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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棒球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大合照

香港棒球總會季刊

香港棒球代表隊邁進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決賽週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QUARTERLY
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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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之歌》

攝影：麥年豐

２００８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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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

陳子揚先生
*黃大維先生

精英培訓與賽事總監—麥年豐先生
1.1 精英培訓組主任—區學良先生
1.1.1 少年發展組組長—胡雪岡先生
1.1.2 青年發展組組長—曾健忠先生
1.1.3 儲訓發展組組長—三好正記先生 李衛銘先生
1.1.4 女子發展組組長—卓莞爾小姐 林依韻小姐
1.2 賽事組主任—區穎良先生
1.2.1 男子甲組組長—蔣瀚橋先生
1.2.2 男子乙組組長—黃錦權先生
1.2.3 女子組組長—卓莞爾小姐
1.2.4 青少年組組長—梁得光先生
1.3 女棒國際發展組主任—區潔儀小姐
1.3.1 女棒國際賽事組組長—卓莞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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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推廣總監—范家和先生
2.1 教練培訓組主任—陳子揚先生
2.2 推廣組主任—楊杰玲小姐
2.2.1 區域推廣組組長—江小美小姐
2.2.2 兒棒推廣組組長—馮笑平小姐
2.2.3 學校推廣組組長—魏可欣小姐

張慧怡小姐
陳凱欣小姐
張秉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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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資源總監—趙端庭先生
3.1 行政事務組主任—葉頌恩先生
3.2 會籍與屬會事務組主任—周衍平先生
3.3 場地及器材組主任—吳偉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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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籌募組主任—馮志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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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設計組主任—黃大維先生
5.1 《上壘》季刊編輯委員會
5.2 資訊科技與美術設計組組長—曹子能先生
5.3 “eNEWS”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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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學院主任—趙耀靈先生
6.1 裁判組
6.1.1 裁判長—黃期先生
6.1.2 副裁判長—郭伯瑋先生
6.2 記錄員組
6.2.1 記錄長—尹錦鈞先生
6.2.2 副記錄長－曾慧儀女士

‧ ‧ ‧ ‧ ‧ ‧
‧
3 - 3 . 2 | 2 - 2 - | 1 - - - | 1 - - - ||
顆 心 都 比 火
燙

我們的聯繫

*楊杰玲小姐
區潔儀小姐 區穎良先生
馮志堅先生 吳偉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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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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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2009年，香港棒球總會活動一遍繁忙。承接
去年十二月主辦的亞洲棒球協會亞洲“A”少年棒
球錦標賽後，本會在今年二月及三月，先後舉辦
了第二屆《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及
第六屆《珠江盃》棒球錦標賽。三個賽事都得到
香港特區政府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贊助及各
界的支持。特別是《鳳凰盃》，參賽隊伍的駐港
總領事或代表機構的負責人出席了開幕禮。女子
棒球運動正在迅速發展，國際棒球協會已把女子
棒球納入奧運棒球計劃內。正如本會名譽會長陳
智思先生在《鳳凰盃》開幕辭中說：「棒球運動已不再為男子專有。」
香港男子棒球代表隊在這一年戰仗連場。首先，
港隊在四月到無錫參加了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預
賽，亦已確實在今年十月進入全國運動會決賽
週。這是香港棒球代表隊第二次參加全國運動會
決賽週，得來不易，港隊隊員刻苦訓練取得的成
績令人鼓舞。在五月，港隊隊員再度出戰亞洲
盃。連場征戰，港隊隊員的毅力和對棒球運動的
熱情投入令人感動。努力吧，棒球健兒們，美好
的成果在等著你們去摘取！
2008年是我國的運動年，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
京舉行，而2009年是香港的運動年，東亞運動會
在十二月舉行；之前，香港每年舉辦一次的體育節在三月十五日揭開序幕，本會舉辦的分齡賽事
正式納入體育節項目。本人有幸參與本屆體育節為籌委會委員之一，在籌備過程中深深感受到香
港體育運動在香港特區政府、港協暨奧委會、有關體育機構及贊助商的推動下，蓬勃發展。
香港棒球運動的發展在過去十六年
取得良好的成績。兒童以至成人對
棒球運動的熱愛有加無減，場地的
需求愈來愈殷切。為棒球運動爭取
更多合適的場地作訓練及比賽，是
本會及各地區棒球會努力的方向。
請大家一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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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棒球預賽與
中國棒球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
大會記要
麥年豐
香港棒球代表隊領隊
香港棒球總會副主席

香港棒球總會派出代表團參加4月6日至4月15日在江蘇
省無錫舉行棒球預賽。團員包括：
領隊： 麥年豐
主教練：范家和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棒球預賽完滿結束，各球隊分別於四
月十五和十六日離開無錫棒球場。各路雄師，帶著預賽的
成績，回去檢討得失、重整旗鼓，準備十月份決賽週再聚
濟南，逐鹿錦標。

顧問教練：夏隆正
球員： 陳紀華
趙嗣淦
黎潤年
吳熙明

周劍豪
趙加雋
梁偉恒
曾健忠

張軍俊
趙子雋
梁宇聰
崔子成

蔣瀚橋 趙嗣軒
趙殷諾 蔡漢榮
李永陞 麥雅明
楊貫軒

這次賽事中的強隊：北京隊、江蘇隊、天津隊、上海隊和
廣東隊，他們都各自有集訓基地，除了有正規的棒球場，
更有設備完善的室內訓練場，真教人羨慕。其他各隊，如
解放軍隊、四川隊、河南隊和河北隊，她們的棒球運動員
都是來自全國的精英；北京、江蘇、天津、上海、廣東和
四川等六隊的球員，還有的是來自中國棒球專業聯賽的。
每年，中國棒球專業聯賽舉行超過六十場賽事，每位球員
可算是百戰雄獅。
香港隊能一會各省雄獅，參加一次高水平的全運會棒球預
賽，球員個個精神抖擻，努力以赴，爭取好成績。香港隊
在預賽中和江蘇隊、上海隊、解放軍隊和河南隊排在同
組，經過單循環比賽，港隊與另一組排名第五的隊伍爭奪
較高的排名，以一比七不敵四川隊，排名第十。香港隊會
憑著一貫的體育精神，全力以赴，在逆流中力爭好成績。
香港棒球趁着立足祖國，更會放眼世界。香港棒球運動
員，經過國內高水平技術的滋潤下，汲取了充份的營養，
回來後，香港隊會繼續鍛鍊和集訓，希望在五月底的《亞
洲盃》比賽中，能爭取首名出線，可以拿到七月底在日本
北海道舉行的《亞洲棒球錦標賽》門票，向亞洲四強──
中、日、韓、台等強隊取經。

報告中更呼籲各地方協會按照中國棒球協會的基本思路，結合本地區的實際，進一步解放思想，勇於探索，不斷創新，
走出有特色的棒球發展之路。
謹以此記要與各位棒球友好共勉，希望我們可以抓緊和配合中國棒球的積極發展的契機，為「開創香港棒球更好、更
快、健康、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新局面，為香港棒球運動邁向新的歷史階段做出積極努力」而各盡綿力。

