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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十五周年紀念晚宴暨《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頒獎禮上
贊助商萬威國際有限公司 (Oregon Scientific 乃旗下品牌之一 ) Global President Ms. Helena Wong( 左五 ) 及
執行董事陳鮑雪瑩女士 ( 左六 ) 與棒總董事們跟各位來賓祝酒。Cheer!



我們的歷史
香港棒球總會由一批熱愛棒球運動的人士創立，於1992
年10月依據香港公司法註冊為一非牟利的有限公司；並於
1993年3月舉行成立典禮。香港棒球總會發展快速，先後
成為國際棒球聯會(IBAF)、亞洲棒球聯會(BFA)、中國香
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SF&OC)會員。2005年打入
中國第十屆全國運動會決賽週；2007年香港代表隊打入第
二十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2008北京奧運資格賽)，晉身亞
洲八強。

我們的宗旨
推動講求健康、智慧、紀律、力和美的棒球運動；培養具
有優秀技術、良好品格的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促進
與各地的棒球活動交流；衝出香港，走向世界。

我們的會歌

顧問團
名譽會長： 陳智思先生，GBS，太平紳士
名譽副會長： 成龍先生
議事顧問： 林建名先生
名譽顧問： 黃宏發先生，OBE，太平紳士
 陳智文先生
 許宗盛先生，MH，太平紳士
 傅浩堅教授，太平紳士
 石鏡泉先生
 徐守滬先生，太平紳士
 賴汝榮先生
 齋藤操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 關文光律師 李詠賢律師 陳廷光律師
核數師： 張耀鴻會計師事務所
義務醫事顧問： 李家明先生

董事局
會長： 李錦泉先生
主席： *李永權先生 
副主席： *趙端庭先生　 *范家和先生　 *郭樹霖先生
祕書長： *麥年豐先生 
司庫： *鄭素文先生 
財務總監： *周衍平先生 
副祕書長： 葉頌恩先生　 *楊杰玲小姐 
董事： 區學良先生　 區穎良先生　 陳子揚先生 
 *趙耀靈先生　 馮志堅先生　 吳偉樑先生 

*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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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聯繫

香港棒球總會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一樓1003室
Rm. 1003, 1/F., Olympic House,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 Bay,  
Hong Kong, China.

電話Tel:           (852) 2504 8330
傳真Fax:          (852) 2504 4663
電子郵箱e-mail: hkbsa@hkolympic.org 
網址Website:     http://www.hkbaseball.org

常設委員會
1. 精英培訓與賽事總監—郭樹霖先生(正)    趙耀靈先生(副) 
 a) 精英培訓組主委—區學良先生 
  (1)少年棒球發展組組長—張安橋先生 
  (2)女子棒球發展組組長—楊杰玲小姐(正)    區潔儀小姐(副) 
  (3)青少年棒球發展組組長—陳子揚先生(正)    曾健忠先生(副) 
 b) 賽事組主委—區穎良先生 
  (1)女子賽事組組長—區潔儀小姐 
  (2)青少年賽事組組長—張安橋先生
  (3)男子賽事組組長—陳子揚先生

2.  技術與推廣總監—范家和先生 
 a) 教練培訓組主委—區學良先生
 b) 推廣組主委—吳偉樑先生 
  (1)區域推廣組組長—葉頌恩先生
  (2)學校推廣組組長—張永強先生(正)    陳啟明先生(副)
  (3)兒棒推廣組組長—胡雪岡先生 
 c)  裁判學院
  (1)主任—范家和先生
  (2)裁判長—黃期先生
  (3)副裁判長一郭伯瑋先生　羅僑榮先生
  (4)紀錄長—翟佩華小姐
  (5)副紀錄長—尹錦鈞先生 

3.  行政與資源總監—趙端庭先生
 a) 行政事務
  會籍與屬會事務主委—周衍平先生
 b) 場地及器材組主委—吳偉樑先生

4.  文字與設計組—趙耀靈先生 
 a)  出版 —《上壘》編輯委員會　
 b)  資訊科技組主委—黃大維先生

5.  經費籌募組主委—馮志堅先生

我們的季刊

《上壘》編輯委員會
顧問編輯： 趙耀靈 李錦泉　 李永權 
編輯： 麥年豐　 楊杰玲 杜佩錡
翻譯： 三好正記 傅宏美 Jennifer Eagleton
攝影： Michael Leong
 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製作及設計： G. Art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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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五月是一個光亮的日子。紅紅
奧運聖火閃耀到港。我們懷著一顆熱
熾的心歡迎聖火的來臨。這次奧運聖
火的到來，對香港意義十分重大，這
顯示國家對香港的重視。2008年奧
運會將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我國有史
以來取得奧運主辦權的第一次。雖然
香港的棒球隊未能進入奧運，但我們
也為能打入奧運棒球賽的中國、加拿
大、中華台北、古巴、日本、韓國、
荷蘭及美國等國家及地區高興。估計
賽事將會十分精彩。

