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繼續進行我們的淸遠之旅，到Billy Sir
的房間，But今天我們遲了五分鐘，被Billy 
Sir罸了五個圈，真辛苦呢．做完早操後，
我們休息了，不到45分鐘，就去吃早餐
了，我們吃完早餐，就回渡假村休息，大約
休息不多時間，就要再進行棒球練習，我們
進行打棒，短擊和收打的擊球訓練，but不
大好呢．晚上我們做了十分辛苦的晚操，
hope明天不再這麼辛苦．

第一天，天氣十分炎熱，早上我們全隊坐火
車到轉車站，到了轉車站，我們便乘旅遊
車，乘了一個小時便有一個休息的時候，我
們一起跑進洗手間，然後我們又乘一小時旅
遊車到達酒店，我們７人一個房子．到了下
午我們到了一個茶樓吃午飯，到了做體能的
訓練，我們要20分鐘跑十個圈，我最後跑
了最尾的第五名，到了六時我們便去吃午飯
的地方吃晚飯，在九時正我們便去室內的體
育場做晚操．十時半便要睡覺．

第四日，晴，8月4日星期六，我們一早起
身做過早操，再去吃過早餐，早餐個個都吃
得不飽，然後我們只好挨餓打球，十分辛苦
呀！我們個個都帶着肚餓的心情去訓練打
擊，完成後我們回房間休息了一陣，再去飯
店吃午飯，吃完後，我們乘車回到營地休
息，在去訓練棒球，當時分開三組來練球，
分左外野，內野和投手，好辛苦．然後在守
備訓練，完成後，又再去吃晚飯．

今天很特別，我們不用打棒球，而是到紅鷹
的二號基地做拓展活動．我們首先作隊名，
隊歌，口號和隊徽．我們的隊名是”明日之
星”.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叫”大腳板”，大
家要踏着同一塊木板，然後步行到十幾米的
距離．我們憑著團結的力量贏了．下個任務
是用切開了一半的水管運送高爾夫球到終
點，途中球不可跌下來，我們隊順利地完
成．午飯後，我們第一個任務是蜘蛛網陣．
我們需要運送十個隊員穿過網陣，途中不能
觸到繩子，我們只用了十二分鐘便完成．接
着我們要踏磚頭，途中不准觸地及磚頭不可
離手．我們也只用了十二分鐘就完成．最後
我們玩羅馬炮架，我們首先用竹做架，然後
用繩綁實竹，用水球做炮．做好後我們互相
發射．弄得我們整身都是水． 

我們今天不用練習，因為我們今天休息去了
拓展活動．第一樣活動就是替自己隊改個隊
名、口號和隊歌．我們的隊名是“奪命黑＊
飛龍鱷魚大炮隊”．之後我們就一共做了大
腳八和再接再厲．這兩個活動就用了一個上
午，雖然很短的時間，但我們也能做完．之
後我們就回房間換衣服去食午飯．

今天我們又一早起床，我們一起做早操，到
了下午外場有外場的訓練，我是外場當地的
教練要我們在右外野跑到左外野，途中要接
三個棒球，大家都跑得很辛苦，當地的教練
教了我們要跑快一點到在棒球下面接球．到
了下午我們分兩面打比賽，我第一次打棒，
我就打了左外野，就比黃耀俊接了，到了第
二次打棒就是四壞球上壘．

今天一起床就覺得很疲倦和周身酸痛，因為
每天都要練習數小時和要做很多體能，我們
早上練的是打棒，教練話，如果是貼身波
應該打向三壘和遊擊方向，如是正中好球
的話，就應該打向中外野方向，如果是out 
side的，應該向一、二壘方向推出去．到了
下午，康Sir，區Sir和鋒Sir都來了，之後下
午練習就分三組練，內場，外場和投手，捕
手，我就是內場跟Billy Sir，我哋不停地接
地波，之後就和外場一齊take field．Take
完field後，就練完今天的練習．到了晚上，
我們又要做體能，真的非常辛苦．

光陰似箭，但又度日如年，今天已是我們
的第四日，每天都是一樣，一早起了床，
又是早操的時間了，做完早操後，吃早餐，
特別的是，我上午和黃耀俊一起被Billy Sir
罰到小隊友那 練習，其實培育後輩是很重
要的，助他們增進球技，在此其間，我不停
地回想。覺得十分後悔，其實我不應說Billy 
Sir『麻鬼煩』，縱使Billy Sir多煩，我也應
放在心內！！！