眾所周知，棒球亞洲四強──中、日、韓、台，成績彪
炳。世界排名，首位是亞洲的日本隊，亞洲另一強隊韓國
隊排名第二（按２００９年世界經典棒球賽的總成績）。
我們的運動員在出戰亞錦賽時，將有機會和世界級的球員
切磋，跟他們學習。祈望，濟南決賽週時，再與北京隊、
天津隊、廣東隊和河北隊一較高下。
比賽期間，四月八日，全國棒球界的領導層、各代表隊的
領隊和主教練出席了四年一度(今屆會期為六年，因2008
年主辦北京奧運)的中國棒球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大
會期間，選出了主席：雷軍（國家體育總局手曲棒壘球中
心主任），副主席：李高潮（國家體育總局手曲棒壘球中
心副主任），祕書長：申偉（國家體育總局手曲棒壘球中
心棒球部主任），司庫：田原（國家體育總局手曲棒壘球
中心棒球部副主任）和十多名副主席，
眾志成城，憑著他們的寶貴經驗，將為
中國棒球翻開光輝的一頁。
中國棒球協會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工作報
告指出，未來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
棒球項目發展之路，主要措施如下：
(1)認真制定棒球項目長遠發展規劃，
努力創造“多方參與、思想統一、步
調一致、有法可依、團結合作、開拓創
新”振興棒球的新局面。(2)加強協會建
設，充分發揮其行業主導、政策導向、
資源統籌、管理服務等作用。(3)發揮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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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槓桿作用；繼續抓好中國棒球聯賽
的運行；加大國際合作力度，創建品
牌賽事；積極開展業餘棒球活動，建
立多層次、多渠道的競賽體系；建立
青少年、高校競賽體系；成立專門的
競賽開發機構，把棒球競賽市場做大
做強。(4)加強與教育部門合作，配合
教育部門陽光體育、素質教育方針，
在學校推廣普及項目；建立以高校為
龍頭的網絡式業餘訓練體系；依靠國
家教育部大學體育聯會和各地教育部
門，爭取推廣棒球項目普及工作的特
殊政策；力爭把棒球列為大學運動會
比賽項目；協調國內外希望在學校推
廣棒球的組織和機構的推廣行動，與協會的推廣計劃形成合力，形成協會主導，多方參與，有序、持久、高效推廣的局
面。(5)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為奧運爭光計劃積蓄實力。(6)培養棒球文化，培養棒球文化
的傳播人才、擴大傳播途徑。

江蘇省無錫棒球運動訓練基地外觀及球場景觀。

裁判學院派員往參加第十一屆全運會棒球預賽暨全國棒球競標賽的全國棒
球裁判員訓練課。
左起）裁判員陳耀雄、裁判員鄭貽仁、港隊顧問教練夏隆正、港隊主教練
范家和、港隊領隊麥年豐、裁判學院裁判長黃期、副裁判長羅僑榮及裁判
員張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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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F plans to add women's
baseball to the Olympic
Programme

Eri Yoshida , Japanese girl, 17,
K's 1 in debut
Report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sports.espn.go.com/mlb/news/)
Updated: March 27, 2009

The IBAF will look to add a women’s
discipline to the 2016 Olympic
Programme.
IBAF Web News on 7 April 2009
LAUSANNE, Switzerland -- The 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IBAF) today announced that it is moving
forward with an addendum to its original submiss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hich will propose
to add baseball as a women’s discipline for the 2016
games. The addendum is expect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IOC no later than May 1, 2009.
“There has been a great amount of talk about adding
women’s baseball over the past year, but recently the
growth of the sport in places where baseball is already
popular, as well as the request by new federation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young girls playing in baseball,
has led us to move ahead and amend our 2016
proposal,” said Dr. Harvey W. Schiller, President, IBAF.
“We have shown that baseball is a sport for all, and the
addition of a women’s discipline for the Olympics...which
will take the place of our women’s World Cup in
2016...only further illustrates that point.”
Currently over 30 of the IBAF’s 128 member Federations
have a full discipline for women, although almost all have
combined programs for boys and girls through at least
age ten. The addition of women’s discipline would likely
double the number of federations offering a full women’s
discipline in the next year, and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eligible for the Women’s World Cup in 2010.
The Women’s Baseball World Cup was held in Japan
in 2008, with the host country defeating Canada in the
final before a near-capacity crowd. The host of the 2010
World Cup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coming months, with
no less than eight nations interested in hosting the event.

The IBAF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finalizing a committee
of sports executives who will work specifically on the
growth of the women’s discipline worldwide. The
committee will include Sandra Monteiro, the president
of Baseball Portugal, as well as Andre Lachance of
Baseball Canada and others. The IBAF has also
received very enthusiastic support on the issue from
both Major League Basebal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Leagues.
Currently over 500,000 young women play baseball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number growing exponentially
every year. Two weeks ago, Eri Yoshida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to pitch in Jap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striking out the first batter she faced and touching off an
immediate growth of young Japanese women interested
in baseball.

OSAKA, Japan -- Japan's first female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made her debut Friday, striking out one
batter in the ninth inning.
Eri Yoshida, a 17-year-old who throws a sidearm
knuckleball, took the mound during Kobe 9 Cruise's 5-0
season-opening win over the Osaka Gold Villicanes in
the newly formed Kansai Independent League.
The 5-foot, 114-pounder walked the first batter leading
off the inning on four pitches and allowed a stolen base
before striking out the next batter swinging at Osaka
Dome. She was then replaced after facing two batters.
"I wasn't thinking about anything other than just going out
there and giving it my all," said Yoshida, who is hoping to
stick with the Kobe team. "I think this was a bad result
but the stadium is great and the fans were really cheering
me on. I want to be able to pitch more innings and
become a pitcher who can be relied upon."
Yoshida created a stir when she signed a contract in
December. Some speculated the move was more of a
publicity stunt to generate interest in the new league.
There were 11,592 fans in the 45,000-seat stadium
Friday.
Yoshida started playing baseball when she was in second
grade and hopes to emulate Red Sox knuckleballer Time
Wakefield.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Kobe 9
Cruise for the season's news.

Until now, no woman had played against men in Japan.
A women's profess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50 but it stopped after two seasons.
The Cruise and the other three teams in the Kansai
league are more like farm teams and are a far cry from
Japan's mainstream pro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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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hoto/Kyodo News

http://www.kobe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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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2008. 12. 26 ~ 28

青衣運動場及深水埗運動場

Tsing Yi Sports Ground and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Sham Shui Po Sports Ground
http://www.hkspa.org/

鄭創羲 (Cheng Chong Hei, Hayden)
香港"A"代表隊球員
我十分榮幸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二零零八年度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自從2005年開始接觸棒球，我只代表我所屬的球會參加比賽，卻沒有想過有機會代表香港700萬人，這都是因為教練悉
心的栽培和家人的鼓勵。

BFA “A”

Championship has been held
every two years since 2000 and
it becomes one of the biggest events for Asian youth
players.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hosted the BFA
“A” Championship 2008 as its first time sole endeavour
for hosting an official baseball event censored by the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A). Eight baseball teams
from China, Chinese Taipei, Indonesia, Japan, Korea,
Pakistan, Philippines and Hong Kong came to play at
the Tournament.

Final Stand
Champion: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4th Place:
5th Place:
6th place:
7th Place:
8th Place:

Chinese Taipei
Japan
Korea
China
Indonesia
Philippines
Pakistan
Hong Kong

在這次比賽中，各對手都十分強。我相信他們一定是常常練習，而且十分努力。他們非常
團結，當他們的隊友犯錯時，他們永遠不會埋怨隊友，只會給他們無限的鼓勵。
我們隊雖然技術不強，但經過這次比賽，我們學會了不少球技。例如，要把球擊得遠，是
不可以只用「死力」的，應該把動作做小一點，就可以把球擊得遠。
在將來的日子，我會加倍努力，希望可以再次代表香港參加比賽。

吳欣樺
香港"A"代表隊球員 (13號)
在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期間，我代表了香港出賽「2008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在這幾天，我們一共打了
四場比賽，包括三場分組單循環和一場淘汰賽，對手分別是中國、印尼、台灣和巴基斯坦。
在四場的比賽中，我認為我們表現最好的是第四場對巴基斯坦的那一場。在這場比賽中，我們無論在打擊、防守或士
氣方面，都比其他三場好。雖然，我們對巴基斯坦的時候仍然有不少的失誤，但相對於其餘三場，我們已經進步了。
在最後的那一局上，我們曾一度把分數追平，但可惜在後半局防守的時候卻因為幾個致命的失誤而被對手拉開比數，
最後以三分之差（9：6）敗下來。
我們的球員來自兩隊不同的隊伍，雖然大家經常碰面，但卻認識不深。但通過今次的比賽，我們大家的友誼增進了很
多，而賽前的培訓令我對棒球的認知和比賽的策略都加深了不少。我知道我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會繼續努力練
習球技，運用學會的知識，爭取代表香港參加下一屆比賽的機會。

謝懷恩
香港"A"代表隊球員
第一次穿上香港隊醒目的球衣，面對著比自己高大的
球員，我沒有害怕，反而很想打敗他們，雖然我們始
終失敗，但從失敗之中，我學會了團隊精神，認真打
波和在逆境中不氣餒。
在比賽中，我沒有當上投手，所以感到很失望，但我
相信只要投好每一球，做好每一個動作，總有一天，
我會做到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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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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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e Leung (梁芷華)
Hong Kong "A" Team Player (No. 14)
After representing Hong Kong to compete in the Hong
Kong BFA “A” Baseball Championship, I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on different skills in baseball during the four
matches we played in. I think it is very exciting to face
different countries baseball team and compete with

them. It was very fun to interact with the other players
and also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way they play baseball.
Even though we did not win the matches, I still had a
lot of fun competing in the matches. I think it is what
you learned in the match that counts and not the score
because you cannot learn much from it.

