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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的棒球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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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的棒球巨人

壹、前言

一生熱愛棒球，甚至被他人稱為球痴，

為了臺灣棒球發展不惜一切努力付出，打下

穩固的基礎，並將其帶往巔峰，同時也是棒

球發展的見證人，像一位慈父，細心照護、

拉拔這項國球運動，他是──彭誠浩。

棒球運動從日治時代被引進臺灣，能高

和嘉農棒球隊都讓臺灣人在日本人統治之下

能夠揚眉吐氣。（註1）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

臺之後，棒球仍是國人最愛的運動之一。彭

誠浩先生是臺灣光復後從事棒球運動的先驅

與臺灣光復後棒球發展的見證人，他大力推

動棒球運動、讓臺灣與世界接軌，現今棒球

運動儼然成為臺灣的國球，他的貢獻可說是

功不可沒，由於他的付出與貢獻，賦予臺灣

棒球不一樣的面貌，越來越多人投入這項運

動，像是國內的謝國城盃及王貞治盃比賽；

乃至於國際層級賽事，還有各層級的三級棒

球賽等，皆是在彭誠浩先生努力下的成果。

牛頓說：「我成功因為我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而對於臺灣棒球來說，彭誠浩先

生就像是那位巨人，讓後人能站在他的肩膀

上，促使臺灣棒球能更加進步、強盛。

註1	 Yu,	 J..	 Transforming	 Sedentary	 Subjects	 into	 Active	

Athletes:	 The	 Promotion	 of	 Baseball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Sport	History	Review,	38(2007.01),	

40-54.

Yu,	 J.,	 &	 Bairner,	 A..	 Schooling	 Taiwan's	 aboriginal	

baseball	 players	 for	 the	 nation.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15(1),(2010.01)	63-82.

圖1　彭誠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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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

一、生長背景

彭誠浩先生為現今美孚建設公司董事

長，曾任中華棒協理事長、世界棒壘球總會

第一副會長及代理會長、亞洲棒協會長等職

務，於1943（民國32）年12月出生，竹東客

家人；彭這個姓氏在竹東當地算是望族，當

時十個人中約有7、8位姓彭，可見彭氏宗親

人數眾多。出身自望族，彭誠浩先生的父親

習得文武雙全於一身；除了會演奏一手流利

的鋼琴，也通過考試進入日治時代臺人子弟

很難考進的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更曾以一位

選手的身分代表學校搭船前往日本參加網球

比賽，是一位在國際賽場上為臺灣爭光的好

手；在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彭誠浩

先生的父親便返鄉於竹東水泥廠工作，並在

工作期間接下臺灣水泥公司棒球隊發展的擔

子。而彭誠浩先生的哥哥也從事棒球運動，

擔任游擊手位置。

彭誠浩先生自述小時候體型瘦小，還

在就讀竹東中山國小的時候其實對於體育運

動並不感到非常有興趣，然而；因為父親與

哥哥的緣故，彭誠浩先生接觸到了棒球這項

運動，當時的彭誠浩先生跟隨父親，父親帶

領臺灣水泥公司棒球隊四處參加比賽，屢創

佳績，也打出了臺灣水泥公司棒球隊的知名

度，造就竹東地區棒球運動的興盛，親眼見

證當時幾位有名的棒球好手，像是官大全先

生等人在球場上征戰的英姿，年幼的彭誠浩

先生漸漸的對棒球這項運動產生興趣並投入

其中。（註2）在竹東初中念書時加入了棒

球隊，在隊上擔任捕手的位置，雖然彭誠浩

先生在竹東初中棒球隊時並沒有得到非常好

的比賽成績，但是依然無法澆熄他對棒球的

熱情。初中畢業後，彭誠浩先生離開家鄉，

到臺北成功中學就讀，可惜的是成功中學當

時並無設立棒球隊，於是彭誠浩先生只好帶

著手套，課餘時間就與三五好友在家或是校

園、空地上互相傳接球、切磋球技；從投入

棒球運動開始，彭誠浩先生便深深的愛上棒

球，他的生活與棒球便保持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

二、文化學院時期

很快的三年過去了，揮別沒有棒球隊可

以參加的高中時期，成功中學畢業後，彭誠

浩先生於1964年進入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

文化大學）體育系就讀，彭誠浩先生是文化

學院體育學系第二屆入學的學生，滿心期待

圖2　文化學院棒球隊成軍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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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學能好好參加棒球隊的彭誠浩先生進入

