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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十五周年紀念晚宴暨  

 《Oregon Scientific  鳳凰盃》頒獎禮影集

當晚的氣氛，可從澳洲隊的笑面感染得到。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韓國 Sunrise 隊。

攝影鳴謝：畢文展　麥年豐　傅宏美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澳洲 Aussie Hearts 隊。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韓國 Sunrise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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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總祕書長麥年豐先生 ( 右一 ) 頒發三級記錄員證書。

康文署體育資助辦事處一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湯德欣女士 ( 左四 ) 頒獎予 2007/08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女子組 ) 冠軍 Sunshine 隊。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香港 Allies 隊。

中聯辦文體部處長吳堅先生頒獎予第
二屆《總會盃》棒球聯賽 (“A”少年組 )
亞軍隊“香港島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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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十五周年聚餐 暨 
2007年度頒獎典禮（續）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北美 WBL North Stars 隊。

中聯辦文體部處長吳堅先生頒獎予第二屆《總會盃》棒球聯
賽 (“A”少年組 ) 季軍隊“飛虎”。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台灣 Vanguard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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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體育資助辦事處一級助理康樂事務經
理湯德欣女士 ( 左一 ) 頒獎予第二屆《總會盃》
棒球聯賽 (“A”少年組 ) 冠軍隊分齡藍隊（左圖）
及 2007/08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乙組 ) 冠軍
蜻蜓一隊（下圖）。

陳鮑雪瑩女士頒獎予日本

Far East Bloomers 隊。

棒總主席李永權先生的夫人為晚宴抽獎。棒總名譽顧問石鏡泉先生（右）抽獎



香港棒球總會二零零七年度
獎項及證書頒發名單

2006-07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

(第二期)

2006年10月 至 2007年 3月

精英培訓證書

陳彥彰　 張德賢　 張浩哲　 張皓為　 趙崇敬

鄒俊明　 周梓豐　 鍾昉晞　 鍾銘聰　 杜華年

霍諾天　 馮心飴　 馮勻謙　 何晧賢　 何承熹

何承恩　 何綺彤　 徐力祺　 許曉駿　 許曉峰

許朗　　 許筱正　 葉知其　 高翎瑋　 郭卓霖

郭智宏　 郭俊軒　 郭穎聰　 郭永悅　 劉雋傑

劉俊彥　 羅宇曦　 李皞　　 李皓文　 李誠信

梁皓汶　 梁匡庭　 梁傑恒　 梁文鏘　 梁雋豐

李卓熹　 李卓軒　 李子愷　 李子礽　 雷儲聲

吳斐　　 吳栢爔　 伍子朗　 柯文傑　 蘇子昊

譚希朗　 譚競峰　 譚子峰　 鄧汶鎬　 謝竣丞

謝賦軒　 溫啟晞　 溫啟天　 黃澤霖　 黃卓軒

黃頌泓　 黃偉倫　 黃彥銘　 黃宇新　 黃煜鈞

胡貫仁　 邱浩彰　 邱浩翹　 游立民　 楊泳彤

葉俊霆　 袁豪恩

2007全港棒球公開賽(乙組)
2007年5月至2008年 1月

隊際獎項

乙組共十二隊參賽，隊伍有Cubs、Milk、大使、火星、

史力加、西九、帝皇、怒、新星、蜻蜓一隊、蜻蜓二隊及

觀塘兄弟。冠軍蜻蜓一隊，亞軍蜻蜓二隊。

2007全港棒球公開賽(女子組)
2007年7月至2008年1日

隊際獎項

女 子 組 共 五 隊 參 賽 ， 隊 伍 有 C e n t u r y  C o n c e p t 、

Fortissimo、小鳳仙、赤日及鴿子。冠軍赤日，

亞軍小鳳仙。

第二屆《總會盃》棒球聯賽(“A”少年組) 
2007年5月至8月

隊際獎項

“A”少年組共五隊參賽，隊伍有分齡黃隊、分齡綠隊、

分齡藍隊、飛虎及香港島牛仔。冠軍分齡藍隊，亞軍香港

島牛仔，季軍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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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二零零七年度
獎項及證書頒發名單

2007-08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

(第一期)  

