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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雙贏 三冠網后



壹、前言

臺灣的女子網球運動因為謝淑薇與詹

詠然在四大公開賽的優異成績，受到國人的

注目與關切，才使得網球運動成為近年來國

人關心的運動種類。然而，臺灣在1975年以

前，因為網球運動球拍與球的費用高昂，網

球運動並不普及，戰後臺灣最大的運動賽會

臺灣省運動會，雖然自1946年第一屆開始就

舉辦網球比賽，但是參賽的女子選手並不

多，1967年臺灣省運動會至1974年臺灣區運

動會，竟然因為參賽隊伍不足而停辦女子網

球賽種類，（註1）可見女子網球運動1970年

代中期以前在臺灣並不盛行。

軟式網球運動自日治時期從日本傳入臺

灣後，就受到臺灣人喜愛，雖然太平洋戰爭

發生後，臺灣受戰爭影響，軟式網球運動中

斷了一段時間，但是戰後臺灣各地的球友，

就紛紛出來重整旗鼓，整理荒蕪的網球場，

很快的軟式網球運動就恢復了日治時期的榮

景。（註2）1949年起由民間開辦的金木杯軟

式網球賽，每年都吸引了數百名選手報名參

加，比賽期間臺灣報紙針對金木杯的比賽，

給予詳盡的報導，為了參加金木杯軟式網球

賽，許多縣市還要進行選拔賽，以選取代表

隊的選手。比賽贏得冠軍的選手，也成了報

紙熱烈報導的對象。（註3）1953年軟式網球

成為臺灣省運動會的正式比賽種類，報名參

加的選手，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的隊伍，都

遠勝過報名參加網球賽的隊伍數，這種現象

到1980年後，網球與軟式網球報名的隊伍數

才逐漸相當。

筆者從事網球運動三十餘年，近十年來

投入臺灣女子網球與軟式網球運動之研究，

發現1953年臺灣省運動會開始舉辦軟式網

球賽至1963年共計11年間，嘉義女子軟式網

球選手，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只參

賽了3次，都沒有獲得名次。（註4）然而自

1964年起到1981年止，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

選手，在臺灣省運動會以及臺灣區運動會，

共計贏得10次冠軍，1977年臺灣區運動會嘉

義縣的女子軟式網球選手，更跨界參加網球

賽，贏得軟、硬式網球團體冠軍。

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在臺灣省運動會的

表現，從一個積弱不振的隊伍轉變為超級強隊

的過程，是從本文主角--余節珠加入嘉義縣女

子軟式網球隊開始的，究竟余節珠的加入對嘉

義縣女子軟式網球隊有何影響？嘉義縣在1977

年臺灣區運動會，獲得女子網球與軟式網雙料

冠軍，余節珠在其中的關鍵角色為何？余節珠

在1980年代臺灣女子網球運動界扮演的角色是

什麼？為求更深一步瞭解余節珠的軟式網球

與網球運動生涯，本文經過數次訪談余節珠本

人，並訪談余節珠的軟式網球前排搭檔許靜枝

（第四屆亞洲杯國手）、嘉義軟網好手沈筱莉

（第一屆世界杯國手），以及第八、九屆亞洲

杯國手吳麗媖等人，並經文獻資料的蒐集、整

理、爬梳，加以分析與詮譯，詳細記錄余節珠

與臺灣軟式網球與網球運動，以及余節珠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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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硬雙贏 三冠網后

註1	 臺灣省運動會1946年第一屆女子網球比賽只有2隊

參賽(臺北市3位選手、新竹市5位選手)，在1953年

開始將女子軟式網球列入正式比賽後，女子網球

參賽隊伍快速減少，自1956年只剩3隊參賽，1956-

1966年都只有3、4隊報名參賽，而軟式網球則有10

隊左右，1967年臺北市改制院轄市不再參加臺灣

省運動會後，臺灣省運動會女子網球種類由於參

賽隊伍不足，自1967年起連續8年未舉辦女子網球

賽。

註2	 黃英貴，〈中華軟網80年史(初稿)	 (四)〉，《中華

軟網》，25，(臺北，1984)：2-7。

註3	 陳建森，〈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劉玉

蘭〉，《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第十四輯》，臺

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56-75。

註4	 黃雨泉，〈回顧嘉義軟網〉，《中華軟網》，17

，（臺北，19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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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探視家人，對此余美子一直耿耿於懷。

余節珠從小就想幫助母親回日本探望親人，

她後來全力爭取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代表

權，這是很大的原因。（註5） 

余節珠的運動生涯是從壘球開始，個

性活潑好動的余節珠，小學畢業考入嘉義的

華南商職初中部後，加入學校的壘球隊開始

嶄露她的運動天分。在壘球隊她擔任捕手的

位置，1957年15歲的余節珠就入選嘉義縣壘

球代表隊，參加臺灣省運動會，之後她連續

五年入選嘉義縣壘球代表隊，參加臺灣省運

動會，每次都有不錯的成績，這五年嘉義縣

共獲得亞軍2次，季軍3次。（註6）1961年

第十六屆臺灣省運動會，是余節珠最後一次

貳、生平事蹟

余節珠的父親余植溏是嘉義人，日治時

期從臺灣到日本就讀日本大學法律系，在日

本認識了余節珠的母親後與之結婚，1942年

在日本生下余節珠。戰後余植溏帶著妻子余

美子以及年幼的余節珠回臺灣嘉義探視父母

親。余節珠的母親余美子來到臺灣後，面臨

了國籍歸化的選墿，她選擇了留在臺灣成為

中華民國國民。余植溏回臺灣不久就發生二

二八事件，緊接著1949年5月19日由時任中華

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

誠頒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佈告戒字第壹號》簡稱《臺灣省戒嚴令》，

余美子受到《臺灣省戒嚴令》的限制無法回

圖1　余節珠於2018年04月22日在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接受

訪談後與筆者合影。（圖片來源：陳建森提供）
圖2　余節珠於2019年12月22日在雲林縣古坑鄉咖

啡大街，接受訪談後與筆者胡文雄（右一）

、陳建森（左一）合影。（圖片來源：陳建

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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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日照對於余節珠進行嚴格的訓練，

經常利用中午12：00到14：00的時段進行練

習，嘉義的艷陽下的訓練，讓余節珠鍛練出

優異的技術，以及在烈日中比賽，所必須具

備的纏鬥能力。在比賽細節方面，羅日照給

余節珠的觀念是，後排選手必須盡可能的閃

避對方的前排選手，不可以主動攻擊對方的

前排選手。這個觀念影響余節珠非常深遠。

（註12） 

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壘球比賽，在這次的省運

會中，嘉義縣對戰臺北縣那一場的比賽，2

隊鏖戰到第九局仍以0：0不分軒輊，最後余

節珠靠隊友黃清美安打支援，跑回致勝的一

分，為余節珠的壘球生涯寫下完美的句點。

（註7） 

華南商職畢業後，余節珠才開始接觸軟

式網球運動。嘉義縣軟式網球前排名將許大

鑫是余節珠的鄰居，建議余節珠棄壘球改從

事軟式網球運動，從此，開啟了余節珠的軟

式網球運動的大門。（註8） 

引介余節珠進入軟式網球的許大鑫，是

非常優秀的軟式前排選手，（註9）曾經和嘉

義後排名將羅日照搭配，以選拔賽第一名的

資格，入選1953年臺灣軟式網球赴日友誼的

國手。有趣的是，許大鑫沒有親自指導余節

珠，而是將余節珠交由自己的後排搭檔羅日

照進行訓練。（註10） 

余節珠接觸軟式網球之前，已經有很扎

實的運動底子，壘球運動的傳接球讓余節珠

對軟式網球空中移動的空間感不陌生，壘球

的打擊訓練則幫助余節珠精確的掌握擊球的

時間點。而軟式網球必須具備的速度、敏捷

性的體能要求，余節珠從初中就開始的壘球

體能訓練，也讓她很快的克服這些問題。另

外，余節珠也從壘球教練蔡炳蘭的身上，學

會了球場上旺盛的鬥志與永不放棄的運動精

神。（註11） 

註5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余節珠表示，當時是戒嚴時期，

國人無法出國。她想入選亞洲杯軟式網球國手，

帶母親到日本探望在日本的親人。

註6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

體育教育篇(下)》，臺中：臺灣省立臺中圖書

館，1988，950-951。

註7	 〈女壘今奪標 北縣市鬩牆〉，《聯合報》

，1961.10.29，6版。

註8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

註9	 許大鑫1916年生嘉義高校畢業，是嘉義前排名

將，與羅日照曾於1941年(昭和16年)贏得第17回全

臺灣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優勝。戰後搭配後排羅

日照於1952年8月舉辦的赴日選拔賽成績第一位，

〈征日軟式網球隊	 定明日乘机首途〉，《聯合

報》，1953.05.21，版3；1953-1959年代表嘉義縣參

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

註10	 許大鑫為何將余節珠交由羅日照指導，而不是由

自己親自訓練，由於許大鑫與羅日照均已逝世無

法求證。原因筆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幾種：1.嘉義縣

缺後排，許、羅兩位想將余節珠訓練成嘉義縣的

後排選手2.余節珠的條件適合後排，所以交由後排

好手羅日照指導3.後排的基本功需要比較長時間的

訓練，因此，先由後排著手訓練，再視余節珠學

習情形進行調整。

註11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

註12	 余節珠在訪談中提到，在比賽時，她會用盡各種

方式讓她自己的擊球不會靠近對手的前排，擊球

以對角為主，讓對手無法攻擊到她；余節珠，面

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月22日下午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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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節珠很幸運的在軟式網球啟蒙的階