到文化學院的校園後。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當時在文化學院並沒有人在打棒球，絕

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從事壘球運動，彭誠浩先

生眼見自己最喜歡的棒球在學校和體育系上

如此不被看重，便想開始著手於推廣棒球運

動；但是，因當時體育系只有兩屆的學生，

棒、壘球選手更是少得可憐，在無可用之兵

的狀況下，彭誠浩先生開始到外系及夜間部

尋找一樣對棒球感興趣的同學，並安排測驗

來測試他們的體能、球技等棒球運動需要的

條件，挑出跑得快的、投球投得不錯的就拉

進棒球隊來當選手，勉強徵召到十六個人，

其中有羅啟訓、王俊雄、陳榮徹、尤新古、

朱覺民、彭文敏、蔡榮郎、陳文才、廖啟

峰、王泰男、王添發、江本宏、陳良治等人

先後成為彭誠浩先生的隊友，人數湊足後，

他們便開始規劃隊上訓練、安排與其他學校

比賽等等。不過，由於剛創立棒球隊的初

期，球具、資金、訓練器材極度匱乏；在如

此資源缺乏的狀況下，彭誠浩先生也積極地

四處尋找資源、贊助，王添發先生也從合作

金庫棒球隊，撿回被淘汰的球具作為訓練器

材（註3），整個文化棒球隊也在臺北地區四

處流浪尋找場地打游擊賽，彭誠浩先生說：

「文大到現在也是沒球場，只有體育館下

面，有訓練打擊場和投手牛棚，我們以前都

是去榮星花園，以前榮星花園沒有那麼多樹

啊！那邊以前是一條河、小溪，所以那時候

平一點就拿來用，是在很艱苦的環境下拉拔

文化學院棒球隊成長茁壯。」

大二時將文化學院棒球隊培養拉拔日漸

強盛的彭誠浩先生，想到球隊的未來發展，

開始著手積極的招募優秀的高中畢業選手，

還特別南下至南英商工、高苑工商等棒球名

校尋找願意披上文化學院戰袍的新人；但一

開始卻非常不順利，幾乎沒有高中畢業的選

手願意就讀文化學院，在招募不到優良選手

的困境下，於是彭誠浩先生找到了文化大學

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來商量這件事情，述說了

招募新血時遇到的困境且說道：「如果沒有

特殊待遇，好像招不到優秀的選手。」張其

昀先生非常有遠見，二話不說直接答應了彭

誠浩先生的請求，便開出學雜費、住宿費全

免的優渥條件來吸引選手就讀，而當這個辦

法正式啟用的時候，正巧碰上世界少棒勇奪

冠軍該屆前後期的幾位優秀選手要從高中畢

業，也藉學雜費以及住宿費全免的條件吸引

到不少選手填下志願前往文化學院，其中不

乏像是梁敬林、林偕文、張沐源、楊清瓏、

江仲豪、林俊民、陳進財、陳昭銘、劉家

齊、張文忠、張拓榮等人；擁有如此優秀的

陣容，文化大學躍身進入甲組球隊的一流球

隊行列之中（註4），也進一步維持文化學院

在大專棒球中強權的地位。

註2	 蔡惠芳，〈燃燒棒球魂擬組職棒第5隊〉，《中

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

rs/20141110000097-260204>，2014.11.10檢索。

註3	 Good	boy，〈中國文化大學棒球隊〉，臺灣棒球維

基網，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E6%96%87%E5%8C%96%E5%A4%A7%E5%AD%B8