第五天終於來了，也表示集訓差不多過了一
半，早上也同樣做著一樣的早操。然而，中
午操郤不一樣了，新鮮的足球取代了朝日相
對的棒球，不識足球的我，當然是擔當後衛
的最佳人選。雖然是後衛，但卻有很多奔跑
的機會，踢足球後好像比做體能還要累。下
午操時，我要接滾地球，東奔西跑，接了很
多球然後進行拋打訓練，打得手也酸痛了，
動作也變得機械化，打擊後便是進行體能訓
練。晚操時，我們躺在地上做體能，弄得腳
和衣服沾滿了黑沙，好不骯髒。

今 日 有 一 件 得 意 的 事 ， 在 m i n o r ， 為
什麼有三個人特別高大呢？其中一人是
Vincent，他因為說Billy Sir〔很麻煩〕而被
罰．今日還有一件大事，我們的總教練區
Sir和鋒Sir來視察我們練習．下午，我和隊
友們與鋒Sir到外場練習接高球，我原本是
打內場的，並不擅長接高球，但後來發覺很
容易也很好玩．晚上，我們進行晚操，由於
前幾晚也有做，肌肉非常疲勞劇痛，做那時
的時間特別長，辛苦．

天晴一天又一天 ；訓練一日又一日
棒球生涯剛開始 ；轉頭舉手便投降

一箭騰空懷遠志 ；兩手抬頭發大夢
至理名言鉻在心 ；導師說話不在耳
訓練搗亂成習慣 ；高波粒死已見慣
導師說我沒得救 ；我罵導師教不嚴
幸得周公的指點 ；水魚立即變飛魚
一次比賽 run home run
從此以後認真練

一早起來就發現大腿超疼，大概是昨日跑步
的後果吧，平常的速度完全發揮不出來．早
餐後，覺得很想睡，便在床上”死”了一
會，差不多到時間才出去練波，結果就不記
得戴cap了，真是失策！上午的練習因手臂
很疼，已沒有太大參加，但因為其他人犯
錯，要跑十個圈，條氣比以前好多了，但也
快死了．下午，因下了一場小小的過雲雨，
球場變得涼涼的，十分暢快！今日是梁健行
生日，晚操的時候在Billy Sir房切蛋糕，男
孩子們玩玩下就將cream 在別人身上，弄
得房間到處都是。 

昨天的日記忘了寫夜操，所以在今天的日
記 補上。昨天的夜操包括，60下掌上壓、
60下Situp、這叫做一組，在這情況下，做
了三組，這是昨天的夜操。今天我們七點便
起了床。今天做了這夏令營的第一次早操，
感覺上並不是太辛苦。在下午，Billy Sir 給
了我們一段時間休息，所以在下午的練習還
可以。今天下午的練習做了接球，內外場配
合，個案練習等，練習內容還算挺充實的。
不過在個人方面，我覺得自己在打棒方面的
能力缺乏，沒有好好地把握機會，所以我希
望在這個夏令營改善這方面的能力，最後我
希望明天的太陽沒有今天的那麼猛烈。

活動能夠成功，教練應記一大功，深水埗棒
球會多年來慶幸得到各位教練努力和支持。
多謝！多謝！我們的總教練區Sir，各隊教練
Raymond Sir；Billy Sir；Lok Sir；康Sir；堅
Sir；鋒Sir；香Sir；傑Sir ；丁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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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ON  
王煒霖    
13歲       
八月二日

TOVAS  
施騏豐    
13歲       
八月一日

MICHAEL 
梁健朗    
13歲       
八月四日

RAY 
李俊彥   
13歲       
八月六日

ROY 
周永謙    
13歲       
八月六日

RAMBO 
李家寶  
13歲       
八月三日

WAI HO 
梁偉灝    
14歲      
八月四日

VINCENT 
何頌衡   
14歲       
八月四日

Tom 
婁子浩      
14歲       
八月五日

JACOB 
麥家熙    
15歲       
八月四日

Ian 
黃耀俊   
15歲       
感想

KA YI 
陳嘉怡  
15歲       
八月八日

TOMMY 
梁健行   
15歲       
八月二日

小記

漂至歐洲

我相信香港的棒球隊走得最遠、遠征歐洲，我們是第
一隊，多謝大會邀請。能成功出發，當然因為尋覓
到可信的隊經理『黃耀俊爸爸』、多謝黃經理。他
付出自己的假期，帶著十個少年從香港到意大利中
部 『Abruzzo』比賽。我相信從在一開始就流落於街
頭，事事都是回憶的小片段。希望十個少年珍惜！！

