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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Oregon Scientific Phoenix Cu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2008
2008. 2. 14~17                    晒草灣棒球場
Oregon Scientific 贊助　　香港棒球總會 主辦

攝影鳴謝：Michael Leong　李錦泉　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畢文展　麥年豐　傅宏美

                                                    隊際獎項

冠軍： 日本 Far East Bloomers隊

亞軍： 北美 WBL North Stars隊

季軍： 澳洲 Aussie Hearts隊

第四名： 香港 Allies隊

第五名： 台灣 先鋒女子棒球隊

第六名： 韓國 Sunrise隊

個人獎項

最多安打獎：
Julia Watson  澳洲Aussie Hearts隊 (8支)

優秀投手獎：
小久保志乃  日本Far East Bloomers隊

優秀教練獎：
有村友志  日本Far East Bloomers隊

最有價值球員獎：
小久保志乃  日本Far East Bloomers隊
Anna Kimbrell  北美WBL North Stars隊
Julia Watson 澳洲Aussie Hearts隊
卓莞爾 香港Allies隊
廖立欣  台灣先鋒女子棒球隊
李姃恩  韓國Sunrise隊

賽事專輯網頁： 
http://ospc2008.tripleplaycom.net/

精彩圖片集： 
http://www.hks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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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Oregon Scientific Phoenix Cu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2008

英華小學鼓隊為開幕禮表演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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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Scientific 主席陳煒文博士致開幕辭

前排左起 : 棒總會長李錦泉先生、日本駐港總領事
佐藤重和先生

左起 : 棒總主席李永權
先 生、Oregon Scientific
主 席 陳 煒 文 博 士 伉 儷、
2009 東亞運動會 ( 香港 )
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胡偉
民先生

左面 : 澳洲駐港署理總領事 Mr. David Livingstone

左一 : 康文署康樂事務經理江寶儀女士
左三 : 康文署總康樂事務經理傅麗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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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盃》賽後感古靄雨
香港Allies隊員

為這賽事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集訓。單看
比賽成績，可能未如理想，但當中過程的
確令我回味。一起練習那麼久，隊友們實
力有多少大家心中有數。但在比賽中她們
真的有超水準發揮，這點令我十分佩服。感謝教練耐心指導，從他們身上的確得到

很多。感謝隊友們的支持，當失意時她們
的鼓勵說話非常重要。

希望港隊女棒在未來日子能夠更進步。

香港隊的參與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後記

香港 Allies 隊的感想

我會好努力追番妳哋

Emily 
觀眾 (前港隊球員)

二月剛剛放完產假返工，就同上司申請再放多兩日假(2月14-15

日)，為的是去睇鳳凰盃，雖然無份落場打，但是心一直都在球場

上，比賽在我心目中仍是我的隊友們，所以一定要來支持她們，

為她們打打氣！這四天，見大家進步多了，大家的士氣及氣氛，

令作為觀眾的我都好投入，好興奮！ 

馬高打CAT越來越PRO，彈地波穩多了；杰玲守一，簡直勁！

原來你可以跳得咁高架？VC & CARMAN二遊組合，好有默

契；阿琳打外野亦越來越有經驗，好淡定（佢話佢幾時都咁清醒

喎⋯⋯HAHA）；AIR，終於見到你真正上大場了，雖然病到腳

軟，但係都咁勁，最重要係枝BAT喎，港隊真係無幾多個有你

的POWER，你要小心身體，我都好想有機會同大家一齊打國際

賽啊！不過宜家到我自己唔知打唔打到了，年紀大了，生完BB

要慢慢PICK UP，希望有機會啦！幾位投手都辛苦了，我哋的

投手唔多，有大賽經驗的更少，你哋要繼續加油，FIELDER會

SUPPORT你哋的！另外，仲有好多隊友，唔逐一數了，大家都

打得很好，BATTING好了，很多HIT，但小心！世界盃對手就會

強好多好多，我?仍未夠的，希望大家都繼續努力，令女子隊不

斷成長，其實比賽亦係一個令球隊加速成長的方法，如果以後可

以舉辦多啲鳳凰盃咁樣的國際賽就好了！

八月的世界盃我哋要加油啊，我會好努力，追番妳哋，而家剩低

的時間唔多，加把勁！希望一次比一次進步，有更好的成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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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盃》賽後感古靄雨
香港Allies隊員