段，遇到的教練是當時嘉義最佳的後排選手

羅日照，教給她正確的基本動作，以及良好

的比賽觀念。可惜的是，羅日照指導余節珠

的時間並不長，1964年4月羅日照因病去世。

（註13）羅日照雖然指導余節珠的時間並不

長，但是已足夠余節珠入選臺灣省運動會嘉

義縣女子軟式網球代表隊了。1964年10月余

節珠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比賽採

取分組循環，嘉義縣分組中遭遇臺南市、南

投縣、桃園縣等三隊，其中臺南市是1962年

冠軍、1963年亞軍隊伍，南投縣則有名將巫

昭美，余節珠代表的嘉義縣隊，在分組預賽

中擊敗臺南市、南投縣、桃園縣，以分組冠

軍進入決賽，最後獲得季軍，這是嘉義縣女

子軟式網球隊參加臺灣省運動會以來，第一

次獲得獎牌，余節珠的加入是功不可沒。

余節珠在軟式網球個人賽（雙打），此

一時期還沒顯現出過人的成績，軟式網球的

比賽都是以雙打方式進行，余節珠除了球技

尚未達顛峰，也沒有合適的前排搭檔，在找

尋合適搭檔與增強個人技術的過程中，余節

珠在臺灣各地尋求名師，在這個過程中她的

軟式網球技術與比賽經驗，也隨著不斷的進

步與提升。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披上亞洲杯國手戰袍

軟式網球運動特有的前、後排選手制

度，依不同的技術、任務分工，後排選手與

前排選手任務最大的分別是，後排選手需要

負責發球，前排選手不必進行發球一職。但

是，接球方則是前、後排選手都必須要接對

方的發球，因此，接發球的基本功，是軟式

網球選手必須具備的。在比賽過程中，雙方

後排選手以底線擊球的方式，相互擊球進攻

與防守，前排選手則負責牽制對方後排選手

的擊球動作，使其分心無法集中精神與我方

後排選手對戰，並進而造成對方擊球失誤或

是擊球無力，前排選手則藉對方回擊無力的

機會球，給予痛擊繼而得分取勝。基於上述

的前、後排戰術分工以及負責任務之不同，

在選手技術要求方面，後排選手特別重視發

球以及底線擊球的能力，而前排選手則對於

截擊及高壓扣殺的能力要求較高。

1966年起，余節珠改搭配當時嘉義最

佳的前排選手洪清芬，有了洪清芬前排的支

援，余節珠在個人賽（雙打）成績立即有了

大突破，1966年5月參加在彰化舉辦的大佛金

像獎軟網賽，女子個人賽（雙打）參賽隊伍

數有10組，（註14）余節珠與洪清芬的組合

獲得了個人賽（雙打）冠軍，這次比賽亞軍

以及季軍的選手都是實力堅強的軟網名將。

（註15）在這次比賽贏得冠軍，證明余節

珠、洪清芬1966年已經成為當時臺灣第一流

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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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節珠贏得大佛金像獎軟網賽後，仍努

力尋找提升球技的方式，1966年7月余節珠參

加由救國團舉辦，在大直實踐家專舉行的軟

式網球集訓隊，負責指導的是軟式網球名將

何茂林。（註16）余節珠跟洪清芬都參加了

這次的集訓，經過兩週的集訓，余節珠跟洪

清芬在技巧與默契上，都有大幅的提升，結

訓前參加石門水庫杯軟式網球賽，余節珠、

洪清芬率領的幼獅A隊，贏得女子組冠軍。  

（註17）這次的集訓讓余節珠的球技以及比

賽經驗突飛猛進，為隔年的亞洲杯軟式網球

國手選拔，打下良好的基礎。

1956年開始舉辦的亞洲杯軟式網球賽，

是當時軟式網球運動最盛大的比賽，軟式網

球運動由日本發明並將這項運動推展到二

戰以前受日本統治的韓國與臺灣，在日本殖

民臺灣與韓國期間，深受臺灣人與韓國人喜

愛。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失去連絡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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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王捷陞、韓國

張日剛與日本山邊貞雄、奧川辰雄等人共同

奔走努力下，終於能克服各種困難，於1956

年10月11日在臺北市成立亞洲軟式網球協

會，並開始舉辦二年一次的比賽。（註18） 

1967年第六屆亞洲杯國手選拔賽，將選

拔三組正選國手參加在韓國舉行的亞洲杯軟

式網球賽賽。初選將取八組選手，成績是以

1967年的「金木杯」、「吳鳳杯」、「壽山

杯」、「連仲杯」4項比賽的積分而決定。初

選出8組選手後，再進行決選選出最後3組選

手。初選前八名選手分別是「吳錦雲、林雪

珠」、「張春貴、林卉兒」、「余節珠、洪

清芬」、「巫昭美、許靜枝」、「黃瑞珠、

陳媺娜」、「洪瑞雲、陳秀英」、「施麗

珠、邱清文」、「黃秋芳、穆美花」。（註

19）這8組選手中，有5組曾入選過亞洲杯軟

式網球賽國手，余節珠、洪清芬是首次參加

國手選拔，這時候余節珠25歲，而她的搭檔

洪清芬則已經36歲了。1967年7月8、9兩日

的決選，選出「吳錦雲、林雪珠」、「張春

貴、林卉兒」、「余節珠、洪清芬」這3組國

家代表選手。余節珠一開始學習軟式網球的

動機，就是想當選國手，可以帶母親回日本

探視親人。而她第一次參加國手選拔，就入

選國手，終於圓了她的夢想。

註13	 〈嘉義訊〉，《聯合報》，1964.04.24，3版。

註14	 〈彰化大佛金像獎軟式網球賽〉，《民聲日報》

，1966.05.20，5版。

註15	 資料引用自〈彰化大佛金像獎網賽昨閉幕〉，

《民聲日報》，1966.05.23，5版，以及《臺灣省

第35屆彰化大佛金像獎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

冊》，冠軍余節珠、洪清芬，第二名張春貴、邱

清文、第三名黃秋芳、姚丁玲以及巫昭美、施麗

珠，其中張春貴、黃秋芳、巫昭美、施麗珠都曾

入選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女子國手。

註16	 〈網球新血聚一堂	 準備亞運顯身手〉，《徵信新

聞報》，1966.07.26，7版。

註17	 〈網球集訓結業	 參加比賽榮獲冠軍〉，《徵信新

聞報》，1966.07.27，7版。

註18	 謝肇琳，〈軟式網球	 	亞洲大會之回顧與世界大會

之展望(上)〉，《中華軟網》，4，(臺北，1983)

：8-11。

註19	 〈參加亞洲軟式網賽	 初選32人合格〉，《聯合

報》，1967.07.0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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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開始，余節珠改和巫昭美搭

配，巫昭美是第五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的

國手，當時她打後排，和她在臺灣省立體專

的學妹吳錦雲搭配，巫昭美到嘉義女中服務

擔任體育老師後，開始和余節珠搭配改打

前排，余節珠後排強勁的抽球搭配巫昭美

靈活的前排動作，（註20）成了完美的組

合。1969年第七屆亞洲杯國手選拔賽，余節

珠、巫昭美的組合在高手如雲的競爭中，先

於1月舉行的金木杯贏得個人（雙打）賽冠

軍，並於4月的國手決選與「林雪珠、吳錦

雲」、「張春貴、洪清芬」一同入選亞洲杯

軟式網球賽國手，這是余節珠第二次入選亞

洲杯軟式網球賽國手。

圖3　第六屆亞洲杯女子選手合影前排左起依序為黃秋芳、林雪珠、余節珠、林卉兒、

洪清芬、張春貴，後排左一為吳錦雲。（圖片來源：吳錦雲提供）

圖4　第七屆亞洲杯女子選手合影左起依序吳錦雲、穆美花、林雪珠、張春貴、

戴天助、巫昭美、余節珠、洪清芬。（圖片來源：吳錦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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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第九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參