隊員：Tommy 梁健行；Ka Yi 陳嘉怡；Ian 黃耀俊；
Jacob 麥家熙；Ronnie 張家朗；Vincent 何頌衡；
Wai Ho 梁偉灝；Rambo 李嘉寶；Roy 周永謙；
Ray 李俊彥。

賽事：香港vs拉脫維亞；保加利亞；意大利北；
斯里蘭卡；塞爾維亞；英國。

                            香港 vs 拉脫維亞

意大利之行的第一場比賽 – 拉脫維亞．初時，看到他們
進入“天體營”的時候，有大部份的身形都比我們矮小，
所以我們都鬆一口氣，不知是不是這一種心態，令我們輕
敵，而令我們輸了．

比賽前的練習，我們都表現了輕鬆的心情，但是因為我們
有勝利的希望，所以士氣自然也高漲．我當時也認為我們
會有一點希望的勝利，所以練習都輕鬆了．

到比賽line up時，他們竟然不line up，令我對他們的印
象非常之差．當看到他們的投手熱身時，覺得他們很
“嫩”，也有一種想打贏他的衝動感覺．因為球速很慢。
但可惜我打後備，沒機會打贏他（一開始比賽的時候）．
當時我希望可以出場比賽，上天對我不薄，我能在第三局
出場的時候．我換了World Ho (Vincent)，打了一壘．到
在擊球的時候，我打了去三壘和游擊之間，筆直的出了
outfield，成功地上了一壘，經過隊友的幫助，我成功地入
了一分，美中不足的是我們的 error太多，令我們被入分，
也進不到分，這時士氣開始低沉，我們一分，一分地噬
吃，2 : 3落敗告然．我們這一場是因為太多沒可能的error
而輸了，教練和隊友都很失望．

第一天的比賽，一早起床，心情十分興奮，吃過早點，立
即拿起袋，出發去比賽，在到球賽的時候，我們才知道要
打硬波，我們雖然有一點無奈。之後的練習，我的十分有
士氣，我們把聲音降低一拍，雄偉的聲音把敵隊嚇怕了。
之後，我們發覺只帶來三個波練習，我立即跑向袋子找
波，但也無功而還。回來的時侯，教練問我有沒有信心打
一壘，我當然把臉容由笑變成十分認真，之後用我的誠
懇回答 ”我有信心，但不知能否勝任，但我也會用心去
做”，其實對著一個陌生的一壘，我也不太大信心，但誰
又想做後備，所以沒信心都變有信心呢！比賽一開始，我
們的開局十分好，對著一隊實力差不多的隊都算十分好，
可能因為他們比較弱，在第三局我被調出，我們的形勢開
始變了，近在眼前的勝利，從我們手中流去，連環的失誤
雪上加霜，加上士氣低落，我們之後痛失一分，三比二輸
了一分。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我學了我們不應該輕敵，我
們一定要更用心和更投入比賽，勝利才不會遠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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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 我們開始了在意大利的第一場比賽，我們大
約九時在住所出發，先去球場觀察情況， 然後去足球場熱
身，熱完身開始訓練時， 才知道大會是不供應練習波的，
而我們只帶得三個波， 我們只好練揮棒，之後就開始比賽
了。一開始，阿陞就打了一枝安打上了三壘，接著是短打
小王子 Calvin bunt 了一個很漂亮的波送了阿陞到三壘，
Calvin 自己上了一壘，之後就到黃思翰打了一個彈地波送
阿陞返回本壘，我們便取了第一場比賽的第一分。 第二局
我們沒有失分，也沒有得分，第二局完， 我就被換了出來。 
到了第三局，因為一個球員的失誤，我們被對手追回一
分，第四局，又因捕手的失誤，輸了第二分，到最後，
因為三壘手失誤，輸了最後一分。 我感到在這場，我們
有很多失誤的地方，真是輸得不值。

