有人

氣，日本朝日新聞記者還觀察到他在晚會上唱

「愛你入骨」，歌喉不錯。（圖16）

2017年他近80歲了，帶領臺南市的「府

城不老棒球隊」到日本訪問，和日本的同齡棒

球老朋友談最近半個世紀的棒球往事，大家還

是很懷念李憲宗對臺灣、日本棒球交流之間的

貢獻。

年輕時他打高爾夫結交了許多中外朋

友，華南銀行看到他的社交能力，董事長指定

他暫時將業務交給別的同事，他只要天天陪大

客戶打高爾夫就可以。

圖16　前台灣省主席黃杰送高爾夫指導教練的墨寶。 

（蘇嘉祥攝影）

他天生愛運動、結交朋友的個性遺傳給

了兒子李宏德，李宏德曾當選我國青年排球國

手，太太吳秀桂是前台元女籃隊員，1990年北

京亞運會的中華女籃代表隊員。

李憲宗在華銀時期，擔任兩次在臺中舉

行的「世界軟網錦標賽」的公關組長，主要工

作為接待外國貴賓，不但讓軟網強國日本代表

團相當滿意，也讓韓國、美國、多明尼加、菲

律賓球隊團長感到賓至如歸，讚不絕口。

後來我國提議「軟網希望進入亞運」，

需要外國協會投票支援時，總是得到適時回

應。中華軟網選手從1990年北京亞運拿金牌

起，包括2018年雅加達巨港亞運會，至今已經

替我國奪下9面金牌。中華隊經常到外國移地

訓練，也都得到以禮相對。

三、軟網家庭的大總管

軟式網球是一個在亞洲，尤其東亞地區

特別盛行的運動，一百多年前由日本人改良發

展出來的，臺灣光復初期運動人口很多，各級

學校、機關、銀行、廟口廣場都有人打軟網。

（圖17）

圖17　1987年第七屆世界軟網錦標賽閉幕典禮，李憲宗（左二）和國際軟網總會

會長趙貞順女士（著白衣裙）手拉手一起跳舞。（李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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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銀行是臺灣軟網的推動者，1960年