Mr. Laurence Lee, President of HKBA,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Yang Chia-chun (left), Managing
Director of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and Mr. Hector C. Navasero (right), Team Leader of
Philippines.

Lam Tsun Yin

冠軍戰後，中華台北隊與日本隊合照。
左一）棒總會長李錦泉先生、左二）棒總副主席麥年豐先生、左三）亞洲棒聯袐書長
閔庚勳先生、右一）賽事技術總監梁得光先生。

Ms Joanne Fu, Chief Leisure Manage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Ding Chang-qing (left), Team Leader of China and Jin Jin (right), player of Korea
Team.

Hong Kong "A" Team Player
I had experienced an unforgettable Christmas Holiday to end my year of 2008…
On 5th December 2008 I was chosen to join the Hong Kong 1A baseball team to represent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ng Kong 2008 BFA “A” Baseball Championship. I was so happy and am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players of the
team.
At the beginning, the training sounded tough to me, as I had never had such a toilsome training, but finally I could cope
with and enjoyed it. And I trusted my playing skill was being upgraded.
There were total 8 teams participated this tournament. They were Japan, Korea, China, Chinese Taipei, Pakistan,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Hong Kong team of course. Through joining this tournament, I gained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made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with players of the other teams. In addition, I could scope the technique
of our competitors. Although the competitors were so formidable, my team players and I did try our very best to
perform.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participate this tournament again after two years. I wish I could meet these teams again.
Meanwhile, I will do my best to practice hard and hopefully we could be the champion team next time.
10

Mr. Philip Li, Chairman of HKBA,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Andrew Wong, OBE, JP (left), Honorary Advisor of HKBA
and Mr. Alejandrino A. Vicente (right), Consul-General of
the Philippines Consulate General.

陳熙元 (Oscar)
香港"A"代表隊球員 (5號)
這次是我代表香港“A”出賽，入選時我的心情非常興
奮，像中了大獎似的，開幕宣誓時我拿著香港代表隊的帽
抱著非常興奮的心情，打完所有比賽後覺得盡全力了，但
不能得到理想的成績，我會繼續努力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代
表香港比賽。

Mr. Alex Huang,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Harry Trisnadi (upper), Team Leader
of Indonesia, Mr. Syed Shah (middle), Team
Leader of Pakistan and Mr. Lin Yung-seng
(lower), Vice Team Leader of Chines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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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9. 2. 14 ~ 17

晒草灣棒球場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Sai Tso Wan Baseball Field

http://www.hkspa.org/

"Phoenix Cup 2009" --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was an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game after its debut one held
last year. Six teams from Australia, Chinese Taipei, Hong Kong, Japan,
Korea and North America came to play at the Tournament.

Team Awards
Championship
1st Runner-up
2nd Runner-up
4th Place
5th Place
6th Place

Japan – Far East Bloomers
North America – North American Liberty Belles
Taiwan – Kapok Flowers
Korea – TOP
Australia – Aussie Hearts
Hong Kong – Allies

Individual Awards

The officiating guests and VIPs attende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Phoenix
Cup 2009 were Mr. Bernard Chan, th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Mr. Jonathan McKinley, Deputy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Home Affairs Bureau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Mr. Pang
Chung, Secretary General of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Mr. David Livingstone, Acting Consul-General of Australia, Mr.
Shigekazu Sato, Ambassador and Consul-General of Japan, Mr. Seok Tong-youn,
Consul-General of Korea, Mr. Joseph Donovan Jr., Consul General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r. Yang Chia-chun, Managing Director of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Miss Ginia Lam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Dr. Katherine
Yau and Miss Grace Lee, Honorary Advisors of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Most Hits

Taylor McKay, Aussie Hearts, Australia (6 Hits)

Best Pitcher

Shino Kokubo, Far East Bloomers, Japan

Best Coach

Kimie Nakayama, Far East Bloomers, Japan

Most Valuable Player
Kitty Au, Allies, Hong Kong
Taylor McKay, Aussie Hearts, Australia
Kang Hyo Sun, TOP, Korea
蘇雅玲, Kapok Flowers, Taiwan
Jill Bianco, North American Liberty Belles, North America
Kazuho Nimi, Far East Bloomers, Japan

Mr. Bernard Chan and Mr. Jonathan McKinley delivered their speeches and Mr. Philip
Li,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expressed his vote of thanks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3

Mr. Bernard Chan, GBS, JP, Honorary
President of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delivered hi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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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onathan McKinley, Deputy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of Home Affair Bureau, presented souvenir to :
1. Mr. David Livingstone , Acting Consul-General of
Australian Consulate-General in Hong Kong, China
2. Mr. Shigekazu Sato, Consul-General,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in Hong Kong
3. Mr. Joseph R. Donovan Jr., Consul General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4. Mr. Seok Tong-Youn, Consul General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Hong Kong
5. Mr. Yang Chia-chun, Managing Director of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Mr. Pang Chung,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of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presented souvenir to the teams' representatives.

Mr. Philip Li, Chairman of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presented
souvenir to Mr. Liao Wen-ching (upper), Head of Umpire Department, Chinese
Taipei Baseball Association; Dr. Katherine Yau (middle) and Ms Grace Lee
(lower), Honorary Advisor and Honorary Legal Advisor of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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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9. 2. 14 ~ 17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晒草灣棒球場
Overseas umpires from Australia and Chinese Taipei.
1. Mark Gooding
2. Janine Thompson
3. Tseng Wen-yen
4. Liu Po-chun

Sai Tso Wan Baseball Field

http://www.hkspa.org/

1

Hyoram Kang
Captain of Korea “TOP”
Thank you for inviting our team to the 2009 Phoenix Cup. This was the second year our team has participated in this
tournament.
Our team has practiced hard for one year to prepare for this Phoenix Cup, and we were able to reach 4th place. The
tournament committee has helped us a lot since last year when times were tough because of the exchange rate and
personal situations of some of our players. Our entire team is so grateful to the committee. Also,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a chance for players from 6 different countr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enjoy the sport that they love.

2

This year's tournament was as joyful as always. If possible, we'd love
to be able to continu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special tournament
next year. So please keep us in mind for next year!
Lastly, the our Korean team wants everybody involved in the 2009
Phoenix Cup to know that we love you dearly.

3

Rob Novotny
Team Leader
4

"The Aussie Hearts once again enjoyed visiting Hong
Kong very much. We say thank you to the HKBA for
doing an excellent job hosting the tournament. The
Phoenix Cup is a wonderful event for promoting goodwill
around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he level of play
grows better each year...as do the friendships.
See you in 20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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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周年聚餐暨
《鳳凰盃》頒獎禮影集

澳洲駐港總領事 Mr. David Livingstone
頒獎予香港隊。

攝影：梁錦洪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譚鴻江先生頒獎予《鳳凰盃》冠軍
隊日本"Far East Blommers(上)及亞
軍隊北美"North American Liberty
Belles"(中)。

韓國隊 "TOP"

澳洲隊"Aussie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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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周年聚餐暨
《鳳凰盃》頒獎禮影集(續)

第三屆《總會盃

》棒球聯賽Tee-

攝影：梁錦洪

ball組亞軍隊"巨

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資助辦事處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林月蘭女士頒獎予2007-08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男子
甲組冠軍隊"沙田"。

獎予2007-08年
鴻先生(右一)頒
本會核數師張耀
組冠軍隊"燕子"。
(新秀賽)少年 B

度全港棒球公開

賽

全情投入的日本隊球員。

副主席范家和先生(左一)頒獎予2008-09年度教練獎勵計劃
社區推廣教練獎得獎人士。

全港
8-09年度
獎予200
頒
)
二
右
(
。
田Cubs"
端庭先生
軍隊"沙
副主席趙
子乙組冠
男
賽
開
棒球公

主席李永權伉儷頒獎予是晚抽獎大獎得主梁宇聰(中)。

鳴 謝
深水埗棒球會
湯偉俠博士
梁得光先生

鳴謝

祕書長葉
偉光博士
(右一)頒
裁判服務
獎予200
獎得獎人
8-09年度
士。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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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計劃