加國手選拔的選手，有許多是就讀大學體育

系或是體專的現役軟式網球選手，為求選拔

出最強的代表隊，選拔賽分北區、中區、南

區、東區進行，選出選手後再進行複賽、決

賽。此時，余節珠已經31歲，她的搭檔巫昭

美也已29歲，在長時間的選拔賽一路過關斬

將後，終於再度當選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女子

國手。余節珠總計當選亞洲杯軟式網球賽三

次國手，在後排選手中是僅次於林雪珠的紀

錄。（註21）

註20	 依據余節珠提供剪報，因無法找尋出處，經研究

者搜尋，發現作者林映廷為中央日報記者，其所

報導〈排壇英雌〉應該是〈網壇英雌〉之誤。報

導中形容巫昭美動作靈巧、兇猛，在球場上有				

「飛躍的雌虎」之稱，與余節珠情如姊妹，兩人

「心電感應」效果很好，是網球賽的最佳搭檔。

註21	 軟式網球的選手有前、後排分工，前排在比賽中

負責找尋機會得分，後排則負起對戰中較多的擊

球工作，因此，後排的體力消耗多，年紀越大越

難負荷。入選3次以上的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女選手

中，林卉兒、吳錦雲、林秀麗均為前排，巫昭美

2次擔任前排1次擔任後排，余節珠入選3次後排，

林雪珠則空前的入選7次後排國手。

圖5　第九屆亞洲杯余節珠（左一）與巫昭

美（右一）合影，圖中為日本選手。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6　第九屆亞洲杯余節珠（左二）與巫昭

美（左三），比賽中教練進行戰術指

導。（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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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嘉義女子軟網霸業

嘉義在日治時期運動風氣就非常興盛，

嘉農棒球隊在甲子園的表現，被拍成電影讓

臺灣人對於嘉義的棒球有較深的印象。除

了棒球之外，嘉農的軟式網球在日治時期，

也有很好的成績，曾在1936、1937兩年獲得

全臺灣男子中等學校軟式庭球團體冠軍。在

選手方面蔡達、王人志賢、羅日照曾代表臺

灣參加明治神宮體育大會庭球賽的社會組比

賽，而王乃經、蔡則烜、何茂林、簡石寶等

選手則曾代表臺灣參加明治神宮中學組的比

賽。（註22） 

臺灣省運動會是戰後臺灣規模最盛大

的運動賽事，軟式網球運動因為戰後去日本

化的特殊氛圍，未列入臺灣省運動會比賽種

類，一直到1953年第八屆臺灣省運動會才將

軟式網球列為正式比賽種類。嘉義男子選手

在名將羅日照與許大鑫的領軍下，1955年   

（第十屆）就獲得臺灣省運動會的第四名，

此後，1958、1962、1963年都能進前四名，

嘉義男子選手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

一直都有不錯的表現。

相對於男子選手的表現，嘉義女子選

手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則是成績平

平。1953年臺灣省運動會開始舉辦軟式網球

賽至1963年共計11年間，嘉義女子軟式網球

選手，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只參賽

了三次，都沒有獲得名次。（註23）嘉義女

子軟式網球運動，在這個時期比較活躍的選

手有陳惠美、洪清芬、蔡淑女、賴彩芹、廖

幼茹等人，曾在1956年第一屆吳鳳杯軟式網

球賽，獲得女子團體冠軍，（註24）可惜在

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中，嘉義女子軟式

網球在1963年之前，始終沒有贏得獎牌。

1964年10月第十九屆臺灣省運動會，距

離嘉義上次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

賽已隔了五年，這一年余節珠首次代表嘉義

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隊中的廖幼茹和洪清

芬是多次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的老將，擔任隊

長的張春貴則是因結婚而從臺東遷入的軟式

網球後排名將，曾搭配許靜枝代表臺東縣獲

得1961年金木杯與大佛杯軟式網球個人賽

（雙打）冠軍。（註25）嘉義代表隊陣中多

了好手張春貴與初出茅廬的余節珠，實力大

幅提升一路過關斬將，在十一隊參賽隊伍裡

獲得第三名，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隊參加臺

灣省運動會十二次以來，第一次獲得獎牌。

余節珠在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啼聲初

試，就為嘉義贏得好成績。

1965年嘉義再次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

網球賽，張春貴、洪清芬兩位老將依然在陣

中，這一年余節珠因為10月初產下女兒未參

加比賽，嘉義在預賽與臺中市、臺南市分在

同一組，嘉義少了余節珠實力受到影響，預

賽就遭到淘汰。

余節珠的球技沒有因為懷孕生子而荒

廢，為了精進球技，1966年7月她將兩位幼

兒留在嘉義交給先生照顧，和前排搭檔洪清

芬北上臺北，參加由救國團舉辦的軟式網球

訓練營，（註26）余節珠的努力沒有白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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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精進後的余節珠與洪清芬的組合，成了

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團體賽的「鐵點」，讓

黃雨泉教練在安排出賽單時，有了一張「王

牌」，從1966-1968年嘉義縣在臺灣省運動

會連續三年贏得冠軍。（註27）1968年嘉義

縣贏得臺灣省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冠軍三連

霸，中央日報分析嘉義贏得冠軍的主要因

素，是隊中擁有余節珠、張春貴等老將，經

驗豐富，臨場不怯。（註28） 

1969年嘉義縣在決賽遭遇強敵南投縣，

隊中另一主將張春貴該場無法出賽，余節珠

與洪清芬的組合被迫拆組，由余節珠搭配

新手邱清文，出戰南投縣主將巫昭美、陳月

燕，比賽結果余節珠、邱清文以4：1擊敗巫

昭美、陳月燕。最後南投縣、新竹縣、嘉義

縣三隊積分相同，計算得勝局數之後，嘉義

縣落居第三名，中斷了嘉義縣的連霸之路。

1970年臺灣省運動會由臺南市主辦，臺南

市積極提升戰力，臺東縣名將吳麗媖、郭凌雲

遷入臺南市，加上原有的林雪珠、吳錦雲、穆

美花等好手，實力非常堅強。（註29）嘉義縣

面對實力大幅提升的主辦縣市臺南市，仍然

抱走冠軍。

1971年臺灣省運動會由嘉義縣主辦，這

一年南投縣籍的國手巫昭美，與國手施天德

結婚後遷戶籍進入嘉義縣，嘉義縣擁有「張

春貴、洪清芬」、「余節珠、巫昭美」兩組

國手，預賽以3：0輕鬆擊敗苗栗縣，並獲得

決賽冠軍。

1972年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由臺

南市贏得冠軍，臺南市隊伍中「林雪珠、吳

錦雲」、「郭凌雲、吳麗媖」、「鄭百合、

穆美花」這三組選手，均曾入選過亞洲杯國

手，個個實力堅強，嘉義縣在此屆比賽落至

第三名。1973年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臺

南市再度贏得冠軍，嘉義縣在預賽輸給花蓮

縣、新竹縣被淘汰。是嘉義縣自1966年來第

一次沒有打進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決

賽。主要原因是嘉義縣太依靠余節珠、洪清

芬、巫昭美等選手，年輕選手尚未成熟足以

擔重任，以至輸給其他實力平均的各隊，預

賽慘遭淘汰。

註22	 胡文雄，〈嘉義市軟式網球運動光榮史〉，《嘉

義市文獻》，12，(嘉義，1996)：152-191。胡文雄

文中指出日治時期嘉義軟式網球選手成績優異的

原因為：1.日本人大力提倡2.糖廠的設立，大量日

本技師來嘉義3.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的設立、4

嘉義的地理位置適中，氣候良好5.有良好的場地設

備。

註23	 黃雨泉，〈回顧嘉義軟網〉，《中華軟網》，17

，(臺北，1983)：29。

註24	 胡文雄，〈嘉義市軟式網球運動光榮史〉，《嘉

義市文獻》，12，(嘉義，1996)：152-191。

註25	 陳建森，〈許靜枝與臺東軟式網球運動〉，《馬

偕學報》，9，(臺北，2011)：91-124。

註26	 〈網球新血聚一堂	 準備亞運顯身手〉，《徵信新

聞報》，1966.07.26，7版。

註27	 張昭錫，〈三十年細說從頭〉，《中華軟網》

，17，(臺北，1983)：24-28。根據張昭錫的記錄，

嘉義縣教練黃雨泉排出賽單時，常將余節珠安排

在第二點，因為余節珠排在第二點的戰績幾乎是

全勝，只要第一或第三點再贏一點就能獲勝，讓

教練排出賽單時充滿彈性，也讓對手難以捉摸。

註28	 〈軟式網球	 	 男組中市奪魁	 	 女組嘉縣稱盟〉，					

《中央日報》，1968.11.05，6版。

註29	 吳麗媖，面訪，臺東縣吳麗媖家，2020年2月14日

下午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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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起將臺北市運動會與臺灣省運