2007年3月至7月

精英培訓證書

陳卓喬　 陳彥彰　 陳卓楓　 陳嘉俊　 鄭宏謙

張浩哲　 招智謙　 趙之昕　 趙加雋　 趙崇敬 

趙崇禮　 蔡漢榮　 鄒俊明　 周浩然　 周梓豐

鍾昉晞　 鍾銘聰　 馮勻謙　 何綺彤　 徐力祺 

許曉駿　 許曉峰　 許筱正　 葉鑑濤　 簡家熙

高翎瑋　 郭卓衡　 郭卓霖　 郭智宏　 郭嘉裕

林讚豐　 劉雋傑　 劉俊彥　 羅明義　 羅宇曦

李卓衡　 李皞　　 李皓文　 李誠信　 梁仲熙

梁皓汶　 梁頌謙　 梁健朗　 梁文鏘　 梁雋豐

李子礽　 盧灝霖　 雷儲聲　 呂俊諾　 呂浩祺

呂浩瑋　 吳翰熹　 吳岳謙　 吳栢爔　 伍子朗

彭臻彥　 彭峻騫　 蘇靜瑋　 蘇子昊　 施騏豐

譚競峰　 譚子峰　 鄧汶鎬　 謝翠詩　 謝竣丞

謝賦軒　 童婉靈　 溫啟晞　 溫啟天　 黃澤霖

黃卓軒　 黃偉倫　 黃祺鈞　 王煒霖　 黃彥銘

黃宇新　 黃煜鈞　 胡子彤　 邱浩彰　 邱浩翹

游立民　 翁浚暐 Yotsuji Masashi

指導員證書

張丹莉　 劉錦全　 馬偉基　 三好正記　

吳熙明　 譚達成　 王美琴　 袁坤

一級教練證書

徐德業　 林依韻　 黃大維

三級記錄員證書

陳燕　 張浩軒　 劉子揚　 譚達成　 鄧淑宜

唐燕文　 曾佩雲　 黃錦權　 黃秀琴

二零零七年度教練獎勵計劃

獎項  得獎名單

社區推廣教練獎 張鏡光　 張安橋　 張永強　 

  何錦華　 郭敬浩 盧美恩　 

  羅惠珍　 吳毓明　 鄔嘉璋

傑出推廣教練獎 梁得光　 Michael Leong

傑出培訓教練獎 區學良

精英培訓教練獎 區穎良　 陳嘉甄　 陳子揚　

  張慧怡　 蔣瀚橋 周懿德　 

  林依韻　 梁宇聰　 麥雅明　 

  畢文展 曾啟昌　 曾健忠　 

  楊杰玲

模範教練獎  陳啟明　葉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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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二零零七年度
獎項及證書頒發名單

《Oregon Scientific鳳凰盃》

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2008

2008年2月14日至17日　香港

香港女子Allies棒球隊　　參賽證書

團長： 李永權

領隊： 區學良

教練： 區穎良

教練： 蔣瀚橋

球員： 區潔儀　 陳嘉甄　 卓莞爾　 張秉妍　

 張慧怡　 張穎儀　 張詠珊　 周懿德　

 馮潔怡　 江小美　 古靄雨　 郭軒　　

 黎思穎　 林依韻　 劉家敏　 劉芷芊　

 劉慧琳　 吳俊　 魏可欣　 潘凱琳　

 曾軒慧　 王美琴　 黃瀅瑄　 楊杰玲

2007小馬聯盟亞太區(野馬組)錦標賽

2007年7月21日至26日　　菲律賓

香港觀摩隊　參賽證書

領隊： 郭樹霖

主教練： 楊杰玲

教練： 畢文展

球員：　 陳卓喬　 陳卓楓　 林讚豐　 李卓衡　 

 梁仲熙　 梁皓汶　 梁頌謙　 梁健朗　 

 梁文鏘　 盧灝霖　 施騏豐　 謝賦軒　 

 黃卓軒　 王煒霖

二零零七年度裁判獎勵計劃

獎項  得獎名單

裁判服務獎  陳日中　 鄭貽仁　 郭敬浩　 

  郭伯瑋　 劉子揚 羅僑榮　 

  黃期　　 黃國強　 黃華樂

裁判進步獎  王蓮君

最佳裁判員獎 陳耀雄

二零零七年度記錄員獎勵計劃

獎項  得獎名單

記錄員服務獎 翟佩華　 曾佩雲　 曾慧儀　 

  黃錦權

記錄員進步獎 梁永康

最佳記錄員獎 尹錦鈞

優秀記錄學員獎 張浩軒

2007年成人急救證書課程

2007年3月至4月

歐陽慧香　 劉志輝　 劉志明　 劉頴珊　 劉裕堅　

李文藻　 梁翠儀　 吳子健　 譚達成　 王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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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二零零七年度
獎項及證書頒發名單