代華銀全力發展軟網，董事長張芳燮還親自募

款購買一萬股一號台泥股票及一棟樓房做為軟

網協會的基金和基地。

1970年代華南銀行棒球隊解散之後，李

憲宗承命負責幫忙軟網協會，他一本對體育的

熱誠，參與各級軟網選手的訓練工作，全省走

透透，監督每一個鄉鎮的大小比賽，幫忙解決

選手、教練受訓期間的課業問題、請假問題。

許多軟網選手不知道他曾經是亞洲赫赫

有名的棒球大投手，只知道他是一個笑咪咪的

總幹事（秘書長）。

他整合臺灣南、北的軟網歧見，和各地

擁兵自重的教練面對面詳談，許多教練知他在

棒球界的威名後，大都願意捐棄己見，同舟共

濟、同心協力。

1985年之前，臺灣參加過10屆的「亞洲

軟網賽」，總贏不了日本、韓國，長達30多

年，屈居在永遠的老三位置。但是，1985年在

名古屋的第六屆「世界軟網錦標賽」不一樣

了。

這一年華銀董事長楊基銓授旗後，中華

隊開拔到名古屋，觀察到日本第一次將比賽

移到體育館內，舖設大家首次看到的PU材質球

場。

以往的軟網比賽都是在室內舉行，但球

場只有兩種，不是三合土、水泥地的「硬地球

場」（Hard Court），就是紅磚土或是泥沙土

的「沙礫球場」（Clay Court），但日本人想

展示他們國家富裕、技術先進，開風氣之先地

將軟網改在體育館內舉行，全館舖上塑膠的PU

地毯，這是臺灣、韓國選手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新球場。

中 華 隊 臨 機 應 變 ， 將 計 就 計 ， 利

用比賽前一天加強練習「低手切發球」

（Cut　Service），這種球著地以後反彈不

大，而且呈現九十度大轉彎的球路。

開賽後，對上美國、多明尼加、菲律賓

這些球隊時不使用這種「秘密武器」；但是對

日本、韓國時不客氣了，一使出來日韓選手完

全無法接球，中華男子隊最後打敗日本、韓

國，獲得歷史上第一次團體賽冠軍。

翌日「雙打個人賽」開始，中華隊四組

選手同時出戰，「低切球」打得日、韓選手滿

地找球，到了下午的八強賽時，怪事出現了，

四組寶島郎居然同時戰勝，準決賽四組選手竟

然全是台灣選手，金、銀、銅牌都被臺灣包辦

了。

三年後的第一屆「亞洲軟網錦標賽」又

在名古屋舉行，多了中國大陸隊參加，雖然換

了另一間體育館比賽，這一次中華女子隊的低

切球還是讓日本、韓國俯首，她們包辦了團

體、女雙的雙料冠軍；就是軟網史稱的「第二

次名古屋大捷」。

1990年北京亞運是臺灣在暌違30年後重

返亞運會場，而且是在大陸北京，全國熱烈

期待運動健兒能夠取得好成績，但是這一年怪

事連連，十項全能運動十拿九穩也出錯落失，

眼看比賽就要閉幕，連一面金牌都未拿到…。 

（圖18）

這時在軟網比賽的體育館，中華男子隊

又展現名古屋大捷雄風，打敗日本、韓國、中

國大陸、蒙古，勇奪當年亞運的第一面金牌，

讓中華會旗在北京高高升起，也讓國旗歌「山

川壯麗、物產豐隆…」大聲高奏。李憲宗緊緊

地和選手抱在一起，奮鬥這麼久，終於在這個

節骨眼替臺灣出了一口氣。（圖19）

李憲宗在軟網協會的20年，是軟網養精

蓄銳、奠定基礎、脫胎換骨，跳出永久老三的

光榮時刻，他在軟網的貢獻讓所有軟網人感佩

不已。

圖18　1990年北京亞運中華軟網隊拿金牌，

會場高升中華會旗。（李憲宗提供）

圖19　1990年北京亞運中華軟網獲得金牌凱旋後，總統李登輝會

見軟網隊，經理李憲宗獲贈一面李總統贈送的紀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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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高爾夫橋樑

李憲宗運動神經奇佳，所有運動一學就

會，他在華南銀行上班時接觸到高爾夫，立刻

被高爾夫的力和美迷住，認真的學習半年後，

憑著強有力的臂力和腰力，他的木桿可以輕鬆

地打到250碼，一年後已經有「單差點」的實

力。

後來由於華銀總行變更「認養體育團

隊」的政策，宣布解散華銀棒球隊，李憲宗逐

漸退出棒球圈，他陪著銀行高層打高爾夫，也

奉長官指示，以高爾夫拓展銀行的社交圈。

當時臺灣的黨政軍及工商企業界都熱衷

學習高爾夫，李憲宗熱心地指導愛運動的省政

府前後任主席黃杰、陳大慶，財政部長李國

鼎、調查局長沈之岳、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

昇等人。

這些政府官員知道李憲宗是公務人員，

也是老棒球國手，曾經有功於國家，也都樂於

和他一起打球，順便學習如何增加打球距離，

怎麼判斷草紋、果嶺坡度…。

1974年李憲宗到大陸福建省會福州發展

事業，在福州和朋友蓋高爾夫球場，開高爾夫

練習場，但是李憲宗很低調，他沒有告訴別人

自己會打棒球，畢竟大陸的棒球風氣不盛，沒

有幾個人懂棒球。

但是，憑著打得又直又遠的木桿球，李

憲宗很快在福州闖出名號，他的學生越來越

多，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教導方法，名氣傳到

福建省政府，連高級領導都來上門拜師。

這時的大陸，尤其是沿海地區實施改革

開放，對大陸以外的國際訊息接收較多，經濟

也比較好，很多人想學習網球、高爾夫這兩種

以前被認為是「資本主義運動」，但卻是全世

界最風糜的時髦運動。

李憲宗只想在福州做好高球產業，多賺

一點錢，沒想到朋友帶來省級幹部，他們也想

學打高爾夫，他很認真地將所學細心指導，兩

岸同文同種，溝通上沒有障礙，大家都感覺進

步很快，最後連福建省書記賈慶平也來過。

李憲宗認為當年大陸改革開放啟始，沿

海地區經濟較富裕，大家求知慾比較高，都想

認識世界上最時髦的運動，實在無可厚非，也

非常健康。

李憲宗在福州、上海都有投資，現在兩

地跑來跑去，每一次到了大陸總會約好昔日球

友一起享受打球樂趣。

李憲宗憑著他的高爾夫球藝，在大陸結

識許多朋友，讓大陸朋友瞭解臺灣人的運動

觀、人生哲學及樂觀豁達，他是兩岸之間一條

小橋樑。

五、回饋棒壇的模範長者

李憲宗在2010那一年，以自己年紀超過

70歲了，倦鳥知返，突然決定還是回臺灣吧，

又把生活重心從大陸轉移回臺灣。

他低調地在新店買了房子，悄悄地和昔

日棒球、網球、高爾夫朋友聚會，大家非常高

興歡迎這位落葉歸根的體育英雄，餐會、球敘

接踵而來。

只不過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他花了很

多時間去看他的「老本行」─棒球。他回臺南

市找昔時南英的學弟，驚覺許多老師、教練、

學長都不在了，母校的棒球隊也需要人再拉一

把..。（圖21）

圖20　2017年李憲宗參加不老棒球隊，揮棒打擊。 

（李憲宗提供）

圖21　2011年舉辦「清傳盃」棒球賽時，李憲宗

在臺南市和當時的市長賴清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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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當時還很健康的國家級教練吳祥木