動會整合為臺灣區運動會，隨著嘉義縣新生

代好手蔡璧黛球技的成熟，加上嘉義縣在余

節珠、巫昭美、洪清芬等老國手穩住軍心，

嘉義縣再度贏回全國冠軍。蔡璧黛和搭檔沈

筱莉是嘉義縣培養的新生代好手，1975年入

選第一屆世界杯軟式網球賽國手，多了蔡璧

黛和沈筱莉，嘉義縣在余節珠等老將與蔡璧

黛、沈筱莉的聯手下，1975-1977年都獲得臺

灣區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女子冠軍，為嘉義縣

贏得無上光榮。這個成就，讓南投縣女子教

練張昭錫發出以下的驚嘆：

更讓人驚嘆的是，嘉義縣女子隊之後

來居上。自五十五年起連登三屆后

座，隔一年又連獲二屆冠軍，六十一

年屈居季軍後，六十三至六十六年竟

連宗四屆，難以相信的佳績，其中必

有外人不知的辛酸和苦練，只有驚嘆

之份！（註30） 

余節珠自從1964年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

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後，嘉義縣女子軟式網

球隊整個脫胎換骨，1964至1980年共計十七

年，總計為嘉義縣軟式網球贏得9面金牌、1

面銀牌、3面銅牌以及1次第四名。這樣的成

就，讓嘉義人引以為傲，學者胡文雄曾撰文

〈嘉義市軟式網球運動光榮史〉，為這段歷

史留下寶貴的記錄。（註31）

圖7　1971年第26屆臺灣省運動會余節珠（右一）

與洪清芬合影。（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8　1971年臺灣省運動會嘉義女子網

球隊合影余節珠（左三）。（圖

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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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運會軟硬通吃

網球運動因為球拍與球的費用較高，從

日治時期就少有臺灣人從事這項運動，戰後

初期臺灣民生凋敝，各項物資缺乏，有經濟

能力打網球的人更是不多。（註32）1957年

3月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克難網球隊，培訓劉

香谷、詹秀棉、劉玉蘭、陳智慧等人，（註

33）克難網球隊的選手，是1950年代少數能

受正規網球訓練的臺灣女性球員。

1950年代臺灣省運動會網球賽，參與的

選手多數都是平日打軟式網球，每年要參加

臺灣省運動會時才臨時練習改打網球，（註

34）因此，臺灣省運動會女子網球賽參加的

隊伍數並不多，1956-1966年參賽隊伍都不超

過四隊，1967年臺北市改制院轄市後，由於

參賽隊伍不足，1967至1973年臺灣省運動會

並未辦理女子網球賽種類。（註35） 

1974年臺灣區運動會是臺灣省運動會與

臺北市運動會分開七年後第一屆合辦的運動

會，經教育部於1974年3、4月開會協調，決

定從1974年起舉辦第一屆臺灣區運動會，其

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六十三年臺灣區運動

會」。（註36）這一年的臺灣區運動會仍然

沒有女子網球的種類。

1975年臺灣區運動會，中斷八年的女子

網球種類恢復比賽，報名隊數達八隊，其中

臺南市、嘉義縣、北市東區、北市西區等隊

伍中，有不少選手是同時報名軟式網球賽與

網球賽兩個種類。余節珠與她的前排搭檔巫

昭美，是嘉義縣軟式網球與網球雙棲選手，

這是余節珠第一次參加臺灣省（區）運動會

網球比賽。這次的網球比賽，嘉義縣並未獲

得名次，是由林雪珠、鄭百合等名將在陣中

的臺南市贏得冠軍。

1976年臺灣區運動會，余節珠代表嘉義

縣參加女子軟式網球與網球兩個種類，嘉義

縣在女子軟式網球贏得冠軍，女子網球獲得

亞軍，這是余節珠第一次在臺灣區運動會網

球賽贏得獎牌。1977年臺灣區運動會女子網

球賽，嘉義縣以余節珠、巫昭美、沈筱莉為

主力，預賽同組的北市東區由聯邦杯網球國

手詹秀棉領軍，北市南區則擁有網球新秀謝

麗娟、溫秀專、何秋美、林素幸、林素茉等

好手，臺南市則是由七屆亞洲杯軟網國手林

雪珠領軍。嘉義縣由余節珠擔任單打加上巫

昭美、沈筱莉的雙打組合，一路過關斬將，

進入決賽後，打敗預賽同組的北市東區隊贏

註30	 張昭錫，〈三十年細說從頭〉，《中華軟網》

，17，(臺北，1983)：24-28。

註31	 胡文雄，〈嘉義市軟式網球運動光榮史〉，《嘉

義市文獻》，12，(嘉義，1996)：152-191。

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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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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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銘煥，面訪，臺東高家，2011年2月16日下午12

點。高銘煥先生告訴研究者，1950年代臺東縣只

有3把硬式網球拍，都是臺灣銀行的，比賽前都要

跟臺灣銀行借用來練習。

註35	 研究者整理1967-1973臺灣省運動會秩序冊，發現

1967-1973年共計7年臺灣省運動會並未舉辦女子網

球賽種類。

註36	 臺灣省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教

育體育編下》，(臺中，1988)，9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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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冠軍。嘉義縣主力選手余節珠、巫昭美、

沈筱莉三位，在本屆臺灣區運動會都是身兼

網球與軟式網球雙棲選手。連續5天的比賽，

她們三位時而打軟式網球，時而打網球。最

終為嘉義縣贏得「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灣區

運動會」女子網球與軟式網球的雙料冠軍，

（註37）自1945年臺灣省運動會舉辦至1977年

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是第一個女子軟式網球

與網球都獲得團體冠軍的隊伍。（註38）讓人

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余節珠在網球、軟式網球這

麼激烈的比賽中，她竟然還參加了需要全神貫

注的運動種類「女子射箭」，還為嘉義縣贏得

銅牌，這是多麼驚人的表現。（註39）

1978、1979年臺灣區運動會女子網球再

度未舉辦比賽，1980、1981年余節珠、巫昭

美，搭配竹崎女網的謝麗娟、溫秀專、何秋

美等3位，連續2年為嘉義縣贏得臺灣區運動

會女子網球賽團體冠軍。自1976年至1981年

余節珠代表嘉義縣，獲得臺灣區運動會女子

網球團體賽3面金牌、1面銀牌。

1982年嘉義市改隸屬於臺灣省政府，

嘉義縣、市分治，余節珠不再代表嘉義縣出

賽，她也漸漸淡出臺灣區運動會的舞臺。

四、軟網老薑余節珠，爭霸硬網

1970年代起臺灣經濟快速成長，原本因

為網球拍與球的費用較高，導致臺灣人較少

從事的網球運動，隨著臺灣人的收入提升，

以及臺灣網球拍產業的蓬勃發展，（註40）

也開始普及起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臺灣

區運動會女子網球種類，於1975年開始恢復

舉辦，而且參賽的隊伍增加到了八隊，到了

1981年參賽隊伍更達到十三隊，可見網球運

動人口從1975年起逐漸增多，許多軟式網球

選手，直接以軟式網球的擊球動作技術來打

網球，余節珠就是其中一位。（註41）

1975年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中油），（註42）為每年的經濟部運動會準

備，積極網羅網球好手，余節珠回憶進入中

油網球隊的過程：

民國64年，我以國手身分被網羅進到

中油公司，當時因為經濟部運動會，

中油、臺電競爭很厲害。身為隊長的

我也找了當時當過國手的沈筱莉、董

女端、劉玉蘭、余碧如、卓素貞、范

郁貞、呂綉惠、李秀媛、王春桃、蔡

碧黛、黃美玲等人進到中油，成立中

油女子網球隊。我因為家庭關係留

在嘉義，其他選手分別安排到臺北、

苗栗、高雄各地，集訓時才集中訓

練，65年我先生張吉成他也是臺電經

濟部選手，突然發生狀況到臺北榮總

檢查，發現是惡性腦瘤，全部切除會

變成植物人。因此，只拿掉一半，我

很感恩公司對我的恩惠，因為公司用

留職停薪方式把我調到臺北海域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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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組，一年中讓我安心陪伴老公，66

