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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榮耀－台灣少棒進軍威廉波特
廖清海 林志哲
高苑科技大學

摘要
美國威廉波特素有世界少棒「聖地」的封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也與威廉
波特無法分割。台灣在威廉波特有過輝煌的歷史，是所有參賽隊伍中獲得最多冠
軍的國家，雖然一度退出世界少棒大賽，但 2007 年台中力行少棒隊再度用棒子踏
上威廉波特，展開另一階段的棒球之旅。本文試圖以歷史的角度來分析台灣參加
威廉波特世界少棒大賽的經過及其帶來的意義。
關鍵詞：台灣、棒球、威廉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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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威廉波特 (Williamsport) 位於美國賓州 (Pennsylvania) 中北部的城市，是世界
少年棒球的發源地。自從 1939 年由 Carl Stotz 於此地創立了世界少棒聯盟後，威
廉波特便成為世界少棒聯盟 (Little League Baseball) 的所在地與代名詞，並於每年
八月有來自於世界各地的少棒好手，在此參加「世界少棒聯盟錦標賽」
。首屆在 1947
年開打，由於歷屆都在美國「少棒之城」威廉波特舉行，國人也都習慣稱為「威
廉波特少棒賽」（台灣棒球維基館，2007a）。
1938 年暑假期間，住在威廉波特的 Carl E. Stotz 結合鄰居一群小孩，設計出專
屬於他們自己的棒球規則和場地，於是開啟了全世界知名的威廉波特世界棒球
賽。隔年，1939 年 Carl Stotz 正式成立少棒聯盟 (Little League Baseball)，並且找
了社區熱心的居民成立三支球隊，分別由 Lycoming 牛奶店、Lundy 木材行及 Jumbo
脆餅店所贊助成立，在 Bowman 棒球場展開第一年球季。1943 年開始在外野增加
全壘打籬笆，在此之前是沒有設全壘打牆的 (Little league, 2007)。
1947 年首度開放賓州以外聯盟的少棒隊參賽，也因此將比賽提升為世界性
(World Series) 的比賽；1958 年來自墨西哥的 Monterrey 隊是第一支贏得威廉波特
少棒賽冠軍的非美國本土隊伍，而最早獲得冠軍的亞洲隊伍是日本的西東京隊
(West, Toyko)，時間在 1967 年；1960 年第一支來自歐洲德國柏林的少棒隊伍加入比
賽，而美國的有線電視 ABC 首度對比賽做現場立即轉播；1969 年台灣首度參賽即
拿到冠軍，並在往後總共拿到所有參賽國家最多的 17 次冠軍；1974 年少棒聯盟修
改規則，允許女生參加比賽，因此而有軟式棒球的創立 (Little league, 2007)。
1975 年部份地區國家過份強調比賽冠軍的重要性，違反少棒聯盟推廣棒球的
意義，因此限制他們參賽資格，台灣就是其中之一的國家。2001 年少棒聯盟將世
界大賽 (World Series) 隊伍由 8 隊增加至 16 隊，並且區分為美國組和國際組，由
兩組的冠軍爭奪最後的世界冠軍，而在國際組中日本、墨西哥及加拿大不須經過
資格賽已各取得一個名額，目前全世界總共有 78 個國家或地區為世界少棒聯盟的
會員 (Little league, 2007)。
台灣自 1969 年首次參加比賽就獲得冠軍，總計歷年來在威廉波特共獲得過十
七次冠軍的榮銜，不過由於台灣少棒組隊過程未能遵守聯盟規章，因此，1994 年
台灣雖獲遠東區冠軍，但被取消參賽的資格，並於 1997 年宣布退出世界少棒聯盟
所主辦的所有比賽，直到 2003 年再次重返世界少棒聯盟的大家庭，參加少棒部分
的比賽（青少棒與青棒部份迄今仍未重返）
（註 1）
（台灣棒球維基館，2007b）
。2007
年台中力行少棒隊再次取得遠東區代表權進軍威廉波特，雖然在國際組的半決賽
輸給日本隊，不過台灣已做好再次重返榮耀的準備，在可見的未來，必定可以再
次奪得世界少棒冠軍。