今天我們就要比賽了，我們的對手是拉脫維亞，我們是
早上的第二場比賽，我們一開始士氣旺盛，由今天的捕手
Benny 帶領我們打出士氣。第一局我們攻先，第一棒是
李永陞，他打了一支 Hit。到了第二棒 Calvin 他打了個觸
擊送了亞陞上二壘，坐在後備席的我們看見了他們上到了
一二壘，我們也很開心。直至第三局我們被拉脫維亞拿到
一分之後，我們的情緒開始低落，士氣亦開始同步下降。
之後拉脫維亞拿到了第三分時，這一分的失誤是由九號位
的 Ka Yi 接不到了那一個比較近的高飛球令到二壘的跑者
由二壘跑到本壘，之後亞 Sir 和我們也覺得我們打得很差，
所以教訓了我們很久的時間。

                               香港 vs 意大利

   今天是 8 月 21 日，我們在這場比賽一開始，便預了
會輸，因為意大利實在太強了 !  我們對意大利是先攻，我
們一開始打擊不是太強，被意大利的投手完全壓過。到他
們打擊時，我們完全無話可說，只要他們打出去，大多數
是安打，一開局便失了大量分數。雖然我没有出場，但我
也有在場外打氣。意大利的打擊太強了，我們接近沒有反
擊之力，比賽期間，我們也有多位球員可以上壘，但也取
不到分，我們只有一局可以守得住意大利。總括來說，我
們也打得不錯，只是對手實在太強，所以我們輸了。

今天我們是對意大利，未比賽前，我們已知道肯定冇得
打，但我們也繼續用對保加利亞的心情跟意大利打比賽，
即是不一定贏，但要打出水準。起初我們就已經士氣高
昂，希望各位隊友也投入這場比賽。我們一直也被意大利
狂攻，但我們亦也守得就守。我們在比賽中換了很多投手，
因為大家也很累，雖然打到第二局開始就被意大利隊拿到
十幾廿分，但我們亦沒有放棄，直至打到最後我們終於輸
27 : 0，但我們覺得沒有問題，到最後亞 Sir 們也沒有教
訓我們。

昨天，我們要連續打兩場比賽，很辛苦， 我們打完第一
場比賽，就去吃午餐，半小時後， 便要準備下一場比賽，
比賽前，先交換禮物。我們在這場比賽先守， 我打後備。 
在第一局，我們失了很多分，到第二局，教練叫我守一壘，
後來，因為 RONNIE 手痛， 投不到好球， 換了阿陞投球，
RONNIE 就做一壘， 我調了去守右外野，我也不停被人打
安打，不停被人取分，真的很辛苦，那些球接也接不到，
對手真的打得很漂亮。我覺得自己已經打得很好了，但對
手實在太強，所以輸了。

第三場比賽對手是最強的意大利隊，比數是 27 : 0。可
想而知，全場像打擊練習般給人打了無數支安打。每當
〔砰〕一聲，球一定飛向外野，很少會打到內野，無論是
Roy, Andy, Ronnie, 黃詩翰，都給人打爆 outfield，忙於追
波，infield 忙於 cutball，投手投完再投，好像永遠不會
3 out，今場輸得無地自容，投手無論投外內角，直球或曲
球，他們球球都是食中球心，沒有撻Ｑ。最後一局的投手
更加見識到歐洲的實力，球速達到 110 公哩以上。今場令
我最驚訝的是意大利隊的 batting，他們 1 至 9 bat 都是強
棒，球球都平飛出 outfield，今場輸是正常的。

               香港 vs 保加利亞

今天下午我們進行了第二場比賽，當我們看到高大而
肥胖的身形時，就心知不妙。果然，第一局就一直食白
果到了 last 個局，才拿了一分破蛋。而對方不斷地打出
outfield，其中更被人打了一支 running home run。最終我
們輸了 17 : 1。雖這次輸了但我們覺得輸了是正常的，因
為別人實在太強了，無論是打 bat 和防守方面，他們隊中
有四五個的 bat 都很強，平飛打出了 outfield。防守只有
二三個 error，我們真是輸得心服口服。但其中也有一些
地方可改善。例如：高波要踏實壘，因為我們又給人高波
double play，bunt ball 點不到落地，浪費得分機會。

下午我們要繼續比賽，對手是保加利亞，我們起初也是
士氣高昂，因為我們也不想重複第一場的錯誤。但我們
在守先的情況下，已知道保加利亞的實力實在是高我們幾
級，所以我們也用我們應有的技術跟他們比賽，雖然我們
知道我們是比不上他們。然後，保加利亞就在每一局也拿
很多分，直至每一局也是，但我亦努力地比賽，希望拿到
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分。今天下午比賽到最後 Billy Sir 和簡
Sir 並沒有教訓我們，因為打出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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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參觀