討論許久，希望辦一次以老教頭陳清傳為名的

「清傳盃」青年棒球邀請賽；吳祥木是李憲宗

的學弟，兩人差了四歲，李憲宗畢業時吳祥木

還沒入學，但是吳祥木一直在臺南市，貢獻棒

壇沒有中斷；他很歡迎李憲宗重返棒壇，很誠

懇地說：「希望你不要再離開…。」（圖22）

沒想到「清傳盃」開幕前夕吳祥木病倒

了，而且是大病，進醫院以後就沒有再出來…

。

協助辦完吳祥木的喪事，李憲宗接下了

吳祥木留下來的「南英棒球校友會」總會長職

務，他捐出一筆錢，雖然慢了一些，但是李憲

宗知道他需要再為棒球盡些力。

後來他們又辦理「南英盃」青年棒球

賽，希望增加我國青年選手磨練的機會，從南

英畢業的杜勝三、葉國輝、杜福明、郭泓志、

胡金龍、林哲瑄等人都回去參與盛會。老南英

的英雄們向年輕的同學指導球技之外，也幫忙

提振凝聚力。

李憲宗也參加由六十歲以上老人組成的

長青「不老棒球隊」，他們不定期地在臺北、

彰化、臺南、高雄集訓、比賽，藉由到處活

動，宣揚中壯老年人運動的樂趣和重要，臺南

長青隊以「府城」為名遠征到日本和不老隊舉

行友誼賽。

李憲宗是這支球隊中年最大，但是活動

力最大的一位，他擔任監督，示範投球動作標

準讓人佩服。

伍、貢獻臺灣棒球名人堂

從2016年擔任「財團法人臺灣棒球名人

堂協會」顧問以來，李憲宗將個人生涯轉折到

另一個範疇，他融合了畢生的經驗，提出個人

的看法，參與名人堂協會的事務，希望讓臺

灣的棒球亮麗成績、珍貴紀錄長長久久保存下

去。

圖22　李憲宗（左）和陳偉殷（中）、彭恰恰合

影。（李憲宗提供）

他兢兢業業努力80年，替臺灣人爭取了

無數光榮與驕傲，實在是臺灣體育傑出代表人

物。

李憲宗一直做自已認為有意義的事，

不管是做為選手為臺灣爭取榮譽，帶領軟網

球隊讓日本、韓國折服，或在大陸促進兩岸

交流，李憲宗「全方位」的積極負責、冒險

犯難精神，讓人佩服。（2018年內和李憲宗

先生在臺北市、臺南市總計作過六次口述歷

史、訪談。）

他是目前台灣棒球壇上還活躍台面上比

較年長的選手，雖曾是功勞獎得主，但是他很

謙虛，拒絕被列為表揚人員，反而透過個人關

係協助尋找贊助幫忙協會。

他深知成立棒球隊非常困難，訓練一位

成熟的選手更困難；必須讓選手們、教練感覺

參與棒球運動的榮譽和使命很重要，大家勇

於奉獻、甘於拼搏，總有一天會留名青史，

每一位棒球人都知道「今天努力，就是明天的

典範」，英雄事蹟留在名人堂，供後人長古懷

念。

這樣的李憲宗總結了個人生涯經歷的棒

球、軟網、高爾夫智慧，創造了新的體育奉

獻。

肆、結語

李憲宗實在是臺灣近代體育史上一位標

竿型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日治時代，參與日本

人帶進來的棒球運動，就學以後又接受了完整

的臺灣教育，李憲宗的整體生涯等於是近八十

年臺灣體育歷史和生態之縮影。

他承襲了日治時代教育、體育的餘緒，

但是又發展出很不一樣的臺灣風格，他個人在

棒球、軟網、高爾夫的成就令日本人也驚嘆。

圖23　李憲宗活得精采，樂觀無爭。（李憲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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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就讀南英商職時參加「大涼汽水盃」棒球錦標賽獲得冠軍。（李憲宗提供）

附錄
李憲宗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9 28 1月4日，出生於屏東縣恆春南門城附近。