貳、台灣參加威廉波特少棒賽源由
一、紅葉開啟台灣少棒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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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年以前，台灣棒球界很少參加國際所舉辦的各項比賽，就是連威廉波特
少棒賽也是不甚了解。雖然早在紅葉竄起之前，台灣早就已經有嘉義農林揚威東
瀛，勇奪日本夏季甲子園（日本高等學校棒球聯賽）亞軍，不過大多數的人均認
為，紅葉才是台灣現代棒球的「根」
（幻象兩千，2007）
。提到「威廉波特少棒賽」，
就不得不提台灣紅葉少棒隊與日本少棒隊的比賽，為台灣的棒球界帶來了革命性
的轉變。1968 年 3 月 2 日紅葉少棒隊獲得全國秋茂杯少棒賽冠軍，同年 5 月 20 日，
紅葉少棒隊再獲得第二十屆全國棒球賽冠軍。1968 年威廉波特世界少棒賽，由日
本關西大版和歌山縣調布少棒隊 (Wakayama, Osaka ) 獲得冠軍，於是台灣便邀請
日本少棒隊來台訪問比賽，同年 8 月 25 日，台灣便派出當年冠軍隊，台東縣延平
鄉紅葉村紅葉國小原住民小朋友所組成的紅葉少棒隊率先把關，結果令人跌破眼
鏡，紅葉少棒隊竟連續以 7:0 與 5:1 大勝，於是掀起了台灣參加威廉波特少棒賽的
熱潮（註 2）。

二、全力進軍威廉波特
由於當年來訪的日本少棒隊來台之前，曾在日本擊敗 1968 年獲得威廉波特少
棒賽冠軍棒隊的和歌山縣調布少棒隊，因此紅葉少棒隊的空前勝利，激發起全國
民眾對少棒運動的信心，台灣也因此開始進軍國際少棒比賽。然而，紅葉少棒隊
大勝日本少棒隊的背後，也浮現了不少問題。除了紅葉的冒名風波造成早期台灣
球員的戶政資料在國際間備受質疑之外，也讓台灣少棒界驚覺到硬式棒球才是國
際賽的主流（紅葉與日本少棒隊的友誼賽當時使用的是軟式棒球，因而遭到日本
的抗議）
，在此之前，台灣的少棒界從未接觸過硬式棒球，要參加「威廉波特少棒
賽」
，就必須學會使用硬式棒球才行；為了因應這個劃時代的改變，台灣也從 1969
年的全國少棒選拔賽開始，首度採用硬式棒球，做為選拔遠東區少棒賽國手的標
準。
1969 年 8 月，台中市金龍少棒隊代表台灣獲得遠東區代表權，首度遠征威廉
波特，順利榮獲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也因而開啟了我國少棒運動的輝煌歷史。
此後，台灣當局便全力推展少棒運動進軍國際，每次參賽都是以奪得冠軍為終極
目標，至 1996 年為止總共獲得 17 次世界冠軍。

三、從冠軍隊到退出比賽
然而由於台灣少棒隊連年奪冠（表一），主辦單位開始正視參賽隊伍的組隊
方式，並一度於 1975 年拒絕所有外國球隊參賽；之後又因為台灣少棒隊屢屢以各
隊菁英、學校掛名或刻意轉學的方式組隊參賽，即便是學生人數超過 1500 人的
學校也沒分成兩隊參加選拔賽，與世界少棒聯盟的規定不符合，台灣的作法顯然
與少棒聯盟的規定存在著差異，導致台灣自 1997 年起宣布退出世界少棒聯盟，直
到 2003 年才再次重返世界少棒聯盟。
威廉波特少棒賽在比賽性質上而言，是屬於國際間大型的少棒夏令營活動。
世界少棒聯盟在組織章程上明白的寫著：「推展少棒運動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於
協助孩子們鍛鍊身心，培養互助合作、勇氣與忠誠的精神，使其成為一位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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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而不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員。」要讓孩子們快樂的玩棒球、喜歡棒球，才是
少棒運動的真諦。但台灣少棒隊總是在軍事化訓練與國人殷殷期盼下遭到參賽各
隊的側目，球隊的勝敗甚至影響到全台灣的軍民士氣，有外國媒體也因而批評台
灣少棒隊像是在「打奧運」。
表一 台灣歷年參加威廉波特少棒錦標賽情形
年份