香港棒球總會   

主 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 助

香港

第三屆《少年珠江盃》

二○○七棒球錦標賽

Hong Kong 
III 《Youth Zhujiang Cup》2007

 北京上地實驗小學
 福岡 Syonai Jaguars
 廣州少棒隊
 高雄忠孝國小
 澎湖講美國小
 深圳同樂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26-29 December

晒草灣棒球場
九龍 藍田 茜發道 九十號

純陽小學棒球場
新界 馬鞍山 鞍駿街 三十號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這裏有一張黑白照片，上面都是滿面笑容的棒球員。他們
全都驕傲地舉起帽子，制服的胸口可見以獅子為圖案的徽
章。

照片背後潦草地寫著「一九三零年橫濱市」，１５人全都
是橫濱唐人街的華人，後排左一就是領隊兼一壘手的梁扶
初先生。扶初先生３年後回國推廣棒球，後被稱為「中國
棒球之父」。

橫濱市先後於１９２３年關東大地震和１９４５年橫濱
大轟炸兩度被燒光，明治末（譯註：明治時代為西曆
１８６８至１９１２年）至昭和初（譯註：昭和時代為
１９２６至１９８９年）唐人街存在過純華人棒球隊的歷
史就變得鮮為人知，而這張由現居上海的五兒子梁友義先
生（７９歲）保管，逃過了被燒命運的照片，就成為這段
歷史的寶貴證物。

由於橫濱存在過外國人居留地，棒球很早期就在當地普
及，早於１８７１年就有舉行棒球比賽的紀錄。１８９６
年橫濱商業高中成立了棒球隊，同年橫濱外國人隊與舊制
一高（第一高等學校）對戰。

受到這些刺激因素影響，市民亦相繼組織自己的球隊。雖
然此時職棒與甲子園大會皆未組成，唐人街成立球隊亦屬
自然。

１９１０年，「橫濱公園球場」於現今橫濱棒球場同址落
成，開始舉辦正式大會。當年的華人隊是一支曾經在市內
社會人大會奪得冠軍的強隊。

梁扶初先生把棒球帶回國已經七十多年，現在北京奧運舉
辦在即，中國的棒球熱逐漸掀起來了。

去年３月３日假東京巨蛋球場舉行的世界棒球經典賽（Ｗ
ＢＣ）亞洲地區預賽，就出現了很具象徵性意義的場面：
中國代表隊的捕手王偉（２８歲）從巨人隊投手上原浩治
手中擊出了一支中右外野全壘打。

雖然日本隊以１８比２戰勝，並提前結束了這場比賽，向
世界冠軍順利踏出了第一步，但是上原投手在賽後表示
「氣憤得想哭。」這支從日本皇牌投手擊出的全壘打，令
人對中國棒球的潛在力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棒球似乎正在逐漸拉近與日本、韓國等棒球強國的距
離，其根源原來在於橫濱唐人街。

在狹小的病房裏，燭光被吹熄了，圍著生日蛋糕的十人小
圈中隨即響起了鼓掌聲。上月２１日，在中國天安門廣場
附近的北京友誼醫院迎接８５歲生辰的梁友德先生向其弟
友文先生伸手，友文先生用雙手輕輕的握著哥哥的手點了
頭。

雖然兩兄弟現分別在北京及美國三藩市生活，其實他們都
生於橫濱市。１９３０年華人隊贏得市內社會人棒球大會
冠軍，當時友德先生和友文先生分別是８歲和５歲。

當年球隊由他們的父親梁扶初先生帶領。球隊贏了冠軍，
儘管不是春節，橫濱唐人街卻響起了炮仗聲。「當晚整個
唐人街都在慶祝，」友德先生憶述當年的情況。

棒球浪漫
原文：讀賣新聞 翻譯：三好正記 (Mr. Masanori Miyoshi)

友德先生一家居於離開唐人街約２公里的本牧町一間房
屋，扶初先生在唐人街經營一家雜貨鋪，每天乘搭電車出
入。

唐人街一角的會所裏放置了一個大櫃，裏面放滿了華人隊
在各棒球大會贏得的獎座和獎盃。這教他鼓起無限勇氣的
地方，就是友德先生童年時的最愛。

他們家門前就是海岸，每年夏天都擺滿了賣汽水、玉米的
攤檔，供泳客享用。

友德先生９歲時，扶初先生帶他到鄰近雜樹林中被稱為
「三番原」的空地，教他打棒球。扶初先生最初把球棒放
在地上，吩咐他把球滾向球棒，並要打中它；下一關就是
朝著扶初先生手執的球棒投球。

