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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周年會員大會 
主席報告 
 
本人十分榮幸首次以主席向各位作出 2014/2015 年度報告。香港棒球總會渡過一個繁忙和

鼓舞的一年。 
 

(一) 賽事 
國際賽事及海外訓練活動 

本會派出各級別年齡的代表隊，參加各項國際大型賽事，包括： 

香港男子棒球代表隊及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獲得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資助，分別參

加了 2014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8 日在韓國仁川舉行的第十七屆亞運會及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7 日在日本宫崎舉行的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香港青少年棒球代表隊參加了

2014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0 日在墨西哥西納羅阿舉行的世界青少年棒球錦賽。總體

成績尚能達到預期目標。 

  

為使球員積累實戰經驗，本會亦安排了男子 18U 發展隊於 2014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

參加在關島舉行的西太平洋系列棒球 2014，更招募了少年棒球員參加 2014 年 8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台中舉行的第 4 屆海峽兩岸棒球對抗賽(少年組)賽事。成績亦達預期目

標。 

 

本會同時亦推薦屬會於暑假期間參加海外賽事交流，包括：何文田棒球會青少棒隊

及少年隊分別參加了中山東昇鎮舉行的熊貓杯少年棒球錦標賽及在台灣澎湖縣舉行

菊島盃國際少年棒球錦標賽；深水埗棒球會的少年隊及青少棒隊參加在意大利羅馬

省聶圖諾市舉行的第十屆 Mundial Hit；沙田體育會棒球會參加了在台北舉行的臺北

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 

 

另外，香港教育學院棒球隊於 Samsung 第 57 屆體育節－全港大學生棒球對抗賽中奪

冠取得資格代表香港參加了 7 月 21 日至 29 日在江蘇無錫舉行的第十全國大學生棒球

聯賽總決賽。 

  

本地國際大型賽事及本地聯賽 

•本地國際大型賽事 

本會於 2014 年 12 月 19 日至 22 日首次獲得東陶(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世界棒壘球

聯盟(WBSC) 認許的《TOTO WBSC 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 2014》(男子)賽事，參賽隊

伍包括韓國、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台灣及香港 5 個國家或地區共 8 支隊伍參加。

特此再次多謝各參賽隊、球員、義工及冠名贊助商的支持，使整項賽事得以順利完

成。即將在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舉行的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 2015，亦將有 8 支

隊伍參賽。 
  
獲亞洲保險繼續冠名贊助及 WBSC 認許的《亞洲保險鳳凰盃 WBSC 香港國際女子棒

球錦標賽 2015》於 2015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連續 8 年成功舉辦。是項賽事持續成為每

年國際女棒盛事，下一次比賽日期為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舉行，預計有 8-10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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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冠軍隊伍的名字將刻在由世界棒壘球聯盟(棒球)，前稱 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IBAF” 贈予的“挑戰盃”上。 
 
•本地聯賽 

2014-2015 年度內，本地各項聯賽總參賽隊數比去年增加了 8 隊共 104 隊；包括公開

賽男子甲組 6 隊、男子乙組 7 隊、男子丙組 23 隊、女子組 14 隊、軟式聯賽 13 隊；

新秀賽含青成組、女子組及少年組共 16 隊；少棒資格賽共 2 隊；Samsung 第 58 屆體

育節校際棒球賽的參賽隊伍共 23 隊(賽事分大專、中學、中學女子組及小學四組進行)。 
  
 
(二) 國際會議 

1. 2015 年 1 月本人代表香港參加了在印尼舉行的小馬聯盟亞太區會議，與來自 11
個國家或地區接近 30 位代表聚首一堂，會議成功地舉行。 

2. 第一屆世界棒壘球聯會會議於 2014 年 5 月在突尼西亞舉行，會長李永權先生代

表香港出席會議，與全球約二百個會員國包括非洲、美洲、亞洲、歐洲及大洋洲

代表交流。 

3. 亞洲棒球總會執行委員會分別於 2014 年 9 月韓國仁川及 2015 年 2 月台北舉行；

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麥年豐祕書長出席會議。麥祕書長同為亞洲棒總期刊《亞

棒風采》總編輯，年度內出席了 2014 年 11 月在台中舉行的編輯委員會會議。 
 
 
(三) 訓練 

1. 精英培訓 
為持續提升棒球精英運動員的體能及提升技術水平，本會舉辦多項訓練課程及

工作坊，活動，包括全年制男子港隊及青年隊訓練計劃、女子港隊及發展隊訓

練計劃，及男女子優化培育系統。 
  

2. 區域及學校推廣 
• 區域推廣 

分區舉辦的棒球訓練班全年三期分別有初級班及中級班；包括親子組、兒童組、

青成組及女子組，年度內共開 46 班，參加人次約 1,600 人。 
  

•學校推廣 

本年度內透過康文署資助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合共開辦了 51 項棒球活動，

包括：運動示範、簡易棒球運動、外展教練校隊及非校隊訓練計劃。參與學校

包括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本會將繼續致力將棒球運動本地普及化。 

  
 
(四) 技術人員培訓 

本會致力提升技術人員的能力達致國際水平，確保賽事能在公平競爭下完成。本會

於 2014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分別與世界棒壘球聯盟(WBSC)合辦了裁判訓練營、技術

