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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多位棒球愛好者多年來對棒球運動的堅持不懈，香港棒球總會即將進經過了多位棒球愛好者多年來對棒球運動的堅持不懈，香港棒球總會即將進
入當立之年了！為了隆重地迎接棒總三十歲生日，我們將會在 2023年 3月入當立之年了！為了隆重地迎接棒總三十歲生日，我們將會在 2023年 3月
舉辦一連串活動，希望能籍此機會推廣棒球，在社區中分享棒球的樂趣。假舉辦一連串活動，希望能籍此機會推廣棒球，在社區中分享棒球的樂趣。假
如你也想一起參與這些年度精彩盛事，記得留意本會官網的最新消息，預留如你也想一起參與這些年度精彩盛事，記得留意本會官網的最新消息，預留
時間出席啦！時間出席啦！

HKIBOHKIBO  &&  鳳凰盃鳳凰盃強勢回歸強勢回歸

齊賀香港棒球總會成立三十周年齊賀香港棒球總會成立三十周年

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 《鳳凰盃》香港國際
女子棒球錦標賽

香港棒球總會 
三十周年晚宴

2023 年 3 月 齊慶賀2023 年 3 月 齊慶賀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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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公司法註冊為非牟利的有限公司；於1993年3月26日舉行成立典禮。
香港棒球總會發展迅速，先後成為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Sports Federation and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的正式屬會會員（Association Ordinary Member），以及世界棒壘球總
會（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簡稱WBSC；前稱國際棒
球協會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簡稱IBAF）、亞洲棒球總會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簡稱BFA）和世界小馬聯盟（PONY）
的正式會員（Member Federation）。香港棒球總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
的資助和監察，力求達到最佳公司管治。

棒球總會除了舉辦各級的公開組聯賽、大專及中、小學聯賽，每年也會
舉辦國際及區域男、女子棒球比賽，例如：男子亞洲盃、女子亞洲盃、
鳳凰盃及國際棒球錦標賽。

自從棒球總會成立後，香港棒球水平大幅提升。香港棒球代表隊得以參
加多個大型國際比賽，例如：亞洲運動會、亞洲錦標賽、亞洲盃、女子
世界盃、青少年級別世界盃。同時，棒球總會的職員、董事、球證和記
分員亦獲WBSC和BFA的邀請擔任一些國際賽事之相應職位。而為了更
有效提升本港棒球在國際上的水平，棒球總會與WBSC也在本港舉辦棒
球國際訓練班。

香港棒球總會是香港人的棒球組織，不論男女老少，歡迎對棒球有興趣
的各階層人士，到來參加棒球運動和觀賞比賽。

我們的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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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徽的元素與意念
香港棒球總會會徽使用指引顯示，青春的棒球員在幸福的環境中，敏銳
地揮棒擊球。寓意香港棒球運動隨著香港棒球總會（HKBA）的發展方
向，衝出香港，飛向世界。紅、白、藍三色代表幸福、青春、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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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iod of 2021-2022 was another challenging year for the sports sector as the 
global pandemic continued to pose unseen obstacles to all sports and baseball was no 
different. With strict adherence to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most of 
the inbound and outbound international events were either postponed or cancelled. 
Despite these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our baseball association continued to soldier 
on an unchartered territory with optimism and extra efforts to bring the sport of 
baseball across all sectors within our available capacities. In particular, the Hong Kong 
Men’s Team continues to show perseverance to overcome challenge after challenge. 
Before the Asian Games was postponed, the coaching team brought in extra overseas 
coaches to help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team's different skills and technical 
aspects. Under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protocols, the team conducted their regular 
training via an online model, in 2s, 4s, and full team according to local legal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ir physique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Hats off to the coaching 
team and players! More good news deriving from our Baseball 5 team, one of our 
newly focused disciplines to grow the sport and penetration to schools, our inaugural 
Hong Kong team of elite mix-gender players managed to produce a surprising and 
exhilarating result in the first-ever Baseball5 Asia Cup held in July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Our HK Team has won critical matches to advance each round and fought 
hard against superior opponents that have garnered a lot of respect from their 
opponents and the BB5 community all around with breath-taking matches going wire-
to-wire. In the end, we finished 4th in the tournament, one spot out of the Mexico 
World Cup Qualifying, nevertheless, it is as impressive of a result as we can hope for, 
a heartfelt thank you to the players, coaches, and everyone who has contributed in 
the assembling, managing and training of the team. This unforgettable tournament 
has vastly accelerated our learning curve and brought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oaches 
and players. Looking ahead, we strive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going forward. 

Chairman's Repor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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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sport of baseball to the public, the 
Association has launched various promotional campaigns on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nd sports media in 
promoting and reporting our events and program highlights to the public. We are 
also collaborating with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to heighten the awareness of baseball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To enhance the popularity of baseball in Hong Kong, through 
organizing events like Sports Festival, SummerFest carnivals, MOU signing with Newly 
Emerged Sports Association (NESA), and cross-over flash booths with other sports, we 
strive to vigilantly co-operating with different businesse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build 
our brand’s image and penetration to promote baseball in communities. 

Here ar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from the past year.

 I. Performance of Hong Kong Team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the 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WBSC) on 
31 December 2021, the Hong Kong Men's Team retained 6th out of 20 in Asia but 
dropped from 28th to 33rd out of 85 in the world rankings. During the pandemic,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continued their baseball events in 2020 and 
2021, while most of the Asian competitions were either postponed or cancelled, 
adversely impacting the ranking of Asian teams in general.

Similarly, with most of the female baseball competitions either postponed or cancelled 
in 2020 and 2021, there were no major changes in the ranking of women's teams. 
Hong Kong Women's Team retained 4th out of 8 in Asia and 11th out of 20 in the 
world.

The rampant spread of the pandemic had led to the postpone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countless sports activities, the Asian Games fell victim with no exception. Despite 
the uncertainties ahead, the Hong Kong Men's Team remained positive and prepared 
for the tournament. On top of the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ssociation allocated extra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training regime to boost players' 
skills, strategies, and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the Association 
employed two highly accredited overseas coaches with professional league experience 
to lead the team. Not only did the coaches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to every player 
according to areas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ut they also provide various game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team,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players' skills and 
setting great examples for the coaches.

Even with the year-long postponement of the Asian Games, our team's positive 
mentality and strong desire for excellence in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are certainly 
evidenced. May our elites continue their journey with passion and a positive mindset. 
Looking forward to harvesting the fruits of success in the upcoming Asian Games.

Apart from traditional baseball,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local players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Baseball5. As Baseball5 has grown more and mo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re organized to facilitate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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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layers around the world. Dedicated to broadening their horizon, eight of 
our mix-gender athletes and two professional coaches participated in the Baseball5 
Asia Cup in July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which was also the qualifier for Baseball5 
World Cup. In addition, two umpires participated in the Baseball5 Game Official 
Seminar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tion.

Benefiting from the relaxation of travel restrictions, our Hong Kong team was able to 
conduct their training once they had arrived at the venue. As a newly recruited team, 
our elites showed no fear in the face of eight other Asian team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ournament has certainly had its hiccups with stoppages and delays due to 
COVID. With only a few months of preparation, our team had undoubtedly stepped 
up to the challenge, surprisingly stealing the limelight on the big international stage. 
As a result, Hong Kong Baseball5 Team finished 4th place in the tournament. The 
final match was thrilling with off-the-charts intensity. The Team performed excellently 
against strong teams such as Japan, Taiwan, and Korea. It was truly a milestone for 
Hong Kong baseball players as they are recognized in the tournament. A monumental 
achievement that surprised many of their peers and opponents; while earning the 
respect of many along the way. After seven days of quarantine in Hong Kong, our 
heroes have already resumed their training and all becam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game. 

Delegation list of Hong Kong Baseball5 Team

Coaching staff: 

• AU Wing Leung • NG Wing Kei

Players:

• CHING Chun Kwan • LAW Ka Wai
• LIU Tsz Yan • MOK Chun Lam
• TAI Man Kwan • TANG Chi Ching
• TANG Chi Chun • YIU Yik Shun

Game Officials:

• NG Kwong Yuen • LEUNG Wai Hung

 II. Local International Events
To follow the advice on the Prevent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the 
Association had grievously passed up on hosting local inter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Baseball Open for men, "Phoenix Cu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Baseball Championship. 

As COVID-19 preventive measures continue to loosen up, we are eager to continue 
co-hosting local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bringing overseas teams to Hong Kong 

and improving our experiences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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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Local Leagues
The Association is devoted to facilitating and promoting baseball in the community. 
We diligently reformed the Hong Kong Baseball Open League (HKOL), by constructing 
a fairer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local play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introducing 
new players and sectors. We've also organized different programmes, such as baseball 
leagues for youths under a self-sustainable competition scheme, the Hong Kong 
Youth League (HKYL) to build and provide a future pipeline of players.

Support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LCSD), the Association 
has actively promoted two newly emerged sports to continue to raise public interest 
and build baseball foundations, the two disciplines, Baseball5 and Baseball SIX can be 
played on smaller surfaces, hard ground (indoors and outdoors), with each game span 
around 30 minutes.

We have hosted different Hong Kong Baseball5 Competitions and Hong Kong 
Baseball SIX Competitions and are met with great fanfare and public support. 

League Division Teams Players

HKOL Men B 9 145

HKOL Men C1 10 164

HKOL Men C2 7 105

HKOL Women 9 146

HKOL Mixed 10 183

HKYL U11 5 77

HKYL U14 9 132

HKYL U16 9 114

Baseball5 Youth 5 36

Baseball5 Open 8 61

Baseball SIX Youth 10 70

Baseball SIX Open 4 31

Total 95 1264

IV. Squad Training Programmes
Squad Training 

To strengthen athletes' physical fitness and skill levels, the Association launched 
whole-year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men, women, and youth.

