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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擔任理事至2019年，是唯一46年沒有間

斷的理事。她對於網球運動的熱愛，以及推

動網球運動不遺餘力的熱誠始終不變，如果

引用蘇嘉祥文章的標題，則應該修正為「長

青樹劉玉蘭70年如一日」。

劉玉蘭的人生與網球運動密不可分，從

她就讀新竹女中接觸軟式網球運動開始，不

論大小的軟式網球比賽，都可以看到她出賽

的身影，她也以優異的球技，贏得多次臺灣

女子軟式網球個人賽的雙打冠軍。

頂著軟式網球球后頭銜跨入網球界的

劉玉蘭，花了3年4個月克服軟式網球與網球

在技術上的橫溝，登上國內女子網球球后，

成為臺灣第一位在軟式網球與網球個人賽均

贏得冠軍的女子選手，進而主宰國內女子網

壇將近20年，而後她體認到向下扎根的重要

性，致力於提攜後進。1977年後堀起的竹崎

女網隊與好手王思婷都受到她的指導與照

顧，而她慧眼獨具相中的選手謝淑薇，更獲

得2013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與2014年法國網

球公開賽女雙冠軍，並於2019年再度贏得溫

布頓網球公開賽女雙冠軍。

誠如蘇嘉祥所言：「劉玉蘭歷五十年如

一日，本身當過十多年國手，又貫穿數代球

員，近十位理事長，熱心不減，積極幫忙選

手訓練，協尋贊助，提供住家，照顧球員衣

食住行」的熱誠。為求更深一步瞭解，本文

經過數次訪談劉玉蘭本人，並至劉玉蘭家中

實地探訪，以及訪談劉玉蘭友人前亞洲盃軟

壹、前言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是網球運動歷史最悠

久的比賽，從1877年舉辦第一屆開始，到今

年（2019）已經有142年的歷史了，透過網

際網路的轉播，每年都吸引數以億計的觀賞

人數，比賽期間世界各國媒體都有大篇幅的

新聞報導，是運動界的一大盛事。臺灣女子

選手謝淑薇在2013年搭配中國選手彭帥，以

及2019年搭配捷克選手史翠可娃（Barbora 

Strycova），皆獲得女子雙打冠軍。即便在

如此競爭的世界網球環境中有這麼了不起的

成就，謝淑薇的網球生涯卻不是一路順遂，

反而是充滿波折。所幸有一個貴人從她青少

女時期就一直關心、照顧她，父親謝子龍稱

她為謝淑薇「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註1）她

就是從1953年到1980年間活躍於臺灣女子網

壇，並有著「女網長青樹」之稱的劉玉蘭。

臺灣知名的體育記者蘇嘉祥，針對劉玉

蘭與臺灣網球運動，是這樣形容劉玉蘭：

臺灣網球發展史上，認真打拚、堅忍不

拔、球技高超的選手很多，守正不阿、

執法公道，得到國際金質徽章的裁判不

少。不眠不休、勞心勞力帶球員為國

爭光的教練，從事各級網球組織行政工

作，讓會務推動順利的管理人員大有人

在，但是像劉玉蘭這樣，歷五十年如一

日，本身當過十多年國手，又貫穿數代

球員，近十位理事長，熱心不減，積極

幫忙選手訓練，協尋贊助，提供住家，

照顧球員衣食住行的，大概只有「劉阿

姨」。（註2）

蘇嘉祥的文章是2009年發表的，筆者書

寫本文時已是2019年，劉玉蘭85歲仍然擔任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理事，她從1973年第一屆

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註1	 雷光涵，〈幫助謝淑薇	竟想預支退休金	劉玉蘭	網

壇熱心人〉，《聯合報》，2000年4月4日，版30。

註2	 蘇嘉祥，〈中華民國臺灣網球史〔15﹞長青樹劉

玉蘭50年如一日〉，〈http://www.tennis.org.tw/web/

about_us.asp?s=1&msg_id=44〉，2019.07.3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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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網球國手許靜枝，並經文獻資料的蒐集、

整理、爬梳，加以分析與詮譯，詳細記錄劉

玉蘭與臺灣軟式網球與網球運動，以及劉玉

蘭所處的時代背景，描繪出其一生對於臺灣

網球運動的奉獻與影響。

貳、軟網舞台  嶄露頭角

劉玉蘭1935年出生在苗栗縣，小學時

就讀苗栗大同國小，她的課業成績非常優

異，小學六年都是班上第一名，畢業時領到

校長獎。在運動方面的表現也很傑出，曾

參加當時的新竹縣國小運動會，以60公尺9

秒整，100公尺13秒2的成績，贏得雙料冠

軍。1947年她以12歲的年紀入選新竹縣參加

臺灣省運動會田徑代表隊，（註3）這絕對是

很少見的情形。進入新竹女中就讀後，她不

管是學業或運動的表現，都是非常傑出。她

被網羅到田徑校隊，指導田徑隊的吳錦鑄老

師發現她有良好的運動細胞，開始指導她打

軟式網球，每天運用中午吃飯時間，以及放

學後一個小時進行訓練。（註4）劉玉蘭在

學校接受吳錦鑄老師啟蒙後，又受到新竹軟

式網球後排名將林錦清的調教，自此球技大

進。（註5）

劉玉蘭球藝成熟後第一戰是1953年1月

在彰化員林舉辦的第五屆天爵、金木盃軟式

網球賽，該次比賽採社會、學校女子混合個

人組，計有虎尾女中、彰化縣、新竹女中、

臺中市、嘉義縣、高雄市、新竹縣等七單

位，共19組38位選手參賽。（註6）在進入

四強前，代表新竹縣的劉玉蘭搭配劉惠美已

先打敗三組對手，四強面對的是來自虎尾女

中的蔡惠美、黃綠鐏的組合，結果劉玉蘭與

圖1　筆者與劉玉蘭及劉玉蘭女兒國內著名音樂家施綺年合影201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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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美以4：3獲勝晉級。另一組四強賽則由

