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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譯在我國網球發展歷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為開創運動翻譯贊助者研究且
彌補網球翻譯研究之空缺，本研究旨在藉由描述性翻譯研究與多元系統的觀點，
從贊助者與譯者角度探究網球譯著產生機制，並探討國內大專院校網球課和學位
論文引用網球譯著之情形，檢視書籍翻譯對臺灣網壇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自
1971 年至 2021 年止共出版 73 本網球譯著，超過八成譯自日語或英語；技術教
學書占比高達 82%，人物傳記、運動心理、營養生理與歷史文化則數量不多。網
球譯著產量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2000 年代數量最少，出版趨勢大致呼應我國
譯書出版歷史脈絡。國內出版社受到 1960 年代以來叢書出版風氣影響，大量經
營體育叢書並譯介網球書籍，是網球譯著的主要贊助者。然而從麥田出版社與民
生報叢書的例子看來，棒球和籃球在運動翻譯系統佔據主要地位，並將網球排擠
至邊陲，反映多元系統的特徵。最後，網球譯著的譯者多半不具網球專長，僅極
少數從事網球運動，然而譯者透過翻譯傳播網球知識及推廣網球發展功不可沒。

關鍵詞：翻譯史、網球、運動翻譯、描述性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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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 since tenni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 hug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However, the studies of tennis translation were rare and
none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atronage of tennis
transl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producing tennis
translation and what influence translated tennis books have had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ennis in Taiwan.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was adop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olysystem theory a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73 translated tennis books were published between 1971 and 2021; the
majority of them emerged in the 1980s while the lowest point appeared in the 2000s.
Over the past decade, publishers in Taiwan have adopted a more diverse strategy in
selecting tennis books such as autobiographies/biographies, sports psychology,
sports nutrition and history, yet 82 percent of these translated book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ennis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e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publishers,
having developed many sports books series and introduced tennis books from abroad,
are the biggest patrons of tennis translation. In the literary system of translated sports
books, baseball and basketball translation occupy primary positions whereas tennis
remains peripheral. Lastly, although few translators of these books have experience
in playing tennis at any levels, they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the sport of
tennis in Taiwan.
Keywords: translation history, tennis, sports translati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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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翻譯具有傳播新知的作用，而運動發展與運動翻譯的關係相當深遠，運動員
吸收國外新知進行各項訓練接著出國參賽，而記者或專家提供賽前預測與賽後報
導分析，國內民眾一邊收看轉播一邊聽著評述員口沫橫飛解釋賽況或口譯球員訪
談⋯⋯幾乎所有面向均受翻譯影響。此外，運動翻譯書籍不僅拓展一般民眾對運
動的認知，也為運動員和執教者帶來更豐富的國際觀點，進而影響國內體壇各項
運動各層級的發展。筆者在本章將從自身對運動翻譯及網球翻譯書市的觀察，以
及運動翻譯研究的現況與限制，陳述研究動機；接著描述我國譯書出版歷史、網
球發展與我國網球發展歷程，交代研究背景；隨後探討本研究的目的與相對應的
研究問題，最後說明研究方法暨研究範圍。

一、研究動機
筆者自 2009 年澳洲網球公開賽（Australian Open，簡稱澳網）陪同家人觀賞
拉斐爾・納達爾（Rafael Nadal）與同胞好手費爾南多・佛達斯柯（Fernando
Verdasco）史詩級的五盤大戰至今，深深為網球的優雅自持和網球員孤軍奮戰的
強大身影所吸引。不過這幾年一路觀察下來，看著出版社陸續出版美國籃球協會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簡稱 NBA）球星的自傳或傳記，更有各種「運
動結合商業管理」的教練領導哲學書籍問世1，不禁納悶國內運動翻譯書市的現
況，以及各項運動在運動翻譯市場的「版圖」為何。
為綜觀運動翻譯書籍近 5 年出版情形，筆者比對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查
詢系統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後得知，網球譯書共出 6 本，遠不如籃球 21 本，也稍

1

如核果文化《領導禪：NBA 最強總教頭親自傳授「無私」與「智慧」的魔力領導學》
（2014）
、
久石文化《領導，帶人更要帶心：人人喊服，贏球不靠運氣的千勝教頭，K 教練教你打造一支超
級戰隊》
（2011）
。
1

微落後棒球（8 本）。若將健身與肌力訓練至少 30 本書籍納入計算，數量更是
呈現反差。這又令筆者好奇，究竟出版社經營翻譯書籍時如何選材？運動發展是
否為出版的考量之一？
回顧我國網壇近代發展，國內男、女頂尖好手人才輩出。王思婷 1989 年在
法網青少年組雙打奪亞軍後漸漸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1993 年香港公開賽（Hong
Kong Open）拿下個人女子職業網球協會（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WTA）
職業巡迴賽單打首冠，並在 1996 年世界排名高居第 26 名2，而臺裔美籍球員李
慧芝成績雖不如王思婷出色，單打亦曾名列世界前百、雙打曾登世界第 20 名。
千禧年後，除了詹詠然與莊佳容在 2007 年澳洲網球公開賽（Australian Open，簡
稱澳網）持外卡一路殺進女子雙打決賽，盧彥勳也在 2010 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
（Wimbledon，簡稱溫網）第 4 輪爆冷淘汰當時世界第 5 的名將安迪・羅迪克
（Andy Roddick）打出生涯代表作，不僅是我國首位打進大滿貫 8 強的好手3，更
在當年 11 月創下生涯最高排名第 33 位。此外，單雙打都有出色表現的謝淑薇，
除了 2021 年闖進澳網女子單打八強、溫網與比利時名將伊莉絲・梅藤絲（Elise
Mertens）搭擋勇奪女子雙打冠軍，更多次躋身世界雙打球后之列（2021 年 8 月
排名世界第 2）。
我國網球員明明表現不俗，然網球譯著近五年出版數量遠不及籃球譯著與重
訓類書籍。究竟網球譯著數量何以呈現如此態勢、出版社選定譯書的影響因素為
何，皆為筆者從事此研究欲釐清的問題。
此外，縱使運動翻譯新書出版未有停歇之勢，運動翻譯研究卻因數量和主題

2

參見 WTA 官方網站王思婷的球員介紹頁面：https://www.wtatennis.com/players/230055/shi-tingwang。
3
網球大滿貫賽事按創辦年份排序分別為溫布頓網球錦標賽（1877 年）
、美國網球公開賽（1881
年）
、法國網球公開賽（1891 年）
，澳洲網球公開賽（1905 年）
。
2

均相當有限而亟待開發。筆者將在下文闡述運動翻譯在學術界及教育現場的成果
與不足之處。
首先，運動翻譯較具系統性的描述與彙整，可見於廖柏森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合撰的三本翻譯教學專書。作者群將較少學者重視的運動文
本獨立成章，使之與社會政治、財經科技、散文詩歌、娛樂影視等文體並列。《翻
譯教學實務指引：從 15 份專業教案開始》合著者歐冠宇（2011）在書中分析運
動專業知識與新聞特色，亦納入運動典故比喻實例，編寫大學課堂運動翻譯教案
及教材。惟本書著重運動翻譯教學暨評量，對於翻譯特色、原則與技巧的歸納仍
淺。接著，《英中筆譯 2：各類文體翻譯實務》（2013）合著者歐冠宇又主寫該
書運動翻譯章節，他先列舉運動文體的特徵，並依此基礎詳述翻譯原則與策略，
也針對品質普通的譯文提供佳譯及解析相互對照，顯見歐冠宇在《英中筆譯 2》
對運動翻譯的敘述補足《翻譯教學實務指引》闕漏之處。而《英中新聞筆譯》（廖
柏森等，2020）雖同樣聚焦翻譯教學，作者群卻已能初步從社會學角度切入，將
運動報導「性別比例失衡」且具備「國際競爭與政治意涵」等新聞特徵納入書中，
以跨領域觀點為運動翻譯研究注入新意。不過，縱使上述作者將運動翻譯納入討
論值得肯定，然而因書籍以教學為旨，且非運動翻譯專書，論述篇幅仍有進步空
間。
而在臺灣的學術研究方面，運動翻譯無論是數量或主題都非常有限。截至目
前為止，先前學者僅廖柏森等（2011，2013，2020）與歐冠宇（2019）歸納運動
翻譯原則及策略，而選定運動翻譯特徵或文類加以分析者只有 6 篇，包括球類運
動用語之研究（李玟霖等，2019）；2 篇碩士論文探討運動文本的譬喻現象（洪
依帆，2019；胡怡敏，2010）；1 篇碩論分析兩岸 NBA 新聞編譯策略（朱沁靈，
2017）；以及另 2 篇碩論分別研究棒球術語翻譯（劉麗萍，2009）與運動禁藥管
3

制規範翻譯（葉淳鈞，2015）。在極為有限的運動翻譯研究之中，以網球為主題
的研究更只有 1 篇，僅洪嘉敏（2010）針對譯名不一致的 5 組網球裁判用語歸納
最適切的漢譯名稱。洪嘉敏雖已進一步釐清網球翻譯之疑義，然而因其關注範圍
僅限裁判用語，研究格局較小，整體研究成果有限。
另外，中國翻譯學界也面臨運動翻譯研究稀缺的問題。歐冠宇（2019）在〈細
說運動翻譯：名稱、類型、翻譯原則及特徵技巧〉一文中指出，雖然中國學界針
對運動翻譯之研究數量較台灣多，就研究主題而言，不但翻譯技巧和翻譯方法均
有涉獵，也有學者針對運動新聞翻譯的隱喻和其他特徵進行分析。然而此類研究
不是存在「零碎紊亂」和「過於空泛」的問題，就是不適合應用於翻譯實務。
運動翻譯除了學術研究相當稀少，在翻譯教學現場也同樣弱勢。自 1988 年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首創翻譯研究所至今4，國內已陸續成立 9 間翻譯系所5，然
而專為運動翻譯開課的僅有 1 間——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運
動書寫翻譯」；無專設運動翻譯課、將運動文本翻譯策略與技巧納為授課範圍的
則有東吳大學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筆譯專業實務」6。若將英／外文系所翻譯
學程納入討論，也僅臺大外國語文學系中英翻譯學程開設「運動科學翻譯」，可
見運動翻譯在教學現場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陳榮彬教授自 2015 年起開設運動書寫翻譯7，將運動
文本依主題和形式分為運動明星專書、運動與管理、運動與領導及運動雜誌，並

4

2010 年，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與該校語言學研究所及比較文學研究所合併為跨文化研究所，翻
譯研究所亦更名為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
5
全台九間翻譯研究所包括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長榮大學
翻譯研究所、彰師大翻譯研究所、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高雄科技大學應用
英語系口筆譯碩士班、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東吳大學英文學系翻譯碩士班與中原大學應
用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口筆譯組。
6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歐冠宇助理教授開設「筆譯專業實務」
，透過運動新聞、廣告文案、軍事文
章、文學作品、影片字幕及論文摘要等主題，培養學生中英雙向筆譯專業能力。
7
2018 年因課程規畫因素而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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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篩選文本段落，考驗學生運動專業知識的熟悉程度。學生除了藉由作業磨練
譯筆、接受教師與同儕評論，也在課堂專題演講聆聽業界人士分享運動翻譯與媒
體工作經驗，甚至透過教師在運動媒體業與出版業的人脈獲得實習和工作機會。
截至 2021 年 1 月止，陳教授已促成 4 本譯作付梓出版，包括《燒腦老球迷的哲
學勝利法：熱血看球也要冷研究：現代運動比賽的怪邏輯、贏家策略與潛規則》
（Knowing the Score: what sports can teach us about philosophy [and what philosophy
can teach us about sports]）、《王者製造：勒布朗‧詹姆斯縱橫球場與制霸商場的
成王之道》（LeBron Inc.）、《MVP 製造機：看大聯盟頂尖球隊如何用科技顛覆
傳統、以成長心態擁抱創新，讓平凡 C 咖成為冠軍 A 咖》（The MVP Machine:
How Baseball’s New Nonconformists Are Using Data to Build Better Players）與《梅
西：百轉千變的足球王者》（Messi: Lessons in Style），上述書籍的譯者均為臺
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校友亦曾修習運動書寫翻譯8。不過因國內主流運動為籃球
與棒球，課程教材也以這兩項運動的文本為大宗，網球翻譯仍不在主要關注題材
之列。
另外，臺大外文系中英翻譯學程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運動科學翻譯」
，
是全台唯一以肌力與體能訓練翻譯實務為題的運動翻譯課。授課教師王啟安具備
會議口譯背景且肌力與體能教練證照，他在課堂上除了解說肌力與體能訓練觀念，
亦揀選體能訓練專書作為指定閱讀書目，多管齊下培養學生運動科學文本的閱讀
理解與翻譯能力。本課程取材特殊確實為運動翻譯教學開闢先河，卻也因主題與
專項或球類運動無直接相關，且開課至今僅一個學期，運動科學翻譯在翻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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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腦老球迷的哲學勝利法：熱血看球也要冷研究：現代運動比賽的怪邏輯、贏家策略與潛規
則》譯者王婉卉、
《王者製造：勒布朗‧詹姆斯縱橫球場與制霸商場的成王之道》譯者高子璽、
《MVP 製造機：看大聯盟頂尖球隊如何用科技顛覆傳統、以成長心態擁抱創新，讓平凡 C 咖成
為冠軍 A 咖》譯者李秉昇，與《梅西：百轉千變的足球王者》譯者蔣義均曾修習運動書寫翻譯。
5

和學術界的發展仍淺，相關研究和實務尚待有志之士投入。
由前述運動翻譯及網球翻譯之討論可知，網球譯著在運動翻譯市場的關注度
不如籃球或棒球，而學界現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層次，未曾有學者從翻譯贊助
者與譯者觀點探究網球翻譯的現況。本研究欲瞭解國內出版社譯介網球書籍之契
機，將從贊助者、出版社及譯者角色探討網球譯著出版的影響因素，並將初步建
構臺灣網球書籍翻譯史，盼能為網球及運動翻譯研究帶來新氣象，進一步促進網
球翻譯活動，為我國運動推廣盡一份心力。

二、研究背景
在探討我國網球翻譯書籍的發展之前，筆者將在本節首先回顧台灣翻譯書籍
的歷史，了解出版社外文書籍中譯之沿革、出版的書籍類型與時空背景，接著簡
述網球運動的起源與在台發展歷程，檢視網球何時傳入台灣、我國如何發起或參
與國內外網壇活動，又有哪些政治、經濟或社會因素促使國人從事網球等。
臺灣譯書出版歷史

我國翻譯書籍出版的歷史可追溯至 1945 年，當時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
終可發展中文出版事業。不過也因為民間社會尚處恢復期，且政府對出版事業多
有控制，1945 年至 1949 年間僅九筆中譯圖書紀錄，係出版機構基於教育與交通
建設等目的而出版。
政府在 1950 年代嚴禁出版機構輸入中國出版品和涉匪人士之著作，出版業
因極度缺乏書稿來源而不得不「在資源近乎真空的狀態下開始發展」（陳俊斌，
2002）
，業者除了影印古籍、翻印西書外亦逐漸引進國外新知，譯書類型以文學、
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自然科學為主。然而由於翻印書籍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
代蔚為風潮，又國內譯者資源並不豐富，譯書大約僅佔總出版數量的十分之一（陳
俊斌，2002，頁 16），此時翻譯圖書事業的發展頗具難度。
6

隨後，我國經濟環境與教育建設成長速度飛快，國人閱讀需求增加，且政府
對出版業的態度由監管轉為輔導與鼓勵，台灣圖書出版事業因此自 1970 年代蓬
勃發展（洪千惠，2003）。當時出版界競爭激烈、本地書稿供不應求，外文出版
品又不受著作權法保障，業者可自由翻譯出版而無需負擔版稅，外書中譯遂成為
圖書出版的重要一環。隨著時空演進，讀者的需求亦日趨多元，文學書籍到了
1980 年代已非譯書出版主流，應用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反倒成為出版
選稿的主要來源。同時，我國由於工商發展快速而漸漸形成分眾社會，且因本身
圖書市場規模小，為滿足特定讀者群的需求並集中經營，形成書系、叢書的出版
風潮。
雖然 1970、1980 年代的譯書市場十分熱絡，卻也衍生搶譯、亂譯、盜印和剽
竊等亂象。出版社為了營利目的盡可能壓低成本，在稿酬低廉的情況下自然難聘
請到稱職的譯者，僅能雇用看得懂原文但未必熟稔翻譯的人士譯書，「趕鴨子上
架」之下翻譯品質可想而知。市面上譯書品質低劣、讀者既無原著參照也未必有
能力判斷譯文良窳，而即使國內不乏競競業業的出版社，待其翻譯完成之時仍得
面臨盜印風險或需求減退的情形，如此亂象最終促成政府修訂著作權法並於
1985 年生效（以下簡稱 1985 年法，以與 1992 年修訂通過之新法區別）。
1985 年法對國人著作改採「創作保護主義」，亦即中文著作譯成外語時應取
得本國作者的同意。然而此法對於外國人的出版品維持「註冊主義」，仍未保障
外國著作的翻譯權，美國政府遂與台灣展開著作權談判，雙方在 1989 年簽署中
美著作權保護協定。1992 年我國在美國主導下修訂並施行著作權法，新法規定
1965 年 6 月 12 日之後出版的外國人著作，翻譯權一律受到保護」，出版者須取
得授權方可翻譯出版。其次，「舊法時期未經授權而出版之譯書，除非取得合法
授權，否則在新著作權法生效後不得再印，但有兩年緩衝銷售期」。此緩衝銷售
7

期至 1994 年 6 月 12 日截止，亦即所謂「六一二大限」（陳俊斌，2002）。
雖然台灣出版業面臨六一二大限，然而翻譯市場的成長並未停滯。當時的出
版社已可負擔譯書成本，業者的投資也因版權交易機制獲得保障，出版社經營翻
譯書籍的意願提高，加上讀者需求增加，故市場並未衰退。自從新著作權法實施
後，我國著作權概念已漸與世界接軌（行政院新聞局，2003），國外出版社較有
授權意願，是故國內圖書出版不但未受衝擊，書籍數量反而更多、種類更豐富；
且由於搶譯、亂譯的現象減少，譯書質量漸漸提升且獲得重視（張毓玲，2002）
。
然而，我國的閱讀市場在 2000 年至 2010 年出現衰退的情形。台灣於 2002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後，各產業飽受衝擊，後
又面臨全球經濟不景氣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的影響，全國工商業連同圖書出版業皆遭重創。再加上網路普及、
影音及數位內容發達，國內出版的營業收入和出版社數量尤在 2008 年下滑（行
政院新聞局，2009）。此外，紙本書籍閱讀人口也因網路日漸普及而有降低的趨
勢。
近十年來紙本書籍市場隨著電子書風行，出版量連年下跌，惟翻譯書籍佔
新書的比例卻逐年上升。根據國家圖書館各年度圖書出版趨勢分析報告，民國
101 年翻譯新書出版數量占該年新書總數 20.88%、民國 103 年譯書占所有新書
22.52%，而到了民國 105 年 25.04%，已突破四分之一9。雖然民國 107 年比例稍
有下滑（24.35%）
，然而接下來 2 年不減反升（民國 108 年 26.17%、民國 109 年
27.25%），顯見譯書市場仍維持成長（國家圖書館，2013，2015，2017，2019，
2020，2021）。

9

本段數據參照國家圖書館圖書出版趨勢分析報告，因報告名稱採民國紀年，為方便對照文獻出
處，故沿用民國紀年而非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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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發展沿革

網球運動的起源因年代久遠已難以考據，然而大多數史學家認為今日眾所周
知的網球可追溯至十三世紀法國貴族的擊球遊戲「手掌的遊戲」
（Le Jeu du Paume）
（巫宏榮，2004）
。手掌的遊戲約在十六世紀末期傳入英國且蓬勃發展，1874 年，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近衛騎兵溫菲爾（Walter Clopton Wingfield）
少校發明了一項遊戲，他以槌球（Croquet）和板球（Cricket）之草地球場、球拍、
球網、用球及單局十五分等特色為基礎，將球場設計為沙漏狀，並效仿羽球
（Badminton）以網子區隔兩邊場地。由於該遊戲頗似庭院網球（court tennis），
少校稱之為草地網球（Lawn Tennis）（Wind，1973）；此外，溫菲爾少校為強
調遊戲的原創性以利日後申請專利，又將草地網球取名為斯法泰克（Sphairistike）
。
自此以後，從事草地網球的人口迅速成長，甚至威脅當時在英國最受歡迎的運動
——板球。不過此時的草地網球僅被視為休閒消遣，社交功能大於競技目的：