Five-Yea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Team Sports

Initiated by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HAB) in 2018, the "Five-yea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Team Sports" (the TS Programme) covers eight team sport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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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baseball (Men's Team), effectively equipping athletes for the Asian Games and 
major events in the funding period. Apart from the training grant support, players 
with not less than 80% attendance could be granted Athlete Grants of HK$4,000 a 
month. In the reporting year, 28 players with high potential were selected to engage 
in regular training.

The Team is preparing for the 19th Asian Games to be held in September 2023 in 
Hangzhou, China.

V. Development Programmes
District Promotion Programmes

The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er the subvention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LCSD), was planned to stage of three phases. However, the 
closure of training venues under group gatherings restrictions caused the cancellation 
of some classes. The Association organized 48 courses and with 1415 participants 
enrolled in the promotional training programme.

Division Courses Participants

Kids & Parents 7 173

Children 12 246

Youth & Adult 26 929

Baseball5 & Baseball SIX 3 67

Total 48 1415

School Sports Programmes

To avoid the risk of the COVID-19 wave on campus, many schools shifted to 
distance learning in the past academic year, decreasing school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me. As a victim of these measures, only 5 courses out of 32 courses 
were successfully hel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more students can take part in our 
programme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Community Sports Club Programme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ed period, 21 affiliated clubs registered under LCSD Community 
Sports Club Projects. The clubs planned to organize and host 60 activities in total; some 
of the activities were fully/partially cancelled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VI. Official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126 registered coaches provided their services in the training 
classes with players in local baseball activities and school team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addition, 40 umpires and 25 scorers provided thei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ocal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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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will keep organizing certification programmes to expand the officials' 
pool and commenc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programmes to 
enhance their skills and qualifications.

VII. Celebration Events
Hong Kong Elite Baseball Showcase @Summer Fest

Celebrat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KSAR, the Association, 
organized the Hong Kong Elite Baseball Showcase at Central Harbourfront Event 
Space during the SummerFest wit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as 
the event sponsor. The festive event attracted a public turnout with families and 
children experiencing the fun of baseball and Baseball5 by watching the games and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sports trials and games.

The Association set up numerous game booths where visitors could learn and enjoy 
the basics of baseball, as well as watch Baseball5 Open and exhibition matches from 
different local teams.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arranged the flag presentation ceremony during the 
SummerFest event, to cheer on the Hong Kong Baseball5 Team for their upcoming 
Baseball5 Asia Cup in Malaysia. In addition, to enhance the promotional channels 
and platforms of Baseball5 in Hong Kong, the Association collaborate with the Newly 
Emerged Sport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NESA) with an MOU signing. 

65th Festival of Sport: Inclusive day for Inheritance of Baseball

The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SF&OC) organizes 
The Festival of Sport in Hong Kong every year by inviting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s 
(NSA) to join this annual local mega-sports event series. The Association co-organized 
the inclusive day for Inheritance of Baseball at Sai Tso Wan Recreation Ground with 
the theme of “Inheritance of Baseball”. We organized a showcase exhibition with 
the national baseball team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 live demonstration by Hong 
Kong team elites, and trial activities for the public to play and enjoy baseball. A 
sincere heartfelt thank you to our staff, Board of directors, coaches, umpires, scorers, 
volunteers, and the HK men's and woman's team! Great atmosphere and spirit for 
this rewarding event and glad to see the crowd turnout with many smiling faces.

VIII. Membership and Affiliated Clubs
As of 20 September 2022, there were 530 Full Members, 81 Associate Members, 411 
Student Members, and 22 Affiliated Club Members.

IX.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ation
The Association regularly hosted monthly executive directors' meetings,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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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meetings, and monthly staff meetings to ensure the activities are planned, 
executed, and reported with a high level of excellence. Respectiv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are also held on regularly; members can attend the meeting physically or use 
a conference call or video call.

To promot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for directors to improve the 
board's proficiency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duties. The Association organized a Board 
Training Programme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KIoD) in 
April and August 2021. The LCSD subvented the Board Training Programme under 
the Outreach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gramme. Those programmes helped 
the directors to increase their abilit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The 
Association selected Cyber Security & Technology Crime Prevention, Value Creation by 
Directors and Deep Dive Understanding of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oA) and its Impact 
on NSA as the topics for directors to increa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cedures. HKBA encouraged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to attend the above training sessions to learn, understand and apply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nt and valu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Association has been publishing our self-funded biannual publication "RUN”; a 
digital copy is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In addition, HKBA distributed this to related 
parties, members, and the public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share league, and club 
activities, and update the association's baseball activities' progress. In addition, we 
also utilized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or public engagements and promo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reaching out more to the public and baseball fans through our prints 
and online network.

X. Nomination of Cathay 2021 Hong Kong Sports Stars Awards
The Hong Kong Sports Stars Awards, known as the sports Oscar, returned after a 
year of absence. HKBA nominated the Hong Kong Men's National Baseball Team 
as one of the candidates in the “Hong Kong Sports Star Awards for Team Ev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esulting COVID measures, the men's national baseball 
team overcame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21 days of quarantine to participate in 
the 14th National Games. Despite the hurdles and obstacles, all the players made an 
outstanding effort to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 and represented Hong Kong well. 
Although our Team did not win the award, they were praised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performance, a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the players and coaching team for your 
sacrifices and for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mes

XI. As a member at large of the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A)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announced the new Executive Board on 3 July 2022 in 
Taipei City. Our president Mr. Andrew Fan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at large in the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A) Executive Board. 

We are honored and excited to be once again elected back to be a voi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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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Our continued goal is to host more international events to 
amass hosting experiences and provide top-end competitions to improve baseball and 
players' skill levels. 

XII. Exploring Potential Lands for Constructing a Baseball Field
One of our Association's main goals is our dedication to developing more baseball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With much preparation, hard work, and excitement, The 
Lands Department finally granted the Association Tsuen Wan No. 2 Fresh Water 
Service Reservoir rooftop (the Site) in May 2022. The Site will be developed as a 
baseball training ground and competition venue for the youth. The long wait is finally 
over; we have hit the first milestone as we look forward to acquiring more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eball in Hong Kong.

XIII. Growing Together Baseball Sport Education Fund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new facilities, Mr. Laurence Lee, the 
chairperson of Growing Together Baseball Sport Education Fund (the Fund), and the 
committee members agreed to contribute the rest of the Fund to the Association to 
meet the purpose.

XIV. Appreciations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incerely 
thank our in-kind sponsors, Telford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Banitore, Suntory 
Beverage & Food Hong Kong Limited, Garmin, DAFU HONG KONG for their various 
collaborations and support, as well as all Honorary Presidents for their donations and 
guidance from Honorary Life Presidents and advisory members over the years. We are 
also appreciative to the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Bureau (formerly known as Home 
Affairs Bureau) and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their subvention 
and continuous support; and thanks to the Lands Department,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and the relevant District Councils for their advice and guidance.

Last but not least, I wish to thank all directors, committee membe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the office staff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Dave HO 
Chairman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Octo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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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董事學會課程

范駿華會長視察屬會訓練情況

執委會會議

Fans Club內部會議

2020-2022 年2020-2022 年
度董事局工作報告度董事局工作報告
香港棒球總會成立二十餘年，致力在香港發展棒球運動，規模日益壯大，當中董事局
的努力功不可沒。在 2020-2022年度董事局的管理下，棒總內外事務處理得有聲有色，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董事局的日常工作吧！

棒總非常重視棒球活動的質素，董事們經常進行
內部會議和活動視察，以確保活動的成效。早前
也就成立 Fans Club 事宜進行會議，安排活動凝聚
棒球愛好者，增加公眾的參與度。另外，董事局
亦定期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務求能有效地運用
總會資源，在香港社會持續地推廣棒球運動。除
此以外，他們也重視各屬會的情況，不時前往視
察球員們的訓練情況，聆聽和了解他們的需求，
希望為球員們提供最好的安排。

董事局成員明白唯有時刻增值，棒總才能與時俱
進，提高各活動的執行能力。因此，董事們時常
把握不同的學習機會，例如參與香港董事學會所
舉辦的線上進修課程，加深了解有關管治公司的
專業知識，希望透過涉獵不同類型的知識，提升
管理能力，更妥善地分配資源，並把新思維帶進
棒總。

另外，為了增加棒球運動在香港的知名度，把這
項有益身心的運動帶入社區，董事們不時接受傳
媒的訪問，希望能透過媒體報導增加大眾對棒球
的認識，同時呼籲大家支持本地棒球運動員。叱
咤 903 早前邀請了區學良副主席在《強大人 Get 
set go》節目中向觀眾分享香港棒球運動發展歷史
和現況。及後，何迪夫主席、區學良副主席及區
穎良董事也獲邀擔任港台節目《港台體壇 123》
的嘉賓，在節目中介紹和推廣五人制棒球運動

（Baseball5），希望利用玩法簡單又近似棒球規則
的 Baseball5，吸引更多公眾接觸棒球運動，令棒
球運動在香港更加普及化！。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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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A) Congress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A) Congress 

何廸夫主席及區學良副主席在《港台體壇123》
節目中介紹Baseball5運動

區穎良董事與Baseball5代表隊球員在《港台體壇123》節
目分享出國比賽感受，並與香港電台顧問(節目)何重恩先
生合照留念

區學良副主席接受《強大人Get set go》節目訪問

與New Era傾談合作事宜

成功爭取荃灣二號配水庫作新練習場地

何廸夫主席向時任國家體育總局楊寧副
局長講述香港棒球現況

何廸夫主席與世界棒壘總會Riccardo Fraccari會長交流

香港棒球總會一直致力參與國際活動，希望透過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促進各地選手的交流，
同時增加香港棒球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使香港棒
球實力更上一層樓。棒總較早前獲邀出席在台北
舉辦的亞洲棒球總會會議，與其他國家代表商討
在亞洲推廣棒球運動的計劃，希望透過增加亞洲
地區的棒球比賽，促進亞洲球員的交流，提升球
員們的水平。而在會議中，范駿華會長更有幸當
選為亞洲棒球總會執行委員，和其他成員肩負籌
備和決策的重任，希望他能以專業的知識輔助亞
洲區棒球的發展，為香港運動員爭取更多國際比
賽的機會。