同樣來自虎尾女中的蔣純、江愛返以4：0擊

敗臺中市陳胡紋綢、盧甘翠釵。最後決賽劉

玉蘭、劉惠美的組合以4：1擊敗虎尾女中蔣

純、江愛返，贏得冠軍。比賽完，隔天總共

有國內六家報紙報導此一戰果，筆者研究此

一時期女子軟式網球發展情形，首見六家報

紙報導同一事件，可見當時這場比賽相當受

到媒體的關注。（註7）這場賽會讓劉玉蘭與

劉惠美一戰成名，也奠定劉玉蘭於此後數年

間，在軟式網球界中的地位。

註3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9年8月30日下午2點在臺北市

北投區馬偕專校，劉玉蘭肯定的表示她12歲代表

新竹縣參加在臺中舉辦的臺灣省運動會，經查閱

1947年第二屆臺灣省運動會秩序冊新竹縣代表隊

名單，證明劉玉蘭以12歲入選臺灣省運動會新竹

縣代表隊。

註4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1年10月21日下午7點在臺北

市忠孝東路4段玉喜餐廳。吳錦鑄於1930	年代表二

師參加臺北州下中等學校庭球大會，以候補選手

登錄，二師贏得本次比賽冠軍，戰後擔任新竹女

中教師指導田徑隊，1948年代表新竹市參加第三

屆臺灣省運動會賽，1949年擔任新竹市參加第四

屆臺灣省運動會女子田徑隊、籃球隊、網球隊、

壘球隊等四隊之指導員，1952年臺灣省運動會首

次將軟式網球賽列入表演項目，吳錦鑄擔任新竹

縣男、女代表隊之指導員以及男子隊之選手。

註5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1年10月21日下午7點在臺北

市忠孝東路4段玉喜餐廳。林錦清是新竹縣著名

的軟式網球後排選手，曾於1949年8月代表新竹縣

參加全省軟式網球對抗賽贏得冠軍、1950年8月全

省軟式網球賽個人賽（雙打）亞軍、1952年代表

新竹縣參加全省軟式網球對抗賽贏得冠軍，並入

選1953年5月臺灣訪問日本軟式網球代表隊遠征日

本。高銘煥訪問記錄，2011年7月9日上午10點於臺

東高家。

註6	 〈全省軟式網球賽中學組中商奪魁〉，《中央日

報》，1953.01.09，版5。

註7	 〈全省網賽女子組新竹奪得冠軍〉，《聯合報》

，1953.01.10，版3；〈軟式網球女個人組新竹

女中冠軍〉，《新生報》，1953.01.10，版4；																

〈全省網球比賽新竹劉玉蘭組奪冠〉，《民聲日

報》，1953.01.10，版4；〈軟式網球賽女冠軍產

生〉，《中華日報》，1953.01.10，版4；〈全省

網球賽女冠軍產生〉，《公論報》，1953.01.10，

版3；〈劉惠美劉玉蘭獲中女組冠軍〉，《中央日

報》，1953.01.10，版5。

圖2　劉玉蘭1953年第一次贏得全國軟式網球賽個人　

（雙打）冠軍引自《中央日報》，195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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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劉玉蘭1953年第一次贏得全國軟式網球賽個人（雙打）冠軍引自《民聲日報》，1953.01.10

圖4　劉玉蘭高二贏得全省軟式網球賽個人雙打冠

軍。（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5　劉玉蘭1953年7月第二次贏得全國軟式網球賽個人

（雙打）冠軍引自《中華日報》，195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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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效力，劉玉蘭當時也覺遺憾，民聲日報

記者曾報導：

女網選手劉玉蘭在本屆省運會中又演

雙包案，劉小姐任職苗栗縣府，近因

參加克難網球隊，調來臺北市集訓，

因此北市、苗縣均曾為她報了名，她

刻已決定代表北市參加女硬式網球

賽，不為鄉梓效勞，言之內心表示萬

分內疚。（註9）

1953年7月在桃園舉行全省軟式網球錦標

賽，劉玉蘭與劉惠美又再度贏得冠軍。（註8）

她在1953年至1957年間，參加全臺軟式網球

賽個人（雙打），共計贏得3次冠軍，是同期

軟式網球運動女選手中表現最佳的一位。

在團體賽方面，劉玉蘭代表苗栗縣參加

臺灣省運動會，是苗栗縣的主將。1957年臺

灣省運動會，苗栗縣替劉玉蘭報名為該縣軟

式網球選手代表，臺北市也將劉玉蘭報名為

網球選手代表。其實在這一年（1957）2月，

劉玉蘭打完天爵、金木盃軟式網球賽後，已

經決心全力往網球發展。並獲選加入克難網

球隊，開始代表臺北市網球隊出賽。無法為

註8	 〈軟網賽第二日男女個人冠軍產生〉，《中華日

報》，1953.07.25，版4；〈全省軟網賽昨第二天

女子公開組劉玉蘭劉惠美奪標〉，《中央日報》

，1953.07.25，版5。

註9	 〈網將玉蘭又開雙包案〉，《民聲日報》

，1957.10.26，版3；〈不能兩全只好一邊〉，《臺

灣新生報》，1957.10.26，版2。

圖6　劉玉蘭1957年由苗栗縣、臺北市代表報名參加臺

灣省運動會，最後劉玉蘭選擇為臺北市出賽。引自

《民聲日報》，1957.10.26

圖7　劉玉蘭1957年由苗栗縣、臺北市

代表報名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最

後劉玉蘭選擇為臺北市出賽。引

自《臺灣新生報》，195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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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蘭自1953年至1957年，參加全臺軟

式網球比賽贏得個人（雙打）三次冠軍，另

外代表故鄉苗栗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

網球比賽，3年期間為苗栗縣贏得1次冠軍、2

次亞軍，成績相當輝煌，而1957年後她下定

決心，全力往網球發展。在當時，臺灣的網

球運動重鎮在臺北市，劉玉蘭為了學習更專

精的網球技巧，離開故鄉開始了她的網球之

旅。

參、克難網球隊成就網球脫胎換骨

戰後初期，臺灣尚未從第二次世界大

戰所受的浩劫中復原，經濟狀況混亂，不僅

重建所需各項物資缺乏，連維持最低生活所

需的民生必需品也有所不足。當時網球運動

器材需要仰賴進口，在該時經濟狀況下，有

能力從事硬式網球運動人口非常地少，除了

公家機關員工外，民間人士以醫生居多，可

說是一項貴族運動，（註10）當時，臺灣省

運動會網球賽是臺灣女子網球運動選手唯一

的舞臺，但參賽選手大多是平時從事軟式網

球運動的女子選手，於賽前臨時集訓匆匆上

陣。例如1948年獲得冠軍的臺東縣代表隊，

陣中4位選手只有林桂梅是從網球運動入門並

獲選，其餘3位均是日治時期臺東高女的軟式

網球選手。（註11）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全面潰敗，於

12月7日播遷臺灣，許多在中國著名的學者與

有能力的技術人員，也隨國民黨到了臺灣。

其中，有一位女選手劉香谷，曾在1934年入

選中國網球代表隊，參加遠東運動會，（註

12）她的到來，改變了臺灣女子網球界以軟

式網球打法活躍於女子網壇的生態，以軟式

網球打法為主的臺灣女子網球選手，無一是

她的對手。

在劉香谷稱霸臺灣女子網球界的期間，

正是前述劉玉蘭在軟式網球運動打出了一片

天之時。1953年10月份的臺灣省運動會，劉

玉蘭沒有以軟式網球選手的身份代表新竹縣

出賽，她搭配劉惠美成為新竹縣網球選手代

表，在預賽新竹縣就輸給了由洪瑞雲領軍的

臺東縣隊遭到淘汰。這是劉玉蘭參加的第一

次網球賽，雖然沒有贏得好成績，但是，並

沒有打擊到劉玉蘭，她在2星期後全臺個人公

開硬式網球錦標賽，單打首輪以2：0擊敗吳

暎絲，（註13）贏得她生涯第一場網球單打

勝利，第二輪她以0：2輸給了張咏絮，遭到

淘汰；但是在雙打部份，她搭配何美結在首

輪以2：0贏了吳暎絲、張麗節。（註14）雙

打決賽劉玉蘭、何美結輸給了張咏絮、周淑

安獲得亞軍。（註15）劉玉蘭的網球個人賽

初體驗，有了不錯的成績。雖然劉玉蘭首次

的網球個人賽成績不錯，但她當時的重心仍

然放在軟式網球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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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	 李堂立，〈光復初期臺灣網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1945-1949）〉，《體育學報》，39，（1），