網球正確來說不只是運動，而是一種混合體，介於當時成形中的運動風
氣以及快速發展城市裡萌芽的休閒娛樂之間。（Wilson，2016/2017，頁
30）

現代網球規則約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奠定基礎。1877 年 7 月，全英草地網球
與槌球俱樂部（The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and Croquet Club，又稱全英俱樂部）
在英國倫敦近郊溫布頓（Wimbledon）主辦現代網球史上第一場賽事——溫布頓
網球錦標賽（Wimbledon Championships，簡稱溫網）（Wing，1973）10，全英俱
樂部不僅降低網高、採用「0、15、30、40」計分制，亦將球場形狀由沙漏形改

10

全英草地網球與槌球俱樂部（The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and Croquet Club），又稱全英俱樂
部，前身為全英槌球俱樂部（All England Croque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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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方形，為現代網球規則奠基。此時溫網僅開放給業餘男子單打選手，1884 年
女子單打選手才獲准參賽。
之後，網球逐漸登上國際舞台，也在多項助力之下朝向職業化發展。隨著
1881 年美國草地網球協會（United States Lawn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USLTA）
成立（Sokolowski，2020）11，同年 USLTA 舉辦全美首屆男網錦標賽（US National
Men’s Singles Championship）12。1900 年美國人德懷特・台維斯（Dwight Davis）
創立史上首個國際網球團體對抗賽——台維斯盃（Davis Cup），「希望藉由喚起
民族主義拉抬網球的人氣」（Wilson，2016／鍾玉玨譯，2017，頁 41）；是故，
各國好手得以同台較勁、為國爭光，
「留下一段又一段充滿民族豪情的網球時刻」
（Rich，2006／張定基譯，2007）。不過此時網壇仍存在業餘選手與職業選手之
間的分野，職業選手尚無法與其他好手同台較勁。日後有賴美國選手傑克・克拉
瑪（Jack Kramer）等重要人士持續推動，加上 1960 年代電視轉播技術提升、人
造網球場可架設於室內體育館，以及美國名將吉米・范・艾倫（Jimmy Van Alen）
新發明的決勝局制（Tiebreak，又名搶七制）
，職業網球更臻成熟（巫宏榮，2004）
。
1968 年國際網壇終於准許職業選手參加大滿貫賽事，網球公開化年代（Open era）
自此展開（Baudu，2020），也加速了網球現代化的進程。
網球現代化的里程碑要屬國際男子職業網球協會（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簡稱 ATP）的創立，以及網球性別平權大將比利・珍・金女士（Billie
Jean King）對女子網壇的貢獻。ATP 於 1972 年成立，並在 1973 年 8 月 23 日啟
用電腦積分制度（ATP Ranking），為比賽種子排名提供公平客觀的依據。同年，
美國網壇傳奇比利・珍・金女士率領其他女子網球員，以捍衛女子網球運動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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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美國網球協會（United State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USTA。
即美國網球錦標賽（US Open）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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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為宗旨，正式成立女子職業網球協會（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WTA），極力爭取女子比賽獎金與男子獎金同酬；1979 年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子
選手已得到和男子選手相同金額的獎金，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則要到 2007 年才達
到相同標準（Wilson，2016／鍾玉玨譯，2017）。
網球在臺發展

網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等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台灣在清末開港
通商後即由外國人傳入硬式網球（林丁國，2013）
，軟式網球則在 1907 年由大阪
《時事新報社》運動部長鳥山隆夫傳入台灣（林丁國，2009），直至日治時期才
逐漸朝較系統化的發展前進。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網球在政府政策、軍方、民
間和有志人士推廣下在台灣成長茁壯。以下將按時代及重要事蹟簡述網球在台發
展過程。
日治時期由於從事軟網運動的條件限制較少，無論在草地或紅土皆可打球，
衣著和球鞋等裝備亦無硬性規定，故軟網較硬網盛行（蘇嘉祥，2009）；而硬式
網球一直到 1920 年才漸漸在台生根：日本網球選手熊谷一彌參加 1920 比利時
安特衛普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Antwerp 1920 Summer Olympics）獲得男子網球
單打銀牌、帶動日本本土硬式網球發展，同年臺灣體育協會網球部成立，遂以「廢
軟採硬」為宗旨，宣布所有賽事全部改採硬式網球（林丁國，2009）。
國民政府遷台後，因軟式網球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基礎穩固，從事軟網運動的
人口較硬網多（邵心平，2012），且 1946 年首屆省運會將軟網列入正式項目，
更對硬網發展造成衝擊13。另一方面，此時期的硬網得力於政府政策、軍方、民
間和有志人士多方推廣，發展也漸漸興盛：當時由於戰後經濟狀況不佳，不利網
球發展，籃球又引起風潮，導致網球運動人口銳減；然因國軍有系統的訓練、推

13

1954 年第八屆省運會才有男子硬式網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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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及軍中領導階層的帶動14，加上台灣省體育會、臺灣省體育會網球協會與中華
全國網球委員會等組織的努力15，以及赴日留學返台的高登科先生與印尼華僑蘇
明德先生等有志之士的齊心貢獻下，硬式網球在台灣社會打下堅實基礎（李堂立，
2004；巫宏榮，2004；蘇嘉祥，2009 年 3 月 16 日）。
二十世紀中葉，在民間團體的推展之下，我國逐漸在國際網壇嶄露頭角。據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記載，1958 年台灣曾派隊赴東京參加第三屆亞洲運動會（Third
Asian Games）。之後，我國為參與國際網球活動，遂於 1967 年以人民團體形式
成立中華全國網球委員會。1970 年國際網球總會（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簡稱 ITF）會員大會通過中華民國網球協會（Republic of China Tennis Association，
簡稱 R.O.C.T.A.）申請入會一案（邵心平，2012），我國順利在 1972 年派男、
女隊分別參加國際團體網賽台維斯盃與聯邦盃（Fed Cup）。1973 年中華民國網
球協會正式成立，1981 年，ITF 比照奧會模式將我國網協會名改為中華台北網球
協會（Chinese Taipei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C.T.T.A.）16。
同時，我國也積極主辦或承辦國際網球賽事，如 1974 年在台北市立網球場
首辦台維斯盃，1977 年又辦總獎金高達五萬美元的極限杯國際男子職業網球錦
標賽，正式為台灣舉辦職業網賽揭開序幕（蘇嘉祥，2009 年 4 月 16 日）17。此
外，1979 年國泰信託國際職業網球大賽（又名國泰信託盃）不僅球迷反應熱烈、
比賽門票售罄，當時世界排名第四的美國好手羅斯克・唐納（Roscoe Tanner）亦

14

包括成立克難網球隊、舉辦「中正杯」球類比賽及國軍運動會網球賽等。
臺灣省體育會網球協會於 1948 年成立（李堂立，2004）
。
16
1971 年我國因國際政治情勢被迫退出聯合國（United Nation）
，進而影響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簡稱奧會）與運動組織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的權益。1981 年我國奧會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 IOC）簽署協議，我國將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之名稱、奧會會旗及會歌參與相關競賽與活動，並確保我國參加或主（承）辦各國際運動競技活
動之權利，此即奧會模式。
17
我國後續辦理的國際賽事包括 1981 年第三級青少年國際網球錦標賽「肯尼士盃」
、1982 年台
北國際青少年網賽、2007 年起海碩盃女子挑戰賽、2012 年起海碩盃男子網球挑戰賽、2014 年
起華國三太子盃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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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參賽，隔年甚至吸引來自捷克、後來在 1983 年成為世界球王的伊凡・藍道
（Ivan Lendl）共襄盛舉，網球運動的人口自職業網賽之後便有長足的成長（蘇
嘉祥，2009 年 4 月 23 日）。在青少年網壇方面，我國自 1981 年起陸續舉辦肯
尼士盃及台北國際青少年網賽等賽事，讓國內青少年好手藉實戰經驗培養實力，
我國青少年網壇因此獲得滋養。
再者，民間企業也是推動國內網球發展的中堅份子，如 1979 年民生報、經
濟日報與中國經濟通訊社合辦民生杯工商界網球賽，不但帶動業界組隊參賽，到
了第十屆參賽組別更有國小、國中、大專高中組、壯年組、長青組與公教機關組
等，賽事規模相當可觀（蘇嘉祥，2009 年 8 月 17 日）18。其他賽事包括工商時
報工商盃網球賽，以及體育用品商主辦名家杯、鄧祿普杯與飛利浦杯等團體賽。
另外，1989 年瑞典網球名將比約・柏格（Björn Borg）與美國前球王約翰・馬克
安諾（John McEnroe）亞洲巡迴表演賽其中一站來到臺灣，也是民生報與全國網
球協會共同促成（劉延青、鄭清煌，1989）。
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台灣網球除了有政府及網球協會持續耕耘外，國內外
民間企業的助力亦將我國網球職業與基層發展推向高峰。國內如海碩集團自
2007 年舉辦海碩國際職業女子網球公開賽，此時女子海碩盃還只是 ITF 分站賽
事，2012 年起則升格為 WTA 全球首站挑戰賽。同年，該集團也開始舉辦高雄海
碩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2017 年起升級為 ATP 挑戰賽最高等級的賽事。國外如
瑞士鐘錶品牌浪琴表（Longines）自 2009 年起，年年舉辦慈善球賽「浪琴表決戰
法網 明日之星錦標賽」（Longines Future Tennis Aces），選拔世界各地 13 歲以
下選手促進其網球職涯發展。各國代表選手除了可獲贊助於法國網球公開賽
（Roland Garros）參加決賽，亦獲獎金補助網球訓練。儘管浪琴表 2017 年更改

18

民生杯自 1998（民國 87）年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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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選拔方式，改由國際網球協會公布之青少年積分排名挑選各國代表，仍可見
企業投入網球發展不遺餘力。

三、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臺灣網球發展與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條件息息相關，網球知識傳播也與其
發展環環相扣。本研究旨在瞭解臺灣網球譯著的由來與出版歷程，並探討這些網
球翻譯背後的贊助者與譯者的任務，以增進運動翻譯領域之研究廣度與深度。筆
者希望透過研究達成以下目的：
1.

彙整我國歷年網球譯著書目，探究出版背景與趨勢，初步建構網球翻譯史。

我國網球翻譯何時開始出現？出現的背景為何？有哪些力量促成網球翻譯
出版？1992 年政府修訂著作權法，外書中譯的著作權受到保護，網球譯書整體
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2.

綜觀網球翻譯圖書的類型，討論出版單位歷年來的圖書選材差異，釐清網
球翻譯的影響因素。

我國網球翻譯的類型有哪些？其中有何異同之處？影響出版社選材的因素
為何，而選材隨時空演進形成什麼樣的趨勢？
3.

剖析歷年網球譯著的譯者背景與資歷，研究譯者在網球翻譯與網球發展扮
演的角色，了解翻譯如何影響我國網球發展。

我國網球翻譯的譯者背景為何？是否從事網球運動或具備運動翻譯經驗？
我國網球譯書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如何影響國內網球發展？書籍讀者對網球譯書
的評價為何？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歷史研究法，透過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與全台圖書館館藏目錄，
查找我國各出版機構歷年翻譯出版之網球書籍，彙整書目製成〈我國歷年網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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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出版書目表〉。接著筆者分析譯著出版年代、數量等概況，由序跋、譯者序與
其他副文本及相關資源，瞭解出版社及譯者背景，探究譯著出版的影響因素與機
制，並了解譯者居中扮演的角色。此外，筆者亦將比對譯著的學術及教科書引用
情形，討論網球譯著對我國網球發展之影響，盼能為網球及運動翻譯出版提供實
務上的建議，也為運動翻譯研究和運動整體發展盡微薄之力。
在研究範圍方面，雖然我國網球翻譯活動可見於各式書籍、報章雜誌和社群
媒體，如球迷自創 Facebook 粉絲專頁或批踢踢討論板、錄製播客節目（Podcast）
或創建語音社群 Clubhouse 交流網壇資訊，甚至連賽事轉播也牽涉翻譯。然而，
無論傳統紙媒或新興媒體均涉及較複雜的編譯過程，且網球賽事評述員多直接播
報或評論球員表現及比賽過程，翻譯成分極少，故不列入討論。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將以我國各出版機構歷年翻譯出版之網球書籍為研究範
圍，凡是網球主題之翻譯書籍，包括網球教學、球星傳記、網球的運動心理學等
皆屬研究範疇。
值得注意的是，若書籍內容非與網球運動直接相關，不會列入本研究的網球
譯著。如《燒腦老球迷的哲學勝利法：熱血看球也要冷研究：現代運動比賽的怪
邏輯、贏家策略與潛規則》聚焦運動中的政治、族群與哲學概念，作者是為了輔
助說明才舉各球類運動場上發生的事件為例，網球僅是陪襯的角色。此外，一般
譯著包括外文中譯與中文外譯，在此僅討論外文中譯，亦即由外國網球著作翻成
中文之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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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描述翻譯研究重要學者霍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曾言，翻譯研究旨在
「描述翻譯行為和翻譯現象如何在我們所處的世界表現出來」，並試圖「根據此
描述建構通則，以利我們解釋和預測翻譯現象」（Holmes，1988）。本章節首先
介紹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歷史發展，接著概述佐哈爾
（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與重要概念，再列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
所提控制文學翻譯運作的要素，尤其著重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員與文學系統外的
贊助者將以什麼形式影響文學翻譯。最後，筆者依據本研究之主題回顧網球翻譯
及運動翻譯文獻，並探討目前運動翻譯領域的限制與問題。

一、描述翻譯研究
1972 年，描述翻譯研究的概念首次由霍姆斯在〈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提出（賴慈芸譯，2019）；然而，
一直到 1995 年以色列理論家圖里（Gideon Toury）出版《描述翻譯研究及其他》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後，「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一詞才獲得推崇（Pym，2010）。
描述翻譯研究關注其在文化史的位置，是一個以目標為取向、以實證剖析翻
譯的方法（Holmes，1988；Rosa，2010）。自 1970 年代初期描述翻譯研究萌芽
發展以降，學者持續「以翻譯作為文化與歷史現象，深入鑽研翻譯的脈絡與影響
因素，試圖探求翻譯現象的成因」（Hermans，1999）。以下分述描述翻譯研究
重要學者及論點。
霍姆斯在 1970 年代初期體認當時學界對於翻譯現象的研究範式、方法和術
語仍無共識，有必要建立溝通管道、集結眾人的研究成果並促進該領域發展，遂
16

開創先河使用「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詞，亦將之區分為三個分支，
包括作品取向描述翻譯研究（Product-oriented DTS）、過程取向描述翻譯研究
（Process-oriented DTS）與功能取向描述翻譯研究（Function-oriented DTS）。作
品取向描述翻譯研究重篇章，過程取向翻譯研究關注譯者產出翻譯的過程，而功
能取向描述翻譯研究探討翻譯在目的語社會文化脈絡的功能（Holmes，1988）；
也探討翻譯何以在某時某地出現或不曾出現，而譯文又造成什麼影響。
隨後，以色列學者佐哈爾基於俄國形式主義學者對文學的觀點提出多元系統
論（polysystem），文學作品屬於文學系統中的一個部分，而多元系統中的各系
統會彼此作用、不斷產生動態變化，佔據主要或邊陲的地位。佐哈爾進一步說明，
所謂文學作品不應侷限於「高雅的」作品，舉凡兒童文學、驚悚小說等非經典文
學系統或文類，以及整體翻譯文學系統都不應忽略（Munday，2008）。其中，有
至少三種情形會讓翻譯文學躍為主要地位，「積極地形塑多元系統的中心」：文
學正處於起步階段；文學作品處於「邊陲」和／或「弱勢」；系統出現轉捩點或
危機，甚或產生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便會竄起（Even-Zohar，1978）。不過佐
哈爾根據當時學者和自己的研究指出，翻譯文學位居文學系統中的邊陲地位是
「正常的」現象。此外，儘管大部分的多元系統理論家僅討論文學翻譯，描述翻
譯研究也適用於非小說和技術文本的翻譯研究（Munday，2008）。

二、勒菲弗爾的論點
理論家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以多元系統為基礎發展出自己的概念
（Hermans，1999），關注系統與環境的互動、系統內的機構與控制機制。他在
著 作 《 翻 譯 、 改 寫 與 對 文 學 名 聲 的 操 縱 》 （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提出翻譯如同「重寫」或「改寫」，探討贊助
（patronage）、詩學（poetics）、意識形態（ideology）及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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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縱或影響文學翻譯。此外勒菲弗爾也認為在文學系統中，翻譯的功用是取
決於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以及處於主流地位的詩學等
三種因素（Lefevere，1992）。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包括批評家、評論家、教
師和譯者等；而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則涵蓋握有權勢的個人或機構、出版商、媒
體、政黨和教育單位。以勒菲弗爾的角度而言，意識形態因素對譯者、翻譯策略
的影響最為突出（Lefevere，1992）。

三、網球翻譯與運動翻譯文獻分析
整體而言，我國運動翻譯研究數量不多，研究對象以語言特徵為大宗，研究
方法則包括文本分析、語料庫、質性訪談等，其中僅一篇學位論文專論網球。筆
者將在本節回顧網球與運動翻譯文獻，了解現有研究成果與不足之處。
洪嘉敏（2010）基於網球裁判用語譯法不一致，選定 Net/Let、Referee/Umpire、
Hindrance/Interference、Withdraw/Retirement/Default/Walkover 與 Fault 共 5 組用
語，結合概念系統與語義成分分析法釐清術語概念，並藉由中國學者的術語經濟
率原則加以分析，歸納較適切的漢譯名稱。
同樣研究術語翻譯，劉麗萍（2009）觀察棒球術語使用情形後發現我國即使
棒球發展歷史悠久，各界仍存在術語譯名不一的問題；研究者憑藉翻譯學及術語
學理論與翻譯原則檢視現行棒球術語，亦回顧棒球在台發展沿革與其語言特色以
探究術語來源，釐清譯名之疑慮、建構棒球術語系統並提出修正建議。此外，研
究者也與棒球術語的使用者進行訪談，受訪者藉專家角度剖析棒球術語的使用現
象及接受程度。依據研究結果，臺灣棒球術語已稍有系統，惟部分術語使用多年
不宜修正，研究者遂將多字一義的情形列入術語系統中。另外由於臺灣棒球術語
深受日本影響，本研究建議譯者除了應熟習棒球知識、中英棒球術語，最好也能
對日語有所掌握，方能勝任翻譯工作。最後研究者檢附中英棒球術語對照表以供
18

酌參。
其他有關運動翻譯之文獻可分為兩篇新聞編譯研究、三篇譬喻研究，另有一
篇法律翻譯和一篇運動用語對照。
首先，兩篇通則型研究均探討運動新聞編譯。歐冠宇（2019）在〈細說運動
翻譯：名稱、類型、翻譯原則及特徵技巧〉指出，運動新聞編譯富含專業知識及
術語、文字風格充滿競爭意味，且譯者多用流行語、諧音雙關、誇飾和譬喻。而
運動新聞翻譯工作兼具「編輯」與「翻譯」，譯者須活用編譯技巧、適時增刪資
訊，亦須考量新聞媒介調整用字及文風，以寫成一篇精采生動的運動新聞。而朱
沁靈則在〈兩岸 NBA 新聞編譯語料庫研究〉結合量性及質性研究，透過語料庫
與文本分析討論台灣與中國 NBA 新聞編譯策略，探究文化動機、編者或譯者之
目的、翻譯策略與敘事風格等如何影響兩岸 NBA 新聞編譯或翻譯。此外，本論
文證明運動新聞編譯屬文化翻譯的一環，兩岸 NBA 新聞編譯出現運動文化混合
的現象，而新聞工作者編譯時會融合美國 NBA 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以呼應讀者
需求。
其次，三篇單一特徵型研究均探究運動用語的譬喻現象。陳怡樺（2020）選
定 3 本籃球文學譯本分析中文成語的隱喻翻譯策略，包括《團隊，從傳球開始》
（2015）、《領導禪》（2014）與《強者之道》（2014），並建議譯者翻譯時加
入成語和隱喻以使譯文更加通順。洪依帆（2019）以 5 組運動用語為研究對象，
利用語料庫與搜尋引擎蒐集例句以研究比喻的語言特徵，並歸納出「例句的比喻
表現多屬於因相似而形成的隱喻」，且運動用語的比喻最常應用於社會（政治），
此現象或許和運動及政治領域相似的競爭形態有關19。胡怡敏（2010）則藉著文

19

洪依帆（2019）研究的五組運動用語包括「ホームラン」
、“全壘打”、“紅不讓”；
「空振り」
、
“揮棒落空”；
「マラソン」
、“馬拉松”；
「バトン」
、“棒子”；以及「打者」
、“-棒”。
19