副祕書長葉頌恩先生(右三)跟裁判組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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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六屆《珠江盃》
二○○九棒球錦標賽
2009. 3. 5 ~ 8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http://www.hkspa.org/

《珠江盃》已成功舉辦到第六屆，參加的
隊伍最初只來自珠江流域一帶
的隊伍，發展到現時有來自台灣及其他海外地區的成人棒
球隊伍。
早在一九九五年，香港棒球總會與廣州棒壘球協會成功合
作舉辦《港穗盃》，當時的隊伍只有廣州及香港，比賽分
第一回合在廣州及第二回合在香港舉行。至一九九八年，
棒球運動在深圳迅速發展，《港穗盃》加入了深圳隊，賽
事名稱改為《港穗深盃》，首回合賽事移至深圳，次回合
仍然在香港舉辦。
香港棒球總會十四年來持續定期舉辦這項極具意義的交流
賽，吸引了更多國內及國外棒球隊伍加入，有來自珠江三
角洲一帶的城市，北上接廣西，東接台灣，南下越洋至菲
律賓。二零零零年，香港棒球總會決定以中國嶺南的母親

河珠江，為這項擴大了的錦標賽冠名，稱為《珠江盃》；
由於參賽隊伍增加，為爭取比賽時間，比賽場地固定在香
港。
是次參賽隊伍有廣州隊、來自深圳的龍珠中學隊及華僑城
中學隊、中山東升鎮高級中學隊、香港藍隊和香港白隊。

一根球棒連著香江與香山、一顆棒球繫著你心
和我心 - 參加香港“珠江盃”棒球賽之心得
林愛冬
中山市東升鎮高級中學棒球隊教練
為期六天的香港“珠江盃”棒球邀請賽已經落幕了，離
開香港的賽場，回到中山，始終心裡還有很多的不捨，
很多的牽掛。而這一切只緣於一個字「情」！
我們與香港棒球總
會最早的接觸應該
是07年的時候，
當他們從梁友文老
先生口中得到中山
市有了自己的棒球
隊，還參加了全國
賽，並打出很好的
成績，那時候，他
們就已經開始在關注
我們了，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基於梁老先生，但主要的
還是他們希望看到一支新生力量的成長。香江與香山，
一江之隔，真的很近很近，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真正的交
流過，今天，有了棒球這個項目，我們彼此都想借助這
根棒、這顆球，搭起一座友誼的橋樑。

主禮嘉賓主持開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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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在香港比賽的期間，我們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份濃濃
的情。從下船的那一刻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接我們的是
香港棒球總會的范副主席，此等厚愛，我們未曾有過。
接下來無論是在港的生活還是比賽，香港的朋友總是給
予了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關懷，從每天滿滿的、充實
的日程安排裡面，就可以看出他們工作的細心和用心。

比賽的結果對我們來說並不是最主要的，但我們很樂意、
也很享受這一過程。
既然是參加比賽，那也總是與成績掛鈎。這次我們在香
港，由於天氣等等原因，我們球隊只打了三場比賽，結果
雖然並不能令人十分的滿意，但我們的表現卻是有目共
睹。我們用自己的精神和意志真正的演繹了棒球運動的精
彩，每一場球賽我們都是拼盡全力的去搏，去爭，未到最
後一分鐘，我們從沒有放棄過，在幾天的賽事裡，也只有
我們中山隊“拼命追擊、死纏到底”的口號響遍全場，但
是由於實力及經驗等方面與其他球隊切實有一定的差距，
我們並沒有最終贏得了比賽，但我們一樣贏得了對手的尊
重，也得到了其他球隊的認可。除了在比賽中拼盡全力以
外，賽場外，我們也抓住了每一次練習和學習的機會，別
人打完比賽走了，我們依然堅持在比賽場上作練習，因為
我們明白，能在這麼好的場地條件下訓練，這種機會對我
們來說，很少，很難得，我們是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來參
加本次比賽的，我們必須爭取每一次練習的機會。下雨
了，比賽打不了，別的球隊走了，我們捨不得走，我們冒
雨訓練，我告訴我的隊員，因為下雨推遲了比賽，其實是
老天對我們的厚愛，讓我們有多一次的訓練機會。所有的
這一些我們的同行看到了，他們為我們的精神豎起了大拇
指。
也許比賽就是這麼殘酷，不一定是你傾盡全力就一定能有
好的回報，畢竟實力有強弱之分，經驗有深淺之別。我們
輸了比賽，卻贏了自己！從比賽中，我們學習到了對手的
強處，也發現了自身的不足，我們的球賽是一場比一場打
得好，一場比一場精彩，我們的球隊一天天的成長，一天
天的進步，在最後一場與香港藍隊的比賽中，我們是一直
力壓著對手的，只是後面由於某些原因，我們讓煮熟的鴨
子飛走了，這雖然說有點遺憾，但只能說我們欠缺一點點
運氣。我們是具備了與其他同等級別球隊抗衡的能力。
通過比賽，我們不僅提高了技術戰術水平，也積累了更多
的實戰經驗，這為我們參加七月份廣東省的棒球錦標賽以
及2010年代表中山市參加省運會的棒球比賽都是作了很
好的鋪墊。但是，我覺得這次我們收獲更多的是一份長長
久久的友誼，比賽過後，深圳等地的其他球隊，都主動找
了我們，想與我們取得交流與合作。正如余旭輝校長在頒
獎禮上的致詞裡所說：“一棵小樹苗想長成一棵參天大
樹，這裡面需要我們各方園丁的共同栽植和培育，現在中
山的棒球就像這棵小樹苗，我們需要得到棒球界的前輩與
同仁的幫助和扶持，也希望能與大家一起合作，將棒球這
個項目辦得更好”。通過了這次香港之行，我們就架起了
無數條友誼的橋樑，這才是一份沉甸甸的收獲！
我想一切的收獲並非偶然，一切成功也絕非必然，只有通
過我們不懈的努力，一切才能成自然！我們期待我校的棒
球運動能夠越辦越好，期待東升鎮的棒球事業越辦越強，
也希望中山市的棒球之路能越走越好！

附：球員語錄
一）今次能夠去到香港參加比賽，真是大開了眼界，終於
知道什麼叫做一山還比一山高！——李嘉俊
二）球賽已經過去了，雖然我們輸了比賽，但我們贏了自
己，我們發現了自己的不足和與其他隊的差距！在這裡也
見證了棒球是圓的，棒球場上誰輸誰贏未到最後一刻誰也
不知道！——黃文彬
三）比賽中我們有很多的失誤，後來慢慢的總結，讓我們
進步，只有不斷的提醒自己，我不能再錯過了，我就一定
能做得更好！只有做好自己的本份，才能為自己的隊伍減
輕一絲負擔！——陳嘉聲
四）比賽的結果並不重要，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反省
自己，找出不足，“比賽是球技成長的營養劑，希望我們
全體的隊員能好好的吸收。——林聖雄
五）我在這次比賽沒有上場感到有一點遺憾，但我相信自
己能把在場下看到的東西學下來，我不怕辛苦，只要以後
能練得更好，我就能上場了。——陳超基
六）我們要繼續努力，通過不斷的努力+腦力+努力，向下
一次的比賽發起進攻，要發揚我們的口號“拼命追擊、死
纏到底”，讓別人知道中山人是多麼的強！——林國鋒

我看到的中山隊
梁國業
香港棒球總會體育事務經理
1. 到達酒店，球員整齊排列等候，不會竊竊私語。
2. 每次出發到球場，均整齊列隊，逐一順方上車。
3. 到達球場單行排列前進，不會阻礙其他使用通道人士。
謹向余旭輝校長、梁友文老師、林愛冬教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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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六屆《珠江盃》
二○○九棒球錦標賽

隊際成績

個人獎項

2009. 3. 5 ~ 8

冠軍

廣州隊

優秀投手獎

廣州隊 王君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亞軍

香港白隊

優秀教練員獎

廣州隊 蘇日光

季軍

深圳龍珠中學

最多安打獎

第四名

深圳華僑城中學

廣州隊 黃逸輝(5支)
深圳市龍珠中學 安浩(5支)