年老公走了，我帶了兩個孩子到臺北

上任，一個國中一年級、一個小學六

年級，由於娘家的照顧，讓我很專心

球隊之訓練來回報公司對我照顧，一

直到1999年退休回嘉義。（註43） 

余節珠也在1975年第一次參加臺灣區運

動會女子網球賽，正式跨入網球運動。1977

年余節珠離開嘉義到臺北市中油公司任職，

由於臺北市的網球運動風氣較興盛，因此，

余節珠打網球的機會也較多，很快的她就掌

握住以軟式網球的擊球要領來打網球，並漸

漸打出心得來。

1978年9月臺北市中正盃網球賽，余節

珠率領中油女子網球隊，在決賽遭遇臺電

隊，中油女子網球隊全隊四位都是軟式網球

選手，臺電隊則是由網球好手李秀領軍，雙

方在前2點打成1：1平手，第3點單打是由軟

網國手余節珠出戰網球選手陳幸娥，鏖戰一

百分鐘後，余節珠擊敗陳幸娥，中油獲得冠

軍，隔天民生報以「軟式竟擊敗硬式」為標

題，為這場比賽進行詳細的報導。（註44） 

1978年10月公賣杯網球賽，決賽再度由中油

女網出戰臺電女網，第一點雙打是中油隊獲

勝，余節珠擔任第二點單打，對手是曾多次

贏得全國女子網球冠軍的李秀，民生報對這

場的比賽報導如下：

臺電排出國內網球單打李秀，出戰中

油的余節珠，余節珠是連任多年的軟

式網球老國手，兩人交手後，余節珠

以較強的發球，及快速的角落長抽球

以6：1再贏一點。中油和臺電今年已

經兩度交鋒，兩次都是軟式網球國手

勝硬網國手。（註45） 

註37	 沈筱莉，面訪，臺中市中興網球場，2018年11月

10日下午2點，沈筱莉告訴研究者，1977年代區運

會，她搭配巫昭美擔任網球團體賽中雙打點，由

於沈筱莉與巫昭美在軟網雙打都是前排的角色，

善於截擊且後排抽球也不錯，因此，搭配組合網

球雙打，有很好的效果。研究者經查證1977年臺

灣省運動會秩序冊，嘉義縣網球選手中有余節

珠、沈筱莉、巫昭美3位軟網國手，且當年嘉義縣

軟網選手中余節珠、沈筱莉、巫昭美也是主要選

手。

註38	 臺灣省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教

育體育編下》，(臺中，1988)，941-960。

註39	 研究者根據依據余節珠提供剪報，因無法找尋出

處，經研究者搜尋，發現作者林映廷為中央日報

林映廷，他報導網球，可是標題下錯成〈排壇

英雌〉。該篇報導敘述余節珠1977年區運會為嘉

義縣贏得射箭銅牌，經查證臺灣省教育廳編印，

《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教育體育編下》，(臺

中，1988)，960；以及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灣區運

動會秩序冊，證實新聞報導確實。

註40	 吳泉源，〈臺灣網球拍工業發展史口述歷史研究

報告〉，http://www.nstm.gov.tw/files,	 2020.07.17檢

索。

註41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

註42	 1946年6月1日，中油公司創建於上海，1949年隨

政府播遷來臺，總公司設址臺北市，2007年2月更

名為「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油)，以上

資料引自臺灣中油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

〈https://www.cpc.com.tw/cp.aspx?n=3〉，2020.07.17

檢索。

註43	 余節珠，面訪，嘉義市世外陶園文藝咖啡

館，2020年8月19日上午11點。

註44	 〈軟式竟擊敗了硬式〉，《民生報》，1978.09.17

，3版。

註45	 〈公賣杯網球賽揭曉	 大煦中油分獲冠軍〉，《民

生報》，1978.10.23，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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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舉辦的民生杯網球賽，將臺灣

的網球風氣提升到新的高點，參賽隊伍數達

100隊，加上主辦單位民生報有自家媒體報導

的優勢，使得民生杯網球賽吸引眾多國人的

目光。女子甲組比賽有十支參賽隊伍，進入

決賽的四隊分別是余節珠領軍的中油隊、劉

玉蘭領軍的四維企業、李秀領軍的臺電隊，

以及詹秀棉領軍以新一代竹崎三女將為班底

的欣姿芳隊，其中民生報對中油隊的介紹如

下：

進入決賽的中油隊由清一色軟網國手

組成，陣中有余節珠、卓素貞、沈筱

莉、董女端、黃美玲、嚴意美等雙打

名將，搭配經驗豐富。（註46） 

第一屆民生杯網球賽，最後決賽由余節

珠領軍的中油隊獲得冠軍，這批軟網女國手

再次於網球賽中掄元。

1982年余節珠40歲，她開始參加壯年組

的比賽，其中她參加樂得杯壯年網球賽，1982

年到1984年單打連續三年獲得冠軍，大會特別

頒給她一座紀念獎杯。（註47） 

在國際賽方面，余節珠多次代表臺灣參

加國際壯年組網球賽，其中1984年12月在新

加坡舉辦的國際壯年網球賽，余節珠單打冠

軍、雙打搭配許靜枝也獲得冠軍，贏得雙冠

王。（註48）1989年8月在丹麥舉行的世界壯

年運動會，余節珠在女單、女雙、混雙三個

種類都奪得冠軍，使她的運動成就達到最高

峰。（註49）

1988年10月余節珠參加民生杯網球賽，

這時她已經46歲了，面對何秋美與林素茉這

些年輕的好手，她仍然全力以赴，最後擊敗

這組兩年加起來年紀仍小於她的年輕好手，

這樣的表現讓聯合報特地以「余節珠老薑！」

為標題，為她進行報導。（註50）

圖9　1989年8月在丹麥舉行的世界壯年運動會，余節珠

在女單、女雙、混雙三個種類都奪得冠軍。（圖片

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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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軟網女俠一諾千金

1999年余節珠自中油退休，從臺北搬回

嘉義。余節珠自1977年到臺北任職，雖然到

臺北前幾年，仍代表嘉義縣在臺灣區運動會

網球、軟網種類出賽，但是自1982年後，余

節珠就不再代表嘉義出賽。離開嘉義二十二

年，再回到嘉義已有人事全非的感覺，嘉義

人引以為傲的女子軟式網球霸業，早已不復

當年的盛況。

為了復興嘉義女子軟網，嘉義國中接收

一批自志航國小畢業的軟網選手，組成女子

軟式網球隊，由嘉義軟網名將洪英三擔任教

練，2000年洪英三因故不能再擔任嘉義國中女

子軟網教練，此時，在嘉義市軟網委員會的撮

合，加上嘉義國中校長黃春雄的極力邀請，余

節珠於是答應接下這個任務。（註51）余節珠

非常重視軟網選手的生活教育，瞭解體能對於

選手的重要性，一方面給予嚴格的體能訓練，

一方面自掏腰包，購買藥膳親自料理為學生補

充營養，為了消除選手訓練後的肌肉疲勞，甚

至開車帶選手到關仔嶺泡溫泉，在余節珠的努

力下，從余節珠接手嘉義國中女子軟網隊2個

月後，嘉義國中女子軟網隊就贏得全國中華杯

軟式網球賽女子團體賽冠軍。（註52）

註46	 〈兩天激戰勁旅脫穎而出	 民生杯網賽今天決勝

負〉，《民生報》，1980.03.31，2版。

註47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全國壯年網球賽	 唐福順單打

冠軍〉，《民生報》，1982.07.26，2版；〈樂得

杯壯年網球賽	 唐福順、余節珠分獲四十五歲組冠

軍〉，《民生報》，1983.05.02，3版；〈樂得杯壯

年網賽閉幕	 林永源單雙打皆稱王〉，《民生報》

，1983.10.03，3版；〈協會杯壘球賽國女組	 五福

國中登后座〉，《民生報》，1984.02.26，7版；

〈樂得杯壯年網賽	 李秀40歲級封后〉，《民生

報》，1984.12.16，3版。研究者統計民生報報導發

現1982年至1984年余節珠在女子40-50歲組參賽五

次，五次均贏得個人賽單打冠軍。

註48	 〈星洲壯年網賽我獲三冠軍	 余節珠40歲組雙封

后〉，《民生報》，1984.12.04，3版。

註49	 〈六金一銅中華網隊 好罩〉，《聯合報》

，1989.08.08，版10；余節珠在女雙搭配許靜枝，

男雙搭配蔡久雄都獲得冠軍。

註50	 〈余節珠	 老薑！〉，《聯合報》，1987.10.12，7

版。

註51	 林翠雲，〈余節珠	 國手教練慈母心〉，《中央日

報》，2000.11.01，16版。

註52	 林春元，〈嘉義國中女網隊	 	有媽媽的愛〉，《中

國時報》，2000.10.24，20版。

圖10　1988年10月余節珠以46歲年紀參加民生杯網球賽

公開組。（資料引自《聯合報》198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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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余節珠帶領嘉義國中女子軟網

隊一戰成名。（資料引自《中

國時報》1990.10.10）

圖12　余節珠以慈母心帶領嘉

義國中女子軟網隊。

（資料引自《中國時

報》199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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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嘉義國中女子軟網隊選手，高中集

