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周年會員大會 
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向各位作出 2016/2017 年度報告。香港棒球總會在此年度渡過一個既繁忙又鼓舞

的一年。 
 
(一) 賽事 

國際賽事及海外訓練活動 

截至 2017 年 10 月 8 日，本會分別派出各級別年齡的代表隊，參加不同級別的國際大

型賽事。香港代表隊參加亞洲棒球總會(BFA)及國際棒壘球總會(WBSC)的世界排名

計分賽事包括： 

賽事名稱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代表隊伍 隊際成績 

2016 年第六屆海峽兩岸棒球交

流賽-少棒組 2016. 6. 15-19 台中 香港少棒隊 第六名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棒垒球联

赛总决赛 2016. 7. 20-25 中國 四川 香港大學 甲 C 組 
第二名 

第二十六屆世界少年棒球大會-
國際交流賽 2016. 8. 17-25 日本  

富山縣 香港少棒隊 第八名 

第十一屆亞洲青棒錦標賽 2016. 8. 30 –  
2016. 9. 4 台中 香港青棒 

代表隊 第五名 

2016 臺北國際城市青少棒錦標

賽 2016. 12. 23-27 台北 香港青少棒隊 未能晉級 

第九屆亞洲少棒錦標賽 2016. 12. 9-13 中國 中山 香港少棒 
代表隊 第八名 

2016 WBSC 世界盃 
女子棒球錦標賽 2016. 9. 3-11 韓國 光州 香港女子 

棒球代表隊 第十名 

FUKAMATSU I 仙台棒球交流

賽 2017 2017. 3. 24-27 日本 仙台 香港男子隊 第四名 

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初賽 2017. 5. 10-18 中國 無錫 香港男子 
棒球代表隊 

總成績第

八名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組亞太區 
少棒錦標賽 2017. 7. 2-7 日本 福岡 觀塘小馬聯盟 第八名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棒垒球联

赛总决赛 2017. 7. 20-26 中國 深圳 香港教育大學 
體育院校

組 
第五名 

2017 LG 盃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 2017. 8. 24-29 韓國 首爾 香港 Bravo 第七名 

2017 年第一屆亞洲盃女子棒球

錦標褰 
- 2018 年世界盃女子棒球錦標賽

資格賽 

2017. 9. 2-7 香港 香港女子 
棒球代表隊 第四名 

2017 年第二十八屆亞洲棒球錦

標賽 2017. 10. 2-8 台灣 
新北市 

香港男子 
棒球代表隊 [第五名] 

  

香港棒球總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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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國際大型賽事及本地聯賽 

•本地國際大型賽事 

本會獲亞洲棒球總會大力支持下於 9 月 2-7 日成功舉辦首屆亞洲盃女子棒球錦標

賽，本會深感光榮。這項國際大型棒球盛事為女子棒球提供多一個成長的舞台。

此項比賽首四名隊伍包括日本、中華台北、韓國及香港可獲晉級 2018 年世界盃女

子棒球錦標賽。9 月 7 日賽事完結後，其中十場網上直播的比賽亦錄得超過

333,000個觀看網上直播的數字。 

 

萬分感謝是次盛會的贊助人，排名按字母顺序： 
901 Media and Agency, Bastille Post, Brett, Chengxin (Asia Pacific) Credit Ratings 
Company Limited, Energy Watt, Fancl - Fantastic Natural Cosmetics Limited, Growing 
Together Baseball Sport Education Fund, Highwealth Construction, HP, Malee, Nagase 
Kenko Corporation, New Era Hong Kong, SSK, TransGlobe Life, Upower, Yuzhou 
Properties;及世界棒壘球總會的支持。 
 

本人亦感謝今次賽事期間的所有賽事負責人、所有義工及表演隊伍包括英華小學

鼓隊《鼓樂英騰》、New Era 的 Dance Crew 及 MANIACS 薩士風樂隊。 
 

•本地國際賽事 

本會於 2016年 12月 17日至 20日獲得滬港聯合集團冠名贊助世界棒壘球聯盟(WBSC) 
認許的《滬港聯合》 WBSC 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 2016 (男子)賽事，參賽隊伍來自中