（臺北，2006.03），103頁。

註11	 陳建森，〈臺東高女三女將與臺東女子軟式網球運

動（1940-1961）〉，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6，

（臺東，2012.06），31-32頁。

註12	 〈參加遠運會我網球選手決定男邱飛海許承基林

望蘇等三人女王春菁王春葳劉玉蘭黃淑懿〉，

《中央日報》，1924.04.27，版4。

註13	 〈個人硬式網球單打進入準決賽〉，《中央日

報》，1953.11.15，版4。

註14	 〈個人硬網賽昨賽1 6場〉，《中央日報》

，1953.11.16，版4。

註15	 〈個人硬網賽	 昨賽完三組未完三組今續交兵〉，

《中央日報》，1953.11.17，版4。

註16	 郭慎，〈近三十年國軍體育發展概況與未來之瞻望〉

，《教育資料集刊》，10，（臺北，1985），137

頁。

註17	 國防部總政治部在1956年計劃組織中華網球隊，

人選決定由參加1956年臺灣省運動會網球選手中

選拔，當時已有傳聞：女子組四名已內定詹秀

棉、劉玉蘭、劉香谷三人，剩餘一人將在林麗

英、曹秀貞、簡久美三人中挑選；引自〈總政治

部擬組中華網球隊〉，《聯合報》，1956.10.30，

版3。

註18	 劉玉蘭訪問記錄，2011.10.21下午7點於臺北市忠孝

東路4段玉璽餐廰。

1957年3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基於當時國

軍體育所負之任務為：「提倡軍中體育，輔

導社會體育」，於臺北市綜合運動場成立體

育學校。其初期主要目標在於遴組各項運動

國家代表隊，組訓對象為國軍軍中優秀運動

員與社會優秀運動員，以備參加國際比賽，

特別是為參加隔年（1958）在日本舉行的第

三屆亞洲運動會為首要任務。（註16）劉玉

蘭就是在此一時期入選國軍克難網球隊，與

她一起入選的隊友有劉香谷、詹秀棉、陳智

慧等人。（註17）在克難隊2、3年的集訓期

間，選手們在教練高登科的指導下勤奮練

球，每天清晨6點鐘起床，於中山北路的聯合

球場集訓。教練要求選手先跑步練體能，繼

之練球；並不斷以比賽來增加經驗，提高選

手水準。女選手更藉由與男選手對打，提升

技術與體能。（註18）

圖8　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易國瑞將軍，劉玉蘭感念其

提拔之情。（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9　劉玉蘭與蔣堅忍搭檔雙打，因為1960年代蔣堅忍

運用國防部的資源推動網球，臺灣網球火苗得以

延續。（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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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劉玉蘭剛由軟式網球打法，改練

網球。由於她軟式網球基礎動作早已定型，

反手拍極弱，破綻百出，容易被攻破。（註

19）1957年7月由中華民國網球委員會主辦的

首屆全國網球邀請錦標賽，劉玉蘭以2：0擊

敗曹秀貞，（註20）次場則以0：2敗給詹秀

棉遭到淘汰，兩盤比數分別為（4：6、1：6），

（註21）比賽最後由詹秀棉以2：1打敗劉香

谷贏得冠軍，三盤比數分別為（1：6、7：5

、6：4）。（註22）這是劉香谷抵臺以來，

第一次敗給臺灣本土的女子網球選手。（註

23）劉香谷落敗後，不但沒有退休的意思，

反而練的更勤，每天上午七時便開始練習，

下午三時仍繼續練習，二個月後代表臺北市

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替臺北市再度贏得冠

軍。（註24）

1958年為了參加第三屆亞運會，舉辦

全國網球總選臺灣區代表隊選拔賽，計有女

子選手劉香谷、詹秀棉、劉玉蘭、張咏絮、

賴秀蓉等5位參加，選出2位參加全國總選，    

（註25）比賽結果劉香谷四戰全勝，詹秀棉

3勝1負、張咏絮2勝2負、劉玉蘭1勝3負、賴

秀蓉4戰全敗，劉香谷以6：0、6：2直落二

取勝詹秀棉，報了一箭之仇。（註26）劉玉

蘭此時球技尚未成熟，面對劉香谷、詹秀棉

等經驗老道、球技全面的選手，絲毫沒有勝

算，詹秀棉勸她要改變軟式網球反手拍的打

法，劉玉蘭聽從詹秀棉的勸告，下定決心練

習改正各種缺點，讓她開始在網球界出人頭

地。（註27）

1959年5月臺灣省網球協會主辦的全省網

球錦標賽，採循環決賽制，苦練了3年的劉玉

蘭以2：0擊敗網球皇后劉香谷，在兩盤的激

戰中，劉玉蘭贏得非常辛苦，兩盤的比數分

別為7：5、10：8，劉玉蘭在比賽進行中，曾

經抽筋，但劉香谷仍靜候劉玉蘭休息過後恢

圖10　前球王高登科曾誇劉玉蘭的正拍是1960年代亞洲最強。（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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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了再繼續進行。（註28）劉玉蘭網球打敗

劉香谷，在當時的網球界，引起震撼。徵信

新聞的標題：

女網新球后昨日產生，劉玉蘭威震網

壇，劉香谷痛失后座。（註29）

圖11　劉玉蘭1959年5月第一次擊敗

當時臺灣最強的劉香谷引自

《中央日報》，1959.05.18

圖12　劉玉蘭1959年5月第一次擊敗當時

臺灣最強的劉香谷引自《徵信新聞》

，1959.05.18

註19	 伍雲媛，〈騟騁網壇數十年提倡網運有心人網協唯

一女性理事劉玉蘭專訪〉，《網球世界》，10，

（臺北，1982），54-56頁。

註20	 〈名手兼程趕來網賽進入佳境〉，《聯合報》，																								

1957.07.31，版3。

註21	 〈旅美越網將今初試身手〉，《聯合報》，		

1957.08.01，版3

註22	 〈網球賽女單打詹秀棉獲冠軍〉，《徵信新聞》，																																			

1957.08.06，版3。

註23	 〈擊敗國手劉香谷詹秀棉登后座〉，《中央日

報》，1957.08.06，版4。

註24	 〈劉香谷詹秀棉合拍輕易贏得硬網冠軍香谷前度

失手月來苦練不輟亞運選拔賽中再與秀棉一拼〉

，《中央日報》，1957.10.29，版6。

註25	 〈網手選手今可初選六名〉，《中央日報》，											

1958.03.10，版3。

註26	 〈亞運網球射擊臺區選手產生〉，《聯合報》，																								

1958.03.11，版3。

註27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1年10月21日下午7點在臺北

市忠孝東路4段玉璽餐廳。

註28	 〈全省網球循環決賽女組單打爆出新人劉玉蘭昨勝

網后劉香谷〉，《中央日報》，1959.05.18，版3。

註29	 〈女網新球后昨日產生劉玉蘭威震網壇劉香谷痛

失后座〉，《徵信新聞》，1959.05.18，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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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劉玉蘭雖然贏了劉香谷，讓她一