除此之外，董事局為了尋找更多資源，擴大香港
棒球界的規模，不時會見國家官員、香港官員，
以及其他體育總會的代表，一方面希望能爭取更
多資源，提升活動和場地的質素，另一方面，期
望通過與其他單位合作，增加多方面的知名度。
何迪夫主席早前分別與時任國家體育總局楊寧副
局長、世界棒壘總會 Riccardo Fraccari 會長及香港
協其奧委會霍震霆會長會面，向他們匯報香港棒
球的近況。另外，董事們致力在本地發展更多的
棒球配套，除了成功爭取白石和荃灣配水庫遊樂
場作練習和比賽場地外，亦努力尋找更多可發展
的用地，希望在香港建設更多棒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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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2022 年
周年會員大會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棒球總會由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促進香港棒球運動的發展，在本地舉辦大大小小的
活動，不知不覺已邁入三十周年，而「2022年周年會員大會」在 2022年 10月 28日
晚上順利完成，並同時在會中舉行了「2022-2024年度董事會董事選舉」。同時，為
五名在國際棒球界有優異表現的成員致送嘉許狀，衷心感謝各位嘉賓、董事和球員們
抽空出席。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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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都先生和劉芷芊小姐在是次周年大會後順利
退任董事職務，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本會的付
出，同時本會也熱烈歡迎新董事杜軒榮律師及温
文灝醫生的加入，他們的專業知識定能為本會帶
來創新的建議，幫助香港棒球界開拓更加多元化
的發展。

最後，香港棒球總會有五名成員在國際棒球事務
或比賽上表現積極，成功獲選為國際棒球組織成
員。為了表揚他們出色的成就，本會特意在周年
大會中向他們致送嘉許狀，榮獲嘉許狀的成員名
單如下：

在此再次恭喜各位傑出的得獎者，期待各位能夠繼續堅持在棒球道路上發光發
熱，同時也希望更多的棒球愛好者能參與棒球運動，使這項有益身心的運動在
香港發揚光大！

梅詠祺小姐獲選為世界棒壘球總會運動員委員會女
子棒球代表委員

陳蒨誼女士獲選為世界棒壘球總會記錄委員會委員何廸夫先生獲選為世界棒壘球總會殘奧委員會委員

范駿華先生獲選任為亞洲棒球總會執行委員及世界
棒壘球總會多元化與包容委員會委員

杜佩錡女士獲選為世界棒壘球總會女子棒球發展委
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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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廸夫先生 
主席

• 2021 年 7 月 1 日獲行政長官頒發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何先生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尤其在青年
發展方面，貢獻甚多，獲頒獎狀，
以示嘉勉。

• 何先生獲本會委任為香港首次申
辦的 2018 年第 12 屆亞洲盃東區
賽委備委員會成員之一

• 香港 Baseball5 督導委員會成員
• 於 2022 年 10 月 25 日獲世界棒

壘球總會委任為殘奧委員會成員

區學良先生 
副主席 (運動發展 )

• 區先生自 2006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
事之一

• 自 1997 年開始擔任香港男子棒球
代表隊教練

• 本會註冊二級棒球教練

莊岐鳴先生 
秘書長

• 莊先生自 2020 年獲選任為本會秘
書長

• 香港 Baseball5 督導委員會成員

林顥伊博士 , 太平紳士 
司庫

• 林博士自 2018 年獲選任為本會司
庫

• 她獲本會委任為香港首次申辦的
2018 年第 12 屆亞洲盃東區賽委
備委員會成員之一

梁得光先生 
副主席 (會務發展 )

• 梁先生自 2014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
事之一

• 現任荔枝角棒球會主席
• 本會註冊一級棒球教練
• 合資格 WBSC 棒球競賽官員 (TC)

2022-2024 年度董事局2022-2024 年度董事局

吳光遠先生 
副主席 (賽事 )

• 吳先生自 2016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
事之一

• 現任香港仔棒球會副主席
• 本會註冊三級棒球裁判員
• WBSC 認許國際棒球裁判 (U-18 

Category)
• WBSC 認許國際 Baseball5 裁判

范駿華先生 , 太平紳士 
會長

• 於 2017 年 10 月加入本會擔任司庫
• 范先生自少年時期開始一直參與棒球運動
• 曾獲本會委任為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副團長參加 2006 年女子棒球世界盃
• 曾獲本會委任為香港首次申辦的 2018 年第 12 屆亞洲盃東區賽委備委員會主席
• 獲選任為 2022-2026 亞洲棒球總會執行委員
• 於 2022 年 10 月 25 日獲世界棒壘球總會委任為多元化與包容委員會成員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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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軒榮律師 
董事 / 設施管理總監

• 杜律師在 2020-2022 年期間獲選
任為本會義務法律顧問

• Partner of Ella Cheong & Alan 
Chiu, Solicitors & Notaries

• Executive MBA (Kellogg-HKUST)
• B.S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cience)

陳子揚先生 
董事 / 男子發展總監

• 陳先生曾效力香港棒球代表隊參加
國際棒球賽事

• 分別於 2006-2008 年及 2008-
2010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事之一

• 香港棒球總會精英教練團教練之一
• 深水埗棒球會教練
• 本會註冊一級棒球教練

温文灝醫生 
董事 / 精英訓練科技總監

• 溫醫生在 2020-2022 年期間獲選
任為本會義務醫事顧問

梁偉鴻先生 
董事 / 公開組賽事總監

• 本會註冊三級棒球裁判員
• WBSC 認許國際 Baseball5 裁判
• 於 2022 年 11 月 1 日選任為香港 

Baseball5 督導委員會成員

梁家豪先生 
董事 / 女子發展總監

• 現役香港棒球代表隊球員之一
• 並獲推薦為「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

劃」接受運動員補助金的 28 位球
員之一

• 深水埗棒球會教練
•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棒球隊教練
• 本會註冊一級棒球教練

趙嗣淦先生 
董事 / 青少年發展總監

• 2020 年至今香港棒球總會董事
• 香港棒球總會註冊教練
• 2020 年香港男子 U18 代表隊教練
• 2019 年二青會香港男子 U19 代表

隊教練
• 2019 年香港男子 U15 發展隊教練
• 於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間獲推薦為
「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劃」球員之一

黃期先生 
董事 / 裁判學院總監兼任裁判長

• 黃先生自 2020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
事及裁判學院裁判長

• 本會註冊二級棒球裁判員
• WBSC 認許國際棒球裁判 (U-18 

Category)

文展榮先生 
董事 / 學校推廣總監

• 文先生自 2020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
事之一

• 香港棒球球迷會召集人

區穎良先生 
董事 / 教練培訓總監

• 區先生曾效力香港棒球代表隊參加
國際棒球賽事

• 自 2006 年獲選任為本會董事之一
• 自 2004 年開始擔任香港女子棒球

代表隊總教練
• 深水埗棒球會教練
• 本會註冊二級棒球教練

呂振邦先生 
財務監督

• 呂先生自 2018 年獲選任為本會財
務監督

• 他分別於 2006 年及 2014 年獲本
會委任為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官
員之一參加女子棒球世界盃

• 於 1998 年至 2005 年為本會註冊
一級棒球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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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SC Baseball5 WBSC Baseball5 
Asia Cup 2022Asia Cup 2022
五人制棒球（BASEBALL5）作為一項新興運動，近年來在國際上越來越受重視，不少
國家或地區也舉辦了大大小小的五人制棒球比賽。為了增加此項運動在全球的知名度
以及促進不同地方的球員的交流，世界棒壘球總會（WBSC）在 2022年 11月於墨西
哥舉辦了第一屆「WBSC Baseball5 World Cup 2022」。在世界盃開始之前，WBSC
在世界各地舉行了選拔賽，香港代表隊有幸在 2022年 7月 17至 19日期間參與在馬
來西亞舉辦的「WBSC Baseball5 Asia Cup 2022」，與其餘八支亞洲隊伍一較高下，
希望力爭三甲，以獲得出線資格。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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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為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第一次參加國際性比賽，
為表示對大賽的重視和對精英們的支持，香港棒球總會
特意於 7 月 17 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中為港隊舉行授旗
禮，由多位主禮嘉賓，包括香港棒球總會會長范駿華先
生、主席何迪夫先生和香港壘球總會會長伍家謙先生，
一同授旗予一眾代表隊球員和教練，以預祝港隊旗開得
勝。另外，為了支持香港代表隊，Dafu Hong Kong 特意
為運動員贊助舒適的運動鞋，十分感謝贊助商的心意，
港隊球員必定竭盡所能，力爭佳績！

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進行了一系列高強度的訓練後，
終於整裝待發，在 8 月 15 日正式從香港出發，遠赴馬來
西亞出戰亞洲盃。為了幫一眾健兒打氣，香港棒球總會
主席何迪夫先生更親自到機場送機，在出發前為他們作
最後的勉勵，穩定球員們的信心，期望他們能努力發揮
自身實力和團隊精神，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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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達馬來西亞的翌日（8 月 16 日），香港代表
隊和來自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
新加坡、泰國和巴基斯坦八隊亞洲隊伍開始分別
在比賽場地試場，務求盡快適應場地。精英們除
了進行了不同的投接球訓練，更制定了不同的戰
略，為初賽努力備戰，希望能在國際舞台上大放
異彩。