屆數

台灣代表隊

名次

代表人物

1969

23

台中巿金龍（全國明星）

1

郭源治

1970

24

嘉義市七虎（全國明星）

5

林華韋

1971

25

台南市巨人（全國明星）

1

涂忠男、李居明、葉志仙、徐生明

1972

26

台北市（台北明星）

1

李杜宏

1973

27

台南市巨人（全國明星）

1

鄭百勝

1974

28

高雄市河濱國小（立德）

1

張見發

1975

29

高雄市鼓山

1976

30

花蓮縣鑄強國小（榮工） 未獲得遠東區代表權 陳金茂、陳義信、黃世閔、孫昭立

1977

31

高雄市河濱國小（立德）

1

呂明賜、康正男

1978

32

屏東縣內埔國小（屏光）

1

徐整當

1979

33

嘉義縣朴子

1

張正憲、蔡明宏、陳昭安

1980

34

台北縣板橋國小（榮工）

1

張天麟、王光熙

1981

35

台中市太平

1

李以寶

1982

36

嘉義縣朴子

2

卓琨原、張協進、涂鵬斐

1983

37

高雄市明德

未獲得遠東區代表權 褚志遠、韓振興

1984

38

屏東縣復興

未獲得遠東區代表權 李聰富

1985

39

台中市太平

未獲得遠東區代表權 賴有亮、張家豪 林岳亮

1986

40

台南市公園

1

吳俊良

1987

41

台北縣榮工

1

石金受

1988

42

台中市太平

1

蔡豐安、馮勝賢、陳瑞振

1989

43

高雄市中正（港都）

2

許閔嵐、許銘傑、葉成龍、黃欽智

1990

44

台南縣善化

1

1991

45

台中巿大仁

1

1992

46

台中市力行

1993

47

台中市太平

未參賽

莊宏亮、盧銘銓、陳家偉

1994

48

台南市立人

預賽時遭到淘汰

施翔凱、吳修帆、林建男

1995

49

台南縣善化

1

林智翔、鄭嘉明、黃仕豪、蘇哲毅

1996

50

高雄市復興

1

鄭錡鴻、武昭關、蔣智聰

未參賽（被取消資格）呂文生

陳金鋒、宋肇基、陳健偉、鄭昌明、
楊松弦、曾漢州
林威助、施金典、鄧蒔陽

未獲得遠東區代表權 紀俊麟、曾恆彰

1997-2002 51-56 台灣宣布退出世界少棒聯盟
2003

57

台北市東園

未獲得亞太區代表權

2004

58

高雄縣壽天

國際組第三名

2005

59

台中市力行

未獲得亞太區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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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台東豐年

2007

61

台中市力行

Conference Journal

未獲得亞太區代表權
國際組準決賽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灣棒球維基館（2007a）（註 3）

參、參加威廉波特棒球賽對台灣的意義
對生長在台灣三十歲以上的民眾而言，「威廉波特」不單僅是美國賓州一的
個地名而已，它對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更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1960 年代末至 1980
年代時期，為了看中華少棒隊出賽，幾乎是人人守到半夜，觀看黑白電視或聽廣
播轉播世界少棒賽，那些日子迄今對許多人而言仍舊是永遠無法抹滅的美好回
憶。而在中華小將奪冠的那一刻，會立刻收到總統拍發的賀電，返國後再獲得接
見，隨後全隊先在台北遊行慶祝，回到老家再風光一次，「萬人空巷」的盛況比
現在的「建仔熱」，猶有過之，當年中華少棒隊參加威廉波特棒球賽對台灣有其
特殊的意義（李弘斌，2007）。

一、提振台灣民心士氣
在 1970 年代，台灣為何要積極參加威廉波特少棒賽？和當時所處的國際社會
環境有極大的關係，因為威廉波特是當時台灣唯一能在國際揚眉吐氣的舞台。1971
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由於無法接受聯合國「雙重代表」的方案，即「兩個中國」
案－認定中國有兩個政治實體，各有主權及領土，聯合國視為兩個國家，而使
其均為會員，因而退出聯合國。到了 1978 年底美國更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同
時宣布將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建立外交關係，雖然當時美國總統卡特保證美國與
我國的實質關係將不停止，兩國人民間的交往不致有任何影響，不過中美斷交
已對台灣民眾的信心造成極大的動搖。當時的台灣在國際上宛如孤兒，台灣社
會頓時陷入一片混亂，1970 年代可以說是台灣現代史上惶恐不安的時期，因此當
時的國民黨政府極須尋找能夠提振民心士氣的方法，在那個國家民族族主義至上
的年代，台灣少棒運動掀起威廉波特的狂熱，對民心士氣形成最大的激勵作用（曾
文誠、孟峻瑋，2004）。

