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林匹克運動
期末報告

期刊寫作

指導老師：許立宏
學

生：林永盛

台灣棒球參與奧林匹克正式項目
回顧與探討
摘要
近來我國參與奧林克運動會的選手越來越多，根據 2007 年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人文社會處支助推動的第五期第三次「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結果顯示，
棒球、壘球(42%)為臺灣人民最常看的電視體育節目或運動比賽，遠遠高於第二
名的籃球(9%)（臺灣社會變遷調查，2009）。而棒球可以說是最受國人喜愛的運
動項目，1904 年美國聖路易奧運會中，可以說是棒球第一次出現在奧運上，但
這次比賽是不被承認的，1912 年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中，棒球開始有正式紀
錄不過是用表演賽名義進行，1992 年巴塞隆納奧運會將棒球列為正式項目之
ㄧ，2005 年國際奧會開會後正式宣佈：「棒球、壘球將不會列入 2012 年第三十
屆英國倫敦奧運會的比賽項目，而 2009 年 8 月 14 日國際奧會經秘密投票後仍確
定 2016 年奧運將不列入棒壘球項目。
關鍵詞：臺灣、奧林匹克

Abstract
Recently, Chinese's participation in Olympic Games athletes more and more,
according to 2007 by Executive Yu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partment, suppor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fifth third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results show, baseball, softball (42%) were most Taiwan people watch sports
on television or sports games, basketball is far higher than the second (9%)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09). The baseball people say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the
1904 St. Louis Olympic Games, 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first time in Olympic baseball,
but the competition was not recognized in the 1912 Olympic Games in Stockholm,
Sweden, baseball began to been formally recorded, but the name is to use exhibition
conducted in 1992 Barcelona Olympic Games will be listed as an official project of
the baseball in 2005,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ficially
announced: "baseball, softball wi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2012 Thirtieth London
Olympic event, while the August 14, 2009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fter a secret ballot to determine the 2016 Olympic Games Baseball and Softball wi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台灣棒球參與奧林匹克介紹與過程
1992 年第二十五屆巴塞隆納奧運會
棒球項目於 1992/07/26 ~ 1992/08/05 在西班牙巴塞隆納 L'Hospitalet(主場地)
及 Viladecans(副場地)兩座棒球場舉行，這是棒球項目首度成為奧運正式比賽
項目，共有八個國家的棒球代表隊參賽，賽制由前兩屆示範賽的分組制，改為預
賽單循環賽制，預賽前四強則晉級交叉決賽爭奪獎牌。
參賽選手名單(投手 6 位、捕手 3 位、內野手 7 位、外野手 4 位)
總教練：李來發。
教練團：高英傑、林華韋、楊賢銘。
投 手：林朝煌、羅振榮、蔡明宏、黃文博、 鍾宇政、郭李建夫。
捕 手：白昆弘、張正憲、陳執信。
內野手：王光熙、黃忠義、張耀騰、羅國璋、吳思賢、林琨瀚、古國謙（古勝吉）
。
外野手：江泰權、廖敏雄、張文宗、陳威成。
備 註：投手黃裕登原名列國手名單但最後教練團決定由內野手林琨瀚遞補黃裕
登空缺。
介紹:
這次的比賽，最終我國獲得銀牌。這也是我國至今在奧運會棒球項目上最好的成
績。當年中華隊有 20 位選手參加比賽。而這些選手都是集中訓練的，所以這些
選手的默契都是相當好的，在亞錦賽表現欠佳的沈俊忠、曾貴章與舊傷未癒的卓
琨原還有最後被割愛的黃裕登，由廖敏雄、陳威成、古國謙、林琨翰四人遞補。
在打擊方面，廖敏雄可以說是遞補選手中最大的奇兵，因為這幾場比賽中廖敏雄
被安排在後段棒次，但卻繳出與中心打線相同的亮眼成績，也多次用全壘打證明
自己被遞補上來的實力。而投手群中，郭李建夫可以說是這次比賽的最大功臣，
在預賽與決賽面對日本隊時，都是由郭李建夫主投，而這兩場重要的比賽也都獲
得勝利，也因為如此，在這次奧運會結束之後，郭李建夫以簽約金 8000 萬、年
薪 1200 萬日圓加盟日本職棒阪神虎隊，可以説是這次賽會的最大贏家。