亞洲盃初賽在 8 月 17 日正式開始，大會把九支隊
伍平均分為三組，只有小組首兩名才能出線至超
級循環賽（Super Round），因此港隊需要與同組
別的日本隊和菲律賓隊爭奪晉級機會。港隊精英
們面對棒球大國日本的猛烈進攻時連番失利，雖
然曾多次打出精彩的界內球並成功上壘，可惜最
後未能有效得分，在連番苦戰後落敗；而在對戰
菲律賓隊時，球員們士氣高昂，並利用巧妙的進
攻連續得分，成功擊敗菲律賓隊，獲得晉級超級
循環賽的資格。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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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18 日的超級循環賽中，港隊先後遇上南韓
隊、中華台北隊、馬來西亞隊和新加坡隊。對上
富有傳統棒球經驗的南韓隊及中華台北隊時，香
港隊雖然攻守能力尚有不及，一名球員更在對戰
台灣隊時不慎受傷，但港隊一直奮力作戰，積極
進攻，惜未能扭轉局勢，連敗兩場賽事。然而，
港隊毫不氣餒，一直沉着應戰，發揮出訓練的成
果，保持穩定的表現和巧妙的戰術，最終成功以
10:8 和 6:0 擊敗馬來西亞隊和新加坡隊，憑着兩
勝兩負的成績殺入半決賽，晉身四強行列。

港隊在首場的四強賽事中再次遇上強敵中華台北
隊，汲取了連日比賽的經驗，精英們的守備能力
有明顯進步。雖然曾多次被對方取分，但他們也
有不斷嘗試進攻，不但能多次上壘，球員莫竣林
和鄧旨進更成功突破對方防守，為港隊得分。可
惜港隊的防守始終未能有效抵擋對方猛烈的攻勢，
台灣選手連續取下了多分，港隊最終以 0:2 落敗，
只能晉身季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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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軍賽中，港隊再次力戰南韓隊。為了獲得
「WBSC Baseball5 World Cup 2022」的參賽資格，
雙方均全力應戰，得分一直都處於膠著的狀態，
比賽首次延長至第八局。港隊成員狀態大勇，憑
著姚亦信、羅嘉慧、莫竣林、戴文君及鄧旨進漂
亮的攻勢和防備，在整場比賽中多次得分，更一
度取得領先優勢。然而，南韓球員發揮穩定，在
落後的情況下，一邊嚴密防守，一邊積極進攻，
在比賽後段追平港隊。雖然港隊球員攻守兼備，
技術仍然比對手稍遜一籌，其中一名球員更在進
攻期間受傷離場，最終未能在延長賽中抵擋南韓
隊的球路，以 8:9 憾負，止步於四強，無緣躋身
世界盃。

不少媒體為了記錄這次香港棒球運動的里程碑，
積極留意港隊精英在球場上的表現，並報導比賽
的情況，希望將重要的時刻呈現在大眾眼前。儘
管港隊最終無緣躋身三甲，但精英們從成軍至比
賽的短時間中，無懼艱辛，堅持不斷練習。在面
對其他對伍時仍然毫不退縮，且越戰越勇，更會
觀察和學習對手的長處和反省自身失誤，以提升
自身表現，他們亮眼的表現和積積的心態十分難
得，值得大家鼓掌！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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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SC Baseball5 WBSC Baseball5 
World Cup 2022World Cup 2022
由世界棒壘球總（WBSC）主辦的第一屆「WBSC Baseball5 World Cup」終於在今年由世界棒壘球總（WBSC）主辦的第一屆「WBSC Baseball5 World Cup」終於在今年
（2022）11月 7至 13日於墨西哥成功舉辦。雖然香港隊在「WBSC Baseball5 Asia  （2022）11月 7至 13日於墨西哥成功舉辦。雖然香港隊在「WBSC Baseball5 Asia  
Cup 2022」未能爭取入場門票，但最終在WBSC的邀請下，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Cup 2022」未能爭取入場門票，但最終在WBSC的邀請下，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
有幸遠赴墨西哥城，與十一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精英隊伍一較高下，希望在國有幸遠赴墨西哥城，與十一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精英隊伍一較高下，希望在國
際舞台上力爭佳績，同時在是次機會中累積寶貴的經驗。香港棒球總會在選拔中挑選際舞台上力爭佳績，同時在是次機會中累積寶貴的經驗。香港棒球總會在選拔中挑選
了八名精英，連日來努力不懈，堅持進行高強度特訓，希望能藉此提高自身技術，同了八名精英，連日來努力不懈，堅持進行高強度特訓，希望能藉此提高自身技術，同
時增加團隊合作默契，在出戰前作最好的準備。時增加團隊合作默契，在出戰前作最好的準備。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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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為了隆重其事，特意舉辦了一場授
旗儀式，並有幸邀請到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副會長余國樑先生和香港壘球總會副
會長李昶輝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余副會長也對各
位代表隊球員作出多番勉勵，以增強健兒們的士
氣，提高運動員的信心！

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經過連日訓練，終於在 11
月 5 日正式從香港出發，遠赴墨西哥出戰世界盃。
為了支持港隊球員，董事温文灝醫生也一早來到
機場送別團隊，棒總主席何迪夫先生更親自帶隊
出發，以穩定球員們的軍心，期望他們能全力以
赴，旗開得勝，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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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達墨西哥的翌日（11 月 6 日），代表隊和
來自肯亞、南非、古巴、墨西哥、委內瑞拉、中
華台北、日本、韓國、法國、立陶宛與突尼西亞
十一隊精英隊伍開始在比賽場地試場。由於墨西
哥位處高海拔地區，為了適應與香港截然不同的
環境，健兒們除了進行了不同的體能訓練，更制
定了不同的戰略，努力為初賽備戰，希望能以最
佳狀態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在 11 月 8 日，何迪夫主席、區穎良教練和球員代
表莫竣林在開幕禮前獲邀參與傳媒環節，並能近
距離與第一屆世界盃獎盃拍照，意義非凡。莫竣
林更有幸與不同國家的選手交流，分享練習心得；
而何迪夫主席也有機會和世界棒壘球總會高層互
相交流分享，希望更多香港運動員能在將來參與
國際棒球盛事，與不同強敵交流切磋！此外，大
會在一眾球員和來賓的見證下，於當天正式舉行
了盛大的開幕典禮，除了有精彩的煙花表演，大
會更隆重地介紹每支參賽隊伍，場面十分熱鬧！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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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初賽在 11 月 9 日正式開始，大會把 12 支
隊伍隨機分為兩組，小組首三名將會出線至超級
循環賽（Super Round），而其他隊伍將會在排名
賽（Placement Round）中一較高下，因此港隊需
要努力對戰同組的古巴隊、日本隊、立陶宛隊、
墨西哥隊和南非隊，方能爭奪晉級機會。在首場
賽事中，港隊精英們繼亞洲盃後再次面對棒球大
國日本。雖然健兒們士氣高昂，曾連續幾次成功
上壘，可惜未能有效得分，最終在日本隊猛烈的
攻勢下落敗；而在對戰南非隊時，儘管球員們在
球場上互相鼓勵，以團隊精神緊密配合，他們未
能成功阻止南非隊球員節奏急促的進攻，即使在
局中有效得分，最後亦未能追回與南非隊的差距；
在對戰 Baseball5 始祖古巴隊時，雖然港隊球員憑
着一連串漂亮的攻勢，成功拿下數分，但古巴隊
後來居上，以迅速的進攻和嚴謹的防守和多次上
壘反敗為勝；港隊球員在對戰立陶宛隊時表現積
極，曾幾次成功上壘並得分。在防守方面，港隊
健兒們緊密合作，但在立陶宛球員猛烈的搶攻下，
不但有球員輕微受傷，港隊球員更出現失誤，被
對手乘虛而入，最終落敗；在初賽最後一場，港
隊遇上東道主墨西哥隊。汲取了前幾場比賽的經
驗，港隊精英重整旗鼓，積極應戰。儘管主隊墨
西哥佔盡地利優勢，港隊防守表現比前幾場比賽
更加嚴密，對方不但難以得分，港隊球員更藉着
靈活的步法突破墨西哥隊防守，可是港隊在比賽
後段因接球時出現失誤落敗，但港隊球員沒有氣
餒，努力備戰排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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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名賽中，港隊先後勇戰韓國隊、肯亞隊和法
國隊。港隊精英在戰場上不斷學習，即時進步，
狀態越戰越勇。在亞洲盃後再次重遇韓國隊，港
隊健兒重整旗鼓，全力應戰。在韓國隊策略性的
進攻下，港隊的防守雖然穩固，仍然不幸被拉開
差距。在兩隊分數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港隊精英
仍然不氣餒，成功以穩定的攻勢取得分數，可惜
最終仍然不敵韓國球員；在對戰肯亞隊時，港隊
精英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態和比賽策略，以猛烈的
進攻和穩健的防守和對手周旋，鬥得旗鼓相當，
雙方更要進入加時賽，只是最後肯亞球員技高一
籌，最終略勝港隊；在世界盃最後一場比賽中，

港隊需要對戰歐洲五人棒球錦標賽冠軍隊 - 法國。
即使港隊面隊歐洲強隊，仍然不怯場，並表現出
隊員之間的默契和對勝利的渴求。憑著世界盃多
場的比賽經驗，港隊球員發揮穩定，攻守兼備，
即使在開局時稍為落後，仍然毫不氣餒，不但會
互相為隊友打氣，更以緊密的配合和漂亮的進攻
突破對手防守，最終拿下世界盃首場勝利！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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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為第一個全球性的國際五人制棒球比賽，不
少傳媒為了報導這件棒球界盛事，一直緊貼賽程，
實時分享形勢發展，讓更多市民了解並支持港隊
精英。儘管港隊最終排名第十二，但精英們從成
軍至比賽的短時間中，無懼艱辛，堅持不斷練習。
在面對其他國際強伍時仍然毫不退縮，且越戰越
勇，學會觀察和學習對手的長處和不斷自我反省，
沒有浪費這次寶貴的經驗。他們積極向上的心態
十分令人鼓舞，希望他們能繼續進步，在球場上
走得更遠！