戰成名，但是並沒有登上球后的寶座，因為

詹秀棉也以2：0直落兩盤，打敗了劉香谷。   

（註30）劉玉蘭必須再擊敗詹秀棉才能贏得

冠軍，賽前聯合報評估：

後起之秀劉玉蘭與三屆亞運選手詹秀

棉交手，這將是本年度女子網球場上

最轟動的一場球，一般預料，劉詹兩

將勢均力敵，屆時必有一番激烈演

出，誰勝誰即登上本年度女子網后。

（註31）

出乎預料的是，劉玉蘭表現並未如聯

合報的預測，她以0：2敗給了詹秀棉，兩盤

比數2：6、3：6，劉玉蘭輸球的原因在於缺

乏經驗及臨陣緊張，無論正手拍、反手拍、

截擊、高壓扣球、放小球，甚至發球都失

常，得失分比為18：34，其中正手拍失誤達

20次之多，（註32）這樣的表現，輸球也就

不意外了。同年（1959）10月舉辦之全省網

球賽，劉香谷又再度擊敗詹秀棉贏得冠軍。   

（註33）可見1959年臺灣女子網球界，還是

以劉香谷及詹秀棉為首，劉玉蘭仍無法撼動

她們的地位。

1960年是劉玉蘭正式登上臺灣女子球后

的一年，7月份她在全臺男女個人網球賽贏得

冠軍，（註34）距離她棄軟式網球加入克難

網球隊，時間長達3年又4個月，她終於登上

臺灣女子網球后座。

肆、一代網后劉玉蘭

劉玉蘭登上女網球后之後，1960年9月應

香港網球總會邀請，參加全港網球公開錦標

賽，省網球協會指派她的未婚夫施教松陪同

她前往香港參賽。（註35）第一場比賽劉玉

蘭以6：1、6：2直落2的成績，打敗了香港選

手克樂。（註36）除了接受香港網球總會邀

請到香港參加比賽外，有外國網球選手來臺

訪問時，她也成了表演賽的主角，1960年11

月美國女子網球冠軍寶琳貝滋及桃麗絲哈特

來臺訪問，全國網球委員會指派由劉玉蘭、

詹秀棉、林永源、徐國雄參加表演賽。劉玉

蘭搭配貝滋對戰詹秀棉搭配哈特，結果兩隊

以6：6打成平手收場。（註37）1963年詹、

劉兩人受邀參加全港婦女網球錦標賽，劉玉

蘭搭配香港選手葉冠雄贏得混雙冠軍、詹秀

棉與劉玉蘭搭配也在女雙贏得冠軍，最後的

女單則是由詹秀棉擊敗劉玉蘭奪得冠軍。   

（註38）

圖13　劉玉蘭1960年9月應邀到香港參加網球賽相關

報導。引自《徵信新聞報》，196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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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球后的劉玉蘭，是臺灣國民外交的

重要角色，除上述應邀出國參加球賽以及外

國好手訪臺的球敘交誼之外，1960年代英國

駐臺領事，位於淡水的領事館（今日之紅毛

城）有一座草地網球場，假日英國駐臺領事

楊格先生經常邀請劉玉蘭到淡水球敘。楊格

領事任滿返國時，沒有留下任何檔案，而劉

玉蘭當時與楊格先生球敘之後的合影，成了

紅毛城重要的歷史檔案。（註39）

註30	 劉香谷雖然輸了這場比賽她並不灰心，她說「我

要每月出一千元請一個人做對手與我練習，我還

要打下去」；引自〈劉香谷網下敗陣詹秀棉單打

出色〉，《聯合報》，1959.05.19，版3。

註31	 〈菲華籃隊返國勞軍〉，《聯合報》，1959.05.			

23，版3。

註32	 〈男女網個人單人詹秀棉勝劉玉蘭〉，《聯合

報》，1959.05.24，版3。

註33	 〈網球男女單打賽畢劉香谷林永源冠軍〉，《聯

合報》，1959.10.12，版3。

註34	 〈選拔世運拳將三人金榜題名〉，《聯合報》

，1960.07.17，版2。

註35	 〈劉玉蘭赴港參加女網賽〉，《聯合報》

，1960.09.02，版2。

註36	 〈劉玉蘭網前傳捷報〉，《聯合報》，1960.09.					

08，版2。

註37	 〈美女網名手球法好明在三軍球場表演〉，											

《聯合報》，1959.11.17，版2。

註38	 〈網球女將征港囊括三順錦標〉，《聯合報》，																								

1963.10.09，版2。

註39	 劉玉蘭訪問記錄，2015.05.17下午13點於臺北市敦

化南路劉玉蘭家中。

圖14　1963年劉玉蘭、詹秀棉兩人受邀參加全港婦

女網球錦標賽，劉玉蘭搭配香港選手葉觀雄

贏得混雙冠軍。（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15　劉玉蘭1963年與英國駐中華民國領事楊格先

生在淡水英國領事館（現為紅毛城）旁草地

網球場合影。（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 劉玉蘭

067



劉玉蘭成為球后之後，她的寶座仍然經

常遭到挑戰，詹秀棉與劉香谷的實力相當堅

強，劉玉蘭在國內的比賽經常要面對她們兩

位選手的挑戰。而劉玉蘭與詹秀棉之間，除

了單打是互不相讓的對手外，兩人合作的女

雙，則成了最強的組合。1965年劉玉蘭搭配

詹秀棉的組合，在百齡盃擊敗劉香谷與張晴

玲的組合，贏得冠軍。（註40）這時劉玉蘭

已經是兩個小孩的母親了。

1966年10月劉玉蘭入選第5屆曼谷亞運

女子網球選手代表，（註41）臺灣隊在團體

賽第1場面對的是錫蘭（斯里蘭卡）隊，在單

打比賽中，張晴玲以1：2輸給錫蘭選手嘉雅

蘇瑞，劉玉蘭則以直落2盤輸給了錫蘭選手代

表龔娜拉茲，（註42）雙打賽的第1場劉玉蘭

搭配張晴玲，以2：1擊敗錫蘭選手，3盤比數

為7：5、1：6、6：4，（註43）團體賽第2點

雙打，劉玉蘭、張晴玲的組合則以0：2敗給

了錫蘭，（註44）在團體賽中遭到淘汰。在

混雙的比賽中，劉玉蘭搭配林永源先以直落2

盤贏了馬來西亞選手拉希卡與畢莉，但在第2

場則敗給了泰國選手遭到淘汰。（註45）在

女網單打個人賽，劉玉蘭第1場遭遇到泰國潤

朗，劉玉蘭以1：2輸掉比賽，3盤比數分別為

9：7、2：6、1：6。（註46）第一次入選亞

運女子網球國手，劉玉蘭的表現並不突出，

可見當時臺灣整體的網球技術，在亞洲地區

仍未達一流水準。

圖16　1965年劉玉蘭獲得百齡盃冠軍。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17　中華民國參加1966年亞運網球代表隊合影左三劉

玉蘭、左四張晴玲。（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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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14日由全國網球委員會主辦的