為這賽事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集訓。單看
比賽成績，可能未如理想，但當中過程的
確令我回味。一起練習那麼久，隊友們實
力有多少大家心中有數。但在比賽中她們
真的有超水準發揮，這點令我十分佩服。感謝教練耐心指導，從他們身上的確得到

很多。感謝隊友們的支持，當失意時她們
的鼓勵說話非常重要。

希望港隊女棒在未來日子能夠更進步。

《或許》
楊杰玲

香港女子代表隊 隊長

或許或許，安打很難。揮棒落空，無功而還。

誓必上壘，突破難關。勇猛果敢，劈開冰山！

或許或許，安打太難。壞球好球，意亂心煩。

誓必上壘，不怕辛艱。觸身死球，視若等閒！

或許或許，安打不難。心如止水，不動如山。

一擊即中，剎那之間。全力疾走，喜露笑顏！

 

感謝
吳俊

香港女子代表隊

鳳凰盃比賽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但我感覺上好像昨天才舉
行的，許多比賽期間的畫面都還歷歷在目。回想起在2007
年約6月時得知棒總決定於2008年2月在香港舉辦首届女子
棒球國際比賽，而我有幸能參加此次賽事籌備委員會的工
作，當時我感到既興奮又擔心。興奮是能在香港舉辦首個
國際性女子棒球比賽，擔心是我們能否把比賽辦成功。比
賽完滿結束後，我們獲得很多迴響及感謝的聲音，我也想
藉此機會向大家說一聲:「多謝!」

衷心感謝Oregon Scientific的冠名贊助及各位熱心人士的
贊助。沒有您們的贊助及對女子棒球的鼎力支持，此項比
賽必定不能成功舉辦。

感謝棒總李永權主席給予籌備委員會各項寶貴意見及支
援，也感謝棒總各董事們的支持及職員們的辛勞工作。多
謝各位賽事義工的幫忙，令賽事能順利舉行。

感謝教練們的悉心教導及提點。非常感謝區穎良教練，他
除了要應付忙碌的工作，還要在訓練期間籌備人生大事，
能兼顧女子隊訓練，實屬不易；也多謝蔣瀚橋教練每次練
習都打很多球給我們接，孜孜不倦的教導；還有要多謝各
位教練包括夏隆正教練、區學良教練、陳紀華教練、陳子
揚教練、梁偉恒教練及麥雅明教練等的指導。

感謝鳳凰盃籌委會各位拍擋，我們真的打了一場漂亮的勝
仗。從策劃、組織到行動，從聯絡各球隊、安排酒店、交
通及膳食、設計鳳凰盃標誌及網頁、製造紀念品等，大家
除了要工作及練習，還能完成這許許多多的工作，實在不
簡單。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隊友們，你們幫我棒球運動歷程中寫下
精彩的一章。在短短的4天比賽裏，我們共同為參加比賽
興奮雀躍、團結、開心和失落，享受著各種樂趣。比賽已
曲終人散，只留下美好的回憶，但這正正是參加下次比賽
的原動力，讓我再次投入練習，為比賽奮鬥。

香港隊的參與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後記



#52 小久保　志乃(Shino Kokubo)

素晴らしい球場、ホテル、ご飯、送迎バスと文句なしで
す。試合に集中できる環境が整っていました。大会関係
者の皆様に本当に感謝いたします。私にとって初めての
優勝で、とても素晴らしい思い出になりました。最優秀
投手とMPVにも選んでいただき、とても光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次大會無論在球場、住宿、膳食和交通各方面的安排都
無懈可擊，讓我們能夠集中比賽，在此對大會高層及工作
人員致以萬分的謝意。這是我第一次拿到冠軍的經驗，對
我印象深刻；還能當選最佳投手及最有價值球員，非常光
榮。謝謝！

#9 林田　順子(Junko Hayashida)

ボランティアの方々がいてくださったお陰で、安心して
大会にのぞむことが出来ました 今回の大会は至れり尽く
せりで私達にとっては贅沢な大会でした。
今次大會有賴各位工作人員能夠專心投入比賽，安排無微不
至，對我們來講是一次奢侈的大會。

#10 高橋　佐江子(Saeko Takahashi)

私も日本で少なからず大会運営に携わったことがありま
すが、香港の大会の素晴らしさに感動しました。
広くてきれいなグランド、きれいなホテル、気配りので
きるガイド？さん、そして食事や移動のためのバスも用
意されており、他に気を取られることもなく、思う存分
野球に集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それが今回の大会での優勝という結果につながったと思