第五名

香港藍隊

最有優值球員獎

第六名

中山東升鎮高級中學

廣州隊 林曉帆
香港白隊 梁宇聰
深圳龍珠中學 黃振華
深圳華僑城中學 彭偉峰
香港藍隊 蔡漢榮
中山東升鎮高級中學 韋海龍

http://www.hkspa.org/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何子建
香港藍隊球員 (背號12)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透過今屆《珠江盃》親身體驗
這句說話真是不假。
世事安排往往就是這麼奇妙，出乎意料，過去一年訓練期
間健健康康，卻偏偏在首場對廣東隊重賽熱身時發生小意
外，右手指頭破血直流，急忙走到後備席止血時心裡忍痛
問：為什麼是我，我不想這樣結局。血繼續流，不得不走
到救傷席及向教練報告，然後靜靜坐在後備席休息。

主席李永權先生頒獎予
冠軍隊廣州。

從球員抽身出來看每一場球賽，從對手的球速、打擊力
量、防守的動作及處理場面的反應細心觀察，感到自己在
棒球上的認知及實力何等渺小。區區珠江三角洲一帶經已
有此距離，更不要說國內、甚至是亞洲及其他棒球大國，
實力之高難以想像。「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滿足
於今天是別人的山，還是追求更高的山，條路點行，自己
揀。
副主席趙端庭先生頒獎予
亞軍隊香港白隊。

最後我想再次跟教練們再說一聲多謝，排名不分先後包
括：大區Sir、范先生、聰Sir、忠Sir、細區Sir、Peter、蔣
瀚橋、毓明、紀華等等，你們用心的教導，每一句說話、
每個滾地球，每一球拋打、場邊每一句鼓勵，一一記在心
中。
後記：借《上壘》向過去曾親口或心裡問過我這問題的同
好作一個回覆：參加是次「選材」計劃跟入選「香港藍
隊」上陣《珠江盃》之間沒有必然關係，而得到這個機會
的原因我想是教練對球員過去一年努力的肯定及獎勵。但
假如你覺得金錢可以換到出場機會的話，對不起，我覺得
你不適合打棒球。

副主席麥年豐先生頒獎予
季軍隊深圳龍珠中學。

董事趙耀靈先生(後排左)與深圳前來觀賽的
老朋友王福林伉儷拍照留念。

攝影：梁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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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六屆《珠江盃》
二○○九棒球錦標賽
2009. 3. 5 ~ 8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HKSPA)
http://www.hkspa.org/

回首第六屆珠江盃

三好正記與梁友文老師合照

三好正記
香港藍隊球員 (背號4)
副主席范家和先生頒獎予深圳華僑城中學隊(上)及
香港藍隊(下)。

零比七、零比一、七比四：我們香港藍隊以兩負一勝的成
績完成了第六屆珠江盃。
兩場敗仗中，我敢說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所及，特別
在防守方面，雖有零散失誤，卻沒有出現場面失控情況。
正因如此，也凸顯了我們在攻擊方面的不足，未來的日子
裡我們得下一番苦功了。
然而最後一場的勝利也得來不易。我隊一度處於下風，能
夠在尾段反敗為勝，除了教練用兵得宜和隊員本身努力之
外，也許是上天對我們的一個獎賞，好使我們對教練們和
所有在背後支持，給予我們機會的人士有一個最低限度的
交代。
回首整個備戰過程，我隊大部分成員來自棒總「選材計
劃」，過去練習主要目的是提昇各自個人技術。可今倘是
要準備打一項相對高規格的賽事，心理上和技術上的挑戰
性都不可同日而語。幸得教練們的悉心指導和各方人士的
支持，我們的水平有了明顯的進步，對棒球的認識也加深
了不少。
就我個人而言，備戰期間中經歷了投手、捕手和二壘手三
個位置；其中投捕對我來說頗為陌生，這次經驗可算是開
拓了新的技術領域。

最後不可不提的，是在這次賽事中有幸與中山隊名譽顧問
梁友文老師見面。我是通過翻譯「棒球浪漫」一文(刊於
《上壘》第五十七至六十一期）認識梁老師的，亦一度就
翻譯上的一個問題致電老師請教，惟因兩地相隔而未克親
口致謝，今得一償宿願，更獲老師親授著書，實為感激之
至，借此特記之。

祕書長葉偉光博士頒獎予
中山東升鎮高級中學隊。

然而期間我經歷了兩次「入廠」（相信備戰一項賽事期間
兩度送院是前無古人，也希望後無來者吧）。其中二月初
被球擊中左眼的一刻曾經「打定輸數」，有心理準備未來
要靠右眼生活，更枉論打球了。幸好後來康復情況還不算
太差，二月底已經回到球埸，最後能夠在是次賽事中與隊
友並肩作戰，對我來說是別有一番感受。

攝影：梁錦洪
24

工作人員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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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2008-09年度獎項及
證書頒發名單
第三屆《總會盃》棒球聯賽
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
“AA”組

冠軍隊：沙田勇士隊
亞軍隊：紅翼隊

Tee-ball組

冠軍隊：何文田紅雀隊
亞軍隊：巨風

2008-09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
(第一期)
2008年4月至2008年9月
精英培訓證書

2008-09年度教練獎勵計劃

參賽證書

社區推廣教練獎

2008年賀寶芙盃美國小馬聯盟亞洲少棒錦標賽
2008 Asia-Pacific Zone BRONCO Tournament
HERBALIFE Cup Championship
2008年7月19日至22日 台北

張鏡光 張安橋 張永強 蔣瀚橋 梁宇聰 盧美恩
麥雅明 曾健忠 黃大維 鄔嘉璋

學員名單

2007-08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新秀賽)
2008年3月至4月
青成組

冠軍隊：Dreams
亞軍隊：武士 Samurai
冠軍隊：鷹
冠軍隊：燕子

少年A組
少年B組

張連元
何瑋杰
郭文弢
梁凱喬
蒙偉成
潘正樂
曾彥豪
王銘豪

招智謙
何勗
黎潤年
梁博謙
吳岳謙
薛旨呈
謝竣丞
黃彥銘

鍾昉晞
徐力祺
黎思穎
梁逸豪
吳栢爔
蘇樂行
黃展恒
黃宇新

范顥霖
許筱正
劉雋傑
梁雋豐
聶天澄
蘇子昊
黃偉倫
胡朗峰

馮勻謙
郭智宏
李皞
連晧嵐
聶天樂
譚家龍
黃可夆

2007-08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2008年3月至5月

2008-09年度香港棒球集訓隊選材訓練計劃
(第一期)
2008年4月至2008年5月
精英培訓證書

男子甲組

學員名單

冠軍隊：沙田
亞軍隊：恒利

植治培
林偉智
彭錦民
黃錦基

2008-09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2008年5月至12月
男子乙組

冠軍隊：沙田Cubs
亞軍隊：Kings

張連元
馮勻謙
李皓文
羅卓苓
蘇樂行
黃偉倫

招智謙
徐力祺
梁皓喬
吳岳謙
蘇子昊
黃祺鈞

鍾昉晞
許筱正
梁凱喬
吳栢爔
譚家龍
黃彥銘

鄒志威
李衛銘
譚達成
黃大維

鍾超榮
梁震雄
湯致坪
葉宏達

馮本明 何子建
梁永康 三好正記
曾文凱 曹子能
徐梓熙

2008-09年度香港棒球集訓隊選材訓練計劃
(第二期)
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
精英培訓證書

學員名單
張向捷
霍諾天
李皞
連皓嵐
聶天朗
謝竣丞

蔡家樂
劉子揚
潘柏狄
黃錦權

鍾銘聰
郭智宏
梁文鏘
聶天澄
譚子峰
邱浩彰

傑出推廣教練獎
陳啟明 Michael Leong

傑出培訓教練獎
區學良

精英培訓教練獎
區穎良 蔣瀚橋 梁宇聰 麥雅明 曾健忠 胡雪岡
胡子鋒

模範教練獎

范顥霖
劉雋傑
梁雋豐
聶天樂
鄧汶鎬
邱浩翹

學員名單
陳健鏘
羅緯邦
潘柏狄
黃大維

鄒志威
李衛銘
譚達成
葉宏達

2008-09年度裁判獎勵計劃

香港代表團

裁判服務獎

隊監護人：畢文展教練
球員： 許筱正 郭文弢 劉晞庭 梁皓喬 黃可夆

陳耀雄 趙柏兆 梁偉鴻 黃國強 王蓮君 王美琴
黃華樂 葉嘉亮

張安橋 張瑞民

IBAF第三屆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
2008 IBAF Women's Baseball World Cup
2008年8月24日至29日 日本愛媛県松山市