我 們 將 會 在 2023 年 2 月 參 加「Youth (U18) 
Baseball5 Asia Cup」，請大家拭目以待，繼續支
持香港五人棒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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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不同年齡層的香港人推廣 Baseball5，令這項新興運動在社區更為普及，進一為了向不同年齡層的香港人推廣 Baseball5，令這項新興運動在社區更為普及，進一
步擴大本港參與棒球運動的人口，香港棒球總會今年將「香港五人制棒球賽」分為四步擴大本港參與棒球運動的人口，香港棒球總會今年將「香港五人制棒球賽」分為四
個組別，分別為社區組、學校組、屬會組和新秀組，希望透過增加聯賽的組別及次數，個組別，分別為社區組、學校組、屬會組和新秀組，希望透過增加聯賽的組別及次數，
吸引更多不同類別的香港人參與，而在各位棒球愛好者的支持下，社區組和學校組的吸引更多不同類別的香港人參與，而在各位棒球愛好者的支持下，社區組和學校組的
賽事分別在 2022年 9月 18日和 11月 6日落下了帷幕，感謝大家的參與！賽事分別在 2022年 9月 18日和 11月 6日落下了帷幕，感謝大家的參與！

2022-23 年度2022-23 年度
香港五人制棒球賽香港五人制棒球賽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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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組的賽事中，球員們雖然年紀輕輕，但是
他們全力以赴，努力發揮練習所學習的技巧，以
積極向上的表現實踐運動精神。St. Andrew's 在
比賽中狀態大勇，以 3 勝的姿態勇奪 9 分，技壓
其餘隊伍，榮獲冠軍。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及 St. 
Andrew's Juniors 緊隨其後，分別以 2 勝 1 負和 1
勝 2 負的分數拿下亞軍和季軍。在歡樂和諧的氛
圍下，無論是球員還是在場人士也十分享受精彩
的比賽，同時感受到五人制棒球的樂趣！

除了社區組和學校組的賽事，我們將會舉辦屬會
組及新秀組的比賽，如果你也想和隊友們參加比
賽，在球場上渡過愉快的時光，那就留意我們的
最新動態，報名參加比賽啦﹗

社區組的賽事分為公開組和青少年組。在比賽當
天，來自不同地方的球隊匯聚球場上，士氣高昂，
希望與其他熱愛棒球的選手一較高下，一邊享受
比賽的刺激感，一邊自我挑戰，測試一下自己
的技術和實力。在公開組的賽事中，BFC 氣勢如
虹，以全勝的姿態奪冠。開心番埋嚟 U40 和 HK 
Open 的表現也相當亮眼，均以穩定的發揮取得 1
勝 2 負的成績，最終獲得亞軍和季軍的殊榮；青
少年組的賽事非常緊湊，在四隊球隊的混戰中，
St Andrew's 的球員憑藉出色的球技，以全勝的成
績力壓對手，獲得冠軍。緊隨其後的 Aberdeen 
Baseball Club 和 St. Andrew's Juniors 表現也十分
優秀，分別取得 2 勝 1 敗和 1 勝 2 敗的成績，並
成功獲得亞軍和季軍。

BFC 開心番埋嚟 U40 HK OPEN

ST. ANDREW'S ABERDEEN BASEBALL CLUB ST. ANDREW'S JUNIORS

ST. ANDREW'S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ST. ANDREW'S JUNIORS

社區組 - 公開組

社區組 - 青少年組

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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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掘有潛質的球員，培育更多本地棒球新星，香港棒球總會特意在暑假中舉辦了為了發掘有潛質的球員，培育更多本地棒球新星，香港棒球總會特意在暑假中舉辦了
「2022-23 年度香港棒球精英培育系統計劃（第一階段）」，希望在計劃中提升年輕「2022-23 年度香港棒球精英培育系統計劃（第一階段）」，希望在計劃中提升年輕
球員各方面的技術，尋找香港棒球界的未來棟樑。球員各方面的技術，尋找香港棒球界的未來棟樑。

2022-23 年度2022-23 年度
香港棒球精英培育香港棒球精英培育
系統計劃（第一階段 )系統計劃（第一階段 )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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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28 日，為了測試球員們在暑期夏令營的特
訓成效，棒總特意安排他們與香港棒球代表隊於
晒草灣遊樂場進行交流比賽。雖然香港棒球代表
隊技術精湛，但是經過了兩星期的高強度訓練後，
一眾年輕球員的水平均有明顯進步，他們毫不畏
懼地向前輩們發起挑戰，運用夏令營所學到的技
巧，在球場上拼盡全力迎戰，讓教練們見證他們
努力特訓後的成果。

是此計劃之所以能成功舉行，全賴各屬會的球員
的積極參與，在此我們再次感謝一眾參加者對活
動的踴躍支持！希望各位球員能謹記在暑期夏令
營所學的技巧，保持對棒球的熱愛，繼續在球場
上發光發亮。

在 7 月 31 日，本會於晒草灣遊樂場舉行了精英選
拔賽，以尋找有潛質的球員參加培育計劃。在港
隊成員的協助下，球員們分別進行了三項個人測
試（牛棚測試、打擊測試和 30 米短途衝刺）及棒
球交流賽。為了鼓勵表現出色的球員，各項個人
測試成績最佳的球員和交流賽中表現優秀的隊伍
也獲得了不同的獎品。本會精英教練團隊透過觀
察球員們在各方面的表現，成功從一眾參加者中
挑選出五十多位具備潛力的球員，並邀請他們參
與八月中舉行的棒球暑期夏令營，讓他們進一步
接受高強度特訓。

為期兩星期的暑期夏令營在 8 月 15 日正式開始。
在港隊成員、教練和客席教練 Cola Yeh 的指導下，
一眾年輕球員進行了不同的高強度訓練，例如投
球、擊打、跑壘練習等等。他們不但學習到更多
的棒球技巧，更有機會嘗試打不同的位置，突破
只打單一位置的固有思想，接觸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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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週年，香港棒球總會於 7月 17日在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週年，香港棒球總會於 7月 17日在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舉辦了「香港棒球精英展身手 @中環夏誌」。即使夏日炎炎，火傘高張，也無法阻舉辦了「香港棒球精英展身手 @中環夏誌」。即使夏日炎炎，火傘高張，也無法阻
擋市民和球員們的高昂興致，不少市民早早入場感受棒球的狂熱。除了可以在各個遊擋市民和球員們的高昂興致，不少市民早早入場感受棒球的狂熱。除了可以在各個遊
戲攤位向專業教練學習基本棒球技巧外，更可以在棒球示範環節及五人制棒球運動戲攤位向專業教練學習基本棒球技巧外，更可以在棒球示範環節及五人制棒球運動
（Baseball5）表演賽中一睹香港代表隊成員精湛的球技，希望可以讓大家更瞭解棒球（Baseball5）表演賽中一睹香港代表隊成員精湛的球技，希望可以讓大家更瞭解棒球
這項運動，更喜愛關注棒球運動。這項運動，更喜愛關注棒球運動。

香港棒球精英香港棒球精英
展身手 @ 中環夏誌展身手 @ 中環夏誌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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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天也安排了多個儀式及活動，其中包括
「香港棒球總會三十週年標誌設計比賽」頒獎典
禮、與中國香港新興運動協會簽約儀式及香港五
人制棒球代表隊授旗儀式等等。日前，為了慶賀
香港棒球總會將達當立之年，棒總舉辦了三十週
年標誌設計比賽，收到了不少參賽者別出心裁的
設計作品。得獎名單已經在社交媒體上公佈，本
會在場內也設置了展板供到場人士欣賞，更在典
禮中正式為各組別的得 者頒獎，在此衷心感謝各
參賽者為本會所投入的時間和創意！

是次活動除了讓市民感受到棒球的樂趣之外，更
是要推廣五人制棒球運動，令更多人能認識和參
與這項新興運動。故此，在觀眾和球員們的見證
下，香港棒球總會正式與中國香港新興運動協會
簽訂合作備忘錄，開展兩會在本地攜手宣傳五人
制棒球的旅程，希望這項簡單而有趣的運動能夠
在本港普及，在未來成為學校和社區中最流行的
運動之一！

為了讓大家清楚了解五人制棒球真實的比賽情況，
大會當日更邀請了即將出戰「WBSC Baseball5 Asia 
Cup 2022」的香港五人制棒球代表隊與四支本地
隊伍進行友誼賽，他們以敏捷的身法和精準的投
接技巧一較高下，打出有水平的賽事，贏得在場
人士一片掌聲，比賽最終在歡樂和氣的氛圍下以
香港五人制代表隊獲勝而落下帷幕，為他們在亞
洲盃比賽前打下一枝強心針。香港棒球總會會長
范駿華先生和香港壘球總會會長伍家謙先生也在
頒獎典禮中授旗予一眾代表隊的球員和教練，以
預祝他們在之後的比賽中旗開得勝，勇奪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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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節」為香港體壇的年度盛事，多個體育總會也會參與活動，希望不同年齡層的「體育節」為香港體壇的年度盛事，多個體育總會也會參與活動，希望不同年齡層的
市民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運動，發掘自身的運動潛能，並養成定期良好的運動習慣。市民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運動，發掘自身的運動潛能，並養成定期良好的運動習慣。
香港棒球總會每年都響應體育節的活動，希望更多市民可以體驗到棒球，並加入棒球香港棒球總會每年都響應體育節的活動，希望更多市民可以體驗到棒球，並加入棒球
運動的大家庭。今年「體育節」的主題為「互相支持，並肩前行」，期盼市民透過運動，運動的大家庭。今年「體育節」的主題為「互相支持，並肩前行」，期盼市民透過運動，
學習互相扶持的精神，增加社區凝聚力。學習互相扶持的精神，增加社區凝聚力。

第 65 屆體育節 - 第 65 屆體育節 - 
傳承棒球共融日傳承棒球共融日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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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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協辦及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資助的「第 65 屆體育節 - 傳承棒球共融日」已
於 2022 年 8 月 7 日在藍田晒草灣遊樂場舉行。是
次活動更邀請了體育節籌備委員會主席暨港協暨
奧委會副會長余國樑先生擔任開球儀式的主禮嘉
賓，與香港棒球總會會長范駿華先生及香港棒球
總會主席何廸夫先生一同以投球形式為「傳承棒球
共融日」揭開序幕。