本分析且與平面媒體的體育版主管進行訪談，針對 2009 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洋基和紅襪 2 隊共 18 場例行賽的中英報導語料，探討
譬喻使用現象，研究範圍涵蓋 3 大主流報紙與 4 家網路媒體的文字報導。
接著，葉淳鈞（2015）以對等理論之觀點，藉中國法律翻譯學者李克興提出
的十大法律句型探討兩岸運動禁藥管制規範英中翻譯。本研究建議從事運動禁藥
規範翻譯的譯者除了應具備雙語能力，也應熟悉運動醫學、運動法規及賽事禁藥
管制等跨域知識。另外，李玟霖等（2019）在〈球類運動用語之中日對照研究〉
利用語料庫與搜尋引擎蒐集羽毛球、 棒球/壘球、籃球、足球、手球、桌球、網
球、排球等八項球類運動術語，分析各運動間共通的用語、多義詞，以及僅單一
球類運動中出現的詞語，並對照、彙整中日體育用語的特徵。
歸納上述文獻，國內運動翻譯研究主題涵蓋術語翻譯、新聞編譯、運動法規
翻譯和譬喻。然而先前研究數量稀少、網球翻譯更只有一篇，且偏重文本或語言
特徵，目前未曾有人研究網球翻譯出版或從事贊助者研究，顯見網球及運動翻譯
研究仍有極大發展空間。
筆者在本研究藉著作品取向描述翻譯研究的概念，分析網球譯著文本和副文
本，觀察網球翻譯是否在時空演進之下形成某種趨勢；接著以過程取向描述翻譯
研究和勒菲弗爾「控制文學翻譯運作之因素」，從出版社與譯者背景分析臺灣網
球譯著的產生機制，並著重討論贊助、意識形態與專業人士對網球譯著出版的影
響。此外，筆者除了透過多元系統理論探討網球翻譯的出版脈絡，亦利用功能取
向描述翻譯研究，比對網球譯著在教育與學術界的引用情形，釐清網球翻譯之於
我國網球發展的作用。是以，筆者盼能藉本研究彌補網球翻譯研究不足、運動翻
譯研究主題單一等問題，也希望為我國網球翻譯研究甚或運動發展盡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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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本與副文本特色探討
筆者以「網球」為查詢詞，透過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搜尋我國歷年翻譯出
版之網球書籍，並至全台各圖書館查閱書籍，再搜尋網際網路彙整相關資料，製
成〈我國歷年網球譯著出版書目表〉（如附錄一）。接著，筆者觀察譯著的出版
年代、數量、來源語種，亦剖析文本及副文本的特色，並在本章以作品取向描述
翻譯研究之論點，分析臺灣網球翻譯書籍的出版概況，探究我國網球譯著的出版
趨勢。

一、臺灣網球譯著出版概況
以下分述譯著數量與出版年代分佈、原著語種、書籍類型，再連結網球譯著
的出版概況與譯書出版的歷史脈絡，綜合分析出版趨勢。
出版數量與年代分佈

根據本研究結果，我國自 1971 年至 2021 年 8 月共譯介 73 本網球譯著，筆
者依據譯著出版年份、譯著書名、原著書名、原著語種、著者、譯者與出版社彙
整成書目表（請見附錄一、附錄二）。
網球譯著數量依年代分佈如下：1970 年代共 17 本、1980 年代共 24 本、1990
年代共 17 本、2000 年代共 8 本、2010 年共 12 本（表 1），而截至本研究完成
之時（2021 年 8 月），2020 年與 2021 年尚無網球譯著出版。

表 1
臺灣網球譯著數量分佈

譯著出版年份區間
1970-1979

前期

後期

總數量

3

9

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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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網球譯著數量分佈（續）

譯著出版年份區間

前期

後期

總數量

1980-1989

16

8

24

1990-1999

9

8

17

2000-2009

5

3

8

2010-2019

6

6

12

總計

39

34

73

註：2020 年至 2021 年 8 月止無網球譯著出版。

整體而言，網球譯著出版集中在 1980 年代，是臺灣出版機構譯介網球書籍
最鼎盛的時期，其次則是 1990 年代，再者 1970 年代與 2010 年代，而 2000 年代
僅出版 8 冊，數量最為稀少。
原著語種

我國網球譯著來源語包括英、日、法、西語四種，在這 73 本譯著之中，原
著以日語（30 本）及英語（29 本）為大宗，法語及西語各 1 本，另有語種不詳
之譯本（12 本），各年代譯著來源語統計如表 2 所示。本研究所謂語種不詳係
指譯著未列原著資訊，而筆者搜索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未果、無從判斷來源語，
故僅能將該譯著歸類為語種不詳。有關譯著來源語不詳的問題，將在本章後續探
討。

表2
臺灣網球譯著來源語統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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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灣網球譯著來源語統計（續）

譯著出版年份區間

日語

來源語（單位：本）
英語
其他

不詳

總數量

1970-1979

4

6

0

2

12

1980-1989

10

10

0

4

24

1990-1999

10

4

0

3

17

2000-2009

3

2

0

3

8

2010-2019

3

7

2

0

12

總計

30

29

2

12

73

註：2020 年至 2021 年 8 月止無網球譯著出版。

由上表可知，我國網球譯著主要譯自日語及英語；若排除語種不詳之譯本，
非日語或英語的譯本一直到最近十年才出現。單就日語及英語譯著的出版趨勢來
看，兩者的出版數量從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均呈現成長，而 1990 年代譯自日
語的網球譯著有 10 本，比同時期的英語譯著整整多出 6 本；接著到 2009 年以
前，日語和英語譯著數量皆下降，日語從 10 本減少為 3 本，英語則從 4 本減為
2 本；最後到 2019 年，譯自英語的網球譯著數量增加，譯自日語者反而減少（如
圖 1）。

圖 1
臺灣網球譯著出版趨勢（依來源語分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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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網球譯著出版趨勢（依來源語分佈）（續）
12
10
8
6
4
2
0
1970-1979

1980-1989
日語

1990-1999
英語

2000-2009
其他

2010-2019

不詳

若將來源語種與譯著類型進行比對，日語譯著 30 本全為技術教學書，英語
譯著 29 本包括 17 本技術教學、7 本人物傳記、2 本運動心理、2 本營養生理，
以及 1 本歷史文化，而法語譯著僅 1 本，屬於技術教學；西語譯著 1 本，歸類為
人物傳記；語種不詳 12 本均為技術教學書。由此看來，英文書籍雖然有半數以
上是技術教學書，但種類繁多，相較之下日文書籍全數為技術教學書，種類單一。
主題類型

我國網球譯著可依內容分為技術教學、人物傳記、運動心理、營養生理、歷
史文化共 5 類，出版數量依序為 60 本、8 本、2 本、2 本、1 本（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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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網球譯著出版趨勢（依主題類型分佈）

出版年代區間

技術教學

人物傳記

運動心理

營養生理

歷史文化

1970-1979

12

0

0

0

0

1980-1989

23

1

0

0

0

1990-1999

14

3

0

0

0

2000-2009

7

1

0

0

0

2010-2019

4

3

2

2

1

總計

60

8

2

2

1

註：2020 年至 2021 年 8 月止無網球譯著出版。

如上表所示，網球譯著以技術教學為大宗，佔我國所有網球譯著比例超過 8
成（約 82.2%），其次則是人物傳記（約 11%），而運動心理、營養生理和歷史
文化都非常稀少。各類型書籍簡介如下。
首先，60 本技術教學譯著可按照軟網或硬網、全面或特定技術，以及性別來
區分（括號內為譯著數量）：
1.

軟網或硬網：硬式網球（14 本）、軟式網球（10 本）、軟硬不分（36 本）；

2.

全面或特定技術：網球全面技術（55 本）、網球特定技術（5 本）。特定
技術包括發球與接發球、上旋球（top spin）
、抽球或著地球（groundstrokes）
、
比賽戰術、雙打20；

3.

性別：女子網球（2 本）、不分性別（58 本）21。
由網球技術教學譯著的子類別及數量分佈可推知，比起特定技術或以性別區

20

技術教學網球譯著中，專寫特定技術者有《發球與接發球》
（1979）
、
《高旋網球》
（1982）
、
《網
球比賽之著地球擊法》
（1985）
、
《網球戰略》
（1985）與《雙打取勝法！網球練習技巧 50 招》
（2008）
。
21
技術教學譯著專寫女子網球者有《女子網球拍法》
（1986）與《現代女子網球》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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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網球族群，出版社著重的是整體網球技術，期能盡量顧及所有網球讀者與網球
人口的需求。
累計出版數量居次的人物傳記網球譯著共有 8 本，出版數量從 1980 年代至
今並無太大變化，書籍內容大多圍繞在特定 1 名球員身上（6 本，占 75%），如
《網球王柏格傳》（1989）、《掌握人生發球權》（2004）紀錄華裔名將張德培
的網壇生涯重要時刻，以及《莎拉波娃勇往直前》（2018）等。而描寫 2 名以上
球員的有 2 本（25%），《網球場上的百萬女孩》（1994）與《王者對決，Roger
& Rafa》（2019）。
其他主題的網球譯著則是在近十年才出現，儘管數量不多，仍可見出版社的
選材漸趨多元。運動心理學譯著《反正都是我贏：全面適用的大師心理素質與心
戰手法》（2014）與《比賽，從心開始》（2017）均剖析網球員比賽時的心態和
因應的心法；營養生理譯著包括《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2014）介紹塞爾維亞
籍球王諾瓦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的健康食譜，以及《網球運動解剖
書》（2017）介紹網球運動牽涉的全身各部位動作與訓練技巧；而《愛與熱情的
網球史》（2017）描述網球從維多利亞時期到成為全球職業運動的演進過程，鉅
細靡遺交代網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為繁體中文第 1 本網球史譯著。
若將譯書類型與來源語種交叉比對，技術教學 60 本書之中，日語譯著共有
30 本、英語譯著 17 本、語種不詳的有 12 本，以及法語 1 本。
本研究將網球譯著依照主題類型加以分析，得知譯著出版趨勢如圖 2 所示：

圖 2
臺灣網球譯著出版趨勢（依主題類型分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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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網球譯著出版趨勢（依主題類型分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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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

我國網球譯著在 2010 年以前，基本上存在技術教學書籍「一類獨大」的現
象，就算有出版人物傳記譯著也只有零星幾本，數量遠不如技術教學。而不同類
型的書籍一直到 2010 年之後才開始出現，顯見 1971 年至 2020 年我國網球譯著
類型從單一變多元。不過數量也從 1980 年代極盛時期的高峰，到 2000 年至 2009
年驟減，而近 10 年才稍有增加的趨勢。
出版資訊缺漏雜亂

筆者進行本研究時發現，網球譯著資訊時有缺漏或雜亂的情形，此問題並非
個案、而是常見於較早期的譯本，因此也屬出版概況的一環。在進行綜合分析之
前，下文說明本研究整理書目時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方式。
根據國家圖書館全國新書資訊網，出版機構應依據書籍「已排版定稿之書名
頁、版權頁、目次、序及前言」，於該書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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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及著者敘述項（正題名、副題名、著者及著作方式敘述）、版本項、
出版項（出版／發行地、出版／發行者、出版／發行年)、稽核項、集叢
項、附註項、連接款目項（翻譯作品原書名）、國際標準書號及其他必載
項、主題項，以及出版品預行編目書目系統號（國家圖書館，2018）。

本研究蒐集的網球譯著之中，最常出現「連接款目項」缺漏，也就是原著資
訊漏記的情況。筆者針對缺漏程度輕微者還能在交叉比對後推敲得知相關資訊，
然而對於程度嚴重者則是連語種都無法推知。
舉例來說，王家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硬式網球基本教材》未列作者資訊，
筆者由序言署名者太田芳郎，再查詢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才確認作者為太田芳
郎。接著筆者為確認原著書名，又將譯著序言與太田芳郎著作《硬式テニス 基
礎と実戦》（1973）序言兩相對照，確認《硬式網球基本教材》譯自《硬式テニ
ス 基礎と実戦》，來源語為日語。譯本及原著部分序言舉例如下：

本書是依據我本人當任戴維斯杯選手以來長久之經驗，以及身為這些選
手諸君之監督與選手們共苦樂之間所學得之諸多體驗為中心而完成者。
絕非我獨自所創之網球論。做為一本「正確網球入門」之教本深具信心
（太田芳郎，1973／李朝熙譯，1978，頁 3）。

本書は,私自身のデ杯選手以来の長い経験と,これらの選手諸君の監督
として苦楽をともにした間に学んだ多くの体験を中心に書いたもので
す。私独自のテニス論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点では,「正しいテニス
への入門」の教本として,自信を持っています（太田芳郎，1973，無
頁碼）。

又例，筆者查找王家出版社《軟式網球入門》（1981）和《圖解網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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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資訊時發現這兩本書均未附原著資訊，僅知譯者為林水福先生。所幸透
過陳榮彬教授協助聯繫，筆者才得以電聯譯者詢問譯著資訊，也進而確認《軟式
網球入門》與《圖解網球打法》來源語為日語22。
除了原著資訊缺漏，亦曾有出版社將譯者列為作者或編者的狀況。如武陵出
版社《高段網球技巧》（1988）列高健中為作者，然而筆者對照《高段網球技巧》
與《初學網球入門》（1979）譯文推知，兩書應譯自同本原著。舉例如下：

過去在美國召集一些有名的體育採訪記者，問他們在所有運動項目中，
最不容易，最難懂的運動到底是什麼。結果，八成以上的記者，認為網
球是最難的項目。我並非要向各位說明最難的項目就是最有趣的運動，
不過，近四、五年來，在日本的社會裏網球的風氣非常流行（柳惠誌郎，
不詳／蔡英傑譯，1979，頁 1）。

往年，美國的第一線體育記者們共聚一堂，提出體育中最困難的是什麼
來討論，結果發現，約有八成以上的記者異口同聲地舉出網球為答案。
雖然我們覺得沒有困難即能令人感興趣，但是最近四～五年來，網球的
風行程度，可用狂熱化來形容之（柳惠誌郎，不詳／高健中譯，1988，
頁 3）

由於上述兩段譯文意思相同，本研究推測兩書原文來自同本書。加上武陵
出版社曾在 1987 年出版日文網球譯作《網球打法技巧》，譯者為高健中，筆
者以此推論《高段網球技巧》所列著者「高健中」應為同人。基於上述理由推
估《高段網球技巧》實為譯作，該書封面及版權頁所列「作者」高健中應為譯
者，原著作者則是柳惠誌郎。

22

林水福，電話通訊，2021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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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既無原著書名也無原作者資訊之譯作所在多有。如雲林縣網球
委員會《軟式網球基本教材》（1975）與國家出版社《網球入門》（1979）因
無原著資訊，故分類為來源語不詳（圖 3、圖 4）：

圖 3 《軟式網球基本教材》
（1975）版權頁

圖 4
《網球入門》（1979）版權頁

由圖 3 可知，出版社僅列出版年月、譯著名、編譯者、發行者、經銷處、
印刷者，而從圖 4 可見出版社列叢書名、譯著名、編著者、發行人、發行人、
出版年月等，均未列原著資訊及原著作者。
王家出版社 1984 年出版之《軟式網球》，只知譯者為寗芙。甚至一直到
2001 年，信宏出版《網球基礎學習法》與《硬式網球學習法 1》僅列譯著名、
譯者、發行人、出版年月等資訊，仍未附原著作者和原著書名（圖 5、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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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網球基礎學習法》

圖 6 《硬式網球學習法》

（2001）版權頁

（2001）版權頁

除了資訊缺漏，網球譯著也出現年份標示不清等問題。如臺灣師範大學公館
校區圖書館館藏《女子網球拍法》，該書版權頁註明初版日期為民國 87 年 6 月
30 日，然而筆者經查詢又得知還有民國 75 年、民國 80 年及另 1 本民國 87 年初
版的譯本，最終查找別家圖書館館藏才確認本書初版係於民國 75 年問世。
以上譯著出版資訊缺漏的問題，雖不至於讓相關書目的建置工作窒礙難行，
卻也使得研究過程耗力費時。究竟此現象反映出版流程中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有待後續研究進行深入探討。
臺灣網球譯著概況分析

根據上述我國網球譯著出版數量、年代分佈、語種和類型的段落，1980 年代
是台灣各出版機構譯介網球書籍最鼎盛的時期，1990 年代次之，接著是 1970 年
代和 2010 年代，而 2000 年代出版數量最少；網球譯著大多譯自日語或英語，日
語譯著全數為技術教學書籍，英語譯著類型多元；出版社偏重一體適用的網球技
術書籍，少部分為專項技術或針對特定族群而寫的書，此外選材近年已漸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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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譯書出版頗能呼應我國譯書出版的發展脈絡。臺灣 1970 年代經濟起飛，
國人閱讀需求增加，社會、經濟條件有利出版，圖書出版事業遂蓬勃發展（洪千
惠，2003）。出版社鑒於市場競爭激烈紛紛向外尋求書稿，故我國譯書在 1970 年
代與 1980 年代蓬勃發展。網球譯著數量自 1970 年代末迅速成長，並在 1980 年
代初達到巔峰，符合當時的出版狀況。又，此時外文書籍在臺灣不受著作權保護，
業者可自由翻譯不需負擔版稅，各出版社因有機可乘便爭相翻譯出版，導致亂譯
的現象層出不窮。
後來我國政府因譯書盜版的問題引發美國政府關切，遂在 1985 年和 1992 年
修訂著作權法，國內出版社必須向國外買版權才可進行翻譯，因此譯書成本提高；
然而也因出版機制獲得保障，譯書數量不至於大幅縮減。直到 2000 年代我國接
連因為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全球經濟不景氣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等因素，國內工商業飽受衝擊，圖書出版業亦遭受波及，再加上近 20
年網路普及、影音及數位內容發達均導致閱讀市場衰退，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
的網球譯著數量已大不如前，顯見網球譯著出版變化頗受整體社經環境的影響。
網球譯著出版除了呼應國內譯書出版風氣，也與國內外網壇發展盛況有關。
國人自 1989 年起便可透過電視轉播收看國外網球賽事（陳思妤，2020），1990
年代國際女子網壇先後有瑪蒂娜・娜拉提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施特凡妮
・葛拉芙（Stefanie Graf）、摩妮卡・莎莉絲（Monia Seles）和瑪蒂娜・辛吉絲
（Martina Hingis）互爭球后寶座，男子網壇亦有皮特・山普拉斯（Pete Sampras）
與安德烈・阿格西（Andre Agassi）爭相登頂，而華裔名將張德培表現突出、國
內好手王思婷和李慧芝也逐漸闖出佳績，均帶動國內網球觀賞風氣，網球譯著產
量也在 1980、1990 年代達到高峰。
近二十年來除了國內詹詠然、莊佳容、盧彥勳和謝淑薇等球員打出成績，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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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四大天王」羅傑・費德勒（Roger Federer）、納達爾、喬科維奇和安迪・莫
瑞（Andy Murray）在台人氣越來越高，女網「大威」維納斯・威廉絲（Venus
Williams）和「小威」莎琳娜・威廉絲（Serena Williams）、瑪莉亞・莎拉波娃
（Maria Sharapova）也特別受到矚目。國內邁入千禧年以後出版的網球譯著數量
大不如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這或許是因為技術教學書市場已飽和，然而莎莉
絲、張德培、山普拉斯、阿格西、費德勒、納達爾、喬科維奇和莎拉波娃的人物
傳記，陸續獲得國內出版社的青睞，於球員在役或退休後在台出版。出版社也相
中心理學、生理學、歷史與文化類型的書籍，為國人帶來更多元的網球視野。

二、臺灣網球譯著文本特色
我國網球譯著的文本特色，除了多搭配插圖或圖片解說動作技巧或網球力
學原理，也有出現不同譯本譯自同本原著，甚至是抄襲的情形。
一書多譯

早期外文著作的翻譯不受保障，使得各家出版機構憑著有利可圖，搶譯各類
外文著作。本研究在蒐集譯著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譯本儘管出自不同出版社、
書名雖然大同小異但也各有不同，然而經過比對發現其實譯自同一本外文書。筆
者將在下文舉例說明網球譯著一書多譯的情形，並解釋本研究的比對過程和推論
結果。
首先，《網壇無敵：從基本學起到封后稱王》（1977）與《打出最佳網球水
準》
（1983）應與譯自同本書，原著名為 How to Play Your Best Tennis All the Time，
作者為傑克・克拉瑪（Jack Kramer）與賴瑞・席漢（Larry Sheehan）。由於《打
出最佳網球水準》僅將克拉瑪列為原著作者，原著書名不詳，筆者將兩書對照後
發現內容其實大同小異（以一、二章為例，請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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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網壇無敵》與《打出最佳網球水準》第一、二章目次對照
書名

網壇無敵

章節

序

打出最佳網球水準

譯序

（無譯序）
為什麼每個人都應該打

一

基本認 贏
識

為何要為贏球而打
準備

網球的特殊挑戰

網球的特殊挑戰性

關於球的旋轉

關於旋轉球

從底線控球

從底線的控球

學打比較好的反彈球

建立更佳的擊地球基礎

技高一籌的兩個常數

高級打法的兩個不變定
律

打反彈
二

球的要
領

使你握球拍像戴手套那

使你的握柄像手套般稱

樣合適

手

使你的打擊地帶標準化

你的擊球範圍要保持一
擊 地 致

用於正旋的從低到高擺 球 的 由低往高揮拍以產生正
動

基 本 旋球

靈活的體重轉移以求配 論

平穩的移轉中心以產生

適

球速

後擺、前擺、完成

拉拍後揮、前揮、結束動
作

運用反彈球：出現正手

強勁有力正拍球的開始

強打
運用反彈球：萬用切擊

適合各種用途的切削球

底線的百分率戰術

底線上的勝算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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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兩本女子網球譯著，《女子網球拍法》（1986）與《現代女子網球》
（1986）皆無原著資訊，無法得知來源語語種。不過筆者發現兩本書的封面不僅
相同，且比對序言後也可判斷兩本譯自同本原著：