稍為進步後，友德先生朝夕在三番原跟附近的小孩打球，
不分日人與華人之別。到了夏天，那裏長滿了雜草，找球
雖然困難，但仍樂在其中。「感覺好像在巨大的球場打
球」他道。

可是，友德先生在三番原玩耍的日子只維持了２年左右，
原來他們在１９３３年舉家返回上海去了。當時正值中日
爆發戰爭前夕，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友德先生推測：「父
親大概是吃不消再留在日本了。」

當年的中國，連「棒球」這個名詞也鮮為人知，要打棒球
既沒有用具，也沒有球友。他們得從自製用具開始，木球
蓋上牛皮當球，削木棒充球棒。

除了夭折的次子，兄弟們往後一直跟棒球打上了關係。友
德先生長期在上海球隊擔任二壘手後在中國棒球協會擔當
要職；其兄友聲先生（已故）則為同隊赫赫有名，跑打守
三項皆全的游擊手。

排行僅次友德先生的友文先生從美國寄稿介紹大聯盟賽
事，孻子友義先生（７９歲）現執教少棒。

ＷＢＣ亞洲地區預賽中由上原投手擊出全壘打的王偉捕手
就在１３、４歲出征菲律賓時受教於友德先生。談及年過
七十猶如少年般熱情地談論棒球的友德先生，王偉憶述：
「他讓我認識到棒球真正的樂趣，正是因為有了這樂趣，
我才能捱過艱苦的訓練；友德先生是我的恩人。」

原屬中國棒球聯賽北京猛虎的王偉捕手於今年６月跟美國
大聯盟水手隊簽下小聯盟合約而旅外，明年夏季將回國為
奧運代表隊擔任捕手。

棒球隨著梁家越洋傳入中國後，一度盛行於國內各地，然
而受到戰火與文革等洗禮而經歷過不見天日的時光，現今
北京奧運舉辦在即，職棒受到注視，中國棒球似乎在重見
天日的過程中，本特輯今後將為讀者介紹其受盡時代波折
的歷史和梁家成員的歷程。

歡迎中山棒球隊
梁友德

梁扶初教練是中國棒球運動先行者之一，他一生
從日本橫濱市到我國香港，又從上海、北京、重
慶到祖國各地給各地教練運動員留下棒球三大法
寶和“拼命追擊死纏到底”的戰鬥精神。

梁扶初教練是廣東中山市人，在他的鼓舞下該
市東升鎮高級中學的師生和十多位高中生於去
年十一月主動組織了棒球隊，經過半年多的艱
苦訓練，今年八月參加在無錫舉行的全國AAA
級比賽，這是一次勇敢的飛躍。

我是中山人，所以一聽說中山建隊，我定萬分
高興的。既然人已到無錫，我當然為該隊打開
首都之門，首都的幾所棒球高中有的剛打完夏
訓，有的剛打完北京國際賽，有的準備休息二、
三天後參加北京市各區縣棒球賽，有的跟中山
隊一樣剛從無錫比賽回來。但是聽說中山隊來
了，寧可作出犧牲，在三、五天裡安排了三場
比賽。這三場比賽都在101中學理工附中和育才
中學的場地舉行。

北京三所中學棒球隊都是從小學就打好基礎的
隊，都有基本技術戰術意識比賽經驗，也是北
京的強隊。當然不是中山隊所能及。但是，雙
方都全力以赴，雙方比分都大有出入，也有好
些球打得不錯，有些值得好好回憶。此外比賽
場中“拼命追擊死纏到底”之聲不斷，打破了
球場。

雙方都明白到明年暑假，雙方都大會進步。特
別是中山隊可能取得更大的進步，到時雙方再
打幾場，相信會打得更好。雙方相約明年暑假
到中山再打。

中山此行僅此五天，打了三場球，看了奧運會
一場試賽，又遊覽了長城天安門升旗典禮，天
壇、王府井和高樓大廈，他們都感到“乘興而
來，滿載而歸”十分滿意。而我本人特在他抵
當天晚上在東奧樓以著名的北京填鴨宴請了來
自家鄉的中山棒球隊全體成員，以表達熱烈之
意。