1945 34 6 台灣光復，就讀屏東仁愛國校。

1950 39 11 仁愛國校四年級開始打棒球。

1951 40 12 參加屏東縣「石城盃」少年棒球，總計獲得連續三年冠軍。

1952 41 13 9月就讀屏東里港初中，向校長建議組織棒球隊，擔任投手，10月獲得屏東縣軟式棒球初中組冠軍。

1955 44 16 就讀台南市南英高商，參加棒球隊。

1956 45 17

參加「大涼汽水隊」參加社會組「主席盃」比賽，獲打擊獎第二名。

高二入選台南市隊，參加在台北市舉行的第11屆省運會。

參加中學棒球賽，一天擔任兩場比賽主投，創一場比賽製造15次三振，南英高商獲中學組冠軍。

1958 47 19
6月從南英畢業，被延聘到台北華銀上班，加盟華南銀行棒球隊。

10月第一次代表台北市參加第13屆省運會，獲得冠軍。

1959 48 20
10月代表台北市參加第14屆省運，擔任主投，獲得冠軍。

第一次當選國手，赴日本東京參加第三屆「亞洲盃」棒球賽。

1960 49 21 3月19日服海軍役，代表海軍隊參加三軍棒球賽，參加第15屆省運會，均獲冠軍。

1961 50 22
代表中華民國國軍棒球隊，參加中美軍隊對抗賽獲勝。

參加第四屆「亞洲盃」(台北)棒球賽。

1962 51 23
年初，海軍隊赴菲律賓訪問。

6月，代表海軍主投9局，完封世界業餘組冠軍日本熊谷隊。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63 52 24

參加第五屆「亞洲盃」(韓國)棒球賽，第二循環完投9局，和日本打成1：1平手，締造中華隊史第一次不
輸給日本的紀錄。

完封，2：0贏了當年冠軍韓國隊，獲「功勞獎」，被喻為「亞洲最佳投手」。

1964 53 25
代表華銀參加台北市市長杯棒球賽，獲得「打擊獎」。

10月從海軍退役，回華銀總行上班，接觸網球、高爾夫運動。

1965 54 26 
日本巨人隊訪台，安排投球給王貞治練習打擊。

參加第一屆「中華盃」棒球賽，打擊率0.363。

1966 55 27 代表台北市參加第21屆省運會(屏東大武營)，這是最後一次參加省運。

1967 56 28
獲得第九屆全國棒球賽打擊獎第三名。

第四度入選為中華隊國手，參加第七屆「亞洲盃」；日本報知新聞專欄報導，讚譽有加。

1970 59 31 逐漸淡出棒球圈，專心於華南銀行總行總務業務。

1977 66 38
轉調華銀人事室，主要工作為公關。受命於華銀董事長也是軟網理事長張芳燮，同時處理軟網事務。

在台中市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軟網錦標賽」擔任公關組長，接待外國賓客。

1985 74 46

華銀董事長楊基銓接中華民國軟網協會理事長，李憲宗任秘書長。

擔任經理，隨隊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六屆世界軟網賽」，中華男子隊包辦團體及個人賽雙料冠
軍。個人賽囊括前四名，創造第一次「名古屋大捷」。

1988 77 49
擔任經理，帶隊參加第一屆「亞洲軟網錦標賽」，中華隊包辦女子組團體、個人賽雙料冠軍，史稱「第
二次名古屋大捷」。

1989 78 50

赴北京參加亞洲軟網聯盟會議，商討將軟網列入「北京亞運會」。

參加銀行杯高爾夫比賽，獲得冠軍。指導台灣商、政界人士黃杰、陳大慶、李國鼎、沈之岳等人打高爾
夫。

1990 79 51 中華男子軟網隊在北京亞運示範賽，獲得金牌，中華代表團會旗第一次高升在北京上空。

1992 81 53 接待中國軟網協會主席張彩珍等人來台訪問，商談在第一屆「東亞運」設軟網比賽事宜。

1993 82 54 第一屆東亞運在上海舉行，軟式網球列為 「示範運動」，商議翌年軟網在廣島亞運正式比賽事宜。

1994 83 55
從台灣中小企銀退休，轉赴大陸福州，協助友人開發高爾夫事業。 溫泉高爾夫球場破土時，福建省委書
記賈慶林剪綵。

2004 93 65 移居上海，經營高爾夫器材公司，擔任台商北極熊、虎友隊教練。

2011 100 72 回台灣參加台南第一屆「清傳盃」棒球邀請賽。

2012 101 73 參加「不老棒球隊」比賽，同時協助台南棒球隊訓練。

2015 104 76 擔任「台南不老棒球隊」總教練，赴日本參加邀請賽。

2016 105 77 擔任「棒球名人堂協會」顧問。

2018 107 79 擔任第五屆「棒球名人堂協會」理事。

參考文獻

台灣棒球維基館   李憲宗篇

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五屆特展紀念集   

中華軟網季刊       1989年3月號、1990年12月號

中華民國建國100年運動會回顧       201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