最近，有關健康的事——尤其是對運動有興趣的人逐漸增多了。其中網
球項目在年輕人中已蔚為風氣，被認為是一種時髦的運動。網球這種運
動由於具有純熟的美感，而且帶有輕鬆氣氛，所以女性愛好者正著實地
增加著（女子網球拍法，不詳／張韞紫譯，1986，頁 2）。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自己的健康，所以，熱衷於運動的人很多，尤其年
輕人很流行打網球。網球是一項獨特的運動，而且可以輕鬆地享受到，
因此，熱愛這種運動的女性也在迅速增加中（現代女子網球，不詳／廖
志方譯，1986，無頁碼）。

這兩本書的書序看來，儘管結構略有不同但文意基本上是相通的。加上筆者
比對兩書的目錄（大標題、小標題），進一步確認《女子網球拍法》與《現代女
子網球》出自同一本原著。可惜的是由於兩家出版社都沒有在書中記載原著書名、
原著作者等資訊，經查詢網際網路後也無相關資料，因此本研究對於原著可說一
無所知。
又例，美籍球員阿許（Arthur Ashe）的著作 Arthur Ashe’s Tennis Clinic，
體育出版社首先在 1983 年譯介，隨後大眾書局又於 1984 年出版。兩本譯著的
部分插圖和譯文如圖 7 和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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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8

《網球技術精華錄》（1983）內頁

《基本網球入門》（1984）內頁

以上插圖顯然岀自同一位插畫家之手，故可知兩本書譯自同一本原著。惟兩
者不同之處在於《網球技術精華錄》採灰階印刷、《基本網球入門》則為全彩，
而譯文經比對之後並無抄襲情形，舉例如下：

打好網球的第一步——握拍法／很少的球員肯花精神去研究握拍法，然
而握拍的正確與否，對球賽卻有著十分大的影響。就拿柏格來說，他的
握拍法是屬於比較特殊的西方式握法。這種握拍法有助於他擊出圓弧狀
的上旋球，而這種上旋球，也是柏格打球的最大特徵（Ashe，1981／網
球世界雜誌編輯部譯，1983，頁 34）

網球是從握法開始／許多的球員，對於球拍的握法，往往不肯花費精神
去研究，然而各人却常因握法的不同與正確與否，在球場上經常會產生
相當大的影響力。譬如，比昂・波克，他的正手握法就與常人大不相
同，純屬美式的特殊握法（Western grip），而這種握法亦是他極擅長
高旋轉球（Top spin）的關鍵所在，也是他能在比賽中，藉控球自由掌
握全局的主因（Ashe，1981／蔡碧卿譯，1984，頁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家出版社都沒有在書中任何一頁列出插畫家的名字。
36

筆者在內頁觀察到插畫家在插圖上的簽名筆跡（圖 9），幾經搜尋、交叉比對之
後，確認譯著插圖出自美國運動插畫家吉姆・麥昆（Jim McQueen）之手。

圖 9
《基本網球入門》（1984）插畫家簽名

在網球譯著一書多譯的實例之中，被翻最多次的便屬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的著作 The Handbook of Tennis。本書在台譯本共有 3 本，按照出版年
份先後依序為：《網球經》（1985）、《網球訓練大全》（1988）與《網球大全》
（1988）。本書其中 1 篇序言由馬克安諾撰寫，此 3 本譯作的序言譯文如下：

我於一九八一年的溫布頓大賽時結識了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
，
當時曾對其在網球教學上所持的觀點，留有深刻之印象。我之所以喜歡，
係由於下面兩個原因⋯⋯（John McEnroe，1982／鄭元慶譯，1985，頁 12）

在 1981 年的溫布頓大賽中，我認識了保羅・道格拉斯，並對他的網球訓
練方法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喜歡他的方法，主要有兩點原因⋯⋯
（John McEnroe，1982／張廣義譯，1988，頁 6）。

37

余在 1981 年溫布頓冠軍賽時遇見保羅道格拉斯，並被其教練網球的精神
所感動。主要的，我為兩個理由喜歡他⋯⋯（John McEnroe，1982／張志
純譯，1988，頁 II）。

由上述引述段落可知，《網球經》譯者鄭元慶、《網球訓練大全》譯者張廣
義和《網球大全》譯者張志純翻譯風格明顯不同，惟文意相通，故筆者依此線索
推判這三本書均譯自同一本書。
本研究蒐集的網球譯著不乏多本譯著出自同源的實例，但也找到全文抄襲的
譯本。筆者對照聯經出版社《網球入門》（1982）與 1979 年國家出版社同名譯
著得知，1982 年《網球入門》應為聯經照抄 1979 年之譯本。這兩本書的序言如
圖 10、圖 11 所示：

圖 10

圖 11

《網球入門》（1979）序言

《網球入門》（1982）序言

圖 10 譯文出自國家出版社編譯組，圖 11 則是出自聯經，此例是本研究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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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唯一全文抄襲的譯本。聯經出版社將國家出版社譯文原封不動搬風，並將聯經
編輯部列為「著者」而非譯者之後出版，反映當時出版機構欠缺著作權概念。
早期網球譯著多有一書多譯的現象，這應是我國著作權法修法前，出版社因
應市場競爭及國人閱讀需求上升，不得不搶譯外文書籍而產生的結果。一書多譯
可能影響讀者對外文譯著的理解和觀感，而相同內容的作品重複印製則會造成資
源浪費。不過著作權法修改之後，著作權人與出版機制均獲得保障，自此不再有
一書多譯的情形。筆者將在下文討論我國網球譯著副文本特色。

三、臺灣網球譯著副文本特色
我國網球譯著的副文本相當豐富，除了序／前言、譯序／譯後記、叢書序，
還有世界網壇資料、我國網壇資料、網球規則或術語、裁判或紀錄要領，以及作
者網球軼事等。此外近十年出版社常邀名人撰寫推薦序刺激買氣，卻偶有喧賓奪
主之感。以下將依序說明這些譯著副文本各項特色。
大多都有序言或前言

這些譯著大部分都附有序言或前言，內容主要介紹書籍主旨和作者預期目標，
如促進網球發展、增進讀者打球樂趣等。有部分作者會署名，這點在必要時可能
成為重要線索以利研究者比對文本，如《硬式網球基本教材》（1978）。另一個
較特別的例子是《莎拉波娃勇往直前》（2018），本書封面一翻開便是莎拉波娃
以第一人稱所寫，向臺灣版讀者問候的字句（附中文對照），頗有與讀者拉近距
離的意味，應為行銷手法之一。
除此之外，也曾有書籍譯者代寫序言，介紹書籍內容與主旨，如《網球戰略》
譯者邵品剛。附帶一提有些出版社也會附上叢書序，說明叢書出版宗旨，一來有
助讀者熟悉同書系其他書籍，二來有助了解譯著背後的出版機制。有關譯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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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討論請見下一章。
近十年譯著常收錄推薦序

筆者研究發現近 10 年共 12 本網球譯著之中，有 6 本特地收錄 2 頁至 28 頁
不等的推薦序（如表 5 所示），無論書籍主題為人物傳記、運動心理或營養生
理皆然 。
王乾任（2010）認為翻譯書籍附推薦序是一種行銷手法，亦反映出版者的
用心程度。然而有的書籍光是推薦序就多達 6 篇近 30 頁，不免讓讀者覺得喧賓
奪主，即使推薦序有助吸引讀者購書，或許出版者也應拿捏篇幅，盡量控制在
3 篇以內，畢竟正文才是譯書的主角。

表5
近十年臺灣網球譯著推薦序列表

出版年份

譯著書名

推薦序
總頁數

2010

公開：阿格西自傳

10 頁

2014

反正都是我贏

2 頁24

2014

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

18 頁

2015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

4頁

推薦人
劉軒、徐正賢、吳惠林、呂學
錦23
徐正賢
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甘思元、許乃仁25
陳志榮、許乃仁26

（續下頁）

23

《公開：阿格西自傳》共四篇推薦序，撰寫人包括知名 DJ/作家劉軒、蓬勃運動事業執行長徐
正賢、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
24
中文版專文。
25
《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推薦序三篇，撰寫人包括心血管疾病預防學家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
、力格運動健護中心創辦人甘思元，與前 FOX 體育台主播暨網球解說員許乃仁。
26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推薦序兩篇，撰寫人包括本書審訂者暨國立體育大學網球隊總教練陳
志榮與許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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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近十年臺灣網球譯著推薦序列表（續）

出版年份

譯著書名

推薦序
總頁數

2017

比賽，從心開始

28 頁

2019

王者對決

6頁

推薦人
劉奕成、鄭緯筌、陳茂雄、蔡
志浩、詹益鑑、薩克・克萊曼
（Zach Kleinman）27
何榮幸、許乃仁、楊惠君2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出版社相中的推薦人遍及各行各業，從體育台主播、
大學校隊教練到運動教育服務公司執行長，甚至是作家、彩券公司高層、電信公
司董事長與獨立研究機構研究員等也在名單之列。也就是說有的推薦序撰寫人具
有與書籍主題相關之專長，寫序有助讀者了解該書籍的作者生平和作品背景，有
的撰寫人卻無網球知識或背景。出版社究竟出於什麼考量，延請這些「非專家」
來寫推薦序呢？
筆者從這些譯著的推薦序內容觀察，「對於網球抱有一定程度的熱愛」是
出版社挑選推薦人的重要因素。正如積極經營運動書系的出版社堡壘文化簡伯
儒編輯曾指出，其長期合作之推薦序撰寫人均對運動體育具有熱忱（老編垚
順，2021）。即使執筆的推薦人無網球背景，其對於網球的了解和熱愛或許不
亞於任何人，亦可藉此引起讀者的共鳴，進而達到行銷的目的。如知名媒體人
何榮幸撰寫《王者對決》推薦序時除了自稱「資深業餘球迷」，也提及從小到
大見證柏格和馬克安諾、山普拉斯和阿格西，到費德勒與納達爾等三代經典名
將之間的對決，自己已是感動萬分：

27

《比賽，從心開始》推薦序多達五篇，撰寫人包括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劉奕成、臺
灣電子商務創業聯誼會理事長暨內容駭客網站站長鄭緯筌、美國管理協會台灣分部領導人教練
陳茂雄、蔡志浩、詹益鑑。
28
《王者對決》推薦序三篇，撰寫人包括網路媒體《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許乃仁、
《報導者》
副總編輯楊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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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既是費納兩人王者對決全記錄，更是這種難以言喻幸福感的寫
照。任何記錄都只是冰冷的數字，只有球迷才能深刻體會這種炙熱的幸
福感：只要費德勒、納達爾還在球場上奔馳，陪伴我們走過生活中高低
起伏的看球歲月就沒有崩壞，這個並不美好而充滿挫敗的世界就依然值
得奮鬥不懈（何榮幸，2019，頁 7）。

又例，經濟新潮社《比賽，從心開始》主打商業名人推薦，或與書籍內容和
出版社背景有不小的關聯。此書作者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選手在比賽前、中、後的
自我意念，並討論運動員應如何提升運動表現——出版社應是著眼於運動心理學
有潛力延伸為企業管理之道，才將本書歸類為「經營管理」書籍。也因為出版社
看中運動心理學延伸至商業管理的潛力，才邀請商界名人推薦。此外，成立於
2000 年 9 月的經濟新潮社以「經營管理、經濟趨勢、投資理財」為主要出版方
向，旨在拓展讀者的企管知識與視野，不難理解出版社選定本書並翻譯出版的理
由。
從以上段落可知，國內出版社不只會邀請網球領域專家寫序，也會因出版
目的、讀者需求等考量，延請非體壇人士撰文推薦，藉此行銷網球譯著。此現
象說明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員，亦即網球專家與其他領域的評論家，與文學系
統外的贊助者（如：出版社）可對翻譯出版流程產生一定影響力。
譯序／譯後記非常稀少

本研究蒐集的 73 本譯著之中，僅 7 本有附譯序或譯後記（表 6）。除了 1970
年代出版的《軟式網球基本教材》、《網壇無敵》和《網球成功要訣》，1980 年
代出版的《高旋網球》、《網球戰略》、《網球大全》和《網球王柏格傳》，其
他網球譯著的譯者可說是隱身於正文之中。雖然譯序和譯後記數量稀少，但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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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研究和出版機制研究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表 6
網球譯著譯序／譯後記列表

出版
年份
1975

軟式網球基本教材

1977
1978
1982
1985
1988
1989

譯著書名

出版社

譯者

網壇無敵
網球成功要訣
高旋網球

雲林縣網球
委員會
國際文化
徐氏基金會
中視

謝穎川、陳
餘泉
李永久
張志純
邵品剛

網球戰略
網球大全
網球王柏格傳

維新書局
徐氏基金會
民生報

邵品剛
張志純
徐弘

譯序／譯後記／
其他
譯序一篇
譯序一篇
譯序一篇
代跋一篇29、尾語
一篇
譯後記一篇
譯序一篇
譯後記一篇30

以上譯序／譯後記有的說明出版之時國內網壇甚至體壇的發展概況，提供寶
貴的歷史紀錄；有的譯者簡述翻譯動機、提出本書要點，並向推動翻譯的人物致
意。前者如《軟式網球基本教材》譯者謝穎川與陳餘泉在〈譯者序〉寫道：

今年我國體育史上，有輝煌的一頁。台灣區運動會，各項運動選手成績
進步，很多項目打破全國紀錄。少棒、青少棒、青棒同得世界冠軍，榮
獲「三冠王」……在網球方面：我們也參加了亞洲軟式網球比賽，台維
斯杯網球賽，均未達到理想（謝穎川、陳餘泉，1974，無頁碼）。

後者如《網壇無敵》譯者李永久說明原著 1977 年在美國、加拿大出版後幾
乎是立刻著手翻譯，也因作者之一傑克・克拉瑪（Jack Kramer）征戰經驗豐富故

29
30

代跋題為〈一個高旋網球的故事〉
。
譯後記名為〈安徒生童話中醜小鴨的故事——「網球王柏格傳」譯後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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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對網壇的意義重大、可嘉惠讀者，最後則向促進翻譯出版的萬春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Win Chance Enterprise Co., Ltd.）企劃經理戴旭先生致謝。
由上述資料可見，最近一次有收錄譯序或譯後記的網球譯著居然已是 1989
年。無論出版社鮮少請譯者寫序或後記背後的考量為何，筆者認為這對讀者、譯
者和翻譯研究者而言都相當可惜。不過筆者也透過文本以外的相關資料進一步了
解網球譯著譯者的背景與角色，相關研究請見第四章。
補充資料豐富

網球譯著除了上述序言／前言和譯序／譯後記以外，還有各式各樣的補充資
料，不僅增添閱讀樂趣，更重要的是從各個面向增進國人對國內外網壇的了解，
顯見網球譯著在網路尚未發達的時代，具有促進網球推廣的作用。
1. 世界網壇資料
網球譯著所附的資料包括 (1) 世界網壇大事紀和各項紀錄，如《硬式網球基
本練習法》（1998）條列事項包括選手紀錄、球拍規格和細節介紹、日本網球發
展簡史等31； (2) 世界各個錦標賽簡介，如《硬式網球入門》（1994）；(3) 職
業球員介紹，如《網球技巧突破》（1979）在章與章之間插入一頁篇幅，內容著
重在球技分析，夾雜一小部份對於球員性格的敘述，介紹的球員包括克利斯・艾
佛特（Chris Evert）、柏格32、吉米・康諾斯（Jimmy Connors）、崔西・奧斯汀
（Tracy Austin）和娜拉提洛娃33。
2. 我國網壇資料
此指我國網球發展、重要選手與戰績等網壇概況，也有譯著出版社彙整北市

31

網球紀實錄（無日期）
。載於林明聲（譯）
，硬式網球基本練習法（頁 196-198）
。臺南市：信宏
出版社。
32
本書譯者陳惠徵將柏格譯為「比揚・伯格」
（頁 124）
，然而本研究為使通篇譯法一致，故遵照
我國習慣譯法「比約・柏格」稱之。
33
本書譯者陳惠徵將娜拉提洛娃譯為「瑪麗汀娜・娜拉蒂娃」
（頁 214）
，本研究遵照我國習慣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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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場地參考資料，如欣大出版社翻譯傑克・克拉瑪（Jack Kramer）著作《打出
網球最佳水準》（1985），詳列球場地址、電話、設施、費用、會員制度等，資
訊可說是應有盡有。惟資訊僅限特定地區，頗有偏重北部讀者之嫌。
3. 網球規則或術語
網球譯著通常有附競賽規則、行為準則、網球術語對照，更有的附上名詞解
釋中英對照，如《2 天學會網球》（1996）。
4. 裁判或紀錄工作指引
譯著除了教球以外，也會介紹裁判和比賽紀錄人員的工作職責，檢附資料包
括 (1) 裁判要領；(2) 裁判術語中英對照，詳細說明裁判宣告的用語和時機，如
《軟式網球基本教材》（1975）和《網球成功要訣》（1978）；(3) 網 球 計 分
表寫法或比賽紀錄表填寫方法，如《網球技巧》
（1990）
、
《硬式網球技巧》
（1998）
；
(4) 比賽違規紀錄表，如《網球訓練大全》（1990）（圖 12）。

圖 12
《硬式網球技巧》（1998）比賽違規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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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網球譯著其他副文本包括導讀、人名或賽事中英對照表、作者個人網球軼事、
照片與相關報導，以及書籍閱讀方法。以下依序舉例說明。
(1) 導讀：如《反正都是我贏》
（2014）共同作者史提夫・傑米森（Steve Jamison）
撰寫導讀，有助讀者快速抓到重點、釐清閱讀目的；
(2) 人名或賽事中英對照表：如《公開：阿格西自傳》在正文之後檢附部分重要
人物姓名對照表，而《反正都是我贏》除了人名中英對照亦加上賽事名稱，
方便讀者參考；
(3) 作者個人網球軼事：如《網球確實完全學習》（2008）作者石井弘樹在章與
章之間一共寫了三篇軼事，自述過去身為選手代表日本參賽、退役後陷入迷
惘，以及自己深受老友暨 1989 年溫網冠軍派特・凱許（Pat Cash）啟發的心
得與期許；
(4) 照片與相關報導：所有著重描寫單一球員的人物傳記譯著都有附上球員黑白
或全彩照片，且此類型的譯著有些會收錄採訪紀實和專欄報導，如《掌握人
生發球權》收錄記者暨合著作者游邁克（Mike Yorkey）訪問張德培的文字紀
錄，另收錄《洛杉磯時報》
（Los Angeles Times）記者吉姆・馬瑞（Jim Murray）
以張德培為主角的專欄文章，讓讀者從問答形式和旁人角度深入了解傳記主
角；
(5) 書籍閱讀方法。
本章歸納我國網球譯著的出版概況，出版機構在 1980 年代譯介最多網球書
籍，反之 2000 年代數量最少。這些譯著大多譯自日語或英語；以類型而言，出
版社偏重全面技術的網球書，少部分內容專為特定技術或族群而寫，近年譯著選
材漸趨多元，始有運動心理學、營養學和網球史譯著。對照我國出版業的時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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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網球譯書出版頗能呼應我國譯書出版的發展脈絡。接著本研究亦彙整譯著文
本特色與副文本特色，除了有一書多譯的情形，大多譯著都有序言／前言，近十
年譯書也常收錄推薦序，但譯者序／譯後記數量非常少，網球譯著的譯者可見度
相當低。此外，網球譯著補充資料多元，從國內外網壇資料、網球規則和術語、
裁判和紀錄工作等皆有，顯見網球翻譯對於網球知識推廣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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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譯著產生機制
筆者根據蒐集到的網球翻譯書籍之序跋、譯者序或譯後記等副文本，探究譯
著出版的影響因素與機制，並從中了解譯者扮演的角色。此外，由於光從副文本
較難得知實際的出版契機，筆者亦訪問譯者／編輯或利用網際網路搜索資料，更
進一步了解譯書的出版流程。
過去探討翻譯圖書與出版流程的研究（張毓玲，2002）指出，影響譯書選題
的因素包括出版社的經營理念、原著作者寫作背景與作品架構、圖書市場出版概
況，以及讀者閱讀喜好與需求（頁 53-57）。其中，市場供需可說是決策者的首
要考量：參與選題的決策者「不但要了解國內市場的需求、要持續追蹤國際書市
的走向，也要考量作品的市場價值」（頁 43）。
筆者在本章藉由過程取向描述翻譯研究之觀點，從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出
版社）之角度探討網球譯著的產生機制，亦關注並探討譯者身為文學系統內的專
業人士如何透過翻譯引進新知，協助推動網壇發展。

一、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出版社
本研究發現出版社為臺灣網球書籍翻譯最主要的贊助者。他們選擇翻譯網
球書的原因包括遵循出版社經營理念、因應國內叢書風氣，也有編輯出於個人
喜好和其他考量而譯書。
出版社的經營理念

我國圖書出版社可按出版特色及成立性質，分為綜合性出版社、專業性出
版社、傳播機構附設出版社、大企業及財團法人創辦出版社，以及大學出版社
等五類（王梅玲，2016）。筆者依據王梅玲對出版社的分類，比對網球譯著出
版社的出版動機，舉例說明專業性出版社與大企業及財團法人創辦出版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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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出版理念譯介網球書籍34。
1.