台日女子網球邀請賽，邀請日本網球選手畠

中君代與遠藤晶子，比賽在聯合網球場舉行

吸引大批球迷觀看，比賽結果劉玉蘭、張晴

玲雙打組合以0：2輸給了畠中君代與遠藤晶

子，單打比賽張晴玲0：2輸給了畠中君代，

劉玉蘭在第3場的女單比賽中，以1：1和遠

藤握手言和。（註47）劉玉蘭也因此與日本

選手畠中君代熟識，後來謝淑薇16歲離家出

走，到日本就是受到畠中君代的照顧。

1969年5月全國網球委員會，決議成

立「中華網球隊」實施長期訓練，由孫必

勝擔任教練，入選的女子選手有張晴玲、詹

秀棉、劉玉蘭、李秀等4位，並於5月12日於

臺北網球俱樂部開始集訓，會中並決議申請

加入國際網球協會，希望能參加台維斯盃、

溫布頓等國際比賽，並敦促臺北市立體育場

儘快完成網球場工程，成立臺北市網球俱樂

部。（註48）同年6月全國網球委員會派遣中

華網球隊，巡迴全省示範表演，協助推展網

球運動，劉玉蘭與詹秀棉是隊中2位女將。 

（註49）

1971年8月5日全國網球委員會，選拔

中華男女網球代表隊，進行集訓工作，為參

加隔年的台維斯盃網球賽做準備，選拔委員

有蔣堅忍、薛人仰、王先登、孫必勝、蔣得

禮，根據球員技術、體能、品德及潛力等條

件逐一討論而產生，劉玉蘭、張晴玲、詹秀

棉入選女子網球隊代表。（註50）同年12

月，全國委員網球會接獲南非共和國網球協

會來函，邀請我國女子網球代表隊參加1972

年3月20日至25日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聯邦杯

女子網球賽。這是我國於1970年7月加入國際

網球總會後，第一次受邀參加世界性比賽，

全國網球委員會計劃派三名選手前往，劉玉

蘭與張晴玲、詹秀棉同時入選。（註51） 

1972年1月24日教育部批准中華民國女子網球

代表隊出國，應邀赴南非共和國，參加世界

聯邦杯女子網球賽，由蔣得禮擔任領隊，隊

員有劉玉蘭與張晴玲、詹秀棉。（註52）

註40	 〈女網詹秀棉劉玉蘭力取劉香谷張晴玲〉，《聯

合報》，1965.11.13，版2。

註41	 〈我選出86位運動員參加亞運11項目〉，《聯合

報》，1966.10.22，版2。

註42	 〈男女網球賽我勝負互見〉，《聯合報》，							

1966.12.11，版7

註43	 〈女網我贏錫蘭〉，《聯合報》，1966.12.12，版7。

註44	 〈女網雙打	 敗於錫蘭〉，《聯合報》，1966.12.		

15，版7。

註45	 〈男草網雙打日贏得冠軍〉，《聯合報》，						

1966.10.17，版7。

註46	 〈網球個人賽我選手受挫〉，《聯合報》，							

1966.12.19，版2。。

註47	 〈中日女網友賽客軍2勝1和〉，《聯合報》，	

1969.02.15，版6；在本則聯合報的報導中將日本

選手畠中君代，誤植成富中君代，另外將她們於

1968年參賽的聯邦盃誤植為台維斯盃。

註48	 〈中華網球隊11日成立實施長期訓練爭取參加國

際網協〉，《聯合報》，1969.05.04，版5。

註49	 〈網委會派遣中華網球隊巡迴全省示範表演〉，

《聯合報》，1969.05.28，版6。

註50	 〈中華男女網隊昨日順利成軍〉，《聯合報》，																								

1971.08.06，版8。

註51	 〈南非邀我參加聯邦共女網賽〉，《聯合報》，																								

1971.12.10，版8。

註52	 〈中華高球隊下月赴長征〉，《聯合報》，							

1972.01.25，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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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盃比賽，我國遭遇到挪威隊，由張

晴玲、劉玉蘭擔任單打點，另外張晴玲搭配

詹秀棉擔任雙打點，結果，劉玉蘭單打以直

落2敗給了挪威選手唯克斯汀，2盤比數分別

為2：6、2：6。張晴玲的單打則以2：1擊敗

挪威選手艾琳，3盤比數為8：6、2：6、7：5

，張晴玲與詹秀棉的雙打組合則以0：2敗給

了挪威隊。（註53）南非舉辦聯邦盃期間，

劉玉蘭邀請中華民國駐南非總領事參加選手

晚會，藉此聯繫邦誼。（註54）賽後，劉玉

蘭隨隊前往葡萄牙、比利時、法國、美國訪

問，時間長達40天。（註55）我國第1次參加

國際女子網球團隊賽事，雖然輸了，卻也打

開了國人的國際視野。

1976年7月劉玉蘭以41歲的年齡，贏得

聯邦盃國際女子網球國手選拔賽冠軍，與旅

美網球名將張晴玲代表我國參加聯邦盃網球

賽，（註56）聯邦盃網球賽遠東區由我國與

菲律賓爭奪代表權，結果單打劉玉蘭以0：2

輸給了菲律賓選手殷伯莉，張晴玲則以2：0

擊敗聖啟斯。（註57）

1977年為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滿100周年，

聯邦杯擴大慶祝，選在這個倫敦網球聖地舉

行，4月份劉玉蘭在聯邦杯女子網球國手選

拔賽擊敗李秀奪得冠軍，取得國手資格。       

（註58）出國參加聯邦杯比賽時，劉玉蘭赴

英簽證出問題，趕辦出來到倫敦時，中華隊

圖18　1972年南非聯邦盃女網賽開幕典

禮，圖中三位紅色服裝是我國代表

左起詹秀棉、劉玉蘭、張晴玲。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19　中華民國參加1976年在美國費城舉辦的聯邦盃網

球比賽，在比賽前與菲律賓選手合影，右一劉玉

蘭、右二詹秀棉。（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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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兩敗失利。只靠65歲的「網球奶奶」劉香

谷和李秀參加比賽，臺灣隊成為年齡最大的

球隊，戰績不理想，吃了多顆鴨蛋。回來

後，劉玉蘭決定培訓新手接棒。（註59）

卸下國手身分的劉玉蘭，並未忘情網球

運動，在壯年組的比賽中，以她曾任國手的球

技，經常成為比賽的冠軍得主，1981年的中正

盃壯年組比賽，她獲得女單、女雙、混雙三項

比賽冠軍，成為「三冠王」。（註60）不再

背負國家榮譽的責任，劉玉蘭樂在壯年組網

球運動，在國內、國外都有她參加比賽的身

影，當然，也有很好的成績。

個性好動的劉玉蘭，2002年到美國舊

金山看女兒，正逢加州舉辦臺灣同鄉會運動

會，劉玉蘭代表客家族群參加比賽，一口氣

贏得60、100公尺徑賽，鐵餅、鉛球、跳高、

跳遠、立定跳遠等七項冠軍，幫客家族群隊

拿下總冠軍。（註61）

註53	 〈南非網球賽張晴玲獲捷〉，《聯合報》，							

1972.03.22，版8。

註54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9年8月30日下午2點在臺北市

北投區馬偕專校。

註55	 〈結束巡迴訪問詹秀棉等返國〉，《聯合報》，																								

1972.04.28，版8

註56	 〈參加聯邦盃女網賽兩名代表選出〉，《聯合

報》，1976.07.01，版8。

註57	 〈聯邦盃女網預賽中菲昨平分秋色〉，《聯合

報》，1976.07.25，版8。

註58	 〈網球代表選拔賽〉，《聯合報》，1977.04.02，

版8

註59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臺灣網球史〔15﹞長青

樹劉玉蘭50年如一日〉，〈http://www.tennis.org.tw/

tennis/history.asp?s=2&gid=1&id=118〉，2014.10.23

檢索。

註60	 〈壯年組網球賽昨收兵劉玉蘭成了三冠王〉，				

《聯合報》，1981.09.07，版7。

註61	 劉玉蘭訪問記錄，2019.08.30下午14點於臺北市北

投區馬偕專校。

圖20　1977年是溫布頓網球公開賽舉辦100周年，聯邦盃網球賽在英國舉行，中華民國代表隊選手與

網球名人金恩夫人合影，（右一）劉香谷，（右二）金恩夫人，（右三）劉玉蘭，（右四）李

秀。（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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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1999年劉玉蘭參加在日本舉得的壯年組世界杯，賽後主辦單位很用心將各隊照片裱框，寄給劉玉蘭紀念。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23　2012年日本網球同好，組隊訪問臺灣，在臺灣銀