二、推廣棒球運動變成扼殺棒球運動
美國少棒隊伍的組成方式和台灣有極大的不同，他們是由當地的家長結合社
區的資源，並尋求來自社會各界的援助組成聯盟隊伍，也就是以社區為單位組成
的少棒隊伍，再由各聯盟間的隊伍來進行交流比賽，藉以推廣棒球運動，達到普
及化的目的。世界少棒聯盟舉辦世界少棒比賽的目的也是希望世界各國的小朋友
能夠開開心心的參與棒球運動，達到世界交流的目的，因此常稱威廉波特世界少
棒比賽是全世界最大的棒球夏令營。而台灣少棒隊一直以來都是以學校為單位來
組成，更早在 1973 年以前出國比賽的代表隊更是集全國精英的選手，但是依據少
棒聯盟規定是不能以國家明星隊的型態組隊，所以照當年中華少棒隊的組成方式
事實上是違反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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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與美國文化上的差異，國內棒球界與媒體一般的反應都認為是「美
國人輸不起」才會反對台灣參加比賽，但是美國人的立場卻又是認為台灣是在扼
殺棒球運動的發展，無助於全面推廣棒球運動，造成台灣少棒一度退出威廉波特
少棒殿堂。美國人認為威廉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充其量來說也不過就只是全世界
喜愛棒球小男孩的一個大型夏令營罷了，但是台灣當局卻是以嚴肅對待輕鬆，以
訓練對待玩樂，代表隊的小朋友背負了全國軍民的期望經歷著單調無趣的訓練，
我們的孩子們是否真的有享受到棒球的樂趣呢？值得令人深思 (kkman，2007)。

三、對台灣棒球發展影響深遠
台灣棒球運動相對於其他運動而言在發展上是較早的，早在日本殖民地時代
就有相當多的學校棒球隊成立，因為棒球在日本人的心中是屬於國球的地位。也
因此台灣還遠赴日本參加日本的甲子園全國棒球大賽，不過因為是殖民地的關
係，所以在殖民地時期未曾以國家名義組隊參加世界性的比賽。國民黨政府自 1949
年遷台到 1960 年代退出聯合國這段時間，對棒球運動並非特別重視，一直到紅葉
少棒隊對決日本少棒隊開始，及後來的積極參加威廉波特少棒賽才開始受到「中
華民國政府」的重視，雖然那是被以政治宣傳為目的在執行（陳穎，2007）
，不過
因為在收音機及電視廣播等媒體的強力放頌下，棒球運動成為台灣家喻戶曉的一
種運動，並成為往後台灣人共認的「國球」。
在台灣，能夠出國比賽是每個投入棒球運動訓練的小朋友的夢想，所以在那
一段以拿威廉波特世界少棒冠軍為目的日子裡，對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實則有極
大的貢獻，也因此帶動後來四級棒球及職業棒球運動延續性的發展，更在 1992 年
奧運會中奪得棒球銀牌。目前在美國職棒打拼的台灣棒球好手，雖然並不是每個
人都曾經參加過威廉波特世界少棒大賽，且現在台灣的小朋友參加棒球訓練也不
再單是以威廉波特為目標，因為王建民在大聯盟出色的表現，更多小朋友改以大
聯盟為目標，不過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世界性的少棒比賽，帶動台灣棒球運動的發
展數十年來不曾間斷。