國、菲律賓、俄羅斯、台灣及香港 5 個國家或地區共 8 支隊伍參加。菲律賓 Ateneo 
Blue Eagles 奪得冠軍，而香港紅隊(成棒)及藍隊(U23)分別獲得亞軍及第五名。 
 
 
2017 年是《鳳凰盃》舉辦十周年了。獲 WBSC 認許的《鳳凰盃 WBSC 香港國際女子

棒球錦標賽 2017》於 2017 年 17 日至 20 日成功舉辦。是次賽事共 10 隊包括澳洲、中

國、關島、日本、新加坡、台灣及香港參加。今屆賽事由日本 Venus Stars 青年隊奪

得冠軍, 而香港的 Allies 隊及 Brova 隊則分別獲得第 3 名及第 6 名。 
 
 
•本地聯賽 

2016-2017 年度內，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資助舉辦全港棒球公開賽的總參賽

隊數比去年增加了 6%, 合共 124 隊: 包括公開賽男子甲組 7 隊、男子乙組 12 隊、男子

丙組 25 隊、女子組甲組 6 隊、女子組乙組 11 隊、軟式(男女混合)甲組 6 隊、軟式(男
女混合)乙組 12 隊；新秀賽含青成組及少年組共 15 隊。並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 資助的 Samsung 第 60 屆體育節校際棒球比賽於 2017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舉行，共 30 隊(賽事分大專、中學、中學女子組及小學四組進行)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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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會議 

1. 本人於 2017年 7月 4日聯同李永權會長和麥年豐祕書長代表香港棒球總會出席了

在台灣宜蘭舉行的亞洲棒球總會年度大會，大會中亦選出新一屆的執行董事會及

商討未來亞洲區的棒球發展。 

2. 本人代表香港參加了 2017 年 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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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未來兩年的小馬聯盟的活動，會議成功地

舉行。 

3. 本會祕書長麥年豐先生再次獲選為亞洲棒球總會執行委員會，分別於 2016年 9月
4 日到台灣，2017 年 2 月 14 日於日本及 2017 年 7 月 4 日在宜蘭出席了亞洲棒球

總會的執行委員會。 
 
(三) 訓練及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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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康文署資助本會舉辦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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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運動員組別 註冊精英運動員人數 
男子成棒 (24 歲或以上) 12 
男子青棒 (13-23 歲) 44 
女子成棒  (24 歲或以上) 21 
女子青棒 (13-23 歲) 14 
男子優化培育計劃 (13-26 歲) 33 
女子優化培育計劃 (11-21 歲) 41 
 
 
本會女子精英運動員許諾珩獲香港體育學院批准「助體育訓練資助」。是項資助

主要協助對象為非『個別精英運動員資助計劃』內的非精英資助體育項目精英運

動員及「A 級」支援精英體育項目的非獎學金運動員而設。資助金為代表隊提供

額外資源以備戰及參與大型國際賽事。 
  

2. 資助青少年體育交流先導計劃 
為提升青少年運動員的技術水平，擴闊視野，與相應的國家/地區建立交流平台。

年度內獲康文署批准舉辦兩項交流活動： 
i. 本會選拔了 30 名男子運動員參加 2016 年 12 月 23-28 日在台灣高雄舉行的

「香港男子 U23 棒球隊與台灣高雄綺麗珊瑚棒球隊技術交流賽」；及 
ii. 選出 16 位女子運動員於 2017 年 4 月 13-18 日到日本埼玉縣與當地女子棒

球隊進行「女子青年棒球日本交流團」。 
 

3. 區域及學校推廣 
• 區域推廣 

康文署資助的體育發展項目，本會於不同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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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班，

參加人次約 1,757 人。 

2017 年周年會員大會主席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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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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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度增加

了 21個活動。 
 
 
(四) 技術人員培訓 

本會致力提升各項技術人員的執法專業水平。年度內舉辦了持續專業培訓課程予註

冊教練、裁判及記錄員。 

 