優秀裁判獎

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

陳日中 鄭貽仁 劉子揚

團長： 李錦泉
聯席領隊：馮志堅
聯席領隊兼總教練：區穎良
教練： 蔣瀚橋
訓練員：吳俊
國際裁判(香港代表)：羅僑榮
球員： 區潔儀 陳嘉甄 陳嘉怡 卓莞爾 張秉妍
張慧怡 張穎儀 張詠珊 周懿德 方莞蕙
馮潔怡 馮笑平 郭軒
林依韻 劉家敏
潘凱琳 王榕華 楊杰玲

記錄員服務獎
翟佩華 張浩軒 譚達成 鄧淑宜 唐燕文 曾佩雲
黃錦權

優秀記錄學員獎

一級教練證書

領隊：羅惠珍
總教練：嚴家豪
教練：黃玉清
球員： 陳輝峻 陳思琳 陳一諾 珍田洋一
莊樂怡 許朗
顧子進 郭柏曦 鄺子傑
岑鎮峯 徐學謙 黃傲枬 余鑑滔

第十九屆世界少年棒球大會
19th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air
2008年7月28日至8月5日 日本愛知縣

2008-09年度記錄員獎勵計劃
馮本明 何子建 葉幹仁 劉子揚
梁震雄 三好正記 彭錦民
湯致坪 曹子能 黃錦基 黃文偉
徐梓熙

香港野馬組代表隊—香港觀塘小馬聯盟

梁得光

裁判學員進步獎

2007-08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
(第二期)
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
精英培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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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昱宏
何昶
郭俊軒
梁皓喬
羅卓苓
聶天朗
譚子峰
黃祺鈞

梁永康 曾慧儀

劉子揚 黃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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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2008-09年度獎項及
證書頒發名單(續）

第五屆亞洲青少年棒球錦標賽
The 5th BFA "AA" Baseball Championship
2008年8月25日至29日 日本靜岡縣

《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2009
"Phoenix Cup 2009"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2009年2月14日至17日 香港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香港Allies女子棒球隊

ORGANIZING COMMITTEE
Cecilia Cheuk Suk-man
Emily Fung Siu-ping
Joyce Ngai Ho-yan
Kitty Au Kit-yi
Marco Chan Ka-yan
Sinney Cheuk Woon-yee
Tiffany Chan Hoi-yan
Vivien Cheung Wai-yee
Wong Mei-kam
Yeung Kit-ling
Yvonne Lam Yee-wan

“Phoenix Cup 2009”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14 February to 17 February 2009 Hong Kong

香港青少年棒球代表隊
領隊： 葉頌恩
總教練：麥雅明
教練： 胡雪岡
隨隊裁判：鄭貽仁
球員： 趙加雋 蔡漢榮 莊富東 何旭浩 葉鑑濤
郭卓霖 羅明義 梁健行 梁偉灝 李永陞
伍令鈞 譚浩賢 鄧子峰 崔子成 胡子彤
余銘浩 翁浚暐

2008臺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賽
2008 Taipei International AA Baseball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2008年12月24日至27日 台北

團長：趙耀靈
領隊：區穎良
教練：蔣瀚橋
球員：區潔儀
張慧怡
馮笑平
劉家敏
魏可欣

梁宇聰
陳凱欣 陳嘉甄 卓莞爾 張丹莉
張穎儀 周美寶 周懿德 馮潔怡
洪亦珊 江小美 郭軒
林依韻
李揚立之 盧思霖 呂珮欣 吳俊
潘凱琳 曾軒慧 楊杰玲

感謝狀
2008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Hong Kong 2008 BFA "A" Baseball Championship
2008年12月26日至28日 香港

青少年棒球隊—深水埗棒球會
領隊： 梁偉鴻
總教練：陳子揚
教練： 趙殷諾
管理： 陳凱妮
球員： 陳卓喬 趙之昕 周永謙 何頌衡 簡家熙
江梓鎽 李卓衡 李俊彥 李皓文 李嘉寶
梁家豪 梁健行 梁偉灝 麥家熙 黃耀俊

2008年香港亞洲少年棒球錦標賽
Hong Kong 2008 BFA "A" Baseball Championship
2008年12月26日至28日 香港
香港少年棒球代表隊
團長： 李錦泉
領隊： 葉偉光
總教練：蔣瀚橋
教練： 胡子鋒
球員： 陳熙元 陳浩星 陳柏儒 鄭創羲 鄭鎧霆
關淳之 林智聰 林浚騫 梁芷華 李駿翹
吳欣樺 譚世祺 謝懷恩 甄苡証 葉君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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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工作人員名單
資訊組：
Brian Leung Coco Lee J Pang Patrick Tso
三好正記 黃大維
場地組：
區栩娃 陳啟明
樊佩玲 方展華
郭佩儀 郭英明
梁錦洪 梁得光
梁耀垣 黃鉅生
楊佩珊

陳雪麗
方紀文
林錦華
李駿軒
黃麗鳳

陳燕
鍾紫燕
劉美珍
李源立
黃汝謙

張念明
洪祖光
梁仲熙
李燕貞
胡愛如

UMPIRES
Chinese Taipei Baseball Association
Liao Wen-ching
Tseng Wen-yen
Liu Po-chun
Australia
Mark Gooding
Janine Thompson

鄭婉慧
洪延澤
梁皓汶
吳翰熹
甄子謙

裁判組：
陳亞力 陳日中 陳耀雄 鄭貽仁 張安橋 張瑞民
郭文德 郭伯瑋 黎偉達 羅僑榮 伍志明 王序添
黃期
黃國強 王蓮君 王美琴 黃惲濂 葉嘉亮
梁永康 黃華樂
記錄組：
張浩軒 曾佩雲 尹錦鈞 鄧淑宜 唐燕文 曾慧儀

Hong Kong
Alexander Chan
Chan Yat-chung
Jimmy Chan Yiu-hung
John Cheng Yi-yan
Cheung On-kiu
Raymond Cheung
Tiger Cheung Wing-yan
Chiu Pak-siu
Hung Tsoe-kong
William Kwok Man-tak
Kwok Pak-wai
Pazu Lai Wai-tat
Lau Chi-wa
Percy Lau Tze-yeung
Law Kiu-wing
Leung Wai-hung

Ng Chi-ming
Tsui Siu-moon
Wong Chui-tim
Jonathan Wong Ki
Wong Kwok-keung
Susanna Wong Lin-kwan
Wong Mei-kam
Wong Wa-lok
Wong Wan-lim
SCORERS
Arnold Cheung Ho-hin
Walace Leung Wing-hong
Tang Suk-yee
Tong Yin-man
Angel Tsang Pui-wan
Amy Tsang Wai-yee
Rex Wan Kam-kwan
I.T. SUPPORT
David Wong
Masanori Miyoshi
Brian Leung
Patrick Tso
VOLUNTARY HELPERS
Amy Wong Yung-wah
Chan Kai-ming
Chan Sau-kuen
Hung Tjoe-kong
Kam Shun-wah
Karson Cheung
Kwok Pui-yee
Lucci Lugee Liyeung
Masanori Miyoshi
Stephen Cheung
Tong Yin-man
Toni Kingston Ip
Tse Denise Choi-wing
Wong Lai-fung
Wong M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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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第五十二屆體育節