います。
準備をしていただいた、香港の野球チームの方々、野球
協会の人、協力企業、その他関係者の皆様には心から御
礼申し上げ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また香港に、野球だけでなく旅行にも行きたいと思いま
す。

我在日本有不少參與籌辦大會的經驗，今次香港的大會卻令
我非常感動。

廣闊而漂亮的球場、舒適的住宿、周到的翻譯員、膳食和交通
安排讓我們不用為棒球以外的事情操心，盡情的投入比賽。

我想這就是我們能夠奪得冠軍的原因。

衷心感謝參與籌辦的香港棒球隊成員、香港棒球總會、協辦
企業及其他人仕。謝謝！

希望將來有機會到香港打球及旅行。

#16 田村　知佳(Chika Tamura)

私は、日本の代表チームで、2年前の台北や豪州、日本
の大会に参加してきましたが、野球の実力は別として、
大会のサポート体制や宿泊、食事など一番整っていた大
会だと思います。
香港チームも初めて魚津で見たときよりもレベルアップ
してきていると感じました。
これから女子の野球が発展していくのも、香港や韓国、
台北などこれからレベルアップが期待される国にかかっ
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野球用品などあれば鈴木さんとまとめて送りたいと思っ
て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ような環境の整った大会が増えれば、女子の野球も

期盼豐盛的成果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後記

日本 Far East Bloomers 隊的感想
翻譯：三好 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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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展するはずです。
自分自身、教員をやっていて女子に野球を教えています
が、生徒達がもっと活躍できる場ができてきたらと思
い、女子野球を広めるために活動しています。
また、香港で大会ができ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本当に6日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作為日本代表隊成員參加過數屆大會，包括兩年前的台
北、還有澳洲和日本舉行的大會；先不談棒球的水平，大會
的各項支援和住宿膳食等安排最妥善的，非本大會莫屬。

香港隊的實力亦比第一次在魚津大會所見有明顯的進步。

對將來女子棒球的發展而言，香港、韓國、台北等實力有待
提升的地區扮演的角色可不小。

我跟鈴木領隊希望能夠籌得一些棒球用品，協同送到香港。

多了這樣完善的大會，女子棒球的發展指日可待。本人身為
教師，日常亦有向女生教授棒球，希望能夠給學生們多點空
間，正努力推廣女子棒球。

希望日後能夠再次在香港參加比賽。

謝謝各位這6天來的安排！

#18 中込　奈美繪(Namie Nakagome)

とても野球に集中出来る環境でした。いいグランドいい
ホテルだったのでうれし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
ました！試合は結果的に大差で勝っていますがまだまだ
ミスもあったのでそうゆうとこ直していけばいいと思い
ました！香港チームも練習すればもっと上手くなれるチ
ームだと思うので頑張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六日間本
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大會的安排讓我們能夠專心比賽，球場和住宿都很棒，
謝謝！

我們的比賽當中雖然得分距離比較多，其實仍然發生一些失
誤，這是日後要改善的地方。

香港隊繼續訓練下去有更上一層樓的空間，希望各隊員努
力！

謝謝這6天來的安排！

#26 山下　尚子(Shoko Yamashita)

三好さんを初め、ボランティアの方達のおかげで滞在中
は何も困ることはなく、とても快適に過ごすことができ
ました。
今まで参加してきた海外遠征、国内での大会など、女子
野球の大会の中でも、今回の香港の大会は本当に素晴ら
しいものだったと思います。
宿泊地、食事、球場までの手配など全て整っていたの
で、野球をやることにはこの上ない環境でした。
おかげで怪我や故障者を出すこともなく、充実した大会
期間でした。
それも、この大会を支えて下さっていた皆さんのご尽力
あっての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さらに優勝という結果も残せ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だけ女子野球に力を入れている香港は、これからが
とても楽しみです。
女子野球が世界に普及し、競技スポーツとして、生涯ス
ポーツとして広まることを願い、
自分もまた日本で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有賴各位工作人員，留港期間沒有遇上任何困難，逗留得非
常愉快。

我歷來參加過的女子棒球大會（包括海外的比賽和日本國內
的大會）當中，今次大會真是辦得非常出色。

住宿、膳食、和交通安排全部都很周到，是打棒球最好的
環境。

感謝大會的安排，隊友當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或受傷的情
況，比賽期間過得非常充實；這些都是參與大會籌辦的各位
人員努力的成果。