中山隊在家苦練出門大練將會取得可喜的成績
“拼命追擊死纏到底”的戰鬥精神將會在各地
棒球場上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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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唐人街華人棒球隊合照。1930年奪得橫濱市社會人棒球大會冠軍時所攝（照片由梁友義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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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香港棒球的發展，香港棒球總會定於2008年2月14日至17日

假香港藍田晒草灣棒球場舉辦，並由Oregon Scientific 贊助之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

這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舉辦的女子棒球國際賽事。

屆時有來自澳洲、日本、韓國、北美，台灣及香港共六隊女子棒球隊

進行比賽，爭奪錦標。入場費用全免。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is going to organise the 
“Oregon Scientifi c Phoenix Cup”, Hong Kong’s debut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in 14-17 February 2008 at Sai Tso Wan Baseball Field, 
Lam Tin, Kowloon. This sport event is sponsored by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local industrial company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No entrance fee will be charged to audience.

Women teams from Australia, Japan, Korea, North America, Taiwan and 
Hong Kong will come to compete in the tournament. As this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 is fresh to Hong Kong, it is expected to attract audienc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above all, this can help promote Hong Kong to 

people round the world who love baseball.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 2008

“Oregon Scientifi c Phoenix Cup”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2008 

in Hong Kong



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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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 活動 組別 地點 時間

 現在至 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備戰集訓 女子組 晒草灣棒球場或 逢星期二, 三,六
 2008年2月中   純陽小學棒球場 及日

 現在至 第三屆《總會盃》棒球聯賽 TeeBall組 純陽小學棒球場 逢星期日早上或
 2008年3月    下午

 現在至 第三屆《總會盃》棒球聯賽 "AA"組 獅子山公園棒球場 逢星期日早上或
 2008年3月    下午

 現在至 2007/08年度全港分齡棒球 7-17歲 晒草灣棒球場 逢星期六下午
 2008年3月 精英培訓計劃(第二期)

 2007年12月12日 周年會員大會  奧運大樓 晚上

 2007年12月23-26日 2007臺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  台北市

 2007年12月26-29日 第三屆《少年珠江盃》-  "A"組 晒草灣棒球場及 日間
  香港二○○七棒球錦標賽  純陽小學棒球場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兒童組初班 荃灣西約體育館 逢星期六
 1月至3月   (室內) 下午3:00-5: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兒童組初班 摩士公園體育館 逢星期日
 1月至3月   (室內) 下午2:00-4: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少年組 鰂魚涌公園2期 逢星期日
 1月至3月  初級班 人造草場 上午9:30-12:3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少年組 斧山道運動場 逢星期日
 1月至4月  初級班 (細場) 上午9:30-12:3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少年組 摩士公園人造草場 逢星期六
 1月至3月  初級班 (一號場) 下午3:00-6: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少年組 大埔廣福人造草場 逢星期六
 1月至3月  初級班  下午3:00-6: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青成組 界限街遊樂場 逢星期一
 1月至3月  初級班  晚上8:00-11: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青成組 樂富人造草場 逢星期三
 1月至3月  初級班  晚上8:00-11: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青成組 大埔廣福人造草場 逢星期日
 1月至3月  初級班  上午9:30-12:3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青成組 將軍澳寶翠公園 逢星期五
 1月至3月  初級班 人造草場 晚上8:00-11:0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少年組 大坑東遊樂場 逢星期日
 1月至3月  中級班 (三號場) 上午9:30-12:30

* 2008年 2007/08年度棒球推廣計劃(第四期) 青成組 摩士公園人造草場 逢星期日
 1月至4月  中級班 (一號場) 上午9:30-12:30

 2008年1月13日 全港棒球公開賽 - 決賽 男子乙組 晒草灣棒球場 星期日 上午9:30

 2008年1月20日 全港棒球公開賽 - 決賽 女子組 晒草灣棒球場 星期日 上午9:30

 2008年2月14-17日 Oregon Scientific Phoenix Cup  晒草灣棒球場

 2008年2月17日 香港棒球總會十五週年紀念晚宴  合和中心皇廷大酒樓

* 2008年2月下旬開始 全港棒球公開賽 男子甲組 晒草灣棒球場 逢星期日

 註: 上表僅供參考, 本會得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詳情及最新資料載於本會網頁 www.hkbasebal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