2004 年第二十八屆雅典奧運會
棒球項目於 2004/08/15 ~ 2004/08/25 在希臘雅典 Helliniko Olympic Complex
其內的 Olympic Baseball Center 舉行，賽制仍延續已往，預賽採單循環賽制，
預賽前四強則晉級交叉決賽爭奪獎牌。
參賽選手名單(投手 11 位、捕手 2 位、內野手 7 位、外野手 4 位)
總教練：徐生明。
教練團：林易增、楊賢銘、李來發、酒井光次郎。
投 手：曹錦輝、王建民、黃俊中、張誌家、陳偉殷、潘威倫、陽建福、林英傑、
杜章偉、耿伯軒、林恩宇。

捕 手：葉君璋、高志綱。
內野手：蔡豐安、謝佳賢、黃忠義、張泰山、鄭兆行、鄭昌明、陳鏞基。
外野手：陳金鋒、陳致遠、彭政閔、林威助。
備
註:林岳平、莊宏亮(莊侑霖)兩人於出發赴義大利集訓前原列入奧運國手名
單，但在義大利集訓熱身賽結束後遭到割愛，由熱身賽中表現突出的林
恩宇、黃俊中入替。
介紹:
在 2003 年第二十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在日本札幌舉行，相信熱愛棒球的國人，
絕對不會忘記，與韓國隊爭取名額的那場比賽，從弱落後到最平比數，打到延長
賽時，高志綱又用安打跟韓國隊說再見，也確定中華隊取得雅典奧會會的參賽資
格，這段畫面也常被電視台播放。
取得資格要前往雅典的前夕，選手名單也在此時多了個變化，就是將林恩宇、黃
俊中遞換林岳平與莊宏亮，這也是教練團最後的決定，整個中華隊堪稱是最史上
最夢幻的，因為陣中有許多旅美與旅日的選手，也包含當今國人最熟悉的棒球選
手王建民，當時陣中有三位選手正在美國大聯盟的三 A 打拼，分別是曹錦輝、王
建民、陳金鋒，在雅典奧運會的比賽中最後我國是以第五名收場，這樣的成績不
如預期所以在賽事結束後，也遭受國人的批評。

2008 年第 29 屆北京奧運會
於 8 月 8 日當晚 8 時 8 分 8 秒進行開幕儀式，而北京奧運棒球項目比賽於 8 月
13 日~23 日在北京五棵松棒球場舉行，賽制仍延續已往，預賽採單循環賽制，預
賽前四強則晉級交叉決賽爭奪獎牌。
參賽選手名單(投手 10 位、捕手 3 位、內野手 6 位、外野手 5 位)
總教練：洪一中。
教練團：謝長亨、呂明賜、龔榮堂。
投 手：陽建福、潘威倫、倪福德、許文雄、陳偉殷、羅嘉仁、鄭凱文、
李振昌、張誌家、曹錦輝。
捕 手：葉君璋、高志綱、陳峰民。
內野手：彭政閔、張泰山、林智勝、石志偉、蔣智賢、郭嚴文。
外野手：潘武雄、張建銘、陳金鋒、羅國輝、林哲瑄。
※註 1：張泰山因藥檢未過，退出選手資格，本屆將以 23 人參賽。
介紹:
這次奧運舉辦國在亞洲，所以大陸等於是棒球項目的保障名額，剩下的亞洲國
家，必須在亞洲錦標賽拿到第一或是在奧運棒球最終資格排名賽拿到前三名才可
以取的奧運資格，亞洲錦標賽中由日本勝出，而中華隊也不負眾人所望的在奧運
棒球最終資格排名賽中獲得第三名取的北京奧運的資格。
在資格賽中礙於身體有傷選擇不參加的台灣巨砲陳金鋒，卻是讓中華小將增加鬥
志的其中一個因子，旅美選手羅國輝說:『要帶陳金鋒前輩，去參加北京奧運』，