專業性出版社

專業性出版社是以特定類型的書籍為出版方針的出版社。早期的專業性出
版社多以文學書籍為主，後來隨著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提高，專業性出版社陸
續出現，「代表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也象徵「出版市場分眾化」（吳興文，
1998）。專業性出版社以青少年兒童讀物與宗教類出版社最多，前者如聯廣圖
書及益群出版社，後者則如雅歌出版社。聯廣圖書及其關係企業益群出版社共
出 11 本網球譯著，而基督教華文出版社雅歌在華裔美籍網球名將張德培
（Michael Chang）與游邁克（Mike Yorkey）著作 Holding Serve: Persevering on
and off the court 付梓兩年後，出版《掌握人生發球權》（2004）。1987 年蘇南
洲、彭海瑩夫婦創立雅歌出版社，以宣揚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將當代議題、文
學藝術、傳記／見證、心理／家庭、社會關懷、教會更新定為出版方針。《掌
握人生發球權》以張德培的人生經歷為本，著重描寫基督信仰如何啟發並促成
他在網壇的成就，雅歌將之歸類於傳記／見證類（雅歌，無日期）。
2.

大企業及財團法人創辦出版社

例如徐銘信先生捐資創辦之財團法人徐氏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徐氏基金
會）曾出版《網球精解》（1976）、《網球成功要訣》（1978）與《網球大
全》（1988）共 3 本網球譯著，全數歸類為基金會醫護保健刊物之中的體育類
書籍（徐氏基金會，無日期）。徐氏基金會係以「協助國家發展科學知識與技
術，促進民生樂利」為創辦宗旨，之後又設科學圖書編譯委員會，主持科學圖
書大庫之編譯工作（徐氏基金會，1975）。委員會組成除了編譯委員，亦有逾

34

因筆者查無綜合性出版社、傳播機構附設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基於經營理念出版網球譯著，
故省略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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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從事翻譯之學者，自英、德、法、日文出版物中揀選當時出版的基本或實
用科技名著進行翻譯，裨益各級學校學生及社會大眾。
筆者在本節舉例說明出版社的經營理念如何影響出版社譯介網球書籍。接
下來將說明叢書風氣如何影響網球譯著出版。
出版界的叢書風氣

本研究蒐集的 73 本譯著之中，有 48 本隸屬出版社的系列叢書，占比超過 6
成（約 65.8%）（譯著與其所屬叢書列表請見附錄三），顯見叢書風氣對網球譯
著的出版有很大程度的影響。然而在深入討論網球（運動）叢書以前，必須先瞭
解國內叢書風氣的來龍去脈。
回顧出版歷史及過去研究，我國自 1940 年代始有翻譯圖書（陳俊斌，2002）
，
1960 年代文星書局的「文星叢刊」掀起叢書熱潮，出版社紛紛推出「文庫」或
「叢書」搶佔市場，除了譯介外文書外，亦致力孕育本土文學創作。洪千惠（2003）
研究我國叢書（或書系）發展指出，「出版者必須在同一領域裡持續經營以凝聚
識別力量（頁 48）」，亦肯定叢書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的出版風貌，對青年
學子的影響相當深遠。
王毓玲（2002）則針對叢書深入研究，歸納出叢書背後的兩個出版因素。第
一，本土出版社在了解市場需求、評估競爭環境後，依其出書概念和內容議題制
定出版策略，再尋覓有哪些書籍符合上述宗旨進行出版。第二則是本土出版社直
接引進國外叢書系統。
筆者認為國內出版社延續 1960 年代以來的叢書風氣大量經營運動叢書，也
因此陸續譯介網球書籍。若以王毓玲歸納的出版因素討論網球譯著，出版社大多
自行創立運動或體育書系並譯介網球書籍，隸屬第一類。不過也有少數幾本屬於
第二類，如《2 天學會網球》（1996）所屬「週末學習系列」便是台灣東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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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直接引進美國克諾夫出版社（Knopf）“Learn-in-a-Weekend” 書系而生。
根據研究結果，我國網球譯著所屬書系主要為運動（體育）叢書，其他叢書
則有人物系列、百科系列等（如表 7）。

表 7
網球譯著各出版社叢書

出版社
信宏
聯廣

益群
王家
體育
武陵
麥田
欣大
大行
商周
中視
台灣東方
民生報社
雅歌
暖流
楓葉社文化

叢書名
體育
運動必勝新教材
運動小百科
圖解運動實技
運動 Q&A
運動廣場
運動系列叢書
運動競技系列
王家體育教室
體育入門叢書
網球世界叢書
運動技藝叢書
運動家書系
運動叢書
健身球藝
商周人物
紅沙龍書系
網球叢書
週末學習系列
民生報叢書
雲彩叢書
生活百科入門
（進擊）35

網球譯著（本）
10
2
2
1
1
3
1
1
3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35

楓葉社文化 2013 年出版《進擊の桌球：基本打法&戰術 200 招》
，2014 年出版《進擊の網球：
軟式網球基本打法&戰術 200 招》與《進擊の羽毛球：打好基礎的 200 種練習法》
，譯者均為李
永智。儘管出版社未取叢書名，筆者仍將《進擊の網球》歸類為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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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7
網球譯著各出版社叢書（續）

出版社
楓樹林
漢欣
遠流
興台文化
靈活文化
總計

叢書名
（運動解剖書）36
運動達人
運動館
世界體育叢書
運動大贏家

網球譯著（本）
1
1
1
1
1
48

註：本表按照同一出版社網球譯著數量由多至少排列。數量相同者，依出版
社名稱筆畫由少至多排列。

由上表可知，信宏的體育叢書出版十本網球譯著數量最多，書籍主題包括女
子網球、軟式網球、硬式網球，從基本練習、入門技巧到學習法循序漸進。又，
聯廣圖書經營「運動必勝系列」叢書，其中出版的六本網球譯著各自隸屬子系列
「運動必勝新教材」、「運動 Q&A」、「圖解運動實技」與「運動小百科」共
四套叢書裡37。
另外，遠流出版公司原以小說及散文創作和心理著作打響名號，後 又 陸 續
出版青少年百科全書、歷史套書、本土童書創作，亦推展翻譯計畫譯介社會科學
著作和文學作品等（如：經典文學新譯計畫），奠定多角化經營的路線（遠流，
無日期）。2012 年遠流為因應「日漸興盛的全民運動與慢跑風潮」推出運動館書
系，網球心理譯著《反正都是我贏》（2014）便是該書系譯著之一。筆者透過臺

36

楓樹林出版社 2014 年除了出版《網球運動解剖書》
，亦出版《伸展運動解剖書》
、
《籃球運動解
剖書》及《人體運動解剖書》
，譯者均為林晏生。儘管出版社未取叢書名，筆者仍將《網球運動
解剖書》歸類為運動叢書。
37
聯廣圖書「運動必勝系列」六本網球譯著包括：「運動必勝新教材」《硬式網球教室》（1982）
與《軟式網球教室》
（1983）
、
「運動 Q&A」
《實戰硬式網球》
（1998）
、
「圖解網球實技」
《軟式網
球》
（1995）
，以及「運動小百科」
《硬式網球》
（1999）與《網球基本課程》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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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與網路書店彙整該書系出版書目如下：

表8
遠流運動館書系之書目

類別

書名

跑者日誌
郭老師的跑步課
跑得過一切
真實 : 超馬女神工藤真實的跑步人
生
跑步勝者的 100 天修練
跑步運動
從走路開始，全馬破 4 的路跑全攻略
丹尼爾博士跑步方程式
體能！技術！肌力！心志！全方位的
馬拉松科學化訓練
放慢速度的勇氣：關家良一的超馬道
我跑步，所以我存在
運動型食譜
護腳聖經 : 跑者、山友、舞者、健
行者、戰鬥人員、極限運動員必備的
運動保健
傷害防治與治療大全
或運動訓
郭老師的運動減重課
練
從零開始的體幹核心訓練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運動篇】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飲食篇】
麥可喬丹自傳
籃球
曼巴精神
肌力訓練 男模都在偷練的肌力訓練
反正都是我贏 : 全面適用的大師心
網球
理素質與心戰手法

作者
郭豐州
郭豐州
李穎琦（譯）

出版年份
2012
2012
2013

哲學咖啡（譯） 2013
李佳霖（譯）
葉東哲（譯）
徐國峰（譯）
徐國峰、羅譽
寅
葉東哲（譯）
歐陽鳳（譯）
蔡孟儒（譯）
簡政章

2013
2014
2014
2015

郭豐州
葉東哲（譯）
哲彥
哲彥
蔡世偉（譯）
蔡世偉（譯）
楊格
呂佩珊（譯）

2015
2015
2017
2017
2015
2019
2013
2014

2015
2016
2013
2013

由上表可知該書系出了 11 本跑步運動書、7 本運動保健或運動訓練書、2
本籃球書、1 本肌力訓練，以及 1 本網球書，顯然跑步運動為出版主力，運動
防護知識其次。
而也有少數出版社經營人物系列叢書，如商周自 1987 年成立以來揀選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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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國外體壇及時尚界名人故事推出「商業周刊人物」，粗估此套叢書
數量已累績至少 40 餘冊。《球王山普拉斯：打不倒的網壇巨人》（1997）即為
該叢書之網球譯著。
在琳瑯滿目的體育叢書之中，麥田出版社「運動家書系」38、民生報社「民
生報叢書」連同「民生報棒球叢書」與「民生報體育叢書」的背景均與我國運動
發展史息息相關，其中又以棒球影響至深。1989 年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簡稱中華
職棒）成立，次年中華職棒展開第一季職棒聯賽是為「職棒元年」；1992 年我國
棒球代表隊在巴賽隆納奧運勇奪銀牌，棒球聲勢如日中天；1995 年因轉播權之
爭而使第二個職棒聯盟「台灣職棒大聯盟」應運而生。然而 1997 年棒壇首次爆
發簽賭和假球事件，不僅涉案的球星淪為過街老鼠、多支球隊先後解散，運動觀
賞風氣更受到極大影響。以下說明麥田與民生報運動書系之起源與書目。
1. 麥田出版社運動家書系
麥田出版公司由陳雨航與蘇拾平在 1992 年共同創辦（陳俊斌，2002），同
年推出運動家書系，不僅出版球員傳記、運動文學創作，也譯介數本運動書籍（黃
崇凱，2013）39。此外麥田另一套「世紀巨星」叢書也出過幾本球員傳記40。而
1997 年不但中華職棒蒙上陰影，麥田內部經營也出現變動，其運動家書系、偵探
推理小說和企管叢書在 1998 年 1 月 1 日獨立出來，成立「臉譜出版社」。惟臉
譜後來並未持續經營運動家書系，該書系等於在 1998 年走入歷史41。

38

或稱「運動家系列叢書」
。
麥田「運動家書系」出版的作品包括前中職巨投涂鴻欽和黃平洋等球員的傳記、運動文學經典
《強悍而美麗：劉大任運動文學集》
（1995）
，以及譯作《空中飛人麥可喬丹》
（1993）和《白色
守護神：大鳥博德》
（1995）等書。
40
世紀巨星書系例如：
《漢克・阿倫：我有一根大鎚子》
（1998）
、
《奇蹟之子：諾蘭・萊恩自傳》
（1998）
，譯者均為林大容。
41
臉譜出版社雖然沒有持續發展運動家書系，卻也趁近年健身風氣盛行，出了不少健身工具書，
包括《運動傷害完全復健指南》
（2020）
、
《KENNY 甘思元運動健護全書》
（2018）與《麥克波羅
伊功能性訓練聖經》
（2017）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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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動家書系的出版緣起〈一個更好的世界〉看來，麥田出版社經營此書系
有其商業考量，也承載了出版人的美好願景（附錄四）。此篇書序直指臺灣出版
界運動書籍付之闕如，而出版運動書籍、推廣運動知識不但「有助於專家素養的
長成」、「對現役的描述者評論者能提供相當的支援」，亦能深化球迷和運動傳
播工作者對運動的認知，讓觀者跳脫運動員外貌層次欣賞甚至預判運動場上的細
節。麥田也視書本為歷史的化身，肩負台灣社會運動記憶保存的使命。
麥田身為贊助者對於運動書市雖有崇高理想，但光從各運動書籍出版數量看
來，網球顯非出版重點。運動家書系共出版 57 本運動書籍，包括棒球 30 本、籃
球 17 本，美式足球 4 本、網球 2 本、拳擊 1 本、足球 1 本、綜合性運動（奧運）
1 本，以及創作文集 1 本。筆者找到的《網球場上的百萬女孩》（1994）與《摩
妮卡・莎莉絲 : 從恐懼到勝利》（1998）是書系唯二的網球作品。該書系幾乎都
出棒球和籃球書，除了「和國內的運動趨勢及運動人口正相吻合」
（翁美雲，2008，
頁 23）、出於市場考量，也和編輯個人喜好脫不了關係。有關編輯喜好與市場考
量請見下節討論。
2. 民生報叢書
隸屬聯合報系的《民生報》自 1978 年創刊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停刊為止，
主打民生、體育和影劇內容，陸續經營民生報叢書（15 本）、民生報棒球叢書
（13 本）與民生報體育叢書（1 本）。民生報叢書包括《網球王柏格傳》在內共
有 15 本運動書籍（請見表 9），涵蓋籃球、棒球、足球、飛盤、登山、綜合性運
動（奧運）、網球及慢跑。惟此套叢書大多以市場取向為考量而出版（翁美雲，
2008），選題較無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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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民生報叢書之書目

運動項目

數量（本）

籃球

3

棒球

2

足球

2

飛盤

2

登山

2

綜合性運
2
動
網球
1
慢跑
1

書名（出版年）
女籃國手群像（1980）
一九八二籃球國手群像（1983）
一九八四籃球國手群像（1984）
奧運棒球國手點將錄（1984）
呂明賜傳奇：邁向巨人之路（1988）
一代球王：黑珍珠比利自傳（1979）
世界足球風雲錄（1982）
飛盤運動（1986）
飛盤遊戲（1987）
勇闖喜馬拉雅冰雪峰（1981）
K2 巨峰的挑戰（1983）
國際體壇名人錄（1980）
奧運精華錄（1984）
網球王柏格傳（1989）
慢跑（1980）

作者
馮同瑜
王麗珠等
王麗珠等
楊武勳、高正源
高正源
曾子（譯）
孫鍵政
熊文宗
朱峰亮
楊克明
楊克明（譯）
孫鍵政
民生報體育組
徐弘
蒲大宏

另外，民生報棒球叢書有 13 本書，從中華職棒年鑑、中華棒球發展史、中
華職棒球員傳記到美國職棒包羅萬象，最早的一本《職棒年鑑》為 1992 年出版，
最後一本則是 1997 年的《洋將列傳》，時間恰與中華職棒由巔峰時期到簽賭爆
發的時間吻合。而民生報體育叢書僅出一本《奧運奔騰一百年》（1996）。
整體而言，民生報上述 3 套叢書共 29 本書之中，棒球佔了 15 本、籃球 3
本，網球僅 1 本——《網球王柏格傳》。回顧其出版過程，1980 年瑞典名將柏格
連續 5 年拿下溫布頓網球錦標賽（Wimbledon）冠軍後在全世界掀起「柏格熱」，
其英文傳記 My Life and Game 也於次年問世。1989 年 4 月間《民生報》請譯者
翻譯並將傳記以連載的形式刊登於報上，同年七月才集結成書出版（「關於『網
球王柏格小傳』」，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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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麥田運動家書系（57 本書僅 2 本網球）和民生報的 3 套叢書（29 本書僅
1 本網球）看來，出版社顯然不看好網球書市，因此影響書籍選材更成為網球譯
書發展的阻力。若將翻譯書籍視為文學系統的一支，那麼運動翻譯書籍系統中的
網球書顯然位居弱勢，棒球和籃球明顯對網球形成排擠作用，反映出多元系統的
特徵。此外由於棒球和籃球在台發展悠久，粉絲人口基數多，且國外職業運動聯
盟商業化程度和知名度均高，相較之下網球應該會繼續維持弱勢。
出版社選譯網球書籍除了基於經營理念、叢書風氣，也與編輯個人喜好和其
他因素有關。
編輯喜好

麥田出版社前發行人兼總編輯陳雨航坦言書系的出版方向與主編的個人喜
好息息相關（陳俊斌，2002，頁 55）；而筆者認為編輯喜好可能成為促進網球
翻譯的推力。如奇光出版社 belle vue 書系主打「獨到觀點／全球視野」曾出版
《王者對決》與棒球著作《天才的人間力，鈴木一朗：51 則超越野球的人生智
慧》（2021）。這兩本書的編輯都是該社總編曹慧，筆者發現曹慧本身是納達
爾的球迷（楊惠君，2019），再查證臺灣書目整合系統得知 belle vue 書系迄今
出版的 20 餘本書之中，僅此 2 本為運動書，可以想見編輯對選材具相當影響
力。又如堡壘文化主編簡伯儒熱愛體育，2018 年他仍在商周擔任編輯時出版了
《莎拉波娃勇往直前》（2018），後來成立堡壘文化仍持續致力引介運動書
籍。從這兩個例子顯見編輯喜好對選材的重要性。
然而，編輯喜好也可能成為阻礙網球翻譯的拉力。麥田出版社成立之初經
營文學、商業與運動三個書系，學歷史和藝術出身的陳雨航主編文學，有經濟
學背景的蘇拾平負責商業叢書，而以運動為專長的謝材俊（筆名唐諾）則規劃
運動書系。謝材俊本人「打籃球、看籃球、寫籃球」（翁美雲，20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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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他個人對於籃球的熱愛也反映在運動家書系之中——《唐諾看 NBA》
（1993）、《球迷唐諾看球》（1994）、《唐諾談 NBA》（1997）均為其著
作。根據前述有關叢書風氣的段落可知，謝材俊經營運動家書系時並不重視發
展網球書，除了是市場考量，筆者也認為有一部分是編輯個人旨趣使然。
其他影響因素

市場考量、讀者需求、原著作者的寫作背景、著作內容與重要性等等也會影
響出版者的選題（張毓玲，2002，頁 53-57）。《麥可喬丹傳》（2015）譯者蔡
世偉自述該書出版流程時說，出版社一開始並不打算買下原著 Michael Jordan:
The Life 版權，原因是不看好本書在國內的市場：

舉一個例子來說，使用蘋果手機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去購買厚厚一本
的賈伯斯傳，出版社一開始的顧慮就是這樣，喜歡 Jordan，會購買品牌
服飾的人，不一定會買他的傳記，何況是一本超過 50 萬字的傳記
（Mamba H，2020 年 6 月 7 日）。

此外，行銷管道與時間點也會左右國內網球譯書的發展，可視為出版的有利
或不利因素。筆者下文透過《莎拉波娃勇往直前》（2018）和《公開：阿格西自
傳》（2010）兩個例子，說明除了出版社經營理念、叢書風氣、編輯喜好以外，
國內網球翻譯出版還有哪些影響因素。
首先，《莎拉波娃勇往直前》（2018）出版後，責任編輯簡伯儒便曾受訪指
出女子網球員在我國的人氣明顯不如男子網球員，這點是該書銷量不如預期的其
中一個原因（圓動力，2020 年 5 月 26 日）42。

42

網路媒體圓動力專訪堡壘文化簡伯儒編輯後刊出報導〈幫周思齊出書的爪迷編輯 簡伯儒創業
點燃運動閱讀熱〉
，內文提及《莎拉波娃勇往直前》出版流程。然而圓動力現已停止營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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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莎拉波娃勇往直前》還遇到更大的困難：缺乏行銷管道以及時間點不
佳。2017 年 4 月莎拉波娃才因禁藥事件剛服完 15 個月「球監」並在職業網壇復
出，2017 年 9 月本書原著 Unstoppable: My Life So Far 付梓，次年 2 月譯著在台
出版。簡伯儒憶道，莎娃的人氣因禁賽而下滑，且復出表現「雷聲大雨點小」，
加上原著出版後我國媒體紛紛跟著外媒報導本書的爆點，導致民眾已被「爆雷」
，
而出版社也欠缺有力管道將本書推至網球社群之中，以上因素加總起來導致銷量
不佳。
相較之下，2010 年出版的《公開：阿格西自傳》的機運可說是得天獨厚。木
馬文化參加書展後得知原著的相關訊息，團隊考量阿格西的知名度、作品內容與
重要性、市場潛力和行銷夥伴後決定出版本書43。本書責任編輯陳希林先生表示，
出版社出書前比照一般工作流程，針對「可能與這本書相關的意見領袖、名人、
機構、公司行號」進行評估並尋覓潛在的行銷夥伴，這才發現蓬勃運動事業原本
就計劃在 2011 年 1 月舉辦「夢幻球星邀請賽」，而阿格西也是受邀球星之一：