體升上嘉義高工就讀體育班，余節珠為了讓

這批選手在大學升學保送時，多一種運動競

賽成績，在她接手嘉義國中女子軟網隊後，

就同時指導這一批女選手打木球，在余節珠

指導下，這一批女子軟網選手，很快的就在

木球場上有了很好的表現，2002年9月余節

珠帶領這批選手，到中國瀋陽參加「亞洲城

市木球錦標賽」，獲得團體冠軍，余節珠贏

得個人賽冠軍，（註53）2003年10月余節珠

再度帶領這批選手參加在中國南京舉辦的

「2003南京國際木球公開賽」，獲得團體冠

軍，余節珠則贏得個人賽第四名。（註54） 

余節珠回憶接觸木球的過程：

由於接嘉義國中女網隊，我才接觸木

球，因此我也迷上木球。代表嘉義參

加比賽，由於在中油公司也有打高爾

夫，木球方式打法相似，也得了中正

杯個人冠軍、全民運動會在高雄搭配

李培榮得亞軍。（註55） 

余節珠對這批嘉義女子軟網子弟的無私

奉獻，嘉義市政府於2002年9月頒給她「優秀

教練獎」。（註56）

註53	 羅際鴻，〈臺灣好手	 彼岸放異彩	 竹科實中學生

江以進及嘉義國中老師余節珠分獲男、女冠軍	 團

體成績亦奪金〉，《中國時報》，2002.09.08，17

版。

註54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8年4

月22日下午2點。

註55	 余節珠，面訪，嘉義市世外陶園文藝咖啡，2020

年8月19日下午2點。

註56	 余節珠提供之嘉義市政府獎狀。

圖13　余節珠指導嘉義高工女子軟網

隊。（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14　嘉義市政府於2002年9月頒給余節珠「優秀教練獎」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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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余節珠接手嘉義國中女網隊，

到2004年這批選手順利保送大學，前後計5年

的時間，余節珠全心投入在照顧與訓練的工

作上，從臺北帶回嘉義的行李，一直都沒空

打開整理。（註57）只因為余節珠重承諾，

答應嘉義國中校長黃春雄的請求後，她義無

反顧的付出，盡心盡力做到最好，余節珠    

「軟網女俠」之稱當之無愧。

嘉義國中女子軟網隊這一批選手進大學

後，余節珠將重心放回家裡，為了陪年邁的

母親打球，2005年11月她與一群同好創立嘉

義市體育會地面高爾夫委員會，推舉市議員

吳上明為主任委員，自己則擔任幕後的總幹

事，包辦各項會務工作。在余節珠熱心的推動

之下，2006年4月22日在嘉義市軍輝橋下的親

水公園，舉辦嘉義市主委盃地面高爾夫球賽。

有來自全國的24支隊伍共計468名銀髮族選手

齊聚一堂，其中有36位選手的年齡超過80歲，

年紀最高的甚至已經90歲，（註58）余節珠的

母親余美子，也在余節珠的陪伴下，成了地

面高爾夫的愛好者。（註59）在余節珠的推

動下，嘉義市每年都會舉辦全國地面高爾夫

球賽，來自全國各地的地面高爾夫愛好者，

齊聚嘉義市參加比賽，已蔚成傳統，余節珠

也利用比賽的機會，指導各屆市長打地面高

爾夫，（註60）嘉義市地面高爾夫球能夠順

利推展多年，余節珠是最大功臣。

圖15　2002年亞洲城市木球錦標賽女子個人冠軍。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16　2003年南京國際木球錦標賽女子團體冠軍。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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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7	 余節珠，面訪，雲林縣古坑鄉咖啡大街，2019年

12月22日上午11點。

註58	 嘉義市政府，〈嘉義市體育會地面高爾夫球委

員會正式成立！歡迎民眾加入。〉，https://www.

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5&s=333099,	

2020.07.19檢索。

註59	 嘉義市政府，〈嘉義市95年市長盃全國地面高爾

夫球錦標賽〉，	 https://www.chiayi.gov.tw/News_

Content.aspx?n=455&s=335217,	2020.07.19檢索。

圖17　2005年11月，余節珠（左五）為了照顧年邁母親，創立地面高爾夫委員會，鼓勵母親與銀髮族

一同從事戶外運動。（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註60	 張朝福，〈諸羅山盃全國地面高爾夫球錦標賽	

300名選手齊聚嘉義開打〉，《臺灣好新聞報》

，2017.10.22，https://tw.news.yahoo.com/%E8%AB

%B8%E7%BE%85%E5%B1%B1%E7%9B%83%E5%

85%A8%E5%9C%8B%E5%9C%B0%E9%9D%A2%

E9%AB%98%E7%88%BE%E5%A4%AB%E7%90%

83%E9%8C%A6%E6%A8%99%E8%B3%BD-300%E-

5%90%8D%E9%81%B8%E6%89%8B%E9%BD%8A%

E8%81%9A%E5%98%89%E7%BE%A9%E9%96%8B

%E6%89%93-160400985.html	2020.07.19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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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日本出生的余節珠，在戒嚴時期為了

帶母親出國而下定決心練習軟式網球，希望

入選國手帶母親到日本探視數十年不見的親

人。她在嘉義軟網好手羅日照的指導下，短

短兩年就贏得全臺性的大佛杯軟式網球賽個

人（雙打）冠軍，並不斷的尋求軟網技術的

進步與突破，1967年起，入選第六、七、九

共計三屆亞洲杯軟網賽國家代表隊。另外，

因為她的加入，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隊，從

不曾得牌的隊伍，轉而成為奪牌熱門的球

隊。她代表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隊參加臺灣

省運動會、臺灣區運動會共計十七年間，獲

得9次冠軍、1次亞軍、3次季軍、1次殿軍，

這種成績在臺灣軟式網球競爭激烈的年代，

是空前的成績，1966-1970年余節珠與洪清芬

的搭檔是團體賽嘉義不變的第二點，1971-

1980年余節珠與巫昭美的組合，更是勝利的

保證。余節珠這個不敗的第二點，是嘉義縣

在臺灣省運動會與臺灣區運動會，創下佳蹟

的重要因素。

1975年起，她開始跨入網球戰場，她以

軟式網球的技術轉戰網球場，1977年帶領嘉

義縣贏得臺灣區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以及網

球雙料團體冠軍，這個成績不但空前，時到

今日（2020年），仍無一團隊可及。從1978

年開始，臺灣的網球運動迅速發展，大批軟

式網球好手轉戰網球場，余節珠帶領的中油

網球隊，是其中表現最佳的隊伍，中油與臺

電兩支球隊的對抗，是典型的軟式網球選手

跨足網球場，與網球好手爭霸的戲碼，余節

珠大戰李秀的精彩對決，成了臺灣網球發展

重要的一刻。1980年起民生杯網球賽，將臺

灣網球運動帶入新的時代，全臺瘋網球的年

代，余節珠帶領中油清一色的軟網好手，與

網球好手李秀帶領的臺電隊、網球老國手劉

玉蘭帶領的四維隊以及新生代的竹崎女網好

手相互對抗，豐富了1980年代的臺灣女子網

壇，余節珠不畏強敵奮戰到底的精神，軟網

女俠的形象漸建立在筆者心中。

余節珠從軟式網球發跡，進而轉戰網

球場，在1982年她滿40歲後，她多了壯年網

球的舞臺，樂得杯連續三年冠軍，讓她贏得

一座永久的樂得杯。在國際賽方面，余節珠

多次代表臺灣參加國際壯年組網球賽，其中

1984年12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壯年網球

賽，余節珠單打冠軍、雙打搭配許靜枝也獲

得冠軍，贏得雙冠王。1989年8月在丹麥舉行

的世界壯年運動會，余節珠在女單、女雙、

混雙三個種類都奪得冠軍，使她的運動成就

達到最高峰。

1999年余節珠退休後回到嘉義，在嘉義

國中校長黃春雄的極力邀請下，接下了女子

軟網教練一職，重承諾的余節珠全心投入嘉

義國中女子軟網隊的訓練工作，為了增加學

生體育績優保送的機會，她讓學生軟網跟木

球同步進行練習，自2000年余節珠接手嘉義

國中女網隊，到2004年這批選手順利保送大

學，前後計五年的時間，余節珠全心投入在

照顧與訓練的工作上，從臺北帶回嘉義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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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直都沒空打開整理。只因為余節珠重

承諾，答應嘉義國中校長黃春雄的請求後，

她義無反顧的付出，盡心盡力做到最好，余

節珠「軟網女俠」之稱當之無愧。

2005年卸下嘉義女子軟網教練的余節

珠，此時她已經63歲，為了鼓勵年邁的母親

運動，她創立了嘉義市體育會地面高爾夫委

員會，擔任總幹事一職，每年辦理全國地面

高爾夫球賽，來自全臺灣各地的銀髮好手齊

聚嘉義，成為臺灣地面高爾夫重要的賽會。

余節珠從初中接觸壘球運動，鍛鍊出

鋼鐵般的意志，以這股鋼鐵般意志，轉戰軟

式網球、網球戰場，每一場戰役她都全力以

赴，為嘉義縣寫下了傲人的女子軟式網球戰

績，也為1980年代的臺灣女子網球，留下了

軟網挑戰硬網的佳話，軟網女俠--余節珠為

臺灣女子軟式網球與網球運動，刻畫出一頁

精彩的史跡。

（本文特別感謝余節珠以及沈筱莉、許

靜枝、吳麗媖的協助接受訪談，研究者在與

時間賽跑的過程中，只有加速研究腳步方能

保存完整體育史料。）

圖18　余節珠正手拍擊球動作。（圖片來源：余節

珠提供）

圖20　余節珠、巫昭美1971年臺灣省運動會於

嘉義合影。（圖片來源：巫昭美提供）

圖19　余節珠反手拍擊球動作。（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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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余節珠1982年到1984年單打連續3年獲