或許是這個信念，中華隊在排名賽中用精彩的表現來回應到場加油的觀眾，因為
中華隊確定帶著陳金鋒去北京了。
在北京奧運會中，張泰山因為藥檢沒通過，導致中華隊 24 人名單中少了他，最
後只能用 23 人參加本次賽會，所有的比賽中，以對中國大陸一戰最為重要，因
為中華隊輸了，也因為輸了這場比賽，導致國人對這次中華隊參加北京奧運有許
多抱怨。

教練、選手之結果論
每當各種賽會結束之後，都會有許多批判者指出賽會期間的缺失問題，也期待下
次賽會能有嶄新的一面，所有批判者都有個特性，那就是賽會前的談論很保守，
賽會後的談論一極棒，畢竟結果都已經出爐了，所以個個都可以說是行家，而我
對這些批判者稱結果論專家，結果論有許多類型，但它有個核心主張，林火旺
(1992)指出所有類型的結果論之核心主張皆指向『善之最大化』或『惡之最小化』
原則，而真正的專家所提出的建議與鼓勵，都是用正面的態度去看待。我們就用
結果論的核心來探討這三次相同處與異同處。
參與這三次奧運會的選手，有超過 50%的人，現在正任職棒球教練，從少棒至大
專院校都有，有些甚至曾當任過職棒的教練，有些甚至是現役的棒球選手。
教練:
教練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而這份工作是許多選手退休後最常見的職位，教練是
把自己所學的教育給學生，讓學生吸收之後，在他們人生旅途中展現出來，而經
歷會影響思想，外人看教練的工作看似容易，但內容卻是分工詳細，對球員來說
影響更是既深且遠。所以擁有奧運比賽經歷的人，會有別於一般選手的見解，畢
竟在短時間內要打出好成績，且強度不比職業的弱，所以戰術的靈活度是需要大
費周章做紀錄。
這三屆奧運參賽選手，經歷教練的人有:李來發、高英傑、林華韋、楊賢銘、林
朝煌、蔡明宏、鍾宇政、郭李建夫、張正憲、陳執信、黃忠義、張耀騰、羅國璋、
吳思賢、林琨瀚、江泰權、廖敏雄、張文宗、陳威成、蔡豐安。
選手:
從這三次奧運選手名單中，我們可以發現近幾年來在旅日、旅美打拼的選手，都
有出現在這三次的奧運當中，換另一個角度來講，有參與過奧運的選手可以說是
一種實力的肯定，甚至可以說在奧運表現好，有機會開啟職業的另一扇大門。

回顧奧運來檢討台灣棒球
一、 賭博、簽賭等偏差行為的產生
近幾年來，當職業棒球越炒越熱時，有些人士鑑於職棒的人氣旺盛，簽賭的組
織於是越來越大，有時輸贏動輒上億。黑道份子為左右戰局，更脅迫球員「放水」
以達成贏「大錢」的目的，結果球員被挾持被利誘，以及球團、聯盟介入賭博之
間傳聞不斷 （曾文誠、盂峻瑋，2004） 。運動消息報導對於賭博等偏差行為的