對出版者來說，這場比賽是命運天神格外垂憐，免費把大牌作者帶到讀
者的眼前，刻意求之而不可得（陳希林，個人通訊，2021）。

於是，木馬與蓬勃商討後成為彼此的行銷合作夥伴：蓬勃執行長撰寫專文推
薦本書，也提供邀請賽和周邊活動入場券讓木馬辦理讀者回函抽獎活動，而木馬
則在書中以彩頁印刷邀請賽的海報與購票及相關資訊。由本書出版的前因後果看
來，市場需求、行銷管道與時間點之於譯書出版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連結網址也失效，此處附上的是圓動力 Facebook 粉絲專頁 2020 年 5 月 26 日貼文連結。
43
陳希林，電子郵件，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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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贊助者
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除了出版社以外，也有其他足以左右網球譯著出版的力
量，例如網球社團法人、書籍經銷商，甚至網球電影也可能影響譯書出版。
網球社團法人

國內網球相關組織如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以下簡稱軟網協會）、中華民
國網球協會及縣市網球委員會，皆曾以推動國內網球運動發展為目的編譯或翻譯
網球著作，以下逐一說明。
軟網協會 1981 年 3 月邀請日本軟式庭球聯盟理事表孟宏先生來台擔任全國
教練研習講師，當時表孟宏以其著作為參考書目進行講解；軟網協會遂於次年譯
介出版《軟式網球初階》（1982）以利讀者參考。
又，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為進一步培養專業網球教練，且為彌補當時網球專書
不足的缺憾，商請中視文化服務中心推出網球叢書以利網球發展44，
《高旋網球》
（1982）便應運而生（梅長齡，無日期）。而網球協會教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哲
夫在《網球比賽之著地球擊法》（1985）序言提及道，因當時我國選手參加台維
斯杯、聯邦杯及青少年網賽等國際賽事敗多勝少，國內教練水準仍有相當成長空
間，故委員會延請徐國雄先生翻譯 Jack Barnaby 著作 Ground Strokes In Match Play:
Techniques, Tempo, And Winning Tactics，盼提升教練知能（陳哲夫，無日期）。
再舉《軟式網球基本教材》（1975）為例，本譯著由雲林縣軟式網球委員會
出版，譯者係當時的主任委員陳餘泉與其子謝穎川。譯者在譯序中自述翻譯動機
如下：

44

原中視文化服務中心自 1980 年成立以來幾經更迭，現為中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之部門。由於
筆者欲討論《高旋網球》的出版緣由，故此處沿用該書發行人梅長齡所寫〈網球叢書序〉對中視
出版部之稱呼「中視文化服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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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網球界，尚未出版有系統指導教材。筆者為求發展我國網
球運動，能在國際性比賽為國家爭取榮譽，乃編譯本書，以圖解方式，
說明打球要領及技巧，且附載「比賽規則」「裁判用語」及「裁判要
領」期能對初學者有所助益，並可供教練、選手參考（陳餘泉、謝穎
川，1974，無頁碼）。

以上段落說明各網球協會出版譯著的動機不外乎促進國內運動發展，然而我
國 73 本網球譯著之中，僅 3 本由網球社團法人譯介（4.1%），可見網球譯著的
出版主力並非國內網球社團法人。
書籍經銷商

《網壇無敵》（1977）譯者李永久自述當時服務於萬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
任執行秘書，企劃經理戴旭先生嗜好網球，考量「國內鮮有指導網球運動之類好
書可資進修，特託留美學人選購本書，交于利用公餘之暇翻譯」
（李永久，1977，
無頁碼）。最終由國際文化事業出版本書，萬春實業則為經銷商，是故《網壇無
敵》出版實屬經銷商促成之結果。
網球電影

如木馬文化《愛與熱情的網球史》
（2017）原著 Love Game: A History of Tennis,
From Victorian Pastime to Global Phenomenon 2016 年問世，譯作 2017 年 6 月出
版。筆者聯繫譯者鍾玉玨後得知，出版社是為了搭配同年 11 月網球電影《勝負
反手拍》（Battle of the Sexes）在台上映，才譯介這本《愛與熱情的網球史》45。
從本節可知，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包括出版社、網球社團法人、書籍經銷商
以及影視產業等，也決定了哪些網球書籍可在台翻譯上市。網球翻譯深受文學系
統外贊助者的影響，這點與勒菲弗爾的論點遙相呼應。

45

鍾玉玨，會晤，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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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譯者
本研究從譯本的（編）譯者簡介、譯序、譯後記及網際網路，蒐集譯者背景、
經歷等資料，觀察譯者身為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在網球翻譯扮演什麼角色，
又對網球在台發展有什麼樣的貢獻。
首先，臺灣網球譯著的譯者往往不具網球專業。有少數以球迷自居、嗜好觀
賞網球賽事，如《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2014）譯者之一郭正皓在譯者簡介提
到自己「從張德培在法網紅土的滑步開始看球，白衣綠草的溫布頓則是每年必看
的夏天風景（郭正皓，無日期）。」《愛與熱情的網球史》（2017）譯者鍾玉玨
則透露，由於自己有收看網球四大滿貫賽事的習慣，木馬文化編輯詢問接案意願
時才敢點頭答應46。不過鍾玉玨也說即便自己有看球習慣，但因為沒有圖片輔助，
且為了配合電影檔期，譯書工作期非常短，整個翻譯過程頻頻遇到挑戰。
其中也有極少數人從事網球運動，如《打出最佳網球水準》（1983）譯者陳
啓仲自 1981 年開始學硬式網球，也藉著閱讀傑克・克拉瑪（Jack Kramer）著作
大有收穫，故願與讀者分享此書（「編譯者介紹」，無日期）47。
本研究蒐集之 73 本譯著共 58 位譯者之中，邵品剛、徐弘與張志純頗投注心
力從事網球翻譯並推動網球發展，蔡世偉也對於運動翻譯頗有心得，特別在下文
介紹。
邵品剛

邵品剛嗜好打網球、讀網球雜誌，《高旋網球》出版時任職華航公司協助
籌組女子網球隊（邵品剛，無日期）並曾任隊員兼秘書。他在翻譯《發球與接

46

鍾玉玨，會晤，2021 年 3 月 25 日。
譯著僅列原著作者傑克・克拉瑪（Jack Kramer）
，未列原著書名。本研究發現《打出最佳網球
水準》
（1983）應與《網壇無敵：從基本學起到封后稱王》
（1977）譯自同本書，名為 How to Play
Your Best Tennis All the Time。詳見第參章有關一書多譯的段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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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球》（1979）、《高旋網球》（1982）與《網球戰略》（1985）等三本書的
過程中，不僅翻譯文句而已還身兼編輯的工作，如撰寫書籍簡介、作者介紹，
亦適時替譯著增加附錄。
《發球與接發球》簡介除了詳細說明書籍重點，亦提到「譯者還從其他專
書及雜誌中增加了一些珍貴資料，都是有助于發球及接發球的（「本書簡
介」，無日期 a）」，並收錄網球詞彙對照表和決勝制（tie break）介紹。儘管
文末未署名，然而筆者從內文的口吻推知本簡介應由邵品剛所撰寫。
此外，《高旋網球》簡介同樣未署名，然筆者從以下段落判斷撰寫人為邵
品剛：

為了使大家更易了解，譯者還參考了德國人 Ellwanger 先生所著，經英
國人 Wendy Gill 先生翻譯成英文的“Tennis-Up To Tournament Standard”
（暫譯“高級網球術”）有關四篇高旋球的發球，正手反手高旋抽球，
高旋高吊球，和高旋空截球的連續分解圖解照片，插入有關章節的後
面，有人說：“一圖勝千字”，則希望這是“錦上添花”罷（「本書簡
介」，無日期 b，無頁碼）。

而邵品剛又在本書正文之後加入尾語及代跋〈一個高旋網球的故事〉，回
顧馬克安諾與柏格 1981 年在美國網球公開賽（US Open）決賽的關鍵對戰過
程，並於末段提供高旋網球技巧的分析。
邵品剛自從 1977 年為中國生產力中心翻譯《升降機檢查手冊》便培養出對
譯寫的興趣，其翻譯理念可從《網球戰略》譯後記一探究竟（附錄五）。他將翻
譯工作形容為搭橋，說明翻譯是把國外的經驗與知識引介至國內，而書本翻譯出
版後猶如橋蓋好了地基，勉勵讀者充分利用以精進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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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你親自來到橋上，腳踏實地的走過去，使你充分地利用了這搭
橋的工作，使這座橋能令大家覺得人生更充實，更有意義，生活也將更
加愉悅滿足（邵品剛，1985）。

讀者若能細細品味邵品剛在譯著留下的種種「足跡」，不難想見他身為譯
者時常跨足編輯的角色，除了展現對網球的熱愛也彰顯他積極傳播網球知識，
盼透過翻譯增進讀者對網球的認識。不過譯者身兼編輯僅出現在較早期的譯著
和譯者身上，近年的網球譯著出版社分工精細，已無此情形。
徐弘

《網球王柏格傳》（1989）譯者徐弘在翻譯柏格和尤金 L. 史考特（Eugene
L. Scott）合著的 My Life and Game 時，在〈安徒生童話中醜小鴨的故事——「網
球王」柏格傳的譯後記〉將柏格的生平拿來與醜小鴨故事相互比較，細說柏格在
性格、球技和態度上的過人之處。徐弘除了表示當時國內社會大眾對於柏格與其
打法了解尚淺，感慨我國網球員技不如人，他在國外獲知柏格的相關消息時便起
心動念，希望藉由翻譯向國人推廣網球，盼藉由翻譯本書啟發青少年球員。此外
徐弘也呼籲國內網球發展不是球員或網球發展機構的責任，整個社會都應投入心
力共同促進網球運動（徐弘，1989，頁 93-94、98-99）。
張志純

譯者張志純本身從事網球運動，1925 年自學 3 年網球、參加校際比賽得雙
打冠軍，後來又參加全陸軍網球獲得單雙打錦標。1977 年中華網球協會在極限
公司贊助之下辦理「極限杯」國際男子職業網球賽（蘇嘉祥，2009 年 4 月 16
日），張志純盼藉此機會乘勝追擊，翻譯 Quick and Easy Guide to Tennis 一書以

64

利網球愛好者與青少年作為參考，《網球成功要訣》（1978）因此出版。儘管
譯者因年紀與環境關係「空留球拍兩隻，束之高閣」（張志純，1978，頁
III）、本書翻譯時已無打球習慣，仍勉勵後人透過網球運動強身健體。
十年後世界網壇變化多端、各國人才輩出，張志純兒子自海外歸國帶回原
著 The Handbook of Tennis 喚起了父親的翻譯狂熱，同時為呼應當時網壇對外來
新知的渴求，《網球大全》（1988）也才順利出版。張志純非常肯定該書內容
無論是比賽策略、運動傷害與治療或比賽心理素質皆面面俱到（張志純，
1988，頁I）。
蔡世偉

《公開：阿格西自傳》（2010）是蔡世偉第一本翻譯作品，本身是籃球迷的
他因為翻譯本書喜歡上網球，也因此成為費德勒的球迷（蔡世偉，2020 年 4 月
30 日）。蔡世偉憶起翻譯過程充滿艱辛，雖然他有時會為了趕交稿期限而熬夜熬
通宵，然而阿格西的故事引人入勝，仍是樂在其中（同上）。
《公開》為蔡世偉開啟了翻譯的大門，不過他自己也非常積極，只要看到喜
歡的書便會聯繫出版社爭取翻譯機會。他一得知美國體育記者羅倫・拉森比
（Roland Lazenby）為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所寫的傳記 Michael Jordan:
The Life 付梓出版便「瘋狂」聯繫出版社（Mamba H，2020 年 6 月 7 日），希望
他們簽下該書中文版權；2 年後科比・布萊恩（Kobe Bryant）出版自傳 The Mamba
Mentality: How I Play，蔡世偉也沒輕易讓機會溜走。最終，《麥可喬丹傳》和《曼
巴精神》分別在 2016 年和 2019 年在台出版，兩本書的譯者都是蔡世偉。
蔡世偉認為好的譯者必須具備外文能力、中文能力和寫作能力，更要「能夠
身歷其境」。例如他在翻譯喬丹的傳記時若遇到作者描述較早期的比賽，就必須
上網查詢當時的影片，盡可能捕捉比賽過程中的各項細節。一直到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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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他的運動翻譯書籍已累積至 4 本，最近 1 本為 2020 年 9 月出版的《不死
玫瑰：戴瑞克・羅斯》。
由本章可知，臺灣網球譯著出版流程深受勒菲弗爾所提文學系統外贊助者與
文學系統內專業人士的影響。網球譯著最主要的贊助者為出版社，影響出版社譯
介網球書的原因包括經營理念、叢書風氣、編輯喜好、市場考量、讀者需求、行
銷管道與時間點等。其他贊助者則包括網球社團法人、書籍經銷商和網球電影。
從麥田出版社和民生報叢書的例子可知，國內運動翻譯的文學系統由棒球和籃球
佔據主要地位，網球遭排擠而位處邊陲。在專業人士方面，筆者整理了網球譯著
譯者的背景與經歷，習慣觀賞網球賽事、會打網球者均佔極少數。其中，邵品剛
不僅是翻譯也是編輯，是身份最外顯的譯者；徐弘和張志純在翻譯之餘也心繫網
球發展；蔡世偉則因為網球翻譯而開啟了其他運動翻譯的機會，其翻譯理念和熱
情值得譯界後輩效仿。然而，譯著詳細的出版動機和過程為何、譯者是否從事網
球運動或本身具有網球賽事觀賞習慣，較難從譯著副文本得知，因此尚待有志之
士進一步投入贊助者及譯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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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網球譯著的影響
本章旨在以功能取向描述翻譯研究的論點，探討臺灣網球譯著對我國網球發
展的影響。研究者首先搜尋各大專院校網球課的授課大綱與學位論文，了解網球
譯著的引用情形以及網球譯著對教育界及學術界的影響，更進一步了解網球譯著
對讀者的影響。

一、大專院校網球課引用網球譯著之情形
授課大綱係指大專院校教師每學期開課前擬定的教學計畫，或稱課程大綱、
教學大綱、課程教學大綱、教學計畫表等。授課大綱大多包含課程基本資訊與課
程內容資訊兩部分，課程基本資訊包括課程名稱、授課教師、開課學分、開課年
級、開課單位；課程內容資訊則有指定教材與參考書目、課程目標、課程概述、
評量方式與標準、教學方法、教學進度等（張民杰、吳佩真，2007）。獲列指定
教材或參考書目的書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書籍內容的專業度獲得授課教師肯定，
並且對該科目教學有一定的影響力。
為了解網球譯著對大專院校網球課的影響，筆者查找教育部 109 學年度大專
校院一覽表資訊網（國立雲林科技大學，2020），針對設有運動或體育相關科系
之大專院校48，搜尋該校大學部 109 學年度上學期和下學期，由運動相關科系和
非相關科系（如：通識、必修或選修體育課）所開設網球課的授課大綱。接著，
從授課的指定教材與參考書目之中，觀察網球中文譯著在大學教育端扮演的角色、
了解譯本受重視的程度，又有哪些譯本經常獲得採用等。
根據研究結果，全台共有 21 間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開設運動或體育相關

48

筆者按學門查找「教育領域」之「普通科目師資教育」與「專業科目師資教育－體育」
，以及
「服務領域」之「餐旅及民生服務－運動」
，依搜尋結果找出共有 21 間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開
設運動或體育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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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這些學校在 109 學年度上學期和下學期共開 238 堂網球課。在分析各大專
院校網球課譯著使用情形之前，有必要先從開課科目、授課對象、課程內容與授
課方式來了解網球課的授課概況。
大專院校網球課授課概況

在筆者蒐集到的 238 筆資料之中，僅臺北市立大學球類運動學系額外開設軟
式網球課，其餘課程僅開「網球課」而未區分硬式或軟式網球。各校為非運動相
關科系學生開設的網球課之中，有些教師整個學期專教網球，有些則將網球與其
他球類運動、體適能或瑜伽合開一門49。授課對象方面，教師會依學生性別、科
系或主修項目設定修課條件，亦即限男女或限網球專長生選修，以期落實適性教
學。對於非運動相關科系學生，教師多以「促進終身學習」為教學目標；對於運
動相關科系學生，教師則會要求學生參加全國排名賽或國際公開賽等國內外賽事，
以利學生發展運動員生涯。
此外，多數課程著重正拍、反拍、發球、接發球、截擊等技術練習，而其他
常見的教學內容包括單雙打戰術、體能訓練、球場禮儀、競賽規則、裁判技巧、
球拍選購與保養與網球發展史等。而訊息處理理論和視知覺－動作之發展理論則
是非常少見的課程元素，僅一間學校將之列入教學規畫之中50。
大專院校網球課的授課方式以示範與實作為主，也有教師會以影片、參訪、
競賽作為輔助。例如有的教師會要求學生自錄影片或觀賞比賽影片以精進球技，
有的教師在期中之後安排單雙打競賽，也有的要求修課學生擔任校內運動賽事志
工或觀賞海碩盃、三太子盃等網球賽事。

49

例如國立臺東大學 109 學年度上學期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周財勝副教授開設「綜合
球類活動(一)」
，安排網球、排球、籃球與高爾夫球課程。
50
僅一間學校將運動理論基礎列入教學大綱之中，即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張碧峰副教授
在 10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所 開 「 網 球 運 動 （ 一 ）」。 課 程 大 綱 請 參 閱
https://ecsa.ntcu.edu.tw/pub/TchSchedule_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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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課指定教材與參考書目

在指定教材和參考書目方面，教師的資料來源包括競賽規則、書籍、文獻、
報章雜誌與影音資料51，而書籍又可分原文著作和中文譯著。本研究首先討論中
文譯著的使用情形，再從外文和中文著作引用情形，探究網球課教材的選用趨勢
及方向。
筆者查找 21 間大專院校在 109 學年度上學期和下學期開設的 238 堂網球課
之中，有的教師選用 2 本以上書籍，有些純為譯著或純為著作，有些則是譯著和
著作都有，而本研究認定只要課堂有選到 1 本網球譯著，該堂就歸類為「選用網
球譯著為教材」。研究顯示 238 堂網球課僅 69 堂選用網球譯著，比例不到 3 成
（約 29%）（如表 10）。

表 10
各大專院校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網球課網球譯著使用情形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校名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9 學年度
上、下學期
網球課總堂
數
6
1
20
10
9
5
10
34
8

選用網球
譯著為教
材的堂數

選用網球譯
著佔總堂數
比例

6
1
19
9
7
3
6
15
2

100%
100%
95%
90%
78%
60%
60%
44%
25%
（續下頁）

51

授 課 教 師 採 用 之 報 章 雜 誌 和 網 路 資 料 包 括 《 網 球 雜 誌 》（ Tennis Magazine ） 與 其 官 網
http://www.tennis.com、網球教學平台「毛毛黃球」https://www.fuzzyyellowba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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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大專院校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網球課網球譯著使用情形（續）

編號

校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1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
上、下學期
網球課總堂
數
7
1
2
6
9
10
14
14
16
16
36
4
238

總堂數

選用網球
譯著為教
材的堂數

選用網球譯
著佔總堂數
比例

1
0
0
0
0
0
0
0
0
0
0
查無授課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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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
0%
0%
0%
0%
0%
0%
0%
0%
0%
-29%

註：為盡可能反映網球譯著使用情形，比例大於 0%者，依據各校網球課的總
堂數由多至少排列；比例為 0%者，依據總堂數由少至多排列。

如上表所示，21 間大專院校僅有 10 校網球課採用網球譯著，比例將近一半
（約 47.6%），包括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南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高師大）、
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及國立東華大學。其他學校有的教師選擇
「運動相關」譯著而非網球譯著（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彰師大）52，
有的只選中文著作或使用自編教材，有的仰賴外文著作或學術文獻（如：國立臺

52

彰師大黃仁易講師分別在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開設「網球(一)」和「網球(二)」各兩堂，此
四堂課均選定《生活中的運動家》為參考教材。
《生活中的運動家》是一本談運動員潛能與心理
健康的書，非與網球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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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有的並未列出指定教材或參考書目，亦有查無
授課大綱者（如：南華大學）。
獲選為授課教材的中文譯著共有 23 本，有 20 本為我國出版社出版之網球
譯著（如表 11），另外有 1 本《現代網球技術》由香港出版，最後 2 本《生活中
的運動家：心靈運動：徹底激發你的潛能》與《運動訓練法》主題非網球直接相
關，故未列入表中。