當日除了可以欣賞到香港棒球代表隊的精湛球技
及示範外，還可以在棒球場上體驗棒球運動，親
身感受玩棒球的樂趣，不少男女老少也樂在其中。
而為了迎合活動「傳承，共融」的主題，棒總更特
意邀請了來自不同年齡層的隊伍，包括香港棒球
代表隊、U16、U19 等隊伍進行表演賽。縱使球員
們年齡及背景不同，他們仍然能在比賽中互相切
磋，互相鼓勵，在歡樂和諧的氣氛下交流學習，
促使他們在棒球路上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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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由香港足球總會主辦「埋嚟『體』！埋嚟玩！」大型運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由香港足球總會主辦「埋嚟『體』！埋嚟玩！」大型運
動體驗活動，於 2022年 11月 19至 20日在賽馬會香港足球總會足球訓練中心順利舉動體驗活動，於 2022年 11月 19至 20日在賽馬會香港足球總會足球訓練中心順利舉
行。這次活動由九間體育總會一同協辦，共同為市民打造一個大型體育活動，市民在行。這次活動由九間體育總會一同協辦，共同為市民打造一個大型體育活動，市民在
活動中不但能夠體驗不同種類的運動，也可以欣賞各類表演賽，增加對不同運動的認活動中不但能夠體驗不同種類的運動，也可以欣賞各類表演賽，增加對不同運動的認
識，從而達至推廣體育運動的目的。識，從而達至推廣體育運動的目的。
香港棒球總會獲邀參與這次大型活動，並在活動中開設了棒球體驗
攤位，包括長距離投球體驗、棒球九宮格、打擊體驗和 Baseball5
體驗等攤位遊戲，希望參加者可以一邊參與簡單刺激的遊戲，一邊
感受棒球運動的魅力。參加者完成了所有攤位遊戲後，除了可以獲
贈本會提供的獎品外，也可以收集到大會的印章，以換取大會的紀
念品。市民可以透過參與不同的攤位活動，而沉醉在遊戲的樂趣
中，也同時加深了對運動的興趣！

「埋嚟『體』！埋嚟玩！」「埋嚟『體』！埋嚟玩！」
 大型運動體驗活動 大型運動體驗活動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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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期間，本會也邀請了兩隊棒球隊伍進行了
一場精彩的表演賽。為了在觀眾面前展示訓練成
果，球員們都是抱著認真的態度應對比賽，除了
積極地進攻和防守外，更與隊友合作無間，為大
家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比賽，同時展現出團隊精神，
令現場觀眾看得相當投入，同時也感受到棒球運
動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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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2021-22 年度
全港棒球公開賽全港棒球公開賽

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資助下，棒總在本年度成
功舉辦了「2021-22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並吸
引到不同組別的隊伍參加。儘管本地新冠疫情反
覆，賽事一度被逼暫停，但各隊球員十分體諒大
會的安排，並努力保持自身狀態，希望在比賽中
大展身手。隨著疫情放緩，球員們終於能回歸球
場，在激烈的比賽中與各隊健兒一較高下。

在男子乙組的賽事中，KAAKIRO SPORTS B 氣勢如
虹，從初賽一路贏入決賽，成功以全勝的姿態奪
冠。TRIPLEA’S 和 KAI TAK ONE 的表現也相當亮
眼，分別以穩定的發揮取得 3 勝 1 負和 1 勝 2 負
1 和的佳績，最終獲得亞軍和季軍的殊榮。

男子丙一組的賽事非常緊湊，在十隊球隊的混
戰中，FALCONS 的球員憑藉出色的球技，以三
勝一負的成績力壓對手，獲得冠軍。緊隨其後的
AVENGERS 和 CSW BLUE SOX 表現也十分優秀，
分別取得 4 勝 0 敗和 2 勝 2 敗的成績，並成功獲
得亞軍和季軍。

為了在香港推廣棒球運動，促進本地球員的交流，香為了在香港推廣棒球運動，促進本地球員的交流，香
港棒球總會每年也會舉行不同組別的棒球比賽，希望港棒球總會每年也會舉行不同組別的棒球比賽，希望
不同年齡層的男女也能享受棒球的刺激和樂趣。不同年齡層的男女也能享受棒球的刺激和樂趣。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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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子丙二組比賽中，MUGENWARRIORS 狀態大
勇，以 4 勝的姿態勇奪 12 分，技壓其餘隊伍，榮
獲冠軍。GOLDEN HIND 1 及鑽石山棒球會緊隨其
後，分別以 3 勝和 3 勝 1 負的分數拿下亞軍和季
軍。

女子組競爭激烈，各支隊伍實力相當，賽程十分
緊湊。ZEPHYR 的球員表現優秀，以出色的球技和
團隊合作過五關斬六將，最終以 2 勝的成績取得
冠軍。緊隨其後的 DUMO 和 YARAKUTA 表現也
非常亮眼，並分別以 1 勝 1 負和 2 負的成績獲得
亞軍和季軍。

混合組賽事同樣精彩，經過了多場緊張刺激的賽
事 後，DRAGONFLIES 成 功 以 4 勝 姿 態 獲 得 冠 軍
殊榮，緊隨其後的是分別獲得 3 勝 1 負的亞軍
WEDTOFU 和季軍 OCEANUS。

再次恭喜得獎隊伍，同時亦感激各位球員對活動
的支持和包容！希望健兒們能堅持練習，努力提
升自身水平和團隊表現，於下場比賽再接再厲，
在棒球道路上越走越遠！

比賽成績：

男子乙組MEN B

冠軍 KAAKIRO SPORTS B

亞軍 TRIPLEA'S

季軍 KAI TAK ONE

男子丙一組MEN C1

冠軍 FALCONS

亞軍 AVENGERS

季軍 CSW BLUE SOX

男子丙二組MEN C2

冠軍 MUGENWARRIORS

亞軍 GOLDEN HIND 1

季軍 鑽石山棒球會
女子組WOMEN

冠軍 ZEPHYR

亞軍 DUMO

季軍 YARAKUTA

混合組MIXED

冠軍 DRAGONFLIES

亞軍 WEDTOFU

季軍 OCE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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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分為 U11、U14 和 U16 三大組別，競爭十分
激烈。在 U11 比賽中，KAAKIRO LIONS U11 表現
非凡，以 6 勝 2 敗的姿態勇奪 18 分，技壓其餘隊
伍，榮獲冠軍。TTBC EAGLES 及 ALIENS BLACK 緊
隨其後，分別以 8 勝和 4 勝 4 負的分數拿下亞軍
和季軍。

2021-22 年度2021-22 年度
全港青少年棒球聯賽全港青少年棒球聯賽
為了積極發展及推動本地青少年棒球比賽，提升技術水平，宏揚團隊合作和體育精神，為了積極發展及推動本地青少年棒球比賽，提升技術水平，宏揚團隊合作和體育精神，
同時培養香港年青一代精英棒球員，積儲國際比賽經驗，香港棒球總會每年也會舉辦同時培養香港年青一代精英棒球員，積儲國際比賽經驗，香港棒球總會每年也會舉辦
「全港青少年棒球聯賽」，而在一眾球員的支持下， 「2021-2022年度全港青少年棒「全港青少年棒球聯賽」，而在一眾球員的支持下， 「2021-2022年度全港青少年棒
球聯賽」已經順利落幕，感謝各位的參與！球聯賽」已經順利落幕，感謝各位的參與！

冠軍 KAAKIRO LIONS U11

亞軍 TTBC EAGLES

季軍 ALIENS BLACK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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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4 組競爭激烈，各支隊伍實力相當，賽程十分
緊湊。PHOENIX WHITE 的球員表現優秀，以出色
的球技和團隊合作過五關斬六將，最終以 4 勝的
成績取得冠軍。緊隨其後的 PHOENIX RED 和 TTBC 
TYPHOOMS 表現也非常亮眼，均以 3 勝 1 負的成
績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

U16 組賽事同樣精彩，經過了多場緊張刺激的
賽 事 後，KAAKIRO LIONS U16 成 功 以 3 勝 1 負
的姿態獲得冠軍殊榮，緊隨其後的是獲得 4 勝
的亞軍 UNICORNS BLUE 和 3 勝 1 負的季軍 ABC 
DODGERS 16。

我們將會繼續舉辦「全港青少年棒球聯賽」，有興
趣在球場上大展身手的你記得留意我們的最新消
息！

冠軍 PHOENIX WHITE

亞軍 PHOENIX RED

季軍 TTBC TYPHOOMS

冠軍 KAAKIRO LIONS U16

亞軍 UNICORNS BLUE

季軍 ABC DODGER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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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Pantone 1797C

Pantone Color

Pantone 2735C

100M 0C 99Y 4K

CMYK Color

100M 95C 0Y 3K

Upate Time : 2017 08

Baseball5這項新興運動近年發展迅速，特別在國際奧林匹克
委員會正式將 Baseball5納入為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比賽項
目後，世界各地紛紛舉辦大大小小的 Baseball5賽事，讓更多
的年輕人能愛上這項簡單刺激的運動！香港棒球總會也因此推
行是次計劃，希望透過一系列的訓練、比賽和評估，增加青年
球員對 Baseball5的興趣以及挑選出有潛質的球員，培養出未
來香港 Baseball5的精英。

第一階段（技術課） 第二階段（比賽）
日期：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

場地：半個硬地足球場大小 / 操場 / 禮堂

參加資格：男女均可

．少年組（7-12 歲）

．青年組（12-18 歲）

．公開組（14-29 歲）

費用：全期 24 小時，每人港幣 100 元

日期：2023 年 3 月 12 & 19 日 ( 暫定 )