肆、結語
威廉波特是當年台灣唯一能在國際揚眉吐氣的舞台，小將們肩負家鄉父老的
殷殷期待，勝敗甚至影響全台灣軍民士氣，小球員們在成長的過程實在承受太多
的壓力。此外，威廉波特少棒賽是國人第一個可以透過越洋轉播、實況看球的賽
事，這樣的新鮮感也助長了國人的參與興致。時代變了，電視從黑白變為彩色，
還進入了網路時代，球迷可以透過各種媒體欣賞美國職棒大聯盟 MLB、美國職籃
NBA 及其他國際賽事的直播，台灣也早已重回國際運動舞台，甚至連參加國際間
的少棒比賽，威廉波特也不再是唯一選擇，威廉波特少棒賽完成其時代意義，再
也不用負擔莫名的壓力（李弘斌，2007）。」
從美國少棒隊伍組成的方式，以健康、快樂、培養小朋友興趣及保護小朋友
的種種措施，讓人可以了解到為什麼棒球運動在美國可以發展超過百年仍然是最
受歡迎的運動。台灣參加威廉波特少棒賽經過這幾十年來的洗禮，在心態上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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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改變了，雖然在睽違兩年後台灣力行少棒隊重返威廉波特，未能奪回失去 11 年
的世界少棒冠軍，然而時空環境改變，重返威廉波特也賦予新的意義，回歸到大
會「快樂打球」的宗旨，讓小朋友健康成長、開心比賽，比勝負更重要（李弘斌，
2007）。可以預知的未來，台灣將以更正確的心態再度重返威廉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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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三級棒球對於國內賽事方面指的是由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為主體所組成的球隊比賽，而
在國際賽事方面，由於各國學制不同會有所不同，但主要是以年齡來界定。目前世界上所舉辦的三
級棒球賽包括三個單位，其所舉辦的賽事分別如下：
(1)國際棒球總會（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a.無少棒錦標賽
b.IBA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AA World Youth Baseball Championship－16 歲以下級）
c.IBA 世界青棒錦標賽（AAA World Junior Baseball Championship－18 歲以下級）
(2)美國小馬聯盟（PONY Baseball League）：
a.BRONCO 野馬級世界少棒錦標賽（野馬級，Bronco－11～12 歲級）
b.PONY 小馬級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小馬級，PONY－13～14 歲級）
c.PALOMINO 帕馬級世界青棒錦標賽（帕馬組，Palomino－17～18 歲級）
(3)世界少棒聯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威廉波特 (Williamsport)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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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B 世界少棒錦標賽（基本組，Little League－11～12 歲級）
b.LLB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中級組，Senior League－14～16 歲級）
c.LLB 世界青棒錦標賽（高級組，Senior League－16～18 歲級）

註 2：(1)1968 年的邀請賽除了日本的少棒隊及台東的紅葉少棒隊外，還有嘉義縣的垂楊少棒隊、
嘉義聯隊與中華聯隊。日本隊來台共比賽五場，成績為二勝三負，勝垂楊、嘉義聯隊，
敗給紅葉兩場與中華聯隊（孫鍵政，1968）。
(2)當年來訪的日本少棒隊，並非是獲得 1968 年世界少棒賽冠軍的日本關西和歌山調布少棒
隊，而是日本另一支實力堅強的國家少年棒球隊（中央日報，1968； Little league, 2007）。

註 3：(1)1975 年台灣獲得遠東區少棒賽冠軍，但由於世界少棒聯盟拒絕邀請外隊，鼓山少棒隊因
而無法參賽。
(2)1979 年陳昭安於第三十三屆威廉波特少棒賽對義大利一役中，締造「完全比賽」、
「完全
三振」
（連續十八次三振）紀錄，並正式獲得世界少棒聯盟的官方認證（時間：2005.10.12）
。
(3)1987 年冠軍賽台灣以 21：1 的懸殊比數擊敗美西隊，以 20 分之差的懸殊比數創下威廉波
特世界少棒賽冠軍戰史上勝負差距最大的紀錄。
(4)1994 年台灣雖獲遠東區冠軍，世界少棒聯盟以太平國小少棒隊組隊未遵守聯盟規章，取
消台灣參賽的資格，由塞班島隊代表遠東區參賽。
(5)2001 年世界少棒聯盟改變賽制，將遠東區改名亞太區，美國本土（美國組）與外國球隊
（國際組）各 8 隊，分兩組共 16 隊參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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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Back Honor：Taiwan Little Baseball Go To
Williamsport
Ching-Hai Liao Chih-Che Lin
Kao-Yu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lliamsport has been famous on baseball development, is the Holy Land of little
baseball of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baseball could not to divide
with Williamsport. Taiwan had the honor history in the Williamsport family, and got the
most champions in all states or countries. Although a period time Taiwan didn’t
participate the game, and Taichung Li-Shing puts into 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 World
Series once again and launches another stage travel of the baseball in 2007.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meaning that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Williamsport Little League Baseball World Series by historical .
Key words: Taiwan, baseball, Williamsport

431

重返榮耀-台灣少棒進軍威廉波特

廖清海 林志哲

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