表 11
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之網球譯著

出版
年份
1979

譯著名
（原著語種）
發球與接發球（英）

1982

硬式網球教室（日）

1984
1985
1987
1988
1988
1988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2000
2001

基本網球入門（英）
網球經（英）
網球打法技巧（日）
高段網球技巧（日）
網球訓練大全（英）
網球入門（日）
網球技巧（日）
硬式網球練習課程
初學者硬式網球（日）
硬式網球學習法 3（不詳）
2 天學會網球
硬式網球學習法 2（不詳）
硬式網球學習法 1（不詳）
進擊の網球：軟式網球基本打
神崎公宏
法與戰術 200 招（日）

2004

著者
Peter Talbert
渡邊功
德永幹雄
Arthur Ashe
Paul Douglas
神崎博光
不詳53
Paul Douglas
內山勝
塚越亘
川桝孝之助
多田信也
不詳
Paul Douglas
不詳
不詳

（編）
譯者
邵品剛
聯廣編
輯部
蔡碧卿
鄭元慶
高健中
高健中
張廣義
彭育成
李懷志
李懷志
李懷志
許隆雄
傅湘雯
許隆雄
許隆雄
李永智

出版
維新書局
聯廣
大眾
體育
武陵
武陵
銀禾
暖流
益群
益群
益群
大坤
台灣東方
大坤
大坤
楓葉社
（續下頁）

53

武陵出版社將高健中列為著者，然而筆者研究發現《高段網球技巧》應為譯作，高健中應為譯
者。而原著者和原著查無相關資訊，列為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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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之網球譯著（續）

出版
年份

譯著名
（原著語種）

2008

世界一流網球技術（英）

2012

提升網球技巧 200 絕招（日）

2015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法）

2018

頂尖日本網球教練中本圭的網
球入門（日）

著者
Paul Roetert,
Jack Groppel
神谷勝則
Marc
Aebersold
中本圭

（編）
譯者
劉文娟
崔健強
董保健
林昆樺

出版
靈活文化
台灣東販

吳謦竹

木馬文化

蘇聖翔

台灣東販

上表所列的譯著以教學書籍居多，其他類型如運動心理學和運動教練方法也
各有一本，而本研究蒐集之人物傳記、營養生理和歷史文化譯書均無人引用。最
常為教師選用的譯著有 3 本，分別是《硬式網球教室》（1982 年，聯廣）、《高
段網球技巧》（1988 年，武陵）和《提升網球技巧 200 絕招》（2012 年，台灣
東販）。從譯著出版年份橫跨 1979 年到 2018 年看來，即使書籍出版多年，內容
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筆者也觀察到有些教師選用的原文教材，其實可在市面上找到中譯本，例如：
The Handbook of Tennis、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和 Winning Ugly54。其中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多次獲選為教材，如臺師大 109 學年度上學期和下學期總共
開設 36 堂網球課，有 13 堂選用這本55，而這本書與 Winning Ugly 更是該校網球
校隊參考書目56。不過，由於授課大綱無法反映教師的教學理念，筆者無從得知

54

The Handbook of Tennis 譯本有三：
《網球經》
、
《網球訓練大全》
、
《網球大全》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譯本《比賽，從心開始》
；Winning Ugly 譯本《反正都是我贏》
。
55
參見臺師大開課查詢系統。
56
臺師大王鶴森教授開設「體育校隊（網球）
」專供網球校隊學生修課，參考書目包括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和 Winning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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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何以棄譯著選原著。有關教師選用教材的影響因素和決策流程、譯著的翻譯
品質優劣、翻譯品質對教師教學的影響，以及譯著的使用成效等，均需後續研究
才可探知詳細原因。
至於大專院校網球課教師選用的外文著作（如表 12 所示），內容以教練訓
練方法和技術專書為大宗，另有教師以自編教材授課。

表 12
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之外文著作

出版
年份

書名（語種）

著者
W. Timothy
Gallwey

1974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英）

1987

Tennis: Play to Win the Czech
Jinderich
Way; Technique, Tactics, Training
Heohm
（英）

1989

Tennis: Steps to Success（英）

1993

Winning Ugly（英）

1997

Coaching Tennis（英）

1997

Tennis: Back to the Basics（英）

2000
2000

Jim Brown

Tennis Course (volume 1):
Techniques and Tactics（英）
Tennis Course (volume 2):
Lessons and Training（英）

2002

Teaching Tennis（英）

2003

Biomechanics of Advanced
Tennis（英）

2004

Successful Coaching（英）57

Brad Gilbert,
Steve Jamison
Chuck Kriese
Carole J. Zebas,
H. Mardi
Johnson
Deutscher
Tennis Bund
Deutscher
Tennis Bund
Dennis Van der
Meer
Bruce Elliott,
Machar Reid,
Miguel Crespo
Rainer Martens

出版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Sport Books
Publisher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Carol Publishing
Group
Masters Press
Dubuque Iowa
Barron’s
Barron’s
Professional Tennis
Registry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Human Kinetics
（續下頁）

57

Successful Coaching 初版 1997 年出版，2004 年出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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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之外文著作（續）

出版
年份

書名（語種）

2009

Coaching Beginner and
Intermediate Tennis Players
（英）

2010

Tennis Strokes and Tactics to
Improve Your Game（英）

不詳
不詳

Successful Tennis
自編教材

著者

出版

Miguel Crespo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John Littleford,
Andrew
Magrath
不詳
謝謨郁

Bloomsbury
Publishing
不詳58
不詳59

外文著作除了上段所說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極受大專院校網球課教師
歡迎以外，Tennis: Steps to Success 也多次獲列參考書目，包括高師大 109 上學期
1 堂與臺師大 109 學年度下學期 6 堂60。此外，由出版社及作者可知，國際網球
總會（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與德國網球協會（Deutscher Tennis Bund）
身為網球治理組織具備網球專業與公信力，無論自行出版或委託機構出版著作對
於網球推廣都相當有貢獻。
大專院校網球課教師也將中文著作列為參考書目，主題包括網球教學書籍、
教練方法和訓練法等等，如表 13 所示：

58

臺師大劉錦璋副教授 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網球（一）
」
，以 Successful Tennis 為參考書目。
由於授課大綱僅列書名而無其他出版資訊，筆者也搜尋不到同名著作，故本表除了書名以外其餘
資訊不詳。
59
高師大謝謨郁兼任助理教授 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體育（網球組）
」
，其中一個參考書目便
是自編教材，惟其他出版資訊不明。
60
高師大蔡俊賢教授 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網球（一）
」
、臺師大陳厚諭助理教授及李家豪講
師 109 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體育（網球初級）
」均將 Tennis: Steps to Success 列為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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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之中文著作

出版年份
1978
1986

書名
運動安全手冊
現代網球新論

著者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張思敏

1991

網球科學

楊忠祥

1994
1996

教練訓練指南
怎樣打網球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
評量：網球
跟專家練網球
迷你網球教室
網球技術理論與實際
網球的第壹本書
網球全書技術圖解
網球入門
運動教練手冊
實用運動教練問答

李誠志
潘晟

出版社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會
文史哲出版社
蘇州大學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部

陶志翔等
張清泉
許樹淵等
巫宏榮
宋強
張思敏
不詳
不詳

北京體育大學
聯廣圖書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益群
諾亞文化
楷筌
不詳
不詳

1997
1998
1999
2000
2004
2005
不詳
不詳
不詳

首先就出版者而言，中文著作與外文著作仰賴民間機構與網球組織出版不同，
中文著作出版者多為學術單位。其次，前國手暨知名教練巫宏榮先生 2004 年的
著作《網球的第壹本書》內容涵蓋網球簡史、網球技術、網球科學、青少年網球
和網球整體發展，多次獲選為授課指定教材。本書出版 16 年後，巫宏榮又匯集
個人在教學現場的心得出版《網球的第貳本書》，可見該作者對我國網壇有一定
影響力。
綜觀上述資料，以總堂數而言，大專院校 238 堂網球課僅 69 堂選用網球譯
著為指定教材或參考書目，比例不到 3 成（約 29%）；以學校而言，21 間學校
之中僅 10 所採用網球譯著，比例將近一半（約 47.6%）。以類型而言，網球譯
著大多為技術教學專書，其他類型譯著則包括心理學和教練訓練方法，人物傳記、
營養生理和歷史文化等網球譯著乏人問津。此外，課程選用的外文著作以教練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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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和技術專書為主，其中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和 Winning Ugly 尤其受到歡
迎。不過授課教師選擇原著而不選其譯著（依序為《反正都是我贏》和《比賽從
心開始》）的原因仍待後續研究者查明。
本研究僅為初步調查，筆者尚無法從授課大綱得知教師選用教材的影響因素
與決策流程，而研究對象僅侷限在 21 間大專院校，難免有所遺漏。此外，譯著
的翻譯品質、翻譯品質對教學的影響，以及譯著的使用成效等，均有待未來學者
深入研究。

二、學位論文引用網球譯著之情形
筆者以本研究蒐集到的 73 本網球譯著為分析對象，進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在查詢欄位輸入譯著書名並勾選「參考文獻」，以便搜尋有哪些學
位論文引用該本譯著。接著除了統計學位論文的引用篇數，亦觀察這些論文的研
究主題，企以了解學位論文引用網球譯著之情形，初步探究網球譯著對學術界的
影響。以下筆者將概述這些論文之引用情形，並詳細討論引用篇數，其次討論學
位論文較常引用的譯著類型，再歸納上述論文的研究領域。雖然以此方法來探究
譯著的影響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引用譯著的論文作者可能僅讀部分段落，不一定
熟讀譯著，筆者仍認為彙整大量參考書目及文獻資料，或多或少可觀察出一些有
趣的現象。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蒐集到的 73 本網球譯著總引用次數達 162 次（請見
表 14），平均每本被引用 2.2 次。單本網球譯著最多有 35 篇論文引用，最少 0
篇，也就是說有的譯著引用次數多達 35 次，有的譯著卻完全沒被論文作者引用。
在這 73 本譯著之中，有 34 本尚未被學位論文引用過，比例占了幾乎一半（約
46.6%）。最常獲得論文作者引用的譯著為技術教學（162 次中占了 137 次），
比例約 84.6%，遠遠超越其他類別，包括人物傳記（19 次，約 11.7%）和歷史文
76

化（3 次）、運動心理（2 次）與營養生理（2 次）。

表 14
網球譯著及其引用篇數

引
用
次
數
排
名
1
2
3
4
5
7

單
本
引
用
次
數
35
14
13
12
8
6

9

4

12

3

19

2

25

1

譯著書名（出版社）61

軟式網球（聯廣）
網球大全
網球訓練大全
世界一流網球技術
軟式網球（王家）
、公開：阿格西自傳
硬式網球教室、網球王柏格傳62
軟式網球基本教材、硬式網球基本教
材、網球入門（暖流）
網球經、球王山普拉斯：打不倒的網
壇巨人、硬式網球、網球確實完全學
習、愛與熱情的網球史、網球技巧、
硬式網球學習法 1
發球與接發球、實戰硬式網球、網球
基本課程、提升網球技巧 200 絕招、
比賽，從心開始、網球技術精華錄
高旋網球、網球入門（聯經）
、女子網
球拍法、軟式網球入門、軟式網球練
習課程、硬式網球技巧（信宏）
、掌握
人生發球權、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網球運動解
剖書、王者對決：Roger & Rafa、進擊
の網球：軟式網球基本打法、頂尖日
本網球教練中本圭的網球入門、硬式
網球學習法 3、硬式網球學習法 2

技
術
教
學

人
物
傳
記

歷
史
文
化

運
動
心
理

營
養
生
理

總
引
用
次
數

1
1
1
1
1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4
13
12
16
12

3

0

0

0

0

12

5

1

1

0

0

21

5

0

0

1

0

12

11

2

0

0

2

15

（續下頁）

61

為避免同名譯著互相混淆，部分書籍括號附註出版社。
有部分論文作者將本書書名誤植為《網球王柏格》
，由於指涉對象皆為同一本書，故同樣列入
計算。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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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網球譯著及其引用篇數（續）

引
用
次
數
排
名

40

單
本
引
用
次
數

0

譯著書名（出版社）63

技
術
教
學

人
物
傳
記

圖解網球指引、網球秘訣、網球精解、
網壇無敵、網球成功要訣、網球入門
（國家）
、初學網球入門、硬式網球技
巧（綜合）
、網球技巧突破、軟式網球
技術、硬式網球技術、軟式網球入門、
圖解網球打法、軟式網球初階、軟式
網球教室、打出最佳網球水準、基本
網球入門、網球比賽之著地球擊法、
30 3
網球戰略、現代女子網球、網球打法
技巧、高段網球技巧、硬式網球練習
課程、初學者硬式網球、網球場上的
百萬女孩、硬式網球入門、2 天學會
網球、快樂學網球、硬式網球基本練
習法、從恐懼到勝利：摩妮卡・莎莉
絲、網球基礎學習法、雙打取勝法、
反正都是我贏、莎拉波娃勇往直前
各類引用次數
137 19

歷
史
文
化

運
動
心
理

營
養
生
理

總
引
用
次
數

0

1

0

0

3

2

2

163

引用網球譯著的論文絕大多數是碩士論文（包括論文和代替論文之技術報告
共 88 篇），博士論文極少（4 篇）。就學位類別而言，《軟式網球》獲 35 篇學
位論文作者引用，包括 33 篇碩士論文、1 篇技術報告、1 篇博士論文；其次，
《網球大全》與《網球訓練大全》分別有 14 和 13 篇學位論文引用，前者包括 13
篇碩論與一篇技術報告，後者有 11 篇碩論、1 篇技術報告與 1 篇博論。再者，
《世界一流網球技術》有 12 次引用、《軟式網球》（王家）和《公開：阿格西

63

為避免同名譯著互相混淆，部分書籍括號附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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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各 8 篇，這 3 本書全為碩論引用。而《硬式網球教室》和《網球王柏格傳》
各有 6 篇學位論文引用，前者均為碩論引用，後者則有 5 篇碩論和 1 篇博論。
引用篇數 5 次以下的譯著，除非特別註明，否則皆為碩論或代替碩論的技術
報告所引用：《軟式網球基本教材》、《硬式網球基本教材》和《網球入門》（暖
流）各 4 篇；引用篇數 3 篇的有 7 本，包括《網球經》、《球王山普拉斯：打不
倒的網壇巨人》、《硬式網球》、《網球確實完全學習》、《愛與熱情的網球史》、
《網球技巧》和《硬式網球學習法 1》。另有 6 本書獲得 2 篇論文引用，包括《發
球與接發球》、《實戰硬式網球》、《網球基本課程》、《提升網球技巧 200 絕
招》、《比賽，從心開始》及《網球技術精華錄》，而引用《網球技術精華錄》
之論文包括碩論及博論各 1 篇。有 15 本譯著只被 1 篇論文引用（書名請見上
表）；有 34 本網球譯著還未曾被學位論文引用過。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雖然平均每本網球譯著被引用 2.2 次，但學位論文引用
的情形極端，除了引用網球譯著的幾乎都是碩士論文以外，更有將近 5 成譯著未
曾被任何論文作者引用，其他譯著即使有獲得引用也集中在少數幾本而已。從引
用數量來看，網球譯著對學界的影響確實相當有限。
不過筆者也在文獻查找過程中觀察到，這些論文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除了
教育學門專業科目教育學類、民生學門競技運動學類、民生學門運動休閒及休閒
管理學類論文最常引用網球譯著，另有民生學門運動科技學類、民生學門觀光休
閒學類（網球場使用者滿意度）、民生學門服飾學類（慢跑運動服）、醫藥衛生
學門護理學類（身體健康指標）、設計學門視覺傳達設計學類（賽事標誌造形設
計）、商業及管理學門企業管理學類（網球技術教學、網球運動美學）、傳播學
門一般大眾傳播學類（球迷消費文化），更有論文出自農業科學學門農業經濟及
推廣學類（農場養生體驗）、電算機學門軟體發展學類（網球桌遊設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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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電資工程學類（感測器之網球應用）等。
本章節從教育部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資訊網，找出 21 間大專院校設
有運動或體育相關學系，再依據各校體育和非體育相關系所開設之網球課，查找
授課大綱以了解網球譯著引用的情形。以課程總堂數而言，不到 3 成大專院校網
球課教師選定本研究蒐集之網球譯著為指定教材或參考書目；以學校數量而言，
有將近半數學校網球課採用網球譯著。而教師選用的書籍大多是技術教學專書，
其次則為教師心理學和教練訓練方法，惟人物傳記、營養生理和歷史文化等網球
譯著乏人問津。此外，課程選用的外文及中文著作以教練訓練和技術專書為主。
接著本研究查找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的學位論文，發現學位論文引用
網球譯著的情形極端：將近 5 成譯著未曾被任何論文作者引用，其他譯著即使有
獲得引用，數量也只集中在少數幾本。由大專院校授課大綱和學位論文引用情形
看來，網球譯著對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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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鑒於網球翻譯研究付之闕如，過去也未曾有網球或運動翻譯的贊助者
研究，遂以描述性翻譯研究的觀點，藉勒菲弗爾控制文學翻譯的要素來分析臺灣
網球譯著。研究者蒐集我國 1971 年至 2021 年出版的網球譯著後製成臺灣網球
譯著書目表，除了探討出版趨勢亦歸納譯著文本及副文本特色，亦從出版社及譯
者背景釐清出版影響因素，並歸納網球譯著產生機制。以下就出版趨勢與譯著產
生機制分別說明研究結果。

一、網球譯著出版趨勢
我國第一本網球譯著於 1971 年問世，由 1971 年至 2021 年 8 月為止共出版
73 本網球譯著，其中 1980 年代網球譯著最豐富，而 2000 年代出版數量最稀少。
這些網球譯著絕大多數譯自日語或英語，近 10 年才出現譯自法語及西語的網球
譯作；此外，由於我國出版業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出現譯書熱潮，眾多出版
社競爭導致搶譯、亂譯，網球譯著也出現一書多譯和譯名不一致的情形，更曾有
譯文原風不動照抄出版的狀況。
1990 年代我國政府修訂著作權法並未對譯著出版造成嚴重衝擊，主因是新
的著作權法完善整體出版機制、出版社投資較獲保障也因此較有意願經營譯書。
不過 2000 年代適逢我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又接連受到全球經濟不景
氣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影響，再加上網路普及、影音及數位內
容發達，國內閱讀市場衰退，此時的網球譯著出版量尤其稀少。隨後 2010 年代，
網球譯著數量微幅成長。
網球譯著數量最多的出版社為聯廣圖書及其關係企業益群出版社，次多的則
是信宏出版，再者則有王家出版社、木馬文化、商周出版和徐氏基金會。而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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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著主題以技術教學最多，數量超過八成；若再細分技術教學類譯著，出版重點
擺在全面通用的網球技術教學書，少部分則為單項技術或針對女性族群而寫的譯
著。近年來網球譯著主題已漸趨多元，始有運動心理學、生理學及網球史譯著問
世。
網球譯著文本常有一書多譯之情形，而譯著副文本特色包括：網球譯著大多
都有序言或前言、近十年譯著常收錄推薦序、譯序／譯後記非常稀少，此外各類
補充資料相當豐富，從國內外網壇資料、網球規則或術語、裁判或紀錄要領，以
及導讀、人名及賽事名稱對照表、作者網球軼事等比比皆是。