加之，我們能夠得到冠軍，非常的高興。我衷心的感謝大
家。香港如此努力發展女子棒球，可盼日後能夠得到豐盛的
成果。希望女子棒球無論作為體育競技或終生運動都能夠向
全世界普及化，我在日本都會向這目標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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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egon Scientific Phoenix Cup was 
a first class tournament.  Everything 
was wel l  organized and executed 
with precision. I will always cherish 
the smiles on everyone's faces during 
closing ceremonies as players walked 
from table to table, trying to trade each 
other's uniforms. The competitive play 
during the tournament was excellent. I 
am so impressed on how advance team 
Hong Kong has become. I saw team 
Hong Kong, when they first competed 
internationally in Japan in 2002, and 
the improvement level  to  2008 is 
tremendous; we had to use our Ace 
pitcher to beat them during the playoff 
round. 

A First Class Tournament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後記

北美隊的感想

Justine Siegal     Manager, WBL North Stars Women's Baseball League 
                               North American Team  

During our free time, we toured the 
country-side. My daughter, Jasmine, 
even enjoyed spending the day at a local 
school; a cultural experience she will 
never forget! After touring the exciting 
city, it was always refreshing to come 
back to the peace of the baseball field. 
What a beautiful setting for a baseball 
park.  My head coach, Patrick McCauley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for a fantastic 
tournament.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to Hong Kong for another successful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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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欣
這次《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
賽，主辦單位為香港棒球總會，而一直與各國球隊聯繫
的，應該就是香港赤日女子棒球隊的杰玲了，她是香港女
子棒球代表隊隊長，同時也是總會的女子棒球組的組長。
先鋒從2007年7月到2007年10月間，先是與杰玲不斷地
確認比賽的時間及大致輪廓，以便提供隊友們決定是否要
參加的資訊，而在正式回覆香港，先鋒確定要受邀參加這
次比賽之後，聯繫的工作就交到了公關–大姊的手上，從
邀請函、報名表、到出國行程的支微末節，對雙方來說都
是繁瑣又必須細心安排的麻煩事兒，大姊有疑問有要確定
的事情必再三提問，先鋒參加比賽的好習慣一向是配合到
底，將所有報名表格及行程資料準時繳交，主辦負責人也
是盡量配合我們的提問與需求，確認後必詳細回應答覆，
互動可以說是相當愉快，也感受到彼此的誠意。

主辦單位花了多大的成本和心力來舉辦這個的比賽，
大家從他們所製作的競賽官方網站(http:/ /ospc2008.
tripleplaycom.net/)就可以看得出來。雖然我在填寫報名
表時，就已經可以感覺到，香港棒球總會辦這種國際邀請
賽應該不是第一次了，因為不僅邀請信及報名表上的訊息
明確，不管是競賽或是食宿交通的安排、是否有額外的人
員、是否需要提前或是延後離開的種種選擇都面面俱到，
即使是心裡已經有底，我看到網頁的時候仍然是震撼與感
動，真的是不枉費我一張張修照片跟小心翼翼地對著每一
個人的英文名字啊！ 

為了將機會成本降至最低，讓大部份人可以下班後再出發
的班機，讓我們是2月13日最晚到的一個隊伍，偌大卻接
近淨空的香港機場，兩位香港總會接待工作人員，以我們
一眼就可以認出的姿態，用明明久候卻不減的熱情告訴大
家：「歡迎來到香港！」。是的，我們到香港了。不只是
這兩位負責接待先鋒的朋友，到了酒店，負責總籌的梁先
生和好幾位工作人員，也早就都在等著我們，各就他們負
責的部份，在我跟小瑾及大姊都還不及回神的時候，協助
我們完成了所有的報到手續：分房間卡、早餐劵，提醒酒
店注意事項，簽收了大會的紀念品、選手證、秩序冊、領
隊資料冊，安排了明天的車子、確認了比賽期間的午餐、
與我們的保母相互認識了一下⋯⋯.。尤其要提的是，在

兩份領隊的資料冊中，對於參賽隊伍比賽期間所有交通時
間的安排，開幕的方式及注意事項，教練用的各隊球員名
冊、order單，選手證背後為來自國外的朋友特地註明的緊
急聯絡電話⋯⋯等等等，種種的清楚及細心，對於今年又
輪回主辦邀請賽的先鋒，實在再完美不過的觀摩與實習。