得冠軍，大會特別頒給她一座紀念獎

杯。（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21　余節珠、巫昭美闊別30餘年再合影2020.01.10於嘉義

市。（圖片來源：胡文雄提供）

圖23　余節珠精通許多項運動1996年獲得永安盃高

爾夫賽季軍。（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24　1982年5月16日於日本關西搭配許靜枝參加日本壯

年組軟式網球賽獲得優勝，圖中頒獎者為池田政夫

先生。（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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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擔任2001年第三屆大阪東亞運動會軟式

網球教練。（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26　1996年余節珠日本橫野久美子獲得日本內閣總理

大臣杯準優勝獎。（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27　1984年12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壯

年網球賽，余節珠（左一）單打冠

軍、雙打搭配許靜枝（左二）也獲

得冠軍，贏得雙冠王。（圖片來

源：余節珠提供）

圖28　1989年8月在丹麥舉行的世

界壯年運動會，余節珠在網

球女單、女雙、混雙三個種

類都奪得冠軍。後排右一許

靜枝是她女子雙打的搭檔。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29　2002年亞洲城市木球錦標賽女子個人冠軍。

（資料引自2002.09.08《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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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2002年亞洲城市木球錦標賽女子個人冠軍。

（資料引自2002.11.12《自由時報》）

圖31　1991年余節珠搭許靜枝獲得MST杯壯年分齡賽45歲級雙打

冠軍。（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32　1981年參加全國壯年軟式網球賽獲

團冠軍左一江靜枝、左三依序為沈

碧珠、沈筱莉、余節珠、洪清芬。

（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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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余節珠2001年參加新加坡高爾夫賽，余節珠熱愛運動，除網球外，高爾夫也是高

手，2000年4月曾獲得棕櫚湖高球賽獲近洞獎。（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34　余節珠射箭的英姿。余節珠運動神經非常發

達，初、高中打壘球擔任捕手，高中畢業學習軟

式網球，進入中油服務後開始打硬網，也練習射

箭，1977年臺灣區運動會，她代表嘉義縣參加軟

式網球、網球、射箭三個種類，總計拿到兩金一

銅的成績。（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35　余節珠在運動表現有過人的成就外，平日也熱心公

益，退休回嘉義後加入嘉女獅子會，2011-2012年榮

任嘉女獅子會會長。（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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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2005年後余節珠在嘉義積極推動地面高爾夫，2014年全民運動會在嘉義舉行，地面高爾夫首次列入比賽

種類，嘉義市勇奪3面金牌。余節珠（右6）推動有成當居首功。（圖片來源：余節珠提供）

圖37　1942年出生的余節珠，因為心境始終保持樂觀，

並且積極推動公益，有著永保青春心情。（圖片

來源：余節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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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2 31 2月2日出生，余節珠出生於日本，父親余植溏是日本日大法律系畢業生，母親余美子是日本人。

1946 35 4
戰後父親從日本回臺灣探視余節珠之祖父，因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日本人遷回日本，余節珠母親被迫放棄日

本籍定居臺灣嘉義。

1947 36 5 入學就讀嘉義市立崇文國民學校。

1953 42 11 入學就讀嘉義縣立華南商業職業初等中學。

1956 45 14 入學就讀嘉義縣立華南商業職業學校第三屆高中部（女子第一屆）女學生15人（男生35人）。

1957 46 15 10月第12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壘球賽，獲得第2名。

1958 47 16 10月第13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壘球賽，獲得第3名。

1959 48 17 10月第14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壘球賽，獲得第3名。

1960 49 18 10月第15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壘球賽，獲得第3名。

1961 50 19
10月第16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壘球賽，贏得第2名。與臺北縣之戰，第9局獲得1分，嘉義

縣以1：0擊敗臺北縣。

1964 53 22
3月生大兒子。

10月第18屆臺灣省運動會，代表嘉義縣參加女子軟式網球獲團體第3名。

1965 54 23 10月生第二胎（女兒）。

1966 55 24

5月彰化大佛金像獎軟網錦標賽搭配洪清芬獲個人賽（雙打）第1名。

7月參加救國團主辦網球集訓隊，在實踐家專集訓2週集訓期間以集訓隊為名，參加石門水庫杯軟網賽獲團

體第1名。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0屆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得女子團體第1名。

1967 56 25

4月參加搭配洪清芬吳鳳杯軟網賽獲個人賽（雙打）第4名。

7月9日入選第6屆亞洲軟式網球賽國手，同時入選之選手有：1.林雪珠 吳錦雲 2.余節珠 洪清芬 3.張春貴 

林卉兒 黃秋芳。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第21屆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得女子團體第1名。

1968 57 26

1月金木杯搭配洪清芬獲得個人賽（雙打）獲第2名。

嘉義參加金木杯女子團體賽獲冠軍1.嘉義縣2.南投縣3.臺北市。

4月吳鳳杯搭配洪清芬獲得個人賽（雙打）第3名。

5月參加大佛金像獎軟式網球錦標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第2名。

6月壽山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第1名。

9月7日搭配巫昭美獲得連仲杯個人賽（雙打）第3名。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團體女子組第1名。

1969 58 27

1月金木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獲第1名。

4月入選第7屆亞洲杯軟式網球賽國手1.林雪珠、吳錦雲 2.張春貴、洪清芬 3.余節珠、巫昭美 4.黃秋芳、

穆美花。

8月連仲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第2名。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得女子團體第3名。

附錄

一、余節珠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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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59 28

1月金木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獲第3名。

8月五王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第1名。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得女子團體第1名。

1971 60 29

1月10日金木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獲得第1名。

1月金木杯女子團體賽 1.嘉義縣2.新竹縣3.南投。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獲得女子團體第1名。

1972 61 30 10月代表嘉義縣參加臺灣省運動會軟式網球賽，獲得女子團體第3名。

1973 62 31

4月吳鳳杯搭配巫昭美獲個人賽（雙打）第3名。

7月8日入選第九屆亞洲杯軟網賽國手 林雪珠、穆美花、彭淑美、吳盈幸、吳麗瑛、郭凌雲、余節珠、巫昭

美。

1974 63 32

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軟網第1名。

領隊：林滿榮  指導：陳壽  管理：陳美年

隊長：洪清芬

      余節珠  吳美娥  巫昭美  蔡壁黛  邱清文  洪美玉

1975 64 33

1月金木杯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獲第1名。

4月世界杯軟網賽南區預賽搭配巫昭美獲得第2名。

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軟網第1名。

余節珠本年度因優異的球技，被中油公司網羅，成為中油公司員工，並代表中油公司出賽。

1976 65 34

5月中華杯軟網賽搭配巫昭美獲得個人賽（雙打）第1名。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嘉義縣女子第1名。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女子網球嘉義縣女子第2名。隊長：余節珠，隊員林月春、蔡富美、詹金滿、巫昭美、沈

筱莉。

1977 66 35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團體第1名。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女子網球嘉義縣女子第1名。隊長：林月春，隊員余節珠、巫昭美、沈筱莉、林月春、蔡

芳惠。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女子射箭嘉義縣女子第3名。隊員：陳翠霞、鄭淑霞、余節珠。

1978 67 36

4月青年杯網球賽搭配沈筱莉獲得個人賽（雙打）第4名。

6月中油女子軟式網球隊，到韓國參加全韓女子軟式網球大賽，隊長余節珠、隊員沈筱莉、卓素貞、劉玉蘭

要黃美玲、蔡壁黛。

8月第三屆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余節珠擔任女子隊管理。

9月16日臺北市中正盃網球賽，中油獲得第1名。冠軍戰余節珠擔任第三點單打，鏖戰100分鐘擊敗臺電陳幸

娥，中油獲得冠軍。

9月24日臺北市中正盃軟式網球賽，余節珠搭配卓素貞獲得個人賽（雙打）冠軍。

10月22日公賣網球錦標賽中油獲團體冠軍。冠軍戰余節珠擔任單打，以6：1擊敗臺電李秀，中油二點全勝

獲得冠軍。

10月22日公賣網球錦標賽中油獲團體冠軍。冠軍戰余節珠擔任單打，以6：1擊敗臺電李秀，中油二點全勝

獲得冠軍。

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軟網第2名。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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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68 37