%E6%A3%92%E7%90%83%E9%9A%8A>，2018.8.22

檢索。

註4	 楊武勳，〈大專棒隊注入新血	 將成三強鼎立之

勢〉，《聯合報》，1976.10.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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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誠浩先生就讀文化學院期間前後，

在臺灣學生棒球界有個很有趣的盃賽稱為

──中華盃，因為當時由學生所組成球隊數

量並不多，且大專院校的球隊並不見得會比

高中的球隊來得強，中華盃會將高中組與大

學的選手合起來一起比賽，稱為「中上組」

，可以讓高中與大學的選手互相交流切磋；

當然比賽並不僅只有中華盃，還有北區大專

盃、全省大專盃等。雖然在文化學院棒球隊

剛成立初期，資源極度缺乏，但彭誠浩先生

與隊友們並沒有被現實的逆境所打敗，更勢

如破竹的在成軍第二年就拿下臺北市大專盃

冠軍，且連霸好幾年，成為一支棒球勁旅。

然而，文化學院棒球隊並不只會打棒球，偶

爾也會玩玩文化棒球隊成立之前在校園中風

行的壘球，在1965年所舉辦的百齡盃壘球

賽，文化學院棒球隊也報名參賽，並在比賽

中勇奪冠軍（註5）。而彭誠浩先生也得到了

當次比賽的打擊獎，獎品是一臺電鍋，回憶

起來彭誠浩先生是笑容滿面，對這場比賽印

象深刻。

而跟許多人不同的是，彭誠浩先生在

大二時，除了為自己所愛的棒球盡心盡力以

外，還一點一滴著手在開鑿自己的職場生涯

道路上；彭誠浩先生也笑著透漏他的興趣是

蓋房子，從一開始蓋了自己的家，沒想到越

蓋越有心得，如今的美孚建設公司就是彭誠

浩先生在大學二年級時一手創辦的，美孚建

設公司現為臺灣一流建設公司之一，1973年

掛牌成立，多個著名建設皆是美孚建設公司

的作品，美孚企業更在2009年斥資30億元收

購全球人壽公司，彭誠浩先生不只踏足於建

設業，更一步步地擴展事業版圖，除了在棒

球領域有所貢獻，彭誠浩先生也在自己的事

業上有所成功，踏穩自身於世界的立足點與

定位。

圖3　文化學院棒球隊與臺大棒球隊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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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任臺北市棒協主委時期

彭誠浩先生在三十八歲的時候，便已

經接下臺北市棒球協會理事長的位置，當時

中華棒協理事長是已故的謝國城先生，為臺

灣三級棒球貢獻良多，被稱為「棒球之父」

或是「少棒之父」，謝國城先生在1949年成

立臺灣省棒球協會時是出任總幹事，全力提

倡國內的棒球，並且在1969年帶領金龍少棒

隊前往美國，為臺灣奪下第一次世界少棒冠

軍。1973年中華棒協改組後擔任第一任理事

長，奠定臺灣棒球穩固的基礎。

而彭誠浩先生也贊同謝國城先生的理

念，比起一級棒球賽事更重視基層棒球的培

養，希望棒球選手能在國中、高中再一路到

大學打好棒球的基礎，讓選手慢慢成長茁

壯，彭誠浩先生認為基礎打好了，日後不管

是在職業賽場上或是業餘棒球的程度自然不

會差。

再來就是棒球裁判的培養，彭誠浩先

生回憶起以前在文化學院參加中華盃的其中

一場比賽，說道：「那次我們去臺南比賽，

跟南英商工比賽，我擔任投手還打到第四

棒，打到第三局的時候我們還領先，但是在

三局下我怎麼投主審就是判壞球，連續二十

幾個壞球，目前還有記錄在那裡，一直保送

保送……，怎麼可能連續二十幾個都是壞

球？到最後我們是輸掉了，我越投越氣，一

個好球跟一個壞球對選手來說，那是差之千

里啊！」因此彭誠浩先生上任後，強力推動

裁判的訓練，說道：「我們願意提供好的資

源、好的設備，但是在裁判的判決上，要求

絕對的公正，不允許因為裁判個人的包庇、

或是其他行為來偏袒某一支隊伍，這是絕對

禁止的。」在彭誠浩先生大刀闊斧的改革之

下，裁判偏袒的行為日益減少，如今臺灣棒

球裁判的公正性鮮少遭受檢視考驗，彭誠浩

先生是促進裁判素質的幕後功臣之一。

註5	 〈大專壘球賽文化學院冠軍〉，《聯合報》，											

1965.11.21，2版。

圖4　彭誠浩先生（左）與偶像王貞治先生（右）合影 圖5　彭誠浩先生（右）與前總統

馬英九先生（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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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任中華棒協理事長

