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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鋒：透過談判、協商、折衝、妥協，辦成比賽比輸贏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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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歷史
「梅竹賽，是位於新竹的兩所國立大學─
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於每年三月間所舉辦的
校際比賽。自民國 58 年正式舉辦至今，在兩
校的學生活動上，佔有極重要的份量。
飲水思源，梅竹賽的緣起，當回溯至民國
五十年代；交大與清大在台復校後，因兩校校
地位置相鄰，且學生人數相近，而學生之背景
與就讀的科系性質亦相似，所以兩校同學彼此
之間在生活、課業與活動的往來就相當的頻
繁，因而不斷有聯誼活動。 民國五十五年，
兩校之間曾舉辦過技藝對抗賽。到了民國五十
七年，時任活動中心幹事的「錢鋒」學長終於
獲得課外活動組主任戈武先生及學校的允諾，
開始籌備一個由交大及清大學生參與的大型競
技活動。」
(資料來源：本校網站)

梅竹賽錦標：第一屆梅竹賽籌委會留下來
的作品。(提供：交大課外活動組)

透過黃河明學長的熱心協助，我們在 2010 年
三月初，約訪到了這位，催生梅竹賽的學長：錢鋒。

梅竹賽的起源

說我們有個籃球隊，你們也有個籃球隊，要

錢鋒學長說：「1969 年，我大三，擔任

不要較量一下？就去比賽了」，「加上我們

交大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那時候交大沒有

兩個學校都在新竹，以我熟悉的橋牌來說，

代聯會，也沒有學生聯合會，只有一個學生

如果新竹市有一場橋牌比賽，我們兩校都會

活動中心。主要任務是舉辦社團活動，還有

參加，所以兩校打橋牌的人都很熟」。

一些零星的事情。當時，學校有十幾、二十
個社團，各辦些不同的活動。」學生活動中
心總幹事好像是由班代表去選出來的，是一

只要問一句，「要不要單挑一場？」包
括籃球、橋牌、網球等等各項競賽，就經常
有兩校之間的友誼賽。

個沒什麼人要爭取的差事。

兩校相熟互動多

兩個大學生的構想

由於清交兩校很近，有很多人打從高中

「到了大三那一年寒假，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同學，彼此之間，並不陌生。「常常就

還留在學校，清大有個徐範同學，他代表清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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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代聯會，跑到交大來找我，跟我聊說，

梅竹起名

下學期有沒有什麼活動、比賽可以辦！」錢

寒假剛過，籌委會成立了。大家談談

鋒回憶道，「我們兩個人談著談著，想說乾

談，就說要給兩校之間的這個比賽取個名

脆辦個規模大一點的比賽，弄個特別的名

字。

字，將來可能可以延續地辦下去」。
「我們一開始就想過，但大家都沒有什麼
錢鋒與徐範兩個人，帶著腹案，各自回

好點子，所以，提到籌委會上去大家談。有

到學校去，探探校方的口氣。看起來，雙方

一天晚上，我們在清大月涵堂開會，討論這

學校都很支持，接下來兩校學生，就開始籌

個名字要怎麼取？」

備了。
錢鋒說，「我們從清交、華通等等，把
「交大這邊是由學生活動 中心主辦，學

兩個學校的校名字排列組合一番，都找不到

生活動中心是屬於課外活動組，上面是訓導

滿意的名字。那後來想找學校裡面的地名，

處，再上面是院長(註：當時還是交大工學

看有沒有可以用的。清大很快提出他們有個

院)，當時是劉浩春院長。清大那邊是由代聯

紀念梅校長的梅園。這時候，我們也想到，

會主辦。」

交大有個竹銘館，就這樣，梅竹這兩個字，
很快就浮出來了。」

寒假後開辦首屆梅竹賽！
「寒假一完，我們就緊鑼密鼓地籌備，計
劃在三月就舉辦首屆的比賽。還記得那時候
的交大籌委會成員。李崇山是主委，還有湯
國基，蕭瑞洋，我們那時候就是特意要找一
個學弟參加，所以把當時大一的蕭瑞洋找
來，希望他將來可以接棒傳承下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選「梅竹」還是「竹
梅」。在「松竹梅」中是竹在前，但在「青
梅竹馬」中是梅在前，都有典故都可以依
循。 這次會議，交大這邊，就是由我們這批
學生參加；而清大方面除籌委會的同學外，
還有一位張致一教授參加。所以最後大家請
張教授以丟銅板方式來決定。 那時的一元銅

「由於那時候的沒那麼大規模，蠻單純

板，一面是梅花， 另一面是蘭花。大家說好

的。學校願意出錢、出場地，然後老師 (尤

梅花則「梅竹」，蘭花則「竹梅」。只見張

其是體育老師) 願意支持、課外活動組願意

教授取出一枚銅板，往上一扔....