二、網球譯著產生機制
依據勒菲弗爾定義之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定義與概念，我國網球譯著主要贊
助者為出版社，影響因素包括出版社經營理念、叢書出版風氣、編輯喜好等。其
他贊助者包括網球社團法人、書籍經銷商，也有譯書係出版社配合網球電影活動
而出版。另外，讀者需求、行銷管道與時間點也是影響網球譯書出版的因素。
叢書風氣方面，網球譯著出版社大抵跟隨出版業 1960 年代以來的風氣經營
書系，超過 6 成譯著隸屬運動／體育叢書。而從麥田運動家書系和民生報社民生
報叢書的例子觀察，出版者獨厚棒球和籃球，網球等於在運動翻譯的系統中落入
弱勢地位，反映多元系統的特徵。
本研究接著探討文學系統中的專業人士，亦即譯者的背景和譯者對於網球翻
譯的貢獻。我國網球譯著的譯者往往不曾從事網球運動，僅少數譯者本身曾打網
球或為網球迷。在網球譯著譯者之中，邵品剛除了擔任翻譯又跨足編輯的工作，
因此能見度最高；徐弘和張志純也心繫網球發展；蔡世偉則因為網球翻譯而開啟
了後續運動翻譯之路。
為了解網球譯著對網球發展的影響，本研究初步調查大專院校網球課採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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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譯著的情況後發現，不到三成大專院校網球課教師選定本研究蒐集之網球譯著
為指定教材或參考書目，只有近一半學校網球課採用網球譯著。教師大多選用技
術教學專書，其次則為教師心理學和教練訓練方法，惟人物傳記、營養生理和歷
史文化等網球譯著乏人問津。此外，課程選用的外文著作以教練訓練和技術專書
為主，其中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和 Winning Ugly 特別受到歡迎。
另一方面，學位論文引用情形極端，將近五成譯著未曾被任何論文作者引用，
其他譯著即使有獲得引用也集中在少數幾本。儘管網球譯著對學界的影響相當有
限，然而從這些論文的研究學門和學類觀察，可應用的領域非常廣泛。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範圍僅限書籍，然過去曾有《網球世界》、《網球報導》、《國際網
球雜誌中文版》、《中華軟網》等網球刊物出版，而網路時代下如 Facebook、
Instagram、PTT 論壇等網路社群媒體，甚至是播客（Podcast）等等，也有球迷主
動成立粉絲專頁或帳號，透過翻譯或編譯的方式分享網壇新知、球員比賽或私人
動態。其他民間機構如四維體育推廣基金會、動見網球教學發展聯盟也時常翻譯
或編譯網球報導，資源豐富同樣值得探究。若能在書籍研究的基礎之上加入新媒
體和其他傳播媒介的翻譯研究，必能透徹了解我國網球翻譯在網球傳播歷程中扮
演的角色。
本研究的其他限制包括譯著的出版契機難以透過文本和副文本得知，未來研
究者或可與譯書編輯和出版社選材人員進行訪談，應可更有效率地探究譯書的出
版起源。若要做譯者研究，編輯挑選譯者的考量和決策過程也值得鑽研。此外，
有些網球譯著的譯者也翻譯其他運動書籍，然而其翻譯過程與理念必須透過深度
訪談才可探知。曾翻譯過網球和其他運動書籍的譯者如下：《從恐懼到勝利 摩
妮卡・莎莉絲》（1998）譯者林大另譯籃球《俠客出擊：歐尼爾自傳》（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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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奇蹟之子：諾蘭・萊恩》（1998）與《拼命查理：彼得・羅斯》（1998）；
《網球運動解剖書》（2017）譯者林晏生另譯《伸展運動解剖書》（2017）、《籃
球運動解剖書》（2017）及《人體運動解剖全書》（2016）；《球王山普拉斯：
打不倒的網壇巨人》（1997）合譯者林志豪另譯《點石成金的手指：魔術強生》
（1993）、《白色守護神：大鳥博德》
（1993）、《完美的籃球機器 : 天鉤賈霸》
（1993），以及《信不信由你 籃球篇》（1993）。
本研究從大專院校網球課授課大綱和學位論文初步探究網球譯著的影響，惟
上述資料較難反映教師的教學理念與策略，也不易判斷學者與讀者研讀譯著的深
度。後續研究可針對教師、學者或讀者，甚至是職業和業餘網球員進行訪談，深
入了解網球譯著讀者的意見，進一步討論網球譯著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四、研究建議
翻譯學者可依據不同類型的網球譯著，研究網球翻譯圖書品質和出版流程。
此外，近年來我國書籍市場無論是棒球、籃球，或是近幾年因健身熱潮興起的健
身工具書皆是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有志之士可投入文本或贊助者研究，更進一步
完善運動翻譯之學術研究，甚至推動整體翻譯領域的發展。
出版實務方面，隨著近十年網球譯著選材越來越多元，而網壇也越來越注重
保健養生，出版社可多多引進網球相關的運動傷害或科學書籍，為我國網球運動
員和教練引進新知，進而延續球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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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書名

年份

（譯名／原著名）（原著語種）

1971

1975

著者

圖解網球指引／How to Improve

Harry “CAP”

Your Tennis（英）

Leighton

網球秘訣／Inside Tennis:

Jim Leighton

Techniques of Winning（英）

1975 軟式網球基本教材／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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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永松

陳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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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朝文

Cha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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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成功要訣／Quick and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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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と実戦／（日）

李永久

Robert Scharff

張志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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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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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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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nis Clinic（英）

1984 軟式網球／不詳
1985

聯經

部編譯

1983 打出最佳網球水準／不詳（英）

1983

不詳

網球經／The Handbook of Tennis
（英）

Arthur Ashe

蔡碧卿

大眾

不詳

寗芙

王家

Paul Douglas

鄭元慶

體育
中華民

網球比賽之著地球擊法／Ground
1985 Strokes in Match Play: Techniques,
tempo and winning tactics（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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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Barnaby

徐國雄

國網球
協會教

練委員
會
美國網球協會

網球戰略／主要參考自 USTA

（United States 邵 品 剛 維 新 書

1985 Official Encyclopedia of Tennis

Tennis

（英）

編譯

局

Association）

1986 現代女子網球／不詳

不詳

1986 女子網球拍法／不詳

不詳

網球打法技巧：首次公開以身體
1987 力學為基礎的輕鬆打法／不詳

神崎博光

（日）
網球訓練大全／The Handbook of

廖志方
張 韞 紫
編譯
高 健 中
編譯

成大書
局
信宏

武陵

Paul Douglas

張廣義

銀禾

Paul Douglas

張志純

徐氏

1988 高段網球技巧／不詳（日）

不詳64

高健中

武陵

1988 網球入門／不詳（日）

內山勝

彭育成

暖流

1988

1988

1989

Tennis（英）
網球大全／The Handbook of
Tennis（英）

網球王柏格傳／My Life and

Björn Borg,

Game（英）

Eugene L. Scott

徐弘

民生報
社

1990 網球技巧／不詳（日）

塚越亘

李懷志

益群

1990 軟式網球入門（日）

木田英夫

江明宏

信宏

川桝孝之助

李懷志

益群

多田信也

李懷志

益群

1993

1994

64

硬式網球練習課程／硬式テニス
練習プログラム（日）
初學者硬式網球／初心者の硬式
テニス（日）

武陵出版社將高健中列為著者，然而經筆者研究發現《高段網球技巧》應為譯作，高健中應
為譯者。而原著者和原著查無相關資訊，列為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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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軟式網球練習課程／ソフトテニ
ス―練習プログラム（日）
網球場上的百萬女孩／Ladies of

1994 the Court: Grace and Disgrace on
the Women's Tennis Tour（英）
1994 硬式網球入門／不詳（日）

1995

軟式網球／軟式テニス : 写真と
図解による（日）

李懷志

Michael

杜至偉

Mewshaw

張彩芸

柳惠誌郎

江明宏

山口晃
西田豊明
石井源信

1995 硬式網球學習法 3／不詳
1996

林敏弘

2 天學會網球／Learn Tennis in a
Weekend（英）

1997 快樂學網球／TENNIS（日）

1997 人／Sampras: A Legend in the

1998

實戰硬式網球／実戦硬式テニス
(スポーツ Q&A シリーズ)（日）

1998 硬式網球基本練習法／不詳
摩妮卡・莎莉絲 : 從恐懼到勝利
1998 ／Monica: from Fear to Victory

編 輯 部

信宏

聯廣

編譯

Paul Douglas

傅湘雯

小山秀哉

彤雲

Works（英）
1998 硬式網球技巧／不詳（日）

書 公 司

許隆雄

H. A. Branham

麥田

聯 廣 圖

不詳

球王山普拉斯：打不倒的網壇巨

益群

大坤
台灣東
方
益群

吳淡如
林志豪

商周

不詳

許隆雄

信宏

小山秀哉

聯 廣 編

水野忠和

輯

海野孝

（編）

不詳

林明聲

信宏

林大容

麥田

部 聯廣

Monica Seles,
Nancy Ann
Richardson

（英）
硬式網球／硬式テニス―勝つた
1999 めのテクニックと戦略 (ステッ

聯 廣 編
丸山薰

プアップスポーツ)（日）

輯 部 編 聯廣
譯

2000 網球基本課程／テニス基本レ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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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正三

聯 廣 編 聯廣

スン（日）

輯部

2000 硬式網球學習法 2／不詳

不詳

許隆雄

大坤

2001 硬式網球學習法 1／不詳

不詳

許隆雄

大坤

2001 網球基礎學習法／不詳

不詳

林明聲

信宏

顧瓊華

雅歌

游韻馨

漢欣

掌握人生發球權／Holding Serve:
2004 Persevering on and Off the Court

游邁克

（英）
雙打取勝法！網球練習技巧 50
2008 招／ダブルスで勝てる! テニス
練習のコツ 50（日）

2008

2008

2010

張德培

NAISG 網球教
室

劉文娟

世界一流網球技術／World-Class

Paul Roetert,

Tennis Technique（英）

Jack Groppel

網球確實完全學習／テニスパー
フェクトマスター（日）
公開：阿格西自傳／OPEN: An
Autobiography（英）

崔健強
董保健

石井弘樹

李盈潔

Andre Agassi

蔡世偉

神谷勝則

林昆樺

提升網球技巧 200 絕招／基本が
2012 身につくテニス練習メニュー
200（日）

靈活文
化

信宏
木馬文
化
臺灣東
販

反正都是我贏：全面適用的大師
2014

心理素質與心戰手法／Winning

Brad Gilbert,

Ugly: Mental Warfare in Tennis --

Steve Jamison

呂佩珊

遠流

Lessons from a Master（英）
進擊の網球：軟式網球基本打法
2014

&戰術 200 招／基本が身につく
ソフトテニス練習メニュー200

神崎公宏

李永智

Novak

郭政皓

楓葉社
文化

（日）
2014 喬科維奇身心健康書：14 天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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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

勝營養計畫／Serve To Win : The

Djokovic

劉怡伶

14-Day Gluten-free Plan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Excellence
（英）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Ce que
2015

j’apprends de Federer Progresser

Marc

grâce au meilleur（法）

Aebersold

吳謦竹

木馬文
化

愛與熱情的網球史：從布爾喬亞
的花園派對到大滿貫頂尖對決／
2017 Love Game: A History of Tennis,
From Victorian Pastime to Global

Elizabeth
Wilson

鍾玉玨

木馬文
化

Phenomenon（英）
比賽，從心開始：如何建立自
2017

信、發揮潛力，學習任何技能的

W. Timothy

經典方法／The Inner Game of

Gallwey

李靈芝

經濟新
潮社

Tennis（英）
2017

2018

網球運動解剖書／Tennis

E. Paul Roetert,

Anatomy（英）

Mark Kovacs

莎拉波娃勇往直前／Unstoppable:

Maria

My Life So Far（英）

Sharapova

林晏生

楓樹林

威治

商周

頂尖日本網球教練中本圭的網球
入門 用最快速、最正確的方式
2018 教你打好網球／新しいテニス入

中本圭

蘇聖翔

門 最短でうまくなるレッスン

台灣東
販

（日）
王者對決，Roger & Rafa／Rafa
2019

Antoniio

& Roger: Un recorrido por la

Arenas, Rafael

rivalidad más importante de la

Plaza

historia del tenis（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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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亨

奇光

附錄二、臺灣網球譯著書籍封面
1970 年代（數量：12 本）

1980 年代（數量：2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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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數量：17 本）

2000 年代（數量：8 本）

2010 年代（數量：12 本）

註：截至本研究完成時，2020 年至 2021 年 8 月無網球譯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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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出版社各式叢書之網球譯著列表
出版社

叢書名

興台文化

世界體育叢書

欣大

運動叢書

出版

圖解網球指引

謝璨玲

1979

網球技巧突破

陳惠徵

1983

打出最佳網球水準

陳啟仲

軟式網球技術／軟
式網球比賽技巧

健身球藝

硬式網球技術／硬

1981
中視

網球叢書

邵品剛

1982

硬式網球教室

聯廣編輯部

1983

軟式網球教室

聯廣編輯部

圖解運動實技

1995

軟式網球

聯廣編輯部

運動 Q&A

1998

實戰硬式網球

1999

硬式網球

2000

網球基本課程

1983

網球技術精華錄

1985

網球經

鄭元慶

1981

軟式網球入門

林水福

1982

圖解網球打法

林水福

1984

軟式網球

寗芙

1978

硬式網球基本教材

李朝熙

1986

女子網球拍法

張韞紫

網球世界叢書

體育入門叢書
王家出版
社

信宏出版

葉朝蒼

高旋網球

運動小百科

體育

式網球比賽技巧

葉朝蒼

1982

運動必勝新教材

聯廣

譯者

1971

1981
大行

書名

年份

王家體育教室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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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廣編輯部
（編）
聯廣編輯部
（編）
聯廣編輯部
網球世界雜
誌編輯部

社

1990

軟式網球入門

江明宏

1995

硬式網球學習法 3

許隆雄

1998

硬式網球技巧

許隆雄

硬式網球基本練習

1998

法

林明聲

1998

硬式網球入門

江明宏

2000

硬式網球學習法 2

許隆雄

2001

硬式網球學習法 1

許隆雄

2001

網球基礎學習法

林明聲

2008

網球確實完全學習

李盈潔

網球打法技巧：首
武陵

運動技藝叢書

次公開以身體力學

1987

高健中

為基礎的輕鬆打法
1988

高段網球技巧

高健中

暖流

生活百科入門

1988

網球入門

彭育成

民生報社

民生報叢書

1989

網球王柏格傳

徐弘

運動系列叢書

1990

網球技巧

李懷志

1993

硬式網球練習課程

李懷志

1994

初學者硬式網球

李懷志

1994

軟式網球練習課程

李懷志

1997

快樂學網球

益群

運動廣場

運動競技系列

1994
麥田

運動家書系

台灣東方

週末學習系列

1996

商周

商周人物

1997

杜至偉

孩

張彩芸

從恐懼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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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網球場上的百萬女

摩妮卡・莎莉絲 :

1998

彤雲（編

林大容

2 天學會網球

傅湘雯

球王山普拉斯：打

吳淡如

不倒的網壇巨人

林志豪

喬科維奇身心健康
紅沙龍書系

2014

書：14 天逆轉勝營
養計畫

雅歌

雲彩叢書

2004

漢欣

運動達人

2008

掌握人生發球權
雙打取勝法！網球
練習技巧 50 招

郭政皓、劉
怡伶
顧瓊華
游韻馨
劉文娟

靈活文化

運動大贏家

世界一流網球技術

2008

崔健強
董保健

楓葉社文
化

進擊の網球：軟式
註一65

網球基本打法&戰術 李永智

2014

200 招

遠流

運動館

2014

反正都是我贏

呂佩珊

楓樹林

註二66

2017

網球運動解剖書

林晏生

65

66

楓葉社文化未取叢書名，但分別在 2013 年及 2014 年出版《進擊の桌球：基本打法&戰術
200 招》與《進擊の羽毛球：打好基礎的 200 種練習法》
，譯者均為李永智，故筆者仍將
《進擊の網球：軟式網球基本打法&戰術 200 招》歸類為系列叢書。
楓樹林出版社未取叢書名，但同年亦出版《伸展運動解剖書》
、
《籃球運動解剖書》及《人體
運動解剖書》
，譯者均為林晏生，故筆者仍將《網球運動解剖書》歸類為運動叢書。
103

附錄四、麥田運動家書系出版緣起〈一個更好的世界〉
美國著名的棒球專家布萊德利寫過一段話：「⋯⋯那些在深夜過完一場決賽的
球迷，一定會意識到他們親眼目睹了一場合作無間的過癮比賽，他們感受到一種
平常感受不到的榮辱與共，因此他們也看到了一個更好的世界⋯⋯」
在台灣，這樣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並非沒看到過，我們曾在民國 60 年夏天
的某一個深夜從許金木、涂忠男等巨人少棒隊身上看見過；我們曾在麥可・喬丹
又一次無視於地心引力的灌籃、魔術強生又一次不靠眼睛的妙傳中看到過；我們
曾在溫布頓美麗的草地網球場，一場葛拉芙和莎莉絲優雅又兇悍的生死惡鬥後看
到過；我們更曾在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羅納、郭李建夫一個一個詭異華麗的指叉球
裡看到過。
然而，這樣一個更好的世界，到目前為止，在出版的領域卻一直沒有真正出
現。
做為一個出版人，從國外的出版經驗，我們肯定的查覺出，台灣這個運動書
的空白，遲早會被補上，但是，When？——時機是什麼時候才算圓熟？是不是
現在？那些深夜不寐、白天蹺班、甚至祈禱雨停歇好讓一場好球順利打下去的球
迷，他們「準備好了」嗎？願意也通過文字的描述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功能，來欣
賞理解這個他們所熱愛的運動世界嚒？
說真的，我們不知道，一個全新的、欠缺足夠經驗細節和「教訓」的出版領
域，讓我們無從準確的判斷。
因此，對於這個我們一直籌策、規劃、想像中的麥田「運動家」系列叢書，
既然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書最有力，我們決定放棄對「最適時機」的思索，取
而代之的是，「有沒有必要」現在就出版？
有必要。我們認為。
104

對愈來愈多的球迷，我們認為有必要。今天，我們很輕易可從 NHK 小耳朵
看到高準水的 NBA 籃球、美日職棒、NFL（美式足球）以至於網球桌球田徑等；
衛視體育台廿四小時供應，甚至更重要的，風風雨雨打下來的台灣職棒正不斷昂
然的前進。擁抱體育，快樂的途徑可以是很多面向的，但除了「喬丹真是不可思
議！」「黃平洋好帥！」而外，更多運動知識的吸收，其實是觀賞時更多快樂的
來源，如此，我們依然可讚歎喬丹的不可思議和黃平洋的帥，卻同時能看到更多
喬丹精巧複雜的籃球技藝，甚至能猜到黃平洋在二出局滿壘二好三壞球且面對林
仲秋時，究竟會投出一個外角滑球還是時間差的變速球。
對愈來愈需要再進步的體育傳播和評論，我們認有必要。今天，球迷甚至把
電視機的聲音關小來看體育節目，球迷往往對報上忽然閃出 NBA、大聯盟的某
個超級巨星名字而不知所措，這類的問題，一本一本有足夠描述討論縱深的書，
可能是解答的要素之一：從長期看，它有助於專家素養的長成；從短期看，他對
現役的描述者評論者能提供相當的支援。
更必要的是，書籍的本質和運動觀賞這個領域的關係。
做為一種訊息傳播的載體，書籍遠不如報紙、雜誌、廣播或電視迅速而廣大，
但書籍卻是一塊大理石、一塊碑銘，當所有的訊息不斷向曇花一現般從其他的載
體消滅，書籍卻耐得住時間耐得住風雨的鐫刻保留下來。於是，在時間大額的沖
刷下，我們藉此留下了記錄、留下了軌跡、留下了完整的人物和事件，換句話說，
我們留下了歷史本身。
對一個真正的球迷而言，記憶是必要的，我們在一場艱苦的球賽過後，於璀
璨的聚光燈下歡呼或嗟歎，但更多記憶的擁有，卻像一支開啟運動殿堂的鑰匙，
讓我們一再出入、徜徉、真正感受到布萊德利應允的那個更好的世界。
麥田的「運動家」系列叢書，當我們都同意出版是必要的，那就出版吧——不管
105

它是踩對節令爆開的花朶，或只是化做春泥更護花的烈士。這一點，出版電得像
一場球賽，你認真、堅持拼鬥，但球是圓的，勝敗只有在鏖戰的最末端才能顯現，
在穿上球衣跑步出場的那一刻，我們所確定擁有的，便是我們已看到那個更好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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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網球戰略》譯後記
翻譯是”搭橋”的工作：將國外的經驗知識引進到國內來。
橋——建立了交通，連繫了兩地，也溝通了知識。
我們不能總是等待，我們要建造一些橋，更多的橋。現在這兩本書已譯好，
即已塾好了橋基，也已將橋面延伸到對岸。現在，要等你親自來到橋上，腳踏實
地的走過去，使你充份地利用了這搭橋的工作，使這座橋能令大家覺得人生更充
實，更有意義，生活也將更加愉悅滿足。
希望這兩本新書——“職業網球生活”（「網球世界」出版）和“網球戰略”
（維新出版）——用語言透過這橋向國人輸送知識，同時請國內球友用行動來貫
澈球藝，使這溫馨的橋呈現圓滿的成果：請球友們除手足靈活運用外，還要用智
慧和他人經驗來幫助，使你在網球場上贏得光輝的勝利。
筆者數年前就“發球與接發球”（維新書局再版）與“高旋網球”（中視公
司出版，將再版）。目前這兩本新書又將同時問世，希望有助于網壇。我帶着一
顆喜悅的心，寫完上面幾句心中要講的話。因為這四本書都是含有豐富的寶貴知
識。
最後，謝謝維新書局董事長蔣紀周先生和總編輯周暢先生，還有熱心網運的
賴春林裁判長，以及“網球世界”雜誌發行人陳玲娟女士和社長黃桂芳先生等的
指教和幫助，使這兩座大橋能順利同時落成通車。

邵品剛
74 年 3 月 20 日于台北新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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