2007年BFA第七屆亞洲青棒錦標賽

2007年8月25日至29日　　台中市

香港青棒代表隊　參賽證書

領隊： 區學良

主教練： 范家和

教練： 麥雅明

助教： 曾啟昌

隨隊裁判：陳耀雄

球員：　 陳子謙　 周駿晟　 張軍俊　 趙嗣淦　 

 趙子雋　 李國匯　 梁皓男　 梁偉傑　 

 陸頴儁　 丁柱博　 曾慶麟　 王柏謙　 

 胡進陽　 胡子彤　 楊貫軒　 袁豪恩

2007臺北市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

2007年12月23日至26日　　臺北市

香港青少棒聯賽隊　參賽證書

領隊： 胡雪岡

教練： 范家和

球員： 鄭宏謙　 趙加雋　 蔡漢榮　 鄒俊明　 

 方子廉　 郭卓霖　 羅明義　 梁皓男　 

 李駿軒　 譚競峰　 謝賦軒　 黃鉅生　 

 胡子彤　 楊貫軒　 翁浚暐

第24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2008北京奧運會棒球項目資格賽)

2007年11月27日至29日　　台中市

香港代表隊　參賽證書

團長： 李永權

領隊： 麥年豐

客座教練：夏隆正

主教練： 范家和

教練： 區學良

訓練員： 尹錦鈞

隨隊裁判：郭伯瑋

隨隊拍攝人員：吳啟揚

球員： 區穎良　 陳俊樺　 陳紀華　 陳子揚　 

 周劍豪　 趙嗣淦　 趙殷諾　 朱灝源　 

 香子俊　 劉裕康　 劉裕堅　 梁偉恒　 

 梁允謙　 梁宇聰　 麥雅明　 吳毓明　 

 鄧樹年　 曾啟昌　 曾啟剛　 曾健忠　 

 黃偉楠　 胡進陽　 胡子鋒　 楊貫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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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2007

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主辦，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資助的「2007中銀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於2007年12月18日

至2008年1月17日接受公投。

選舉項目包括：

‧香港傑出運動員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香港最具體育神精運動員

‧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

香港棒球代表隊成為最後入選香港最佳運動隊伍之一。

選舉詳情及結果可瀏覽 http://sportstar2007.hkolympic.org。
 

第二十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香港隊合照。 2007.11.27~29 台中

42



第五屆《湯偉奇主席盃》
全港小學棒球聯賽
2008.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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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棒球協會二零零八年
A（國家）級棒球教練講習會
區學良     香港代表隊教練

今年初，農曆新年前幾天，期待已久，由中華棒協舉辦
的A（國家）級棒球教練講習，一連四天（一月二十四
日至二十七日）在台北新莊棒球場展開，同行的還有香
港隊資深主教練范家和、青少棒教練全智偉及麥雅明。

縱然氣溫寒冷，細雨不斷的天氣，無礙課當的進行及大
家對棒球的熱誠和氣氛。講習上可謂星光熠熠，五十名
學員當中有些是剛從職棒退下來的球員，有部份是台灣
各棒球名校的教練，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講師有楊賢銘老
師、楊清瓏老師、林華韋老師、葉志仙老師、陳進財老
師、鍾宇政老師、洪克世老師、馮張榕老師等殿堂級人
馬為我們授課。把一些新穎的棒球技術和經驗與我們分
享，令我們從香港來到的後輩獲益良多，大開眼界。四
天的日子過得很快，內容豐富包括體能與肌力（重量）
訓練、資料蒐集方法及分析、戰略與分析、倫理與道
德、攻擊技術訓練與心理策略、守備技能與心理訓練、
投手技術訓練與戰略、棒球規則及國際記錄講解分析、
國際事務英語術語、運動傷害與營養及禁藥之預防都有
詳細討論，可以作出一個較高層次的了解，各位講師都
強調，今次課程最重要的是學以致用，希望可以把這個
課程的內容發揚光大並鼓勵我們香港的教練持續進修，
不斷學習，繼續為香港棒球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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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延續訓練計劃 
2008年教練工作坊
教練培訓組

持續培訓是任何工作也需要的，除了學習既有的知識，
了解新趨勢或學習新課題對工作必有裨益。教練培訓組
特邀台北市立體育學院莊林貴副教授於3月27及28日來
港講授，內容包括香港棒球之未來發展、成功教練與金
牌教練之思、如何解決棒球員的疑難雜症。

教練們與莊老師於課後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