支持，很快就可以辦起來。」

決定了！！「梅•竹」賽！

「那時候交大這邊有一個特點就是學校完
全授權給我們這批學生去籌辦這件事。基本

梅竹總錦標，設計製作

上所有的籌委會會議，都只有我們這批學生

「比賽之前還有一個事要做，就是製作梅

參與。印象中清大這邊有時是有老師在場」

竹總錦標。為了這個梅竹總錦標的設計，我
們在兩個學校張貼布告，公開徵求設計圖。
但後來想想兩個學校沒有多少學生，都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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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的，可能藝術細胞不夠。因此還特別跑
到台北有藝術系的大學去徵求設計圖，後來
入選的是，一個師大學生的設計。」
「他的設計是一個銅鑄的作品。為此，籌
委會主委李崇山，特別拿著設計圖，找到台
北的榮安銀樓，位於延平北路的一大金飾
店，請他們製作。」
「榮安銀樓就真的把這座銅鑄的梅竹總錦
標給製作出來。那時的規定，贏的那個學
校，那年梅竹總錦標就擺在他們學校。錦標
後面還可以刻字，就是哪一年是清華贏，哪
一年是交大贏。到今年已經過40多年，不知
道梅竹總錦標上還有沒有空間還可以刻字
?」，錢鋒這麼說。

比賽項目
梅竹賽的比賽項目，是一個關鍵議題。
錢鋒說，「我們都知道比賽項目是最有爭議
的地方。那時候我們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比
賽項目，由當屆籌委會去決定。」
「前一屆的比賽項目，下一屆可以參考，
但是我們不敢說以後一定要比賽這幾項。我
一直認為這個比賽，在我們辦了一屆以後，
棒子要交給下屆。他們怎麼辦，我們不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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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意見。 我們深信，他們的智慧肯定不會
比我們差。」

首屆女籃，實力懸殊
「第一屆梅竹賽中的女籃比賽是我印象很
深的。那時候交大只有20幾個女生，清大女
生比不僅人數比較多，而且聽說，清大女籃

首屆梅竹比賽辦法！
第一屆梅竹賽的比賽辦法經兩校同意。
其重點如下：
（一）、兩校輪流主辦梅竹賽。

隊中有高中校隊在裡面，所以實力上，我們
當初還沒有比，就都知道交大贏的機會不
大。」
「交大那時候女籃的教練，是交大男籃隊
的球員，與我同寢室的同學陳駿聲。我記得
很清楚，我還特別問他，「女籃能不能比

（二）、每年成立一個梅竹賽籌委會，主

啊？」因為交大女子籃球隊成軍以後，是有

辦的學校派 7 個委員，協辦的學

經常練球，但從來沒有出去比賽過，包括新

校派 6 個委員。成員人數為奇

竹地區的比賽都沒有參加過。陳駿聲就說，

數，有爭議的話，則投票決定。

既然組隊練了那麼久，就要上場試試看。那

( 錢鋒表示，第一屆梅竹賽籌委

時候的籌委會，比較不計較勝負，就把女籃

會，從未用投票去做任何一項決

列入比賽項目。」

議。)
那一場女籃賽，可以說「慘不忍睹」，
（三）、籌委會的成員都是學生。
（四）、梅竹賽的比賽項目，由當屆籌委
會決定。

但也可以說「勇氣可嘉」！
「比賽一開始，觀眾當然是為自己的學校
加油，然後大家發現實力懸殊，清大的啦啦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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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就有人學電視上的廣告，喊「小孩騎大

(二)另一個角度則在梅竹賽各項比賽的勝負

車，危險！ 危險！」
。再比了幾分鐘下去，

之間。錢鋒學長引述郭南宏校長談梅竹

清大球員也知道勝之不武，然後他們就乾脆

賽所語：「贏了可以嚐到勝利的滋味，

不防守，就讓交大球員拿了球之後，慢慢拍

輸了能記取教訓，明年再來。梅竹賽是

拍過前場，讓交大球員投籃。後來，清大啦

個很好的機會教育，培養學生經得起失

啦隊也不喊風涼話了，全場一起幫交大加

敗挫折的能力」。

油！」
(三)還有一個角度則在考驗梅竹賽籌委會的
「那場比賽雖然看的人不多，但對我印象

集體智慧。錢鋒學長表示，從歷年來停

非常深刻」，錢鋒如此描述第一屆梅竹女籃

賽的記錄看來，這項考驗之嚴厲決不在

賽。

任一項比賽之下。

20 年後，女籃贏回來
最近錢鋒看了清大網站上的資料，才知
道梅竹賽的女籃停賽多年後，到1989年，交
大女籃終於贏了清大。對此，清大網站上特
別提道：「當初交大只有20幾位女生，這梅
竹女籃比賽在二十年後，交大總算贏回去
了」。
1969年舉行第一屆梅竹賽，共有11個比
賽項目。清大七項獲勝，交大獲勝的有網
球、橋牌、羽毛球及足球等四項。總體成
績，由清大獲勝，抱走嶄新的梅竹總錦標。