今年對香港棒球總會來說也是一個十
分有意義的一年。今年是棒總成立的
十五周年。在這一年，我們正踏著過
往大家努力建設起來的道路前進，我
們在本地的棒球活動及海外的比賽和
交流，都取得新的成績。男子代表隊隊員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終於打入亞洲八
強之列；被提名進入「中銀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2007」的最佳五隊運動隊伍之
一。女子代表隊參加了女子世界盃棒球錦標賽，成為推動世界女子棒球運動的
先進隊伍。

在本年二月我們得到Oregon Scienti f ic的冠名贊助，主辦了《Oregon 
Scientific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2008。比賽過程緊張熱鬧。
Oregon Scientific的主席陳煒文博士伉儷、康文署總康樂事務經理傅麗珍女
士、2009東亞運動會(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胡偉民先生、日本駐港總領事
佐藤重和先生及澳洲駐港署理總領事Mr. David Livingstone出席了開球禮及
參觀了賽事。令人感到十分鼓舞。

2月17日，《Oregon Scientific鳳凰盃》成功比賽完畢，當晚，我們同時
舉行十五周年晚宴，場面十分熱鬧，氣氛極為歡樂。加上名譽顧問石鏡
泉先生的不老之心，逗得日本隊及澳洲隊隊員開懷大笑。

在球場之外，部份男子代表隊隊員包括港隊前教練以個人名義作零的突
破，參加了由劉國昌、雲翔執演的「無野之城」電影拍攝。這電影在三
月舉行的香港電影節首影。這電影以棒球員為主幹，表達方式引來一
些評論。不過參與演出的球員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無人
可以干預。只要他們對自己的嘗試感到快樂，不影響別人，就可在人生紀錄上留印。

接著而來的數月，我們的工作絕不輕鬆。在計劃中，我們會主辦亞洲棒協的“A”少年棒球錦標賽及
《珠江盃》。我們需要的人力和財力比往年都要多。男子代表隊及女子代表隊也如以往一樣參加亞洲賽
及世界賽。大家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這些努力，大家都很樂意付出，因為棒球是我們的第二生命。

在奧運聖火帶引下前進
李永權        香港棒球總會主席

3

新華社記者戚恒　攝

圖片轉載自奧運官網 www.beijing2008.cn/ 5 月 2 日訊：北京奧運聖火在香港的傳遞於早上 10:30 開始，這也是聖火

結束國外傳遞後國內的第一站傳遞，也是香港自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後，第二次迎來奧運火炬傳遞的盛事。全球華

人也再次將目光鎖定香港。在今天香港的火炬傳遞中，可謂星光熠熠，眾多明星以火炬手的身份傳播奧林匹克精神。

上圖： 第一棒火炬手、曾為中國香港奪得首枚奧運金牌的著名帆板運動員李麗珊（左二）從香港特別行政長官曾蔭權

 （右二）手中接過火炬後展示。

下圖： 為國際巨星劉德華在香港傳遞北京奧運聖火。

新華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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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屆《少年珠江盃》
               二○○七棒球錦標賽
2007. 12. 26~29      晒草灣棒球場及純陽小學棒球場
香港棒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攝影鳴謝：Michael Leong　李錦泉　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麥年豐　傅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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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際獎項

冠　軍 :  福岡Syonai Jaguars

亞　軍 :  高雄忠孝國小

季　軍 :  澎湖講美國小

優異獎 :  深圳同樂學校、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北京上地實驗小學、廣州少棒隊 

個人獎項

優秀教練獎一名 : 
福岡Syonai Jaguars 齊藤利幸教練

優秀投手獎一名 : 
福岡Syonai Jaguars 萬田政信

最有價值球員獎：
北京上地實驗小學 章京明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袁卓斌
深圳同樂學校 林子東
澎湖講美國小 楊國彬
高雄忠孝國小 梁明財
福岡Syonai Jaguars 大塚知哉
廣州少棒隊 溫藝豪

最多全壘打獎 : 
福岡Syonai Jaguars 大塚知哉 (1支)
福岡Syonai Jaguars 萬田政信 (1支)
高雄忠孝國小 張宇龍 (1支)

最多安打獎： 
福岡Syonai Jaguars 大塚知哉 (10支)

賽事專輯網頁： 
http://zjcup2007.tripleplaycom.net/

精彩圖片集： 
http://www.hkspa.org/

香港浸會大學
行政副校長暨
秘書長李兆銓先生
主持開球禮



5本會名譽顧問，香港經濟日報副社長兼研究部主管石鏡泉先生於開幕禮致辭

( 左一 )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校長梁美玲女士

前來支持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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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屆《少年珠江盃》二○○七棒球錦標賽

會長李錦泉先生致送紀念品予
康文署總康樂事務經理傅麗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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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參觀在晒草灣棒球場進行的《少年珠江盃》
賽事後於打擊籠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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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屆《少年珠江盃》二○○七棒球錦標賽

畢文展教練向參觀比賽的學生講解。

會長李錦泉先生致送紀念品予石鏡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