2009年亞洲棒球聯會執委會記要
麥年豐
香港棒球總會副主席
亞洲棒球協會執委會會員

全民運動
為響應這一年一度的體育盛事，本會於
2009年3月至4月期間舉辦了「香港2009棒
球分齡精英賽」。賽事由中國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主辦，
香港棒球總會協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
助。
新一年度亞洲棒聯(BFA)2009年執委會首次會議，於
3月28日在韓國首爾完滿舉行，出席包括李來炘會長
(韓國棒協)、副會長申偉女士(中國棒協)、副會長松本昌士
(Masatake Matsuda)之代表Kazuhiro Tawa (日本棒協)、副會
長陳太正(中華台北棒協)、祕書長閔庚勳(韓國棒協)、委員
Khawar Shah(巴基斯坦棒協)、 Hector Navasero(菲律賓棒協)
及本人，列席有菲律賓棒協副會長Ely Baradas、中華台北
棒協國際部主任戴建帆和韓國棒協李副祕書長。大會討論
及落實下列事項：
1. 會長歡迎下列新委員出席會議：
a. 中華台北棒協新任理事長陳太正先生
b. 日本棒協代表Mr. Kazuhiro Tawa
2. 祕書長匯報
第五屆亞洲“A”少年棒球錦標賽於12月25-29日在香
港舉行。本人指出賽事在各參賽隊積極參與之下，成功完
成。唯一美中不足之處，中國隊在對韓國隊的排名賽中，
中國隊教練及領隊因不滿裁判的判決而中途拉隊離場，放
棄比賽。香港棒球總會事後已將完整報告呈交亞洲棒聯。
閔祕書長指出，由於有關事件不影響賽事進行，大會報告
將備案存檔。
3. 通過伊拉克申請成為亞洲棒聯新會員
4. 第八屆亞洲盃改由泰國主辦，賽期為2009年5月24日至
31日。
5. 第廿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將於2009年7月31日至8月
4日在日本北海道舉行。由於亞洲棒球錦標賽為奧運棒球
賽的資格賽，而中國隊為2008奧運主辦國，因此毋須參加
2007年第廿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引至如何決定第廿五屆
的六隊參賽隊伍懸而未決，必須交由大會討論和表決。方
案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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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祕書處提議引用2007年第廿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的
排名，首五名（即日、韓、台、菲及泰五隊）加上中國
隊，合共六隊參加第廿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如通過這項
建議，第八屆亞洲盃的冠軍隊，將不能按聯會的規定，晉
級參加第廿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主禮嘉賓主持開幕禮。
(照片由港協暨奧委會提供)

本會選派了代表參加3月15日在沙田大會堂
舉行的開幕禮。

b. 中華棒協建議：第八屆亞洲盃的冠軍隊按規定必可
晉級參加第廿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特建議主辦國修改賽
制，容納第廿四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的首五名，加上中國隊
和第八屆亞洲盃的冠軍隊，合共七隊參賽。
c. 日本棒協建議根據2005年第廿三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的成績，日、韓、台、中及菲五隊，再加入第八屆亞洲盃
的冠軍隊，共六隊有資格參賽。
經熱烈討論後，各方均傾向第二方案，唯一難處是主辦國
日本必須馬上討論和作出緊急應變方案，以配合亞洲棒聯
席間的臨時要求。幸好日本日前剛勇奪世界經典賽總冠
軍，凡是有利推動棒球運動的建議，都可以一一考慮。經
過接近二十分鐘在長途電話中的商討，日本棒協初步同意
亞洲棒聯的提議，接受最多七隊參賽，詳細賽程有待進一
步通知。但是，如果第八屆亞洲盃的冠軍隊是菲律賓隊或
泰國隊其中一隊，大會將不會補上亞洲盃次席的隊伍參加
亞錦賽，照舊保留原有的首六隊為合資格參加亞錦賽的隊
伍。

開幕禮進場儀式。

左起:分齡隊員梁皓喬、
梁凱喬、工作人員、
盧文軒及祕書長葉偉光
博士。

6. 第八屆亞洲“AAA”青棒錦標賽：8月25-30日在韓國首
爾舉行。
7. 亞洲棒聯四年一度會員大會將於2009年12月5日在瑞
士洛桑舉行(配合國際棒聯會員大會亦將於翌日在瑞士舉
行)。
開幕禮嘉賓大合照。(右二）本會主席李永權乃第五十二屆體育節籌委會委員之一。
(照片由港協暨奧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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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ve Baseball
H
By Ryan Landolt
B

“Well that’s just great. I defended this guy for so long.”
Those are the first thoughts that went through my head
when it came out last month that Alex Rodriguez had
used steroids. Now I really want to know who the other
103 names are on that “anonymous” positive test list, but
I guess they won’t be made public (at least not yet). You
know what really gets me upset though? It’s not that the
game has been tainted in any way. Sure, it’s a shame
that all the records that I had memorized as a kid no
longer stand…
Most Home Runs (season)
1. Roger Maris – 61 home runs in 1961
2. Babe Ruth – 60 home runs in 1927
3. Babe Ruth – 59 home runs in 1921
Most Home Runs (career)
1. Hank Aaron – 755 home runs
2. Babe Ruth – 714 home runs
3. Willie Mays – 660 home runs
4. Frank Robinson – 586 home runs
I don’t even bother memorizing the new ones because
they happen too often, but now that the steroid era is
most likely over I guess I can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which records need an asterisk*.
No, the thing that really gets under my skin is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taking steroids all these years.
Anyone who knows me personally knows that I lost
my hair prematurely, I still get acne, and I’ve been
known to fly into fits of rage when people piss me off. I
already suffer from the side effects of steroids, but I only
played up to high school baseball. If I had been juicing
up since I was 15, I just might have made it to the big
leagues! Now, I know I wouldn’t have been as good as
A-Rod. He’s still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players ever.
I wouldn’t be making US$25 million a year, but I would
have been making at least US$250k per year – maybe
even a million. Then I’d write a book about how I felt the
pressure to perform and how steroids “ruined” my life and
I’d make a few more million from selling the movie rights.
Oh, the ignorance of youth…

ryanhkbaseball@gmail.com

things that are a lot more important than baseball going
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but baseball is important to
me personally, and it has always helped the national
psyche of the United States get through tough times. In
that way it is important. Buy what can be done to restore
credibility to the game and keep it from turning into WWF
wrestling? I thought you might ask,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1. Get Rid of Bud Selig
I get annoyed every time I hear this guy talk about how
baseball has to get tough with steroid users. This is the
same guy who turned a blind eye for a decade until the
problem became so prevalent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ntire game came into question. Yes, the owners made
a lot of money for a long time (don’t forget Selig used
to own a minor league team – and by that I mean the
Brewers – they were so horrible that they had to move
to the National League just to compete). The home
runs were flying out of the new little league-sized parks
(Camden Yards, Rangers Ballpark in Arlington…), and
attendance was way up. So can you blame him for
wanting to avoid dealing with the steroid problem?
The answer is yes. Any decent leader should have
had the foresight to know that these short-term gains
were eventually going to kill the game. Major League
Baseball needs to get rid of Bud Selig and replace
him with a Kenesaw
Mountain Landis-type**
person who will take
bold actions to restore
at least a semblance of
integrity to the game. I’m
not saying that all steroid
users should be banned
from the game for life.
We would probably have
to go back to 8 teams in
each league if that were
the case. But there should
Kenesaw Mountain Landis: Rules are rules.

So since it’s too late for me, what do we do now? Does
baseball need to be “saved”?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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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ic.howstuffworks.com/gif/kenesaw-mountain-lands-hof.jpg

By Ryan Landolt

ryanhkbaseball@gmail.com

definitely be an asterisk placed next to any record set by
any player who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steroids. And yes,
they should be banned from the Hall of Fame. It is Bud
Selig who should be banned from baseball.

2. Raise the mound back to
15 inches and stop making
tiny stadiums
The year 1969 was the end of an era in baseball. That
was the year that the pitcher’s mound was lowered from
15 inches to the current height of 10 inches. Pitchers
like Sandy Koufax and Bob Gibson dominated in the
1960s and the lowering of the mound became a serious
disadvantage to all pitchers. Add the expansion teams
of the 1970s and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tiny new
baseball parks, and you have a recipe for a whole lot of
hitting. Don’t get me wrong; home runs are great. There’s
nothing like them. They’re just more exciting if they mean
something. I don’t need to see six per game. Unlike
soccer, a 1-0 baseball game is exciting. Baseball must
focus on pitching in the new post-steroid era.