1998年5月21日陳盛沺先生宣布辭去理

事長一職，希望業餘時間能夠繼續推動下去  

（註6）。而在同年10月17日召開會員大會和

常務理監事會選舉理事長，在改選之前擔任

代理理事長的彭誠浩先生與其左右手，在文

化大學501人、合作金庫134人、臺灣電力公

司103人，以及輔仁大學159人強力支援下，

順利選出理監事，並且選出彭誠浩先生為理

事長（註7）。

而彭誠浩先生在擔任中華棒協理事長期

間，推動了許多政策和賽事，在國內少棒、

青少棒、青棒、業餘成人等四級棒球提升賽

事的「質」和「量」；在成棒除了延續歷年

的春季和秋季聯賽，更增辦了「協會盃」，

達到每支成棒隊伍一年可以參賽四十五場以

上比賽的目標，希望透過增加各隊的比賽經

驗來代替乏味的訓練，收到「以賽代訓」這

個理念的效果；而在三級棒球的貢獻，創辦

了「謝國城盃」以及「王貞治盃」，建立一

個選拔國手的完整賽事架構體系。

而除了國內積極推動賽事之外，彭誠

浩先生認為棒球必須與世界接軌，因此也在

爭取國際賽上做出不少的努力，首先恢復派

隊參加了缺席多年的荷蘭「哈連盃」以及「

港口盃」邀請賽，也爭取到許多國際賽事在

臺灣舉行，像是2001年世界盃、2006年洲際

盃、2007年世界盃和亞洲錦標賽等等大型賽

事，大大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也因為彭

誠浩先生的改革，讓臺灣棒球實力更加提

升，2003年第二十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由徐

生明教練帶隊前往日本勇奪亞軍，也成功獲

得了睽違十二年的奧運參賽權（註8）。

圖6　彭誠浩先生（右）與前臺北市長郝龍斌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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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級棒球的部分彭誠浩先生也積極地

為臺灣爭取與世界接軌的機會，提出申請返

回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讓小國手們擁有可

以參與世界性比賽的機會，在2003年時臺灣

成功返回世界少棒的行列（註9），為各界所

讚揚。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畢業後回饋母校，帶動大專棒球競賽

大學四年一眨眼就過去了，1968年彭

誠浩先生從文化學院畢業後，因為是預官身

分，所以先去軍中服役了一年，退伍後，也

不忘為了文化大學棒球隊持續付出，積極的

為文化大學棒球隊尋找贊助廠商，當時找到

了味全公司及竹林山觀音寺等，也到輔仁大

學待過一陣子，為他們找到葡萄王公司當贊

助廠商，彭誠浩先生扮演著贊助廠商與球隊

的中間角色，互相磨合，在文化大學及輔仁

大學兩邊各有贊助條件下當然也都吸引、培

養出不錯的選手，形成了文化大學及輔仁大

學兩支球隊實力相當的抗衡局面。在當時還

沒有職業棒球的年代，1979年9月15日味全和

葡萄王創下延長至二十一局才結束的紀錄，

比賽長達六小時六分鐘，黃廣琪和莊勝雄各

完投二十一局，最後由味全一比零勝出（註

10）。有名的梅花旗棒球錦標賽也是彭誠浩

先生與葡萄王公司在當時催生出來。

註6	 〈陳盛沺辭職〉，《民生報》，1998.5.22，4版

註7	 張文雄，〈棒協理事長	 彭誠浩真除〉，《民生

報》，1998.10.18，5版。

註8	 Hsueh，〈2003年亞洲棒球錦標賽〉，臺灣棒球維

基網，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

7%AC%AC%E4%BA%8C%E5%8D%81%E4%BA%8C

%E5%B1%86%E4%BA%9E%E9%8C%A6%E8%B3%

BD，2018.3.27檢索。

註9	 Good	 boy，〈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臺灣棒球維

基網，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E4%B8%AD%E8%8F%AF%E6%A3%92%E5%8D%94