行網球場合影。（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22　劉玉蘭參加在加拿大舉辦國際壯年組網球賽，贏

得65歲組的女單、女雙冠軍，以及混雙亞軍。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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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劉玉蘭和有「女網之父」稱號的四維企

業董事長楊斌彥，結識於軟網運動，1977年

楊斌彥擔任「四維彗星」軟網隊的領隊，劉

玉蘭和她的好友名作家劉慕沙都是「四維彗

星」的隊員。

1977年嘉義竹崎女網隊在國內竄起，

劉玉蘭看出她們的潛力，協助教練張約翰，

提供敦化南路住家，讓近10位選手住宿、訓

練，溫秀專、何秋美、謝麗娟、許美珠、王

岱華等名將，都受到她的照顧，（註62）每

逢竹崎女將到臺北比賽時，劉玉蘭家中就暫

時成了旅館，而這批小選手也非常喜歡到「

劉阿姨」家中，因為那裏有著旅館中所沒有

的家庭溫暖。為了培植後進，劉玉蘭經常親

自下場帶領她們參加雙打，將多年征戰沙場

的經驗傾囊傳授，並向熱心網運的四維公司

爭取，尋找更年輕、對網球運動有基礎、反

應敏捷的女學生，加以長期培養。（註63）

1978年楊斌彥在臺北太平洋俱樂部網球

場，看到來自嘉義竹崎的女子網球隊練球，

看到她們居然可以打敗現役國手，對這些小

女孩的身手嘖嘖稱奇，請劉玉蘭特別照顧他

們，1979年在柏林有一個青少年網球賽，他

透過德國合作廠商協助，讓「竹崎三劍客」

溫秀專、何秋美、謝麗娟，加上男選手李紀

唐、龔飛彪、馬偉開等人，由劉玉蘭帶隊在

德國住了近兩個月，參加四個國際比賽，沒

比賽就訓練，開出臺灣青少年選手出國訓練

的第一條路。（註64）

註62	 劉玉蘭訪問記錄，2019.08.30下午14點於臺北市北

投區馬偕專校。

註63	 伍雲媛，〈騟騁網壇數十年提倡網運有心人網協

唯一女性理事劉玉蘭專訪〉，《網球世界》，10，	

（臺北，1982），54-56頁。

註64	 蘇嘉祥，〈「臺灣女網之父」楊斌彥守護網球幼

苗〉，〈http://kmtennis.haotui.com/thread-697-1-1.

html〉，2014.10.23檢索。

圖24　彗星軟網隊隊員右二劉玉蘭、右四劉慕沙、左三楊斌彥。（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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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劉玉蘭帶隊出國比賽，

總會隨身帶著國旗，在德國參加青少網網球

賽時，主辦單位竟然同意劉玉蘭在比賽期間

讓我國代表隊懸掛國旗，劉玉蘭提起這段往

事，仍然覺得很興奮。（註65）

1980年楊斌彥成立「四維女網隊」，

許多選手都是當時擔任中華女網隊的教練的

劉玉蘭介紹而加入，1981年到1989年間，劉

玉蘭擔任中華青年網球隊教練，賴素英、林

詩敏、王思婷、劉玉仙、林素平等女將都曾

受其指導與照顧，其中王思婷成績最為優

異，1993年10月她的世界排名高達26位。

繼王思婷之後國內的女網選手中，表現

最優的當推謝淑薇，謝淑薇家境清寒，在花

費高昂的網球運動中，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援

是很難培育出優秀的網球選手。1999年劉玉

蘭看到才13歲的謝淑薇天分極佳，但家境貧

困，劉玉蘭便主動說服任職的臺灣銀行，每

圖25　1979年四維企業董事長楊斌彥贊助青少年網球

隊，由劉玉蘭帶隊到德國受訓與比賽，照片左

三為劉玉蘭、左四是當時中華民國駐德領事蔡

茂奎。（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26　1979年四維企業董事長楊斌彥贊助青少年網球隊，由

劉玉蘭帶隊到德國受訓與比賽，楊斌彥（左三）親赴

德國探視青少年選手。（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27　1980年代劉玉蘭帶四維隊出國比賽左起

溫秀專、許美珠、何秋美、王岱華、劉玉

蘭。（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28　1981年東京聯邦杯比賽，劉玉蘭擔任教練，照片左起領

隊吳岱勳、選手溫秀專、教練劉玉蘭、選手何秋美、謝

麗娟、許美珠。（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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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5	 劉玉蘭訪問記錄，2019.08.29下午19點於臺北市玉

喜餐廳。

註66	 許瑞瑜，〈劉玉蘭對謝淑薇不離不棄〉，

〈h t t p : / / m s n e w s . n . y a m . c o m / m k a r t i c l e .

php?article=20080118000469〉，2014.10.23檢索。

註67	 李琢，〈四維贊助謝淑薇〉，〈ht t p : / /www .

taiwantape.com/news/more/53/107〉，2014.10.23檢

索。

註68	 蘇嘉祥，〈「臺灣女網之父」楊斌彥守護網球幼

苗〉，〈http://kmtennis.haotui.com/thread-697-1-1.

html〉，2014.10.23檢索。

註69	 畠中君代1944年出生，1969年全日本排名第2，曾

入選日本聯邦盃國手，1969年2月14日受我國網球

委員會邀請來台參加台日女子網球邀請賽，劉玉

蘭因精通日語和畠中君代成為好友。

註70	 蘇嘉祥，〈「臺灣女網之父」楊斌彥守護網球幼

苗〉，〈http://kmtennis.haotui.com/thread-697-1-1.

html〉，2014.10.23檢索。

月贊助15000元營養金給謝家，15000元對一

般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但對於當時一家五

個人，擠在一個四坪不到小房間內生活的謝

家來說有如天降甘霖。（註66）

2001年在劉玉蘭穿針引線下，推展女

子網球運動不遺餘力的四維企業，跟謝淑薇

簽下贊助合約，讓謝淑薇能無後顧之憂的在

網壇征戰。（註67）好景不常，2002年下半

年，謝淑薇為了逃避父親的高壓管理方式負

氣離家，與擔任她的教練父親謝子龍關係降

到冰點，謝淑薇的網球生涯開始走下坡，也

讓謝淑薇輸掉了四維的合約，此時，劉玉

蘭，是少數還肯對他們伸出援手的人之一，

民生報記者許瑞瑜專訪時，劉玉蘭表示：

我始終相信，謝淑薇一定可以打出

來！，我不介意人家怎麼說，我就是

知道謝淑薇可以！（註68）

為了使謝淑薇離開是非之地專心打球，

劉玉蘭把謝淑薇交託給在日本經營「Big K」

網球學校的好友畠中君代照顧，（註69）在

日本獨自生活，謝淑薇重拾球拍，也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溫暖，讓謝淑薇渡過了人生的低