過多著墨，讓這些運動事實愈是暴露在球迷面前，愈會造成他們對於運動的幻
滅，也愈會讓他們無法在運動的天地中，找個舒適的角落或象徵性的避風港。
（王
宗吉，2000）且賭博及賄賂的問題過多，會導致喜愛該運動的運動迷大量流失，
同時也可能流失掉來自大眾傳播的採訪與財務投資。對於這些類似的偏差行為，
選手們應該要發揮自制力，且球團、球隊應該對球員應有所保護及規範，對於球
員的行為也應該注意及關懷，加強球員的運動道德倫理觀念，或是在管理上應該
加強的照顧，集中住宿訓練及管理等，政府也應該對球場安全的管理做加強，保
護球場內、外球迷與球員的安全。
二、 教練對新生代球員的不熟悉
教練對於新生代球員的不了解，可能會在比賽中導致新血無法注入，都是一些
資深球員，或是些常見到的明星，這樣不僅會導致觀眾的觀賞意願降低，且在比
賽中教練對新生代的球員若並沒有很深入的了解，會造成比賽中的分工不均，導
致比賽失敗。此外，在大賽中若無法適時的給新人們出場機會，以觀眾來說，可
能會導致無法開啟新的觀眾群，同時教練對於新生代球員的不了解，也會造成比
賽的精采度無法延續。所以教練在訓練選手時，必須專注的了解每個選手的實
力，且要時時觀察各選手的缺點及優點，使他們分工更為細膩，對新生代球員也
必須要有重點的栽培，使他們更加茁壯、成長，讓新生代選手也能有嶄露頭角的
機會。
三、 經濟的不景氣
在現代忙碌的社會裡，運動的休閒與發展必須先以國家經濟的發展為基礎；以
據形成運動的要件，有以下幾個條件必須成立，且缺一不可 : 溫飽無虞的安定
生活、擁有充分的閒暇時間、操控身體的運動的能力、存有一顆純本的玩心、一
套認同的遊戲規則（徐元民，2003）。這也充分的解釋，運動與休閒的發展必須
要以經濟來作為基礎，如果沒有了經濟的基礎，運動與休閒便難以推廣及發展。
四、 政府的政策及制度面
國內棒球運動所面臨到的問題，一半在於政府的制度面上。由於，國內的運動
發展在基礎階段，並沒有一套很完善的培訓制度，也沒辦法一套很好的獎勵措施
來保障及照顧到所有的球員跟教練。再加上國內運動體制受到升學制度的影響，
使一些基礎的優秀棒球員沒辦法跟外國的選手一樣專心培訓，這也代表一個國家
有沒有正視到一些運動層面的問題。這也是我國內在體育的相關法規及配套措
施，需要改進的地方，因為環境的問題它會去影響到整個運動的生態；正如國家
要有一群好的運動員，是需要國家去營造出一個好的運動環境，所以政府在政策
及制度面上，必須做有效的檢討與改進。
五、 宣傳與經營的方式
由於，國內整體棒球的經營宣傳的方式，並沒有像國外以整體球隊的模式來經
營，且以整間公司來做經營宣傳，球隊的管理呈現高度的商業化經營。另外，國
內球隊在宣傳的方式也並沒有那麼的強烈，進而導致沒有許多的觀眾來欣賞及重
視球賽的內容及轉播。其實在改善的方式上有很多，像是可以藉由各種媒體的報

導及傳播，例如 : 多配合網路和手機等相關媒體直接轉播。可以多透過媒體的
報導與傳播，藉由各項媒體轉播精采的賽事，來提升觀眾觀賞球賽的興趣。在經
營方面，也可以配合球團的整個場館來經營，例如:每個球隊有所屬地區及球場，
製造各地方觀眾對球隊的認同感，來吸引不同的觀眾及球迷來欣賞比賽，販賣球
隊的周邊商品，及整個球館的經營與應用。在行銷的策略上，必須要有創造性，
例如可結合明星與棒球的活動，像是 :某場比賽邀請明星與球迷近距離一起觀賞
球賽，吸引更多不同的觀眾；或是，仿效國外的經營售票模式，對戰組合較差的
場次配合對戰組合較受歡迎的場次來販賣，來吸引觀眾觀賞比賽及增加球團的營
運收入。

結論
棒球運動為我國最具世界水準的運動項目之一，在國內棒壇現今所面臨到的問
題，希望在未來，能藉由政府的支持與有效的配套措施，來提升國內棒球運動的
發展，進而使棒球運動在國內、外更加發光發熱。此外，自從棒球運動被國人定
位為「國球」以來，它已經漸漸的凝聚整個臺灣人的心，而它在社會上交錯著許
多複雜的問題，需要我們大家一同關心及重視。以棒球運動到至今職棒19 年，
中間與社會所面臨到的一些問題可說是錯綜複雜，像是:簽賭案、賭博、打假球
等偏差行為，使得棒球運動一度走入谷底，球迷的出走，及政府的政策及支持與
否，這些都是棒球運動現今所需要克服的難題，直到現在棒球進軍北京奧運，讓
臺灣的棒球可以說是重心的燃起，希望在日後沒有奧運的加持下臺灣棒球運動，
能繼續發揚「臺灣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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