3. The Red Sox have to go
back to being losers
The year 2004 really turned the baseball world on it’s
head. The Red Sox won the World Series and 86 years
of certainty was no more. Now, I’m personally torn here
because I respect John Henry professionally. I would
love to work for him (not with the Red Sox, but with his
investment firm). But I just can’t stand the Boston Red
Sox or their fans. I love the city of Boston. It’s a great
American city with lots of history. So to steal a line from
Jon Stewart and the Daily Show, it’s not that the city of
New York is better than the city of Boston. Those are just
buildings and streets. It’s that the people of New York are
better than the people of Boston. Most of the Boston fans
I know are just plain dumbasses.
So I plead with John W. Henry. Please give us back
our certainty. The Red Sox are supposed to lose. Not
just lose, but lose painfully. They have to get really,
really close every 15 years or so and then just blow it
monumentally. They are supposed to give every little
Boston boy an inferiority complex that stays with them
for life – especially when they go to New York to work.
Oh, those were the days. The choice is yours Mr. Henry.
You can be selfish and continue your winning ways. Or
you can leave Boston, let the Red Sox slip back to being
a laughable bunch of losers, and help save the great
American game.
From this:

sc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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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ton Fisk winning game 6 of the 1975 World Series. Guess what? They lost Game 7
http://graphics.boston.com/bonzai-fba/Globe_Photo/2008/10/17/fiskhr_1224252753_72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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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ve Baseball

教練工作坊

By Ryan Landolt

2009年教練延續訓練計劃

ryanhkbaseball@gmail.com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下午在晒草灣棒球場舉行了教練延
To This:

續訓練計劃-2009年

Please send all comments, questions, love and hate mail
to ryanhkbaseball@gmail.com

教練工作坊，溫故

*For all my Chinese readers, this “*” is an asterisk.

知新，為新一年度

**Again for my Chinese readers, Kenesaw Mountain
Landis was the first Commissioner of Baseball who
banned the 1919 White Sox for accepting money
from gamblers to lose the World Series on purpose.

的教練工作做好準
備。

穿棒球服的主禮
Bill Buckner: Voted MVP of 1986 World Series by every
Mets fan in the world
http://www.sportsofboston.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
2008/04/267804937_5d40215ca4_b.jpg

In conclusion, I must say that there is no real quick
way to fix or save baseball.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game is a good start. There are more non-English
speakers playing than ever before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As I write this, the second World Baseball Classic
is just getting underway. By the time you read this, China
will probably have been eliminated, but I hope not.
I went to Shenzhen not too long ago and played against
a Chinese high school team. They were good. It was the
best competition I’ve played against since high school.
I didn’t get to play enough. I wish I could have played 10
games that weekend. My thanks to the Long Zhu High
School ( 龍珠中學 ) players and coaches. I definitely
want to go there more. (They have access to an actual
baseball field – unlike most teams in Hong Kong). The
future for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baseball is bright.
With a little effort baseball just may be saved after all.
Just keep them off the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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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循道學校2008-2009年度運動會開幕禮
本會梁國業體育事務經理，獲北角循道學校邀請主持該校
2008-2009年度運動會開幕禮，於開幕禮中梁國業致辭勉勵
同學盡力參與各項比賽，不要因失敗而氣餒，應以戰勝自已
為目標，同時，勸勉各同學學習棒球運動的團隊合作精神、
學習棒球的犧牲個人，以達完成團隊任務的精神，祝願同學
們團結一致，使學校發展募捐運動，得以成功。

下午校黃秀琴校長(左)及上午校曾婉婷校長(右)致送紀念品予
梁國業經理。

梁國業體育事務經理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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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度香港棒球總會活動概覽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Annual Events Calendar
for the year of 2009-2010 (1.4.2009~31.3.2010)
日期

活動

地點

主辦單位

2009. 3 ~ 2009. 4

第五十二屆體育節 - 全港分齡棒球精英賽

晒草灣

SF&OC/HKBA

2009. 3 ~ 2009. 4

2008/2009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新秀組)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4

港隊備戰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 棒球預賽

晒草灣

HKBA

2009. 4 ~ 2009. 5

港隊備戰第八屆亞洲盃棒球錦標賽

晒草灣

HKBA

2009. 4 ~ 2009. 6

2009/2010年度棒球推廣計劃(初班第一期)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4 ~ 2010. 3

社區體育會計劃

按個別申請而定

HKBA轄下各屬會

2009. 4 ~ 2010. 3

學校推廣計劃

按個別申請而定

全港中、小學

2009. 4. 6 ~ 2009. 4. 15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 棒球預賽週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

國家體育總局

2009. 4. 26

2008/2009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女子組) 決賽

晒草灣

HKBA

2009. 5

2009/2010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男子乙組) 開鑼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5 ~ 2009. 10

2009/09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第一期)

晒草灣

HKBA

2009. 4 ~ 2009. 8

2009年男/女子棒球精英延續強化培訓計劃

晒草灣

HKBA

2009. 5. 24 ~ 2009. 5. 31

8th Asian Cup

Thailand

BFA

2009. 6

2009/2010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男子甲組) 開鑼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6

Qualification Game for the 2009 PONY Baseball Asia 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待定

HKBA

2009. 7 ~ 2009. 8

20th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air

待定

WCBF

2009. 7 ~ 2009. 9

2009/2010年度棒球推廣計劃 (初班第二期)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7. 18 ~ 2009. 7. 23

2009 PONY Baseball Asia Pacific Zone Bronco Division Championship

Seoul, Korea

PONY

2009. 7. 18 ~ 2009. 7. 23

2009 PONY Baseball Asia Pacific Zone Pony Division Championship

Wuxi, China

PONY

2009. 7. 23 ~ 2009. 7. 28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教學工作坊

待定

教育學院

2009. 7. 31 ~ 2009. 8. 4

25th Asian Championship

Sapporo, Japan

BFA

2009. 8

2009年澎湖縣「菊島精英盃」國際軟式少棒邀請賽

台灣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

2009. 8

第五屆《總會盃》棒球聯賽 開鑼

獅子山 / 純陽小學

HKBA

2009. 8. 25 ~ 2009. 8. 30

8th BFA "AAA" Baseball Championship

Seoul, Korea

BFA

2009. 10. 11 ~ 2009. 10. 23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 - 棒球決賽週

中國山東省

國家體育總局

2009. 10 ~ 2009. 12

2009/2010年度棒球推廣計劃(中班第一期)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09. 10 ~ 2010. 3

2009/2010年度全港分齡棒球精英培訓計劃(第二期)

晒草灣

HKBA

2009. 11. 23

2009/2010年度香港棒球總會周年大會

待定

HKBA

2009. 12

第十二屆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

台灣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

2009. 12

Taipei International "AA" Baseball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2009

Taipei, Taiwan

TPE

2009. 12

2008台灣盃亞洲高中棒球名校邀請賽

台灣高雄市

中華台北教育部

2009. 12. 4

BFA Congress

Lausanne, Switzerland

BFA

2009. 12. 5 ~ 2009. 12. 6

IBAF Congress

Lausanne, Switzerland

IBAF

2009. 12. 24 ~ 2009. 12. 27

第四屆《少年珠江盃》香港少年棒球錦標賽

待定

HKBA

2010. 1 ~ 2010. 3

2009/2010年度棒球推廣計劃(中班第二期)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10. 1

2009/2010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男子超級組) 開鑼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10. 1

2009/2010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新秀組) 開鑼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每月一次

香港棒球總會常務董事會

奧運大樓

HKBA

每季一次

BFA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待定

BFA

每季一次

香港棒球總會董事會

奧運大樓

HKBA

兩個月一次

總會與屬會會議

奧運大樓

HKBA

每年一次

總會與康文署周年會議

待定

LCSD

待定

2009/2010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女子組) 開鑼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待定

2009/2010年度一級教練訓練班

待定

HKBA

待定

2009/2010年度指導員訓練班

待定

HKBA

待定

2009/2010年度記錄員訓練班

待定

HKBA

待定

2009/2010年度裁判訓練班

待定

HKBA

待定

2009/2010年度香港棒球總會周年聚餐

待定

HKBA

待定

香港棒球總會籌款活動

待定

HKBA

待定

"Phoenix Cu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待定

HKBA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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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J = Baseball Federation of Japan
LCSD =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TPE = Taipei Baseball Committee

HKBA =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PONY = PONY Baseball
WCBF =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oundation

IBAF = 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SF&OC =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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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香港運動攝影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