官員講習及記錄員研習認識棒球記錄法電腦系統。上述三項活動均由國際棒聯指派

國際導師任教，包括裁判長 Mr. Gustavo Rodriguez、裁判組委員 Mr. Marco Screti、
日職裁判 Mr. Takeshi Hirabayashi、賽事組主委 Mr. Jim Baba 及記錄長 Ms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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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Paini，除本地參加者外，亦吸引了海外參加者前來香港一同學習，合共接近

50 人參與。並於 2015 年 1 月繼續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裁判組合辦了第二屆亞洲裁判

訓練營。 

 

另外本會獲亞洲棒球總會邀請選派一位代表參加由日本野球連盟主辦的裁判訓練營，

裁判呂瑤燕代表香港接受訓練，並獲益良多。本會亦獲亞洲棒球總會邀請選派兩位

精英培訓教練於 2014 年 5 月赴台參加 B 級教練講習會，教練張安橋 

 

及曾健忠獲選出席工作坊並有機會與 MLB 導師學習；2014 年 10 月上旬，本會透過

國際棒聯引薦前美國隊教練 Mr. Peter Caliendo 來港指導，開辦一級(初級)棒球教練

證書課程。 

  

本會裁判鄭貽仁、毛綺華及黃期分別獲世界棒壘球聯盟(WBSC)及亞洲棒球總會委任

於世界青少棒錦標賽、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棒球賽中執法及第十七屆仁川亞運會

棒球賽中執法；本會體育事務經理杜佩錡獲 WBSC 委任於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中

擔任技術官員；記錄員黃柏華及陳蒨誼獲 WBSC 推薦參加 2014 年 11 月在台中舉行

的世界 21U 棒球錦標賽中接受記錄法實務培訓，各人積累的經驗將有助本地棒球運

動及比賽的發展。 

  

本會亦致力培訓本地技術人員，並於本年度開辦本地三級裁判訓練班及三級棒球記

錄員訓練班，希望培養出更多本地裁判及記錄員。 

  

本年度有 96 名註冊教練，任教於社區、學校、聯賽球隊及各級香港代表隊的球員訓

練；註冊裁判員及記錄員共 61 位，在本地聯賽及大型賽事中提供專業執法服務。 

   
 
(五) 會員及屬會 

除季刊《上壘》外，本會不斷更新網上消息並透過在線社交網絡 Facebook 發放活動

即時消息；讓會員及海外人士貼近本地棒球活動消息。會員對本會的關心和對棒球

的熱愛從他們的熱烈參與和互動得到確證。年度內共有 26 個屬會註冊，其中 17 個

註冊屬會舉辦的「社區體育會計劃」活動共有 50 項。 
   
 
(六) 行政及出版 

為達到最好的公司管治標準，本會加強會計的工作和財務的監控，將香港代表隊的

遴選、上訴機制及體育總會負責人員和職員的行為守則等資料上載本會網站，增加

透明度及有系統地進行管理，確保本會以公開、公平及大公無私的方式處理各項會

務；並重申教練守則的重要，以確保教練的專業水平及持續發展。 
  
本會每月定期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及季度董事會，辦公室於執行委員會會議後舉行

職員會議，以確保工作進度及根據規定程序執行，各工作小組則按需要而不定時召

開小組會議。 
  



 

2015 年周年會員大會主席報告  4 

 
本會《上壘》季刊免費送予本會會員、中、小學、大學、資助機構、政府部門和公

共圖書館及海外棒球組織，深受歡迎。有關報導內容包括本會活動、球員心聲、屬

會活動、棒球知識、國際棒球活動。 
   
 
(七) 棒球場地 

期望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提供撥款予興建康樂設施

供公眾使用能惠及棒球運動的愛好者。本地球隊數目及參加人數不斷攀升，以致現

時場地不足的情況更形見拙。希望的曙光漸露，棒球場的數目將有增加。 
  
 
(八) 服務 

祕書長麥年豐獲選連任亞洲棒球總會執委會委員並擔任亞洲棒總期刊《亞棒風采》

總編輯。 
  
會長李永權繼續獲委任在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學生體育活動統籌小組及香港體育

節籌備委員會擔任委員服務社群，更榮幸獲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為顧問。 
  
本人繼續擔任世界棒壘球聯盟(棒球)發展委員會委員，協助推動國際棒球運動的發

展。 
 
  

(九) 致謝 

陳智思先生(行政會議成員)服務本會九年，已於 2014 年 8 月退任名譽會長一職。本

人僅代表本會感謝陳先生過去多年的貢獻及指導。並十分榮幸經陳先生引蔫，邀得

姚祖輝先生接任名譽會長一職。本人十分期待在姚會長的帶領下，棒球運動在香港

繼續發光發熱。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同寅感謝前任名譽會長陳智思先生丶現任名譽會長姚祖輝先生、

名譽副會長成龍先生及所有名譽顧問長期給予策略上及金錢上的支持和指導；本人

亦十分感謝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給予的持續贊助和協助；本人同時感謝

環保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體育學院丶各區區議會、以及

世界棒壘球聯會等的支持和指導；本人更萬分感謝各界人士對本會的捐助，特別感

謝前會長李錦泉先生捐贈二十萬元成立薈長基金用以訓練教練、裁判和球員；最後，

本人再次感謝各董事、委員及義務工作人員的無私奉獻，及感謝本會職員的敬業樂

業精神。 
 
 
香港棒球總會主席 
葉偉光博士 
 
二零一五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