獲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資助，舉辦了四項不同培訓目標的課程予教練員。 

培訓課程 日期 導師 
棒球教練工作坊 
- 檢討現行操作及介紹新措施及未來

新培訓活動 
2016. 11. 28 

楊杰玲小姐 
前任香港棒球總會董事
教練培訓組主委 

棒球教練持續專業培訓 
- 簡介正式棒球規則的更新處 2017. 2. 8 

黃期先生 
香港棒球總會董事 
裁判長 

「公司管治、風險管理及合規審查講
座」暨教練周年大會 2017. 3. 23 廉政公署及本會代表 

精英培訓棒球教練工作坊 
- 策略性進攻及防守技巧的應用 

2017. 3. 31 – 
2017. 4. 2 

楊清瓏先生 
亞洲棒球總會 
技術委員長 

Baseball Six 工作坊 
- 介紹六人棒球的器材，培訓教練如

何推廣六人棒球 
2017. 8. 13 楊杰玲小姐 

Baseball Six 的推動人 
 
本會致力培訓本地技術人員，本會裁判學院於年度內開辦了本地三級(初級)裁判訓

練班及三級(初級)棒球記錄員訓練班，培養更多本地裁判及記錄員。 
 
本會技術人員獲委任於國際棒球賽事中分別擔任技術官員、裁判及記錄工作。各人

積累的經驗定必裨益本地棒球比賽的發展。 
  
日期 賽事名稱 地點 獲委任的技術人員 
2016. 12. 9-13 第九屆亞洲少棒錦標賽 中國 中山 裁判 陳日中 
2016. 8. 8- 
2016. 9. 5 

第十一屆亞洲青棒錦標賽 台灣 台中 裁判 張瑞民 

2016. 7. 14-17 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組亞太

區少棒錦標賽 
韓國 首爾 裁判 吳光遠 

2016. 7. 29- 
2016. 8. 7 

2016 WBSC 世界盃青少棒

錦標賽 
日本 福島 記錄員 陳蒨誼 

記錄員 黃柏華 
2016. 9. 3-11 2016 WBSC 世界盃女子 

棒球錦標賽 
韓國 光洲 裁判 呂瑤燕 

裁判 毛綺華 
技術委員 杜佩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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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有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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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位裁判員及 29 位記錄員註冊，在本地聯賽及大型賽事中提供專業執法服務。 
   
 
(五) 國際交流計劃 

首次向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申請了「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接納了 22 位

青年人報名參加在 2017年 4月 12-17日舉行的 2016-2017中港青少年棒球交流計劃 ，
參與交流的單位包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體育大學、北京建築大學及北京交通

大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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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個屬會註冊，其中 16 個屬會註冊為康文署「社區體育會計劃」下的

團體，獲康文署資助體育發展活動，共開辦了77個活動，比上年大增了26個活動。

令棒球運動更有效地在社區層面推廣，促進和加強年青運動員在體育方面的發展以

及鼓勵市民終身參與體育運動。 

 

於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本會累積會員人數為 773 位，包括 459 位

正式會員、78位附屬會員及 236位學生會員。聯賽註冊球員超過 1,900人。 
 
(七) 行政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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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體育總會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對企業管治的應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

了「體育總會的企業管治：星級領導提升體育發展」的專題講座，講座由香港董事

學會提供，本會副主席、祕書長及高級體育事務經理均有參加各專題講座，並獲發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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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持續更新網上註冊系統以提供更流暢的網上報名程序予參加者，會員可以透過

網上註冊系統瀏覽活動表、進行報名、查閱報名情況及翻查參加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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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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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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棒球場地 

本會已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申請《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期望可獲批撥款

興建康樂設施供公眾使用能惠及棒球運動的愛好者, 惟暫時未有進ㄧ步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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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董事於國際及本地的服務 

祕書長麥年豐獲選連任亞洲棒球總會執委會委員，參與亞洲棒球發展的長短目標。 
  

  
(十) 薈長棒球運動教育基金 

香港棒球總會獲薈長棒球運動教育基金委託保管及處理基金的申請。基金用以技術

人員的培訓、行政人員進修及女子棒球的推廣。小組成員包括香港棒球總會議事顧

問、會長、主席及祕書長。 

 

(十一)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同寅感謝名譽會長姚祖輝先生 BBS, JP、名譽副會長陳煒文博士, 
JP., 成龍先生, 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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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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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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