，2018.7.18檢索。

註10	 林將，〈成棒之「最」〉，《民生報》，1979.9.		

16，2版。

圖7　彭誠浩先生（右二）出席第二屆世界少棒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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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了1988年，味全公司為了進軍中

華職棒而切斷了對文化大學的贊助關係，彭

誠浩先生便開始接手贊助文化大學，也將文

化大學棒球隊出賽時掛名為美孚巨人隊，為

何取名為巨人隊？因為彭誠浩先生最尊敬的

棒球選手就是王貞治先生，而當初王貞治先

生在日本職棒效力的球隊就是讀賣巨人隊，

因此將球隊稱呼為美孚巨人。而彭誠浩先生

對於母校的球隊可說是不計較開銷的支出，

每年贊助金額在原定書面上為300萬元，還會

招待比賽成績優秀選手們出國旅遊，彭誠浩

先生透漏實際上贊助金額早就遠遠超過書面

內容，從移地訓練到球員的球具等等大大小

小的經費，可說包辦文化大學棒球隊運作的

開銷，至今仍然持續不斷的贊助母校球隊，

文化大學也培養出許多優秀的選手。

1991年文化大學與聲寶公司簽定合作

案，由聲寶公司贊助文化大學棒球隊，美孚

建設公司改為協助者角色，陳盛沺先生與其

聲寶公司接手文化大學棒球隊，以「臺北巨

人事業公司」為合作方式，美孚巨人隊遂改

名為聲寶巨人隊，作為業餘棒球比賽之隊

名，聲寶巨人如果未來成為職棒隊伍，業餘

隊再以美孚巨人之名出賽成為聲寶隊的二

軍，目的是以美孚隊選手為班底組成職業隊

（註11）。1995年，聲寶巨人為進軍職棒，

切斷與文化大學的贊助關係，聲寶巨人隊成

為獨立球隊（註12），文化大學棒球隊將甲

組成棒隊名改回現今的美孚巨人隊。

雖然在各個時期文化大學棒球隊掛名贊

助及參賽的名字不同，也經歷了不少風風雨

雨，但彭誠浩先生仍對文化大學棒球隊處處

細心的照料，讓文化大學至今在大專棒球或

成棒中的強權仍無法撼動。

二、2001棒球世界盃，幫助臺灣棒球起死回

生

1995年以及1997年的黑虎及黑鷹事件，

導致臺灣棒球開始走下坡，原本對球員們滿

懷期待、認為每一場比賽都是球員盡力比

賽的球迷們，被涉及事件的教練、球員狠狠

的傷了心，對於臺灣職業棒球失去信任，中

華職棒球迷數量逐漸銳減（註13）。中華職

棒的簽賭醜聞頻傳，彭誠浩先生說：「在當

時一場比賽，不到五、六十個觀眾，因為大

家都知道那是在作假，在國外，你可以公然

到運動彩券行去買賭，去猜測哪一支球隊會

贏；但是這個就不同了，賭盤直接動歪腦筋

到球員身上，在運動場上絕對不能有這樣的

事情發生。坦白講，職業比賽就是一場秀，

大家知道你都是作假，還談何觀眾可言？」

簽賭事件持續爆發，臺灣棒壇陷入一片低迷

的狀況，一直到2001年世界盃，是個極大的

轉捩點，彭誠浩先生爭取到世界盃主辦權，

可說扭轉了臺灣職業棒球的命運。

1999年洲際盃在雪梨開打，同時也要

票選出2001年世界盃棒球主辦國，美國為此

開出高額的30萬美金補助並招待會員國前往

佛羅里達州觀看比賽來吸引會員國投票；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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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浩先生心想，我們臺灣沒辦法出那麼多資