籌委會由學生主導
對於梅竹賽籌委會，錢鋒學長特別談及
他的想法與期望。
「當大學生，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能夠學
會自主」。錢鋒學長說，「我希望學校還是
把梅竹賽籌備的這件事，儘量讓學生去
做」。
「我覺得，學校要授權給擔任籌委的這些
學生，讓他們知道責任就在你身上，讓他們
知道，無法達成協議就面臨停賽」。
「這些談判、協商、折衝、妥協，都是籌

一些期許
錢鋒學長認為，梅竹賽的意義，可從幾
個角度去看。

委會的職責。這件事就是對籌委會成員的訓
練，是每一位同學進了社會後，經常要面對
的事。你不跟人家合作，就只有雙輸，合作
的話，才有機會可以雙贏」。

(一)最重要的是在「創造跟延續一個美好的
共同記憶」。這裏的「共同記憶」是指跨
年、而且是跨校的共同記憶。兩校同學
一方面是在延續以前每一屆所傳承的美
好回憶，同時也在創造自己將來的美好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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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陷入僵局
籌委會一方面想辦好比賽，但是籌委會
成員又各自希望自己的學校會贏，甚至極力
爭取自己學校能贏的比賽項目或比賽條件。
這可能是困擾每年梅竹賽籌委會的最大問

題。錢鋒學長提出幾個模式，供大家參考。
( 一 ) 、第一屆梅竹賽的模式
「那時候我們認為『辦好比賽』比較重
要，而非『一定要贏』。 任何的比賽項目，
只要有一方提出來，我們就去問另一方是不
是想賽。只要雙方都想賽，籌委會絕不會拒
絕。反之，如有一項不能賽，也不致影響到
整個梅竹賽都要停賽」。

知道這種前例並且進而效尤，我覺得會有好
的影響。」錢鋒說。

梅竹賽正式網站
「目前要在網路上查詢梅竹賽的資訊，照
片及歷史記錄，大概只能用支離破碎來形
容。兩校的網站中，梅竹賽的歷史記錄，也
有些錯誤的地方。因此希望兩校能建一個梅
竹賽正式網站。」

、客隨主便
(二
二 )、客隨主便

「wiki 也可找到「梅竹賽」，那裡面的錯

另一個模式是完全反過來的，叫做『客

誤很多。wiki上說，梅竹賽是在清大校長梅

隨主便』。由主辦學校來訂遊戲規則。這樣

貽琦和交大校長淩鴻勛促成下舉行。事實是

就變成說，你是主人、我是客人。

在1969年時，梅校長已經過世，兩位校長絕

「就像是主人請客人吃飯，總要關心說，
你吃不吃魚？你吃不吃肉？所以主辦的學校
反而要問客人，你希望比賽那些什麼項目？」
而明年就變成我當主人了。今年你怎麼
待我，明年我也怎麼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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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可能談過梅竹賽。」
「再如第一屆梅竹賽來說，清大跟wiki上
面都記錄說有一項國語演講比賽，我的記憶
中是沒有這項比賽的。我記得那時的圍棋與
象棋是分成兩項，所以還是有十一項」
「我覺得，關心梅竹賽的兩校學生，離開

、高手禮讓
(三
三 )、高手禮讓
錢鋒學長表示，「還有一種前例可參
考。當年交大的林文伯是圍棋高手，他進學

學校後，會繼續關心梅竹賽。」錢鋒學長
說：「一個梅竹賽正式網站，是可以重溫美
好共同記憶的地方」。

校前已經是圍棋業餘 N 段由於他實力與眾人
懸殊，林文伯參加一次梅竹賽大勝之後，就
主動表示不參加以後的梅竹賽了」。有一
次，錢鋒問林文伯為何不參加了？他回答，
「沒有意思啦」!
錢鋒學長說，「我覺得這種自發性的禮
讓，會使整個比賽的氣氛變好，是很高貴的
一個作法」。
「類似林文伯這種故事，我想清大也會
有，如果能宣揚這種前例，讓後來的同學也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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