潮，2005年農曆春節前，謝淑薇終於找到回

家的路，而劉玉蘭也一直苦口婆心，拜託四

維董事長楊斌彥再給謝淑薇一次機會，2008

年起，四維決定一年一簽，給謝淑薇120萬元

的贊助。（註70）

圖29　2000年劉玉蘭（右一）帶隊參加聯邦

杯，選手晚會與王思婷（右三）合影。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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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薇回到臺灣後，網球比賽成績逐步

回穩，於2008年澳洲網球公開賽打進16強，

締造臺灣女子選手在大滿貫單打賽事最佳

成績，2012年WTA公佈年度排名時，以世界

第25之姿奪得臺灣女子選手歷史最高年終排

名，2013年謝淑薇搭配中國選手彭帥贏得溫

布頓網球賽女子雙打冠軍、2014年5月謝淑薇

雙打登上排名世界第一；2014年法國網球公

開賽，謝淑薇搭配彭帥再度拿下女子雙打冠

軍，2019年謝淑薇搭配捷克選手史翠可娃，

時隔六年再度贏得溫布頓網球賽女子雙打冠

軍。

陸、上帝的旨意　推展迷你網球

2015年劉玉蘭陪同三女兒（國內知名音

樂家施綺年）到北京演出，沒想到在當地劉

玉蘭的身體出現不舒服的癥兆，緊急回到臺

灣住院了數個月，才安然出院。那一陣子劉

玉蘭的身體狀況就一直不好，2017年3月又因

身體不適到診所就醫，住院時卻因為院方輸

血時的疏失，一度到病危的狀況，經緊急送

到台大醫院急救才脫離險境！劉玉蘭回憶住

在台大醫院的情形：

我在台大醫院時情況很危急，在加護

病房中因為身體插管，手腳被綁著，

但是我的意識很清楚，我聽到護士小

姐一直在為我加油，劉慕沙來看我的

時候，也一直跟我講話。至親好友、

圖30　謝淑薇出國比賽回國後探視劉玉蘭，與劉

玉蘭及劉玉蘭的女兒國內知名音樂家施綺

年合影。（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1　劉玉蘭介紹四維塑膠公司楊斌彥董事長贊助謝淑

薇，謝淑薇的父親曾說劉玉蘭是謝淑薇生命中的

第一個貴人。（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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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蘭就此投入推展迷你網球運動，她

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讓她渡過死亡關頭，

替臺灣推動迷你網球運動。

劉玉蘭認為迷你網球著重的不只是技術

的教導，更重視教練與學員間的禮貌、眼神

的交流、球場的禮儀等，這是一個從小培養

全方位運動家精神的最好展現！於是她號召

昔日的子弟兵聯邦盃國手王岱華加入推動迷

你網球的行列，並四處拜會國內各單位尋求

外界的資源，與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與臺北市

體育總會網球協會合作，讓行動得到更多人

的支持。2019年8月日本公益財團法人Manner 

Kids Project，組團到臺灣進行一星期的訪

問，在臺北與臺南跟臺灣的兒童進行親善網

球活動，這個活動劉玉蘭獲得中華民國迷你

網球協會理事長毛家芳的支持，該協會全力

協助活動的進行。

教會的牧師、弟兄姊妹也在為我禱

告。彷彿就在最後三秒鐘，我看到了

紅色、黃色一片，我想說糟糕、糟

糕，上帝要叫我去了，心想去就去

了，但在上帝眷顧及醫護人員細心照

顧下，一個禮拜後我居然拔了管回到

人間！（註71）

劉玉蘭出院後不久，就接到了在日本

迷你網球協會理事長田中先生的電話，田中

先生想邀請臺灣派隊參加比賽，日本網球協

會建議田中日出男先生找劉玉蘭幫忙。對網

球運動有滿腔熱血的劉玉蘭，雖然這時已經

83歲，仍然一口答應協助田中先生！在2017

年由劉玉蘭領隊，國內著名網球女將劉虹

蘭（現任臺北天母網球協會理事長）擔任教

練，與教練群賴育文以及臺北市體育總會網

球協會謝麗娟、總幹事游添宜，帶著臺灣小

將們到日本參加迷你網球的比賽，同時也為

臺灣贏得佳績。（註72）
註71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9年8月29日下午8點在臺北市

忠孝東路4段玉喜餐廳。

註72	 劉玉蘭訪談記錄，2019年8月29日下午8點在臺北市

忠孝東路4段玉喜餐廳。

圖32　2017年天母青少年網球隊前往日本參加迷你網球賽，

選手進行開幕式。（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3　2017年迷你網球選手在日本的合影右一為劉玉

蘭、左一劉虹蘭、左二田中理事長。（圖片來

源：劉玉蘭提供）

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 劉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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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劉玉蘭85歲的高齡仍活力十足的推動兒童迷你網

球運動。（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5　日本迷你網球田中理事長到臺灣指導天母

日僑學校幼稚園小朋友打迷你網球。（圖

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6　2019年8月日本公益財團法人Manner Kids Project，組

團到臺灣進行一星期的訪問，在臺北文林國小合影。右

起毛惠斌教練、陳林湧祕書長、蔡新淵校長、劉玉蘭。

左三為田中理事長。（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7　2019年8月日本公益財團法人Manner Kids 

Project，組團到臺灣進行一星期的訪問，劉

玉蘭（左四）代表臺灣致詞歡迎日本友人來

訪。（右一）安南幼稚園園長劉智燕、（右

三）田中理事長。（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38　2017年由劉玉蘭領隊，帶領天母少年網球隊參加日本全國小學生迷你網球賽。右一劉玉蘭、右三劉虹蘭。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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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劉玉蘭已經85歲，但在音樂家的女

兒施綺年陪同下，仍然精神飽滿的全程參與

本活動，在大會進行的期間，她以流利的日

文，為臺灣與日本搭起交流的橋樑，這個活

動在劉玉蘭努力推動下，順利成功落幕。

柒、結論

臺灣的網球運動奠基於日治時期的軟式

網球基礎，戰後許多網球名將都是先從事軟

式網球，再轉換跑道到網球運動，男子選手

以高登科為代表，女子選手當推劉玉蘭。從

1953年1月劉玉蘭在天爵、金木杯搭配劉惠美

贏得個人賽（雙打）冠軍起，到1957年3月她

放棄軟式網球運動全心投入網球練習止，在

個人賽（雙打）方面：她總計贏得了3次冠

軍、2次亞軍、2次季軍以及1次殿軍；在團體

賽部份：她代表苗栗縣3年期間為苗栗縣贏得

1次冠軍、2次亞軍，是同時間臺灣女子軟式

網球運動表現最佳的選手。

1957年起她投入網球運動，花了3年4個

月的時間，將她在軟式網球技巧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完全克服，於1960年7月她贏得網球單