比賽期間各隊都有專屬的「保母」，與各隊聯絡人一同解
決大小問題；每場標示明確的休息區及國家名稱；本壘後
方整場都有EMT隨時待命，處理傷勢是謹慎再謹慎，專
業再專業；比賽時候場上一支支高貴很貴火箭筒的來源，
也在最後一天的晚宴上揭曉─主辦單位委託了香港運動攝
影協會，進行這次比賽的影像紀錄；當我們走進晚宴的會
場，目光馬上被這些照片所吸引，這樣的呈現方式，真的
很棒！也讓我們再次深深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

晚宴的場地佈置、與大家同樂的小遊戲及抽獎、紀念品的
設計與販售，辦過活動的人都知道，這些看似就是如此而
已的事情，卻在在都是主辦單位人力、心力與誠意的堆積
而成的，光是如何讓二十幾桌通通坐下來，就是為難又無
力的難題。最後一定要感激的，是主辦單位砸大本，貼心
地讓每個參加比賽的選手，不論比賽結果如何，都能夠擁
有一面屬於自己，屬於這次比賽的獎牌，對我來說，這面
獎牌讓這一切的都是這麼的值得跟美好，美好到有點像夢
一場！

教練–財哥
首先，要感謝台北先鋒女子棒球隊，讓我有機會出國參與
國際賽事，還以教練的身分指導球隊練習及比賽，讓我的
棒球生活更加豐富。再者，感謝香港棒球總會為這次賽事
安排的盡心盡力，我想與賽的各國都能感受他們的用心及
對大家的歡迎之意。

這次出國打比賽，雖然不能以國家隊名義出賽，但是看看
其他國家的陣容，也不乏國手級的球員參加。尤其是香港
隊，等於是以2006年世界盃的陣容出賽，也讓比賽更有
挑戰性。但是不管如何，代表台灣的先鋒還是打到了第五
名，小贏韓國。也許大家的心裡是滿足的，但是我還是覺
得有再進步的空間。

台灣先鋒隊的感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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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立欣

這四天的香港行，對我來說，無疑的，一定是畢生難忘笑
的、累的、拼的、吃的、喝的、逛的。

這樣的夥伴(湊到一群可以一起出國打棒球的女人還真不容
易)。

這樣的時間(大家年假放完都還可以請假也真不容易)。

這樣的地點(這麼多逛的吃的語言又方便的地點也真不容
易)。真的，不管結果如何，都很謝謝大家。

出人、出力、出時間、各司其職。

沒有你們，小姐我這種從小只能跟男生在河堤玩球沒有球
技可言的人，不可能能圓這種出國比賽的夢。

出國也不少次了，這也是頭一次，沒有跟團卻有這麼多
人，可以一起坐飛機-在飛機上也要摸四圈，一起住酒店-
在台灣比賽都沒住這麼好，一起坐在堆滿外國人的酒吧裡
喝必魯，一起站在人來人往的馬路口吃燒鴨，一起拿著印
著台灣的帆布站在棒球場上⋯⋯。

＃19小亮
打完了最後一場比賽，我竟然有點失落，感覺就像我在一
場很美的夢中即將要醒來！有好多話想要跟我的夥伴們
說，甚至有股想要好好擁抱你們的衝動！謝謝你們，真的
謝謝，在我還沒一圓投手夢的時候就讓我圓了一個更大的
夢想，先鋒，真的是友誼與夢想交織的地方！

　
＃23 Nicky
三場比賽打下來實在不是普通的 high，說不上緊張，但我
很難忘記第一次上場時心裡的激動。打出安打的興奮 (是
的，這是我在正式比賽的首安)、球沒丟進去的懊惱、投完
一局的鬆口氣......都是很單純直接的情緒，簡直想在河堤
邊朝著夕陽奔跑吶喊 (誤)。最後一天去看日本對北美的冠
軍戰也是看得很感動，恨不得馬上跟人家再比一次。

所以正如標題 (同時也是掛了三天的 msn 暱稱) 所說，這
四天是夢幻般的經歷，也是一輩子都會珍惜的回憶。

台灣先鋒隊的感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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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姊
很感謝先鋒給自己的機會，可以一起出國比賽大開眼界，
我相信這是一輩子都不會忘的一場經歷。

不管大夥這些天看透或體會多少事，願意再給自己多少努
力進步的空間，我感恩，傾全力支持這次香港行的所有
人。

＃6 小謹
這三場比賽，雖然有不少失誤，但說實在的，大家展現出
來的鬥志也是不可抹滅的，對於第一次打國際賽的先鋒球
員與教練（有些人可能連全國賽都沒真正打過），有這樣
的演出，雖說不能過於自滿，但也是值得驕傲的，只是希
望大家經過這次比賽的洗禮，能夠真正的脫胎換骨，對於
棒球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說真的，這次一點緊張發抖的感覺都沒有，這應該是來自
對隊友的信任吧！雖然大家嘴裡不說，但心裡一定不會放
棄任何一場比賽，能與大家一起參加這次的賽事，心裡的
感動很難形容，只能說......大家---辛苦了!......先鋒---我挺
你到底!