費用：每隊港幣 300 元

**參加者可免費獲發一件訓練服及證書
  （出席率達 70%）。
 

更多詳情
#National Team 

代表隊
每隊 8名運動員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National Squad 代表隊備戰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Regional Squad 區隊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五人制棒球青年軍 五人制棒球青年軍 
     ( 青苗 ) 培訓計劃     ( 青苗 ) 培訓計劃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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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香港人認識棒球運動，香港棒球總會不時舉辦或參與不同的公眾活動，
向市民宣傳及推廣棒球這項團隊運動。這次有幸獲得香港貿發局的邀請，出席「香港
運動消閒博覽」這項年度夏日盛事，並由香港男子棒球隊成員梁浩男及香港女子棒球
隊成員梅詠祺擔任「體育人生星級分享 - 星級棒球教室」的演講嘉賓，於 2022年 7
月 2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向公眾分享球場上的趣事和港隊訓練的日常，分享期間
更舉行了試玩環節，讓市民學習投球及打擊的基本技巧。很多小朋友在當日難掩好
奇及興奮的心情，紛紛踴躍報名體驗，場面樂也融融。
假如你也想參與這類型的棒球推廣活動，或支持香港棒球運動員，就一定要留意著
棒總網頁及社交平台的最新動態啦！下個活動見！

#National Team 
代表隊

每隊 8名運動員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National Squad 代表隊備戰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Regional Squad 區隊
Youth Mixed (age 15-18)

Open Mixed (age 18 or above)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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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資料請瀏覽本會網頁 :
https://www.hkbaseball.org/load.php?link_id=528296&lang_id=1

隊際運動隊際運動
五年發展計劃 2022五年發展計劃 2022
隊際球類運動一直是最多學生和青少年參與
的運動項目，有助青少年建立團隊精神、溝
通互信和健康生活模式。然而，由於隊際運
動的運動員人數較多，需要更多資源組織訓
練，以推動隊際運動發展。
有見及此，行政長官在 2017年 10月宣布開
展「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劃」(計劃 )。民政
事務局自 2018年 1月推出計劃，涵蓋亞洲
運動會（亞運會）或亞洲冬季運動會（亞冬
運）的 8項 5人或以上隊際運動項目，即棒
球、籃球、手球、曲棍球、冰球、壘球、排
球和水球，向 8個相關體育總會提供額外資
助，為香港參戰亞運會或亞冬運制訂和推行
培訓計劃，亦為超過 200名港隊成員提供財
政資助。此計劃的目標是協助隊際運動項目
循序漸進地提升成績，以及增加日後晉身精
英體育項目的機會。

計劃下的相關體育總會須提交年度訓練計劃書，安排
每週有系統訓練時數平均不少於 10 小時，每隊會按
成年代表隊人數（以亞運會或亞冬運接受最高報名人
數為上限）獲得每年 35 或 50 萬元的基本資助額，
以用於聘請教練、購置體育或訓練用品和培訓青少年
梯隊等。除各階段指定目標外，體育總會亦可自訂目
標，如達到這些目標或獲得商業贊助，資助額可獲增
加 10-20% 以作獎勵。此外，由體育總會推薦的香港
代表隊隊員如出席訓練時數超過 80%，可獲每月獲
津貼 4,000 元。

計劃內容計劃內容

受資助球員名單 (更新於 2022年 07月 01日 ) 受資助球員名單 (更新於 2022年 07月 01日 ) 

No.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1 CHAN CHEUK KIU 陳卓喬
2 CHAN SZE YUE 陳思宇
3 CHENG HOI TING 鄭鎧霆
4 CHEUNG CHEUK HEI 張卓熙
5 CHEUNG CHUN YIN ALEX 張竣賢
6 CHEUNG CHUN YIU RYAN 張竣堯
7 CHONG WAI KIT 莊偉杰
8 FUNG ANSON 馮安生
9 HOLLIDAY MATTHEW 

ANDREW
--

10 LAM LAI HIM 林澧謙
11 LEE HO CHI RYAN 李浩誌
12 LEUNG CHUNG HEI 梁仲熙
13 LEUNG HO NAM 梁皓男
14 LEUNG KA HO SAM 梁家豪
15 LO HO LAM ANDY 盧灝霖
16 MA HON MAN ASHLEY 馬翰文
17 MOK CHUN LAM 莫竣林
18 MOK CHUN PUI 莫竣棓
19 MOK WING TUNG 莫穎東
20 NG YAU PANG 吳有朋
21 SZE LONG HO YORK 施朗晧
22 TAM HO KI BRYAN 譚浩其
23 TAM HO YIN BENNY 譚浩賢
24 TSUI CHAK PUI 徐澤培
25 WONG SZE CHUN 黃思進
26 WONG YUI FUNG 黃睿鋒
27 YIU YIK SHUN 姚亦信
28 YUNG TSUN WAI 翁浚暐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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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教練計劃 -  
非校隊訓練（小學及中學生）
• T 座擊球訓練

• 跑壘及投接球訓練

• 比賽規則講解

外展教練計劃 -  
校隊訓練（小學及中學生）
• 基本技術訓練

• 觸擊及盜壘指導

• 戰術運用

受資助球員名單 (更新於 2022年 07月 01日 ) 受資助球員名單 (更新於 2022年 07月 01日 ) 

歡迎有興趣在校園內推廣棒球運動文化，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發展的歡迎有興趣在校園內推廣棒球運動文化，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發展的
學校以電話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601 7609 或 2601 7648）或香學校以電話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601 7609 或 2601 7648）或香
港棒球總會（2504 8330）查詢。讓我們一起在學校享受玩棒球的樂港棒球總會（2504 8330）查詢。讓我們一起在學校享受玩棒球的樂
趣吧！趣吧！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發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發展
為了提供學生持續參與運動的機會，提高他們的運動水平，充實他們的校園生活，香為了提供學生持續參與運動的機會，提高他們的運動水平，充實他們的校園生活，香
港棒球總會每年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資助和教育局的協辦下，也會推行「學校體育港棒球總會每年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資助和教育局的協辦下，也會推行「學校體育
推廣計劃」，希望籍此增加中小學生對棒球運動的認識和興趣，培養更多未來香港棒推廣計劃」，希望籍此增加中小學生對棒球運動的認識和興趣，培養更多未來香港棒
球運動員。計劃提供不同形式的課程，課程詳情如下：球運動員。計劃提供不同形式的課程，課程詳情如下：

運動示範 （小學及中學生）
• 認識棒球運動、Baseball SIX 和 Baseball5

• 棒球器材運用

• 基本技術示範

• 遊戲及小組活動

簡易運動計劃（小學生）
• 認識 Baseball SIX 和 Baseball5

• 比賽規則講解

• Baseball SIX 送球器擊球訓練

• 跑壘及傳接球指導

• 實戰訓練
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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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棒球推廣計劃棒球推廣計劃
為了讓更多市民認識棒球，把這項有益身心
的運動帶入社區，香港棒球總會一直致力推
廣棒球運動，每年也會定期舉辦棒球推廣計
劃，希望培育更多有潛質的本地運動員，提
高香港的棒球水平。是次計劃分為三期進
行，共有四個不同的組別，讓市民能按照自
己的喜好挑選最適合的課程。
另外，香港棒球總會近年正積極推廣五人制
及六人制棒球運動，以簡單容易的玩法和安
全的器材，在佔地較小的場地進行節奏緊湊
的賽事。現時每年也會推出三期課程，歡迎
市民報名體驗這些簡易有趣的運動，讓棒球
可以走進社區，在香港變得更加普及。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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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組少年組
適合剛開始有興趣接觸棒球的青少年報讀，透過
專業棒球教練的指導，提升青少年的技術，培養
他們對棒球的興趣，發掘年輕球員的發展潛能。

年齡：7-14 歲

五 / 六人制棒球 - 少年及青年組五 / 六人制棒球 - 少年及青年組
相比起傳統棒球運動，Baseball5 及 Baseball SIX
棒球運動更加容易上手，十分適合初學者，讓參
加者能快速地體驗到棒球的樂趣。

年齡：7-64 歲

如有興趣報名參加訓練班，一定要留意香港棒球總會的最新資訊啦 !如有興趣報名參加訓練班，一定要留意香港棒球總會的最新資訊啦 !

青年及成人組青年及成人組
最受市民歡迎的組別，訓練地點選擇多。無論你
是未曾接觸過棒球，還是已經對這項運動有基礎
知識也可以報名參加。教練會按照每人的進度，
因材施教，鞏固基本功和提高技術。

年齡：13-64 歲

女子組女子組
訓練班的教練及學員都是女生，除了能夠讓學
員更加安心外，也方便學員互相交流心得。女
子組的班別並不多，敬請盡早報名。

年齡：13-64 歲

親子兒童組親子兒童組
最早可以讓小孩接觸棒球的班別，家人也可
以陪同一起參與課程及學習棒球知識，讓子
女能夠在確定要發展的運動前，提早認識棒
球運動以及提升他們對棒球的興趣。

年齡：兒童：5-8 歲、親屬：18-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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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2022-23 年度
教練延續培訓教練延續培訓
香港棒球總會十分重視教練培訓，經常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為教練自我增值，令課堂的
質素可以不斷提升。而在本年度所舉辦的兩次培訓課程也在各註冊教練的支持下，分
別於 7月 25日和 9月 30日順利進行，感謝各位的參與！

在第一期培訓中，香港棒球總會有幸邀請到
ASPPA 亞洲運動心理專業聯會會長翁健輝博士，
向各位教練分享有關運動心理學的知識，讓他們
能夠學習以心理調節的技巧提升球員的整體發揮
和團隊合作表現，成為一個更專業的教練。

另外，為了加強教練在體能訓練的質素，本會在
第二次培訓中邀請到美國國家體能協會註冊體能
教練馮敬亭先生，為各位教練講解有關體適能訓
練的注意事項，使他們能夠運用更加安全、科學
的方式為團隊進行訓練，促進球隊體能上的進
步，提升整體表現。

本會將來還會舉辨更多培訓計劃，有興趣學習更
多專業知識的教練和技術人員，記得留意棒總的
最新消息，不要錯過任何機會呀！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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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ball5 Coach Baseball5 Coach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ProgrammeProgramme
隨著 Baseball5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愈來愈高，不同地區也紛紛舉辦 Baseball5比
賽，為了緊貼運動浪潮，香球棒球總會舉行了「Baseball5 Coach Certification 
Programme」，希望在香港培育出更多專業的 Baseball5教練，從而更有效地在香港
推廣這項運動。