金來跟美國爭鬥，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

拉票，於是在晚宴上，彭誠浩先生開始一一

向所有的會員國握手致意，用樸實的態度，

來請求其他會員國的支持。彭誠浩先生也設

計了一張以臺北天母球場為背景的宣傳單和

寫著CTBA的廣告紙袋，在隔天會議開始前將

宣傳品一一放到每個會員國桌上，希望能讓

各個會員國看到臺灣的好。在競選政見發表

時，彭誠浩先生說：「如果這次沒申請到世

界盃的主辦權，我就要從雪梨游回臺灣。」

以詼諧幽默的方式來吸引其他會員國投票，

其中，前蘇聯各國、蒙古、日本、中南美洲

各國等，受到彭誠浩先生真誠的請求，在投

票時決定把票投給臺灣，在這個時候中國大

陸也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中國代表跟

彭誠浩先生說：「我不會投票給你，但我投

廢票，我投廢票等於是幫你一票。」而對於

報導中所寫道31比28票（註14），彭誠浩先

生予以更正，開票結果出來後，是30票對29

票，驚險的以一票之差打敗美國取得2001年

第三十四屆世界盃主辦權，2001世界盃也確

定於臺北舉辦。

而2001年世界盃的比賽，中華隊在總教

練林華韋先生的帶領下，先以六勝一負的成

績拿下分組第一，接著在蔡仲南的精采投球

之下，以2比0擊敗荷蘭，雖然準決賽敗給美

國，但銅牌之戰，中華隊的先發投手張誌家

九局無失分，加上陳金鋒的雙響砲，以3比

0打敗強敵日本，贏得第三名的殊榮，賽後

興奮的球員在球場邊的忠誠路，自動封街進

行慶祝。當屆冠軍為古巴、亞軍為美國，當

時臺灣在世界上儼然成為一個棒球強國。且

在世界盃潮流的帶動下，臺灣球迷對於棒球

又漸漸得恢復以往的關注，中華職棒的比賽

越來越多人前往觀看，回復到往日興盛的水

準，2001年世界盃可說改變中華職棒命運的

轉捩點，由於彭誠浩先生的努力，使臺灣的

棒球起死回生。

圖8　2001世界盃，中華隊取得佳績，各方報導不斷。

註11	 蕭美君，〈美孚巨人將易名聲寶巨人	 明年起參加

成棒比賽〉，《聯合報》，1991.12.17，22版。

註12	 林以君，〈聲寶業餘棒球隊	 七月復出〉，《聯合

報》，1998.1.13，28版。

註13	 盂峻瑋、曾文誠，《臺灣棒球王》，臺北市，我

識，2004。

Yu,	J.	(2007).	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註14	 婁靖平，〈2001世界盃棒賽	 看我的〉，《民生

報》，1999.11.4，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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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2001世界盃，中華隊取得佳績，各方報導不斷。

圖10　彭誠浩先生與搭檔一同出席國際會議 圖11　彭誠浩先生（左）與前世界棒壘球總會

會長Riccardo Fraccar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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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邁向國際成臺灣第一人