打全國女子冠軍，自此，她在國內女子網壇

排名始終名列前茅，並且多次代表我國參加

對外的比賽。1977年她以42歲的年齡贏得國

內聯邦盃國手選拔冠軍，這是當今網壇不可

思議的情形，劉玉蘭對於當時國內女子網壇

缺乏新人好手加入，女子網球水準無法進步

的情形相當憂心。

1977年竹崎女網隊竄起，劉玉蘭積極協

助培訓，並在四維企業贊助下，帶隊在德國

住了近兩個月，接受訓練並參加比賽，開啟

臺灣青少年選手出國訓練之路。之後，她在

四維企業楊斌彥董事長支持下，尋找年輕有

潛力的女子選手加以培訓，許多優秀選手都

受到過劉玉蘭的幫忙與指導，其中最著名的

例子當屬謝淑薇。從1999年起，劉玉蘭一路

支持與相挺謝淑薇，並在2003年謝淑薇最低

潮的時刻，引介她到日本打球渡過人生最低

潮，由於劉玉蘭對謝淑薇始終不離不棄，謝

淑薇的網球生涯越走越順，於2008年澳洲網

球公開賽打進16強，締造臺灣女子選手在大

滿貫單打賽事最佳成績，2012年11月WTA公

佈年度排名世界第25名，2013年謝淑薇搭配

中國選手彭帥贏得溫布頓網球賽女子雙打冠

軍、2014年5月謝淑薇雙打登上排名世界第

一、2014年法國網球公開賽，謝淑薇搭配彭

帥再度拿下女子雙打冠軍，2019年謝淑薇搭

配捷克選手史翠可娃，時隔六年再度贏得溫

布頓網球賽女子雙打冠軍。

古道熱腸個性的劉玉蘭，是新竹女中

畢業的高材生，因為她的網球球技出眾，被

非常重視網球運動，從日治時期就是有網球

運動傳統的臺灣銀行網羅成為行員，因為劉

玉蘭的日語流利，先被派駐松山機場，再被

派駐桃園國際機場，一直升任至分行經理退

休。這期間她不論是擔任選手或是教練工

作，臺灣銀行在她出國比賽期間，都給予她

公假讓她能專心參與臺灣的網球事務。當有

國內、外網球選手或團隊，進出機場時，劉

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 劉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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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蘭都能夠給予很大的協助。她也利用任職

臺灣銀行的身分，向臺灣銀行建議贊助有潛

力的選手。

劉玉蘭一生都與臺灣網球運動發展密

不可分，從1953年贏得全國女子軟式網球個

人賽（雙打）冠軍，1960年登上臺灣女子網

球球后，到1977年贏得聯邦盃國手選拔賽冠

軍，長達24年的軟、硬式網球冠軍生涯，其

後擔任國家女子網球代表隊教練，全國網球

協會理事等職務，提攜女網後進讓臺灣女子

網球登上全世界最高榮耀的四大公開賽女雙

冠軍，劉玉蘭的人生其實就是一部臺灣女子

網球史。另一方面，也因為網球運動，劉玉

蘭的人生豐富且多彩多姿。

圖39　劉玉蘭1968年穿著短裙打網球

引為風潮。（圖片來源：劉玉

蘭提供）

圖41　劉玉蘭與胡娜合影。（圖片來

源：劉玉蘭提供）

圖43　劉玉蘭的反拍擊球動作，這個抽球動作是她苦

練3年的成果。

圖42　歷代球王、球后合影第一排右一高登科、右二林永

源第二排右起劉玉蘭、賴素玲、王思婷、詹秀棉。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40　1960年代劉玉蘭與日本網球好

手宮城黎子合影，當時臺灣沒

有人穿裙子打球，劉玉蘭的白

色網球裙是宮城黎子送她的。

（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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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1983年中華民國網球協會，頒發獎座

「功在網運」，感謝劉玉蘭推動網球

運動。（圖片來源：劉玉蘭提供）

圖45　報章雜誌記載著劉玉蘭精彩又長久的選手生涯，以及數之不盡的善行義舉

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 --- 劉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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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劉玉蘭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5 24 6月30日劉玉蘭出生於苗栗縣。

1947 36 12
讀苗栗大同國小，參加新竹縣國小運動會，以60公尺9秒整，100公尺13秒2的成績，贏得雙料冠軍。

10月以12歲的年級，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田徑比賽。

1951 40 16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鐵餅項目。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60公尺、100公尺競賽。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表演賽獲第3名。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團體賽，搭配劉惠美以0：2敗給臺中市劉清香、林卉兒的組合。

1952 41 17

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60公尺、100公尺競賽。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團體賽。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表演賽獲第3名。

1953 42 18

1月搭配劉惠美獲金木杯軟式網球賽個人（雙打）冠軍。

9月與劉惠美獲得第12屆體育節之優秀體育青年。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60公尺、100公尺競賽。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團體賽。

10月代表新竹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團體賽。

1954 43 19
1月搭配劉惠美獲金木杯軟式網球賽個人（雙打）亞軍。

10月代表苗栗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團體賽冠軍。

1955 44 20
1月搭配劉惠美獲金木杯軟式網球賽個人（雙打）冠軍。

10月代表苗栗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團體賽亞軍。

1956 45 21 10月代表苗栗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團體賽亞軍。

1957 46 22

8月5日詹秀棉以2：0擊敗劉香谷，這是劉香谷到臺灣8年第一次輸球。

10月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苗栗縣、臺北市均為劉玉蘭報名，最後劉玉蘭代表臺北市參賽。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958 47 23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959 48 24

5月17日於全國網球賽單打，第一次打敗劉香谷。

5月23日於決賽以0：2輸給詹秀棉。

10月12日搭配詹秀棉獲全國賽雙打冠軍。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960 49 25

7月16日獲全國網球賽女子單打冠軍。

9月參加香港婦女網球賽進決賽。

10月獲全國網球女子單打冠軍。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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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50 26

8月參加網球聯合會舉辦全國網球賽輸給劉香谷獲得亞軍。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0月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個人賽單打冠軍為臺中市張晴玲。

1962 51 27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963 52 28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但未出賽，臺北市中斷多年冠軍。

1964 53 29 10月劉玉蘭未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北市循環賽輸給臺中市。

1965 54 30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亞軍，冠軍為陣中有張晴玲的臺中市隊。

11月搭配詹秀棉參加百齡杯網球賽獲得女雙冠軍。

1966 55 31 10月代表臺北市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獲得冠軍。

1967 56 32
自1967年起至1973年，因為臺北市劃為院轄市後，臺灣省運動會因為報名隊伍數不足，女子網球賽不舉辦。

5月參加全國網球賽獲得女單冠軍，張晴玲、何美結分獲2、3名。

1971 60 36
7月參加全國網球賽獲得女單冠軍，詹秀棉、吳慶玲分獲2、3名。

12月與張晴玲、詹秀棉三人，代表角逐南非聯邦杯女網賽。

1976 65 41 6月國手選拔賽獲得冠軍，與張晴玲代表角逐南非聯邦杯女網賽。

1977 66 42 4月國手選拔賽獲得冠軍，與張晴玲代表角逐聯邦杯女網賽。

1981 70 46 9月中正杯壯年組獲單打、雙打、混雙三冠王。

1987 76 52 5月擔任我國青少年網球隊領隊兼教練，帶領王思婷、林詩敏等人參加世界青年杯網球賽亞洲區預賽。

1999 88 64 12月擔任中正機場臺灣銀行經理，資助參加第11屆世界軟網錦標賽哈薩克、蒙搶、尼泊爾三隊之簽證費。

2000 89 65 4月14歲的謝淑薇贏得首座全國排名賽冠軍，謝爸爸對劉玉蘭感激不盡。

2017 106 82 12月與劉虹蘭帶隊至日本參加兒童迷你網球賽。

2019 108 84 8月與日本日本公益財團法人Manner Kids Project，共同辦理台日兒童迷你網球交流活動。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劉玉蘭暨整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聯合報》、《公論日報》、《民聲日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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