1月臺北市自強杯網球賽代表清一色由軟網國手組成的金龍美術燈隊，獲團體第3名。

4月臺北市青年杯網球賽代表由軟網國手組成的中油隊出賽。

6月參加韓國第五十七屆女子軟式網球錦標賽，隊長吳盈幸（前衛），隊員余節珠、林卉兒（前衛）、黃秀

嬰（後衛）、張懷文（後衛）、林雪珠（後衛）、洪清芬（前衛）、黃彭子（前衛）、張春貴（後衛）。

8月第一屆山葉杯草地網球賽，余節珠代表跑天下出賽，女雙搭配卓素貞出戰太平洋的女將何秋美、林春

如，以5：8輸球。

8月擔任第三屆世界軟式網球賽女子國家代表隊管理。

1980 69 38

1月中韓壯年軟網賽，余節珠搭配郭凌雲以4：2勝韓國張貞順、李靜江。

1月自強杯網球賽余節珠代表金龍美術燈隊，獲第3名。

3月民生杯工商網球賽 中油女子組冠軍。

隊員：余節珠、沈筱莉、卓素貞、嚴意美

      黃美玲、董女端

冠軍戰決勝點余節珠、卓素貞擊敗臺電李秀、林秀梅，中油贏得冠軍。

10月民生杯網球賽，雙敗淘汰賽制，勝部冠軍戰余節珠搭配卓素貞以8：4擊敗四維A溫秀專、劉玉蘭，獲得

勝部冠軍。四維A敗部復活，連勝中油2場，獲得冠軍。

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軟式網球團體第4名。

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網球冠軍，代表隊員余節珠、巫昭美、溫秀專、何秋美、謝麗娟。

1981 70 39

4月臺豐汽水杯全國網球排名賽獲女子組第6名。

6月河崎杯網球賽列會內賽種子球員。

8月第1屆全國婦女壯年軟式網球賽40歲組搭配許靜枝獲個人賽（雙打）第1名。

9月全國女子網球排名第6名。

1.何秋美 2.溫秀專、許美珠 4.賴淑貞 

5.謝麗娟 6.余節珠、謝美妃

10月臺灣區運動會嘉義縣女子網球冠軍。隊員：余節珠、巫昭美、溫秀專、何秋美、謝麗娟。

12月參加全國網球排名賽，列前八名種子球員。

1982 71 40
3月3日第2屆全國婦女壯年軟式網球40歲組搭配許靜枝獲個人賽（雙打）第1名。

7月25日樂得杯網球賽搭配許靜枝獲個人賽（雙打）第1名,，單打第1名。

1983 72 41

4月擔任第5屆世界杯軟網賽女子準國手集訓隊教練。

5月樂得杯春季壯年網球賽個人賽（單打）冠軍。

5月擔任領隊兼教練帶中華女子軟網精英隊，參加全韓女子軟網賽，並在韓國作短期集訓。

8月擔任第5屆世界軟網賽，中華隊助理教練。

10月樂得杯壯年網球賽搭配許靜枝獲個人賽（雙打）第2名。

10月樂得杯壯年網球賽女子50歲以下個人賽（單打）冠軍。

10月參加老人杯網球賽，搭配許靜枝獲得蓮組冠軍。

1984 73 42

2月樂得杯40歲組女單冠軍女雙冠軍（搭配許靜枝）。

3月全國婦女軟網球35~39歲組搭配許靜枝獲得冠軍。

8月全國壯年第14屆及婦女第4屆軟式網球賽，搭配許靜枝獲女丙組冠軍。

10月帶領中油隊參加民生杯網球賽。

12月16日樂得壯年網球冬季排名賽獲50歲級單打冠軍。

12月星洲壯年網球賽40歲組個人（單打）冠軍。

12月星洲壯年網球賽40歲組個人（雙打）搭配許靜枝冠軍。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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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74 43 8月入選世界壯年分齡運動會國手代表。

1986 75 44 3月自強杯網球賽50歲級單打冠軍。

1987 76 45

4月北市青年杯業餘高球賽女子組總桿第3名（71桿差點20桿）。

7月鄧祿普團體賽，余節珠領軍中油隊，獲得女子組冠軍。

9月婦女高球委員會年度大賽B組第5名（75桿差點20桿）。

1988 77 46 1月全國壯年網球雙打錦標賽 雙冠王：40歲組女單冠軍、女雙冠軍（搭配許靜枝）。

1989 78 47

8月世界壯年運動會3冠王。

女單冠軍、女雙冠軍（搭配許靜枝）

混雙冠軍（搭配蔡久雄）

1992 81 50 9月第37屆國慶杯業餘高爾夫球賽第一天賽程擊出93桿，位居第3名。

1993 82 51 3月全國壯年網球賽50歲組女單冠軍。

1995 84 53 9月入選城市杯網球賽國手。

2000 89 58

3月第30屆全國壯年、婦女、男女混合軟網賽女子丁組冠軍（搭配林雪珠）。

4月參加棕櫚湖高球賽獲近洞獎。

11月搭配林雪珠入選第14屆亞洲杯壯年軟網賽55歲組國手。

2001 90 59
5月東亞運動會擔任女子軟網國家教練獲女子組第3名。

6月率隊參加韓國大統領杯軟網賽，隊員簡安志、方同賢、蕭雅馨、張芳慈。

2002 91 60
8月參加院長杯壯年軟網賽。

9月2002年亞洲城市木球錦標賽，獲得女子個人賽冠軍。

2003 92 61
年初與嘉義國中三年級學生曾欣儀搭檔，到新加坡參加世界木球協會杯獲雙人組冠軍。

11月中正杯木球錦標賽搭配羅劉瑞蓮，獲女子雙打第3名。

2004 93 62
10月第16屆亞洲壯年軟式網球賽擔任女子隊監督。

11月獲得全國壯年軟網精英賽，搭配洪娟娟獲得女子56~60歲組雙打冠軍。

2005 94 63 11月創立嘉義市體育會地面高爾夫委員會，推舉縣議員吳上明為主任委員，余節珠擔任總幹事。

2006 95 64
4月在嘉義市軍輝橋下「親水公園」，舉辦嘉義市主委盃地面高爾夫賽，有來自全國24支隊伍，共計468名

銀髮族選手齊聚一堂。

2008 97 66 7月加入嘉女獅子會為社會服務。

2009 98 67 3月受嘉義市婦女會表揚「志工愛心婦女」。

2011 100 69 擔任嘉女獅子會會長。

2012 101 70 擔任嘉女獅子會會長。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資料來源：2011年2月9日、2月27日、3月23日臺北市訪談許靜枝，2018年4月20日、2019年12月22日、2020年8月19日嘉義市訪談余節
珠。

筆者陳建森與胡文雄整理《民生報》、《民聲日報》、《聯合報》、《石油通訊》、《大佛杯金像獎軟式網球賽屆成績紀錄表》、   

《金木、天爵、明臺杯軟式網球錦標賽歷屆成績紀錄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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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4-1981年「臺灣省、臺灣區運動會女子軟式網球賽」成績一覽表

年度 比賽名稱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地點

1964年 第19屆臺灣省運動會 苗栗縣 屏東縣 嘉義縣 臺北市 臺中市

1965年 第20屆臺灣省運動會 苗栗縣 臺中市 屏東縣 桃園縣 臺中市

1966年 第21屆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臺南市 彰化縣 高雄市 屏東縣

1967年 第22屆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南投縣 臺東縣 臺中市 臺中市

1968年 第23屆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南投縣 高雄市 新竹縣 高雄市

1969年 第24屆臺灣省運動會 新竹縣 南投縣 嘉義縣 臺南市 新竹縣

1970年 第25屆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臺南市 南投縣 新竹縣 臺南市

1971年 第26屆臺灣省運動會 嘉義縣 臺南市 南投縣 新竹縣 嘉義縣

1972年 第27屆臺灣省運動會 臺南市 新竹縣 嘉義縣  南投縣 臺南縣

1973年 第28屆臺灣省運動會 臺南市 臺中市 花蓮縣 新竹縣 桃園縣

1974年 63年臺灣區運動會 嘉義縣 花蓮縣 臺中市 北市西區 高雄市

1975年 64年臺灣區運動會 嘉義縣 臺中市 北市西區 花蓮縣 臺北市

1976年 65年臺灣區運動會 嘉義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臺中市

1977年 66年臺灣區運動會 嘉義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花蓮縣 新竹縣

1978年 67年臺灣區運動會 新竹縣 嘉義縣 北市東區 苗栗縣 臺南市

1979年 68年臺灣區運動會 雲林縣 臺中市 新竹縣 北市東區 臺北市

1980年 69年臺灣區運動會 雲林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嘉義縣 嘉義縣

1981年 70年臺灣區運動會 嘉義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桃園縣

資料來源：係筆者根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臺灣省教育發展史料彙編，體育教育篇（下》頁950-951整理而成。（1981年余節珠並未

代表嘉義縣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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