在2005年6月，彭誠浩先生當時身兼亞洲

棒協副會長，在國際棒球總會人事選舉上，

高票當選了第一副會長的職位，成為首位在

世界棒壘球總會中擔任此職位的臺灣人，臺

灣棒球與世界變得密不可分，讓臺灣的棒球

在2001年世界盃後，維持與國際間的關係；

一直到了2006年世界棒球總會會長諾塔里

（Aldo Notari）在任內去世，彭誠浩先生

坐上代理會長的職務，維持了十個月，對此

彭誠浩先生表示感想，認為自己不適合擔任

會長的位置，因為本身事務繁多比較忙碌，

並沒有辦法時時刻刻處理國際棒總的事務，

所以代理十個月，便召開下一任會長的選舉   

（註15），由美國的施勒（Harvey Schil-

ler）先生當選出任國際棒總會長一職。

關於是否可能回到國際棒總擔任會長一

職，彭誠浩先生認為沒有必要，因為自己年

事已高，目前國際棒球總會內的一切事務都

處理得很好，只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維持臺灣

與國際棒總間良好的關係，並試著讓辜仲諒

先生能進到國際棒總裡面，用其良好的國際

關係替臺灣棒球開創更寬廣的道路。

而在2013年當選亞洲棒總會長，也是

臺灣史上第一人（註16），彭誠浩先生認為

亞洲在世界棒球的地位是無人可憾動，亞洲

棒總所提出的意見，在世界棒總上幾乎都能

被接受；彭誠浩先生說：「像是有一次，在

2006年開會要討論2006年奧運資格賽的比賽

國家及城市，美國也想要爭取資格賽的主辦

權，但我提出他們在美洲盃已經獲取資格賽

的原由所以沒必要再辦資格賽，在一番激烈

的爭論下，世界棒總還是採納了我的意見，

把主辦權給我。」而在亞洲棒總這裡，彭誠

浩先生則希望林華韋先生能接下自己職位，

與辜仲諒先生配合，讓臺灣棒球能更上一層

樓。

2017年10月14日，在非洲波扎舉辦世界

棒壘球總會（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

federation）的人事選舉，彭誠浩先生以67

比7的極高得票率，當選了世界棒壘球總會棒

球部第一副會長的職務，更是首次華人當選

此職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生更表示這是臺

灣棒球工作者集體的榮耀，世界棒壘球總會

會長法卡里（Riccardo Fraccari）也親自到

臺灣來祝賀彭誠浩先生高票當選（註17），

在慶祝會上，彭誠浩先生也許下三個願望：

一、加強國家棒球實力；二、成立國家級棒

球訓練中心；三、希望臺南的亞太棒球中心

盡快落成，促使世界盃少棒能永遠在臺南舉

辦（註18）。

註15	 Good boy，〈彭誠浩〉，臺灣棒球維基網，	

<h t t p : / / twb sba l l . d i l s . t k u . e du . tw /w ik i / i n d ex .

php/%E5%BD%AD%E8%AA%A0%E6%B5%A9>

，2018.2.16檢索

註16	 李致嫻，〈亞洲棒總會長	 彭誠浩當選〉，《聯合

報》，2013.4.14，B9版。

註17	 自由體育，〈史上首位華人	 彭誠浩當選世界棒

壘球總會副會長〉，<http://sports.ltn.com.tw/news/

breakingnews/2223528>，2017.10.15檢索。

註18	 蔡銘仁，〈成世界棒壘總會副會長後	彭誠浩許3宏

願〉，《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

realtimenews/20171113005217-260403，2017.11.13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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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誠浩先生終生致力於棒球的貢獻，尤

以日本政府自1875年開始，針對「對國家公

共事務有功勞，有顯著功績者」，特別授與

榮譽獎章「旭日綬章」。彭誠浩於2019年11

月3日獲日本政府頒發「旭日小綬章」，肯定

彭誠浩先生致力臺灣與日本的棒球交流。

圖12　彭誠浩先生出任世界棒總代理會長時在辦公的情形

圖13　彭誠浩先生高票當選WBSC第一

副會長職位的當選證書

圖14　彭誠浩先生（左）榮任世界棒壘球

總會第一副會長時在慶祝宴會上與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生（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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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對於現在臺灣棒球的建議