＃11小毛
如果當時可以在跟日本隊打一次，也許真的可以了無遺
憾，這次比賽很幸運，也很不幸，跟日本和北美同組，這
就是號稱的死亡之組吧！不過，可以一次見識到兩種完全
不同的球風隊伍，這真的是很幸運的，出國比賽這是第一
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有沒有下次沒有人敢保證，可以
在這樣的機會下，碰到這兩支隊伍，真的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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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小逸
球賽，不管輸還贏、安打還是被三振，都還是很有趣。

當然，把自己練強一點，玩別人會更有趣；或者是說，更
能融入比賽一點，去玩那顆球。

＃35 小官
在沒有國際比賽的壓力之下，可以跟來自其他五個不同地
區的女子棒球隊一起交流和比賽，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
非常感謝香港棒球總會以及所有工作人員、義工的用心規
劃和付出。

美國隊和日本隊在風格上的差異，讓我印象深刻。美
國隊的教練在接滾地球練習的時候會提醒 ”Take your 
time.”；場邊的啦啦隊在球員表現不好的時候，會用 ”
Nice try.” ”Next time.”之類的話給予鼓勵；而在球場
上，隊友之間也會互相激勵。日本隊則是在輕鬆之間展現
出嚴謹和細膩的球風，從打擊、守備的動作和跑壘的觀念
當中，可以看出他們是一支訓練有素的球隊。

另 外 ， 也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認 識 日 本 隊 的 S u s u k i 監 督 、
Tamura和Kookubo選手，以及美國隊的Sam、Tiffiny、 
Anna選手，還有其他球隊成員，知道有這麼多人在為這個
運動努力，真的很棒！

希望下次有機會跟其他的隊伍比賽，尤其是香港隊。

＃47美齡
這次的比賽我們輸給了自己，後續還會有更多的比賽，希
望自己能再進步，更開心的打球。畢竟這是自己選擇的運
動，最重要的是對得起自己。這次的比賽真的學到了好
多，每個國家女子棒球發展的不同、每隊教練的風格不
同、球員的態度不同，真的沒有什麼好怕的，改變一下自
己的態度，要相信自己會進步，會有所不同，大家一起加
油吧！

＃51小涼
日本隊不管是精神以及態度都很直得我們學習的，印象最
深刻當然是她們拼勁速度十足的三壘手，還有第一任控球
犀利的投手。她們讓我學到態度真的很重要！就算輸也要
輸的有態度！與大家共勉之~我們真的要跟日本隊好好學
習，真想要再跟她們打一次！

#61 滷蛋
香港棒協非常用心，主辦單位無可挑剔，特別是對於比賽
選手的尊重和照應表現出極友善和歡迎的態度。

我們是來自台灣唯一的代表隊，雖然稱不上是國內好手但
相同的卻是，對於棒球運動那種執著和熱愛。

我不認為以我的實力足以站上這個國際舞台，但態度和堅
持卻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先鋒每個人都很努力，每一個守
備位置、每一個跑壘和每一個打席都很小心翼翼，雖然大
家不斷告訴自己放輕鬆，雖然在國際賽中明顯技不如人雖
然大家都知道實力不只於止，有太多的雖然讓比賽的結果
不盡如意但希望大家能很驕傲的告訴自己，在世界舞台的
這一頁，我們的確寫下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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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ssie Hearts had a wonderful 
time at the Hong Kong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in February. 
The event was extremely well-
organized and very professional. 
Most importantly, the feelings of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were very 
strong. Our team has very good 
memories of Hong Kong and we 
would love to visit again someday.” 

Good Memories of Hong Kong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後記

澳洲隊的感想
Rob Novotny    Team Leader, The Aussie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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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隊

多謝香港讓我們參加了一個精彩及愉快的比賽。

我們一定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