為了培養出高質素的教練，課程分為幾個階段，
學員們首先需要報讀由本會安排的實體課程，主
要學習教授小朋友的技巧、設置場地等基本知識，
並進行考核評估，以確保學員的水準達標，成功
通過考核的學員才能參加下一階段的理論課。
而在本會所制定的線上理論課中，學員將會熟習
Baseball5 的理論、規例和教練守則，並在理論課
程結束前進行網上測驗，以提升知識水平。最後，
學員將會參與由 WBSC 舉辦的網上課程，加深了
解作為教練所需要的技能、知識和心態，以成為
一個專業稱職的教練。通過三個階段的課程，學
員將會得到 Baseball5 教練證書，正式成為本會認
可的專業教練，一起為 Baseball5 在港普及化出一
分力！

假如你也有興趣成為 Baseball5 教練或技術人員，
投身在這項新興運動中，記得下次參加培訓課程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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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棒球運動在香港逐漸發展，不但本地球員能在世界舞台上亮相，連
技術人員也能參與國際比賽。早前陳蒨誼女士與杜佩錡女士分別獲邀以
記錄員及競賽技術官員的身份出席在台灣舉辦的「WBSC U-12 Baseball 
World Cup」賽事，其後，梁偉鴻先生及吳光遠先生也遠赴馬來西亞，
在「WBSC Baseball5 Asia Cup 2022」擔任裁判，近距離支持棒球運動，
與其他國家的裁判互相交流心得。

除此之外，裁判學院也會不時安排技術人員到國外接受培訓，希望本地
學員有可以累積更多海外經驗，同時把國外的知識帶回香港，讓其他學
員有更多方面的認知。最近，洪海傑先生獲學院推薦參與由亞洲棒球總
會舉辦的「2022 BFA UMPIRE CLINIC」，主要教導各個壘裁判基本的走
位、動作細節及訓練方法，以及講解現時 Baseball5 最新的判決方式及
規則。

本地專業的裁判和記錄員走出香港，在國際比賽中大展身手，並非易
事。除了要熟悉比賽規則和累積實戰經驗，還需要有果斷的判斷力。有
見及此，香港棒球總會裁判學院（HKBA Umpire Academy）一直肩負培
養裁判和記錄員的重責，每年不時推出初級記錄員和裁判訓練班、裁判

（長期）延續培訓班、裁判進階班等課程，希望學員在經過有系統的培
訓和嚴格的考核後，成為獨當一面的技術人才，為棒球界注入新血，壯
大組織。

若要成為一個專業的裁判或記錄員，背後均需付出大量心力和時間。裁
判學院將會繼續培訓這些技術人才，並歡迎各位加入這個無名英雄行
列，協助香港和國際的棒球賽事，為棒球界帶來更好的發展。

在每一場精彩刺激的棒球比賽中，除了一班技術高超的球員
外，裁判和記錄員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裁判是比賽中的
第三公證人，維持比賽秩序；記錄員是在指定的位置記錄賽
程，統計球員的攻守指數。

本地裁判及記錄員本地裁判及記錄員
邁向國際邁向國際
訓練班學員招募訓練班學員招募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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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疫情漸漸放緩，各地旅遊限制減少，運動場也陸續重新開放，香港棒球總會理解運動員想急切恢復
訓練的需求，即時根據最新的防疫要求，努力向康文署爭取場地，安排港隊精英回歸球場進行特訓，球
員們也非常踴躍報名參加，對於能重新踏上棒球場進行正式訓練，重拾進度，他們也表現得十分積極。

為了保持自身技術水平，香港男子棒球隊成員每星期也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努力進行高強度訓練，以
提升球隊整體實力，而客席教練也分析了各球員的表現，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練習，務求港隊能精益求
精，在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亞洲盃棒球賽及亞洲運動會等大賽中發揮出最好的技術。

而香港女子棒球隊事隔三年，終於有機會重返國際舞台，棒總特意安排港隊出國進行特訓，希望透過與
不同國家的隊伍比賽，找回過往比賽的節奏感，為《鳳凰盃》香港國際女子棒球錦標賽及亞洲盃女子棒
球錦標賽作全力備戰，為香港爭取更高的世界名次。

近年因為新冠疫情肆虐，各地實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大大減少香港棒球隊訓練和比
賽的機會，可是種種的限制不但沒有磨滅香港精英們的鬥志，他們仍然能保持對棒球
的熱誠，時刻珍惜訓練機會，務求時刻保持最佳狀態。

港隊球員重返球場港隊球員重返球場
加強訓練 加強訓練 
備戰未來賽事備戰未來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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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Baseball Club

Central Baseball Club

中上環棒球會
中上環棒球會

場地重開後
，大家都重

投棒球的懷
抱！中上環棒

球會也會繼
續耐心

場地重開後
，大家都重

投棒球的懷
抱！中上環棒

球會也會繼
續耐心

地了解學員
的需求，設計不同

的活動內容
，提供不同

的恆常棒球
訓

地了解學員
的需求，設計不同

的活動內容
，提供不同

的恆常棒球
訓

練予小童、青年、大人及家
長參與，歡迎大家

一起加入玩
棒球。

練予小童、青年、大人及家
長參與，歡迎大家

一起加入玩
棒球。

CB 繼續想帶給大家
CB 繼續想帶給大家

       少
少不同的棒球體驗

       少
少不同的棒球體驗

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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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了解我
們更多

歡迎了解我
們更多

致電：51107594（與張小
姐聯絡）

致電：51107594（與張小
姐聯絡）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B.BearBear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B.BearBear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fy0nnos-Hhqylsmty28kA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fy0nnos-Hhqylsmty28kA

「CB Angels」 = CB版的天使
隊

「CB Angels」 = CB版的天使
隊

經過一段
時間籌備

及訓練，我們球會
成立了第

一隊青

經過一段
時間籌備

及訓練，我們球會
成立了第

一隊青

成棒球隊伍
「CB Angels」，現在我們

有少年及青
成兩

成棒球隊伍
「CB Angels」，現在我們

有少年及青
成兩

隊。大部份球
員都是棒

球初學者
，希望大家

一起愉快

隊。大部份球
員都是棒

球初學者
，希望大家

一起愉快

地享受棒球
的樂趣。

地享受棒球
的樂趣。

現時「CB Angels」參加了「2022-23 年度全港
棒球公

現時「CB Angels」參加了「2022-23 年度全港
棒球公

開賽」的男子丙
二組比賽，大家的心

情既興奮又
緊張，

開賽」的男子丙
二組比賽，大家的心

情既興奮又
緊張，

球員們由一
起討論 CB戰術，以至在比

賽中實踐運
用，

球員們由一
起討論 CB戰術，以至在比

賽中實踐運
用，

整個過程
都令他們

獲得不同
的棒球體

驗，令他們成
為

整個過程
都令他們

獲得不同
的棒球體

驗，令他們成
為

更緊密的戰
友﹗

更緊密的戰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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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水埗
棒球會最初

由一群熱愛
棒球的家長

及球員組織
而成，

香港深水埗
棒球會最初

由一群熱愛
棒球的家長

及球員組織
而成，

一直致力推
行香港棒球

運動及有關
訓練計劃。由 2000年成立至

一直致力推
行香港棒球

運動及有關
訓練計劃。由 2000年成立至

今 23年，球會現已
擁有不同年

齡層的球隊
，包括 T-Ball (Aliens 

今 23年，球會現已
擁有不同年

齡層的球隊
，包括 T-Ball (Aliens 

T)、U11 Minor (Aliens)、U12 Major (Polar Bears) 及 U16 

T)、U11 Minor (Aliens)、U12 Major (Polar Bears) 及 U16 

Junior (Unicorns)。
Junior (Unicorns)。

深水埗棒球會
深水埗棒球會

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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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會除了
每星期為

球員提供
恆常訓練

外，為強化
球員技術

及

球會除了
每星期為

球員提供
恆常訓練

外，為強化
球員技術

及

擴闊他們
對棒球的

視野，球會每
年都會參

與本地聯
賽 (Youth 

擴闊他們
對棒球的

視野，球會每
年都會參

與本地聯
賽 (Youth 

League) 及海外邀
請賽。於長假期

時，亦舉辦不
同的活動及

集訓

League) 及海外邀
請賽。於長假期

時，亦舉辦不
同的活動及

集訓

班，例如兒童
棒球體驗日

及中山棒球
訓練營等，藉以向更

多小朋

班，例如兒童
棒球體驗日

及中山棒球
訓練營等，藉以向更

多小朋

友推廣棒球
活動及提升

球員技術。

友推廣棒球
活動及提升

球員技術。

今年深水埗
棒球會球會

踏入 23周年，雖然開季
之初面對不

少衝

今年深水埗
棒球會球會

踏入 23周年，雖然開季
之初面對不

少衝

擊及挑戰，但球會與
各教練、球員及家

長會一直堅
持信念，互相

擊及挑戰，但球會與
各教練、球員及家

長會一直堅
持信念，互相

扶持，繼續推動
棒球運動，為小朋友

及青少年提
供一個開心

訓練

扶持，繼續推動
棒球運動，為小朋友

及青少年提
供一個開心

訓練

的機會。本會歡迎
5歲或以上

對棒球有興
趣的朋友參

與，一同學

的機會。本會歡迎
5歲或以上

對棒球有興
趣的朋友參

與，一同學

習，一同成長
！

習，一同成長
！

深水埗棒球會
深水埗棒球會

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聯絡人 : GRACE LEE (9160 7715)

聯絡人 : GRACE LEE (9160 7715)

http://www.sspbaseballclub.org/index.php

http://www.sspbaseballclub.org/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sspbaseballclub/

https://www.facebook.com/sspbaseball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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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 ( 棒球 