2013年中華職棒開放高中生參加選秀，

彭誠浩先生有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不必提

前讓年輕選手有發光發熱的舞台，而彭誠

浩先生認為基礎棒球才是根本，他希望選手

能從國中至大學好好的歷練，等到身心靈都

達到一定的成熟度，再進入職棒這個殿堂。

但臺灣大聯盟時期以及最近職棒選秀結果，

令彭誠浩先生感到憂心，例如2018年的中職

選秀，高中應屆畢業生被選中的比例達百分

之四十七（註19）。原因是職棒隊伍以較低

薪資與年輕球員簽約並將其培訓，但能否登

上職棒殿堂仍是個未知數，若培訓失敗，則

落得一無所有，對於身心靈都不夠成熟的選

手來說，得不償失，這是彭誠浩先生認為已

浮出檯面的危機；以去過古巴數次並與當地

選手交流過的經驗，彭誠浩先生認為臺灣的

選手應和古巴一樣，保持著半職業的球員身

分，如此一來，進可攻、退可守，也才能保

障選手的生涯。

對臺灣棒球的願景，彭誠浩先生希望能

繼續進步，不論在國內或國際上，都能大放

異彩；現在的棒球賽越來越多，一年甚至可

以達到上千場的數量，但彭誠浩先生認為不

能只看數量，比賽的品質也很重要，培養出

專業的人才來負責帶動臺灣棒球的發展，是

彭誠浩先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希望能有有

志之士，像是現任棒協理事長辜仲諒先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林華韋先生等人

來接下自己的工作，讓臺灣棒球能越來越強

盛，維持世界五強的榮耀。

再來就是在當選世界棒壘球總會慶祝會

上所發表的目標，盡快落成國家級棒球訓練

中心，強化臺灣棒球實力、也盡力協助臺南

亞太棒球村的建設，希望能儘快完工，將世

界盃少棒留在臺灣舉辦，讓臺灣成為「Mini 

Baseball」的世界典範，讓世界看到並重視

少棒的發展。

另外，彭誠浩先生還有個更偉大的理

想，希望在五年內，能夠聯合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甚至澳洲等國的職業棒球聯盟，來

組成一個亞洲棒球聯盟，與美國大聯盟形成

太平洋東西兩岸的棒球強權，讓棒球運動能

更興盛。

觀看彭誠浩先生的這一生中，精彩事蹟

連連，與棒球這項運動密不可分；從小便開

始接觸棒球，靠著他對棒球的熱愛與樸實的

個性，辛苦的耕耘，付出的努力一點一滴累

積，將臺灣棒球帶往更高層次的境界，同時

也讓自己躍上國際舞臺成為華人棒球界的第

一把交椅，名聲光彩流傳，成為大家所景仰

的一位偉大棒球人物，他是臺灣棒球活動能

如此蓬勃興盛的背後功臣，那位奠定穩固基

礎，能讓後人繼續將臺灣棒球發揚光大的巨

人。

註19	 蘇志畬，〈中職選秀好手	 近半高中生〉，《聯合

報》，2018.7.3，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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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彭誠浩先生與諸多國際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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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彭誠浩先生出席國際會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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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彭誠浩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3 32 彭誠浩先生出生於新竹竹東。

1964 53 21 進入文化學院體育系就讀。

1964 53 21 催生出文化大學棒球隊。

1965 54 22 百靈盃壘球賽，文化大學獲得冠軍，彭誠浩先生也得到該次比賽的打擊獎。

1965 54 22 成立美孚建設公司。

1968 57 25 從文化學院畢業，入伍一年。

1979 68 36 與葡萄王公司合作催生出梅花旗棒球錦標賽。

1982 71 39 彭誠浩先生出任臺北市棒球協會會長。

1988 77 45 開始贊助文化大學棒球隊。

1991 80 48 聲寶公司開始贊助文化大學棒球隊，美孚轉為協助角色，美孚巨人改名聲寶巨人。

1998 87 55 出任中華棒協理事長一職。

1999 88 56 赴澳洲洲際盃並取得2001世界盃棒球賽主辦權。

2001 90 58 舉辦世界盃棒球賽，臺灣棒球重新興盛。

2002 91 59 獲選連任中華棒協理事長。

2005 94 62 獲選為國際棒總第一副會長。

2006 95 63 代理國際棒總會長一職。

2013 102 70 獲選擔任亞洲棒總會長。

2017 106 74 獲選為世界棒壘球總會棒球部第一副會長。

2019 108 76 獲日本政府頒發「旭日小綬章」，肯定彭誠浩先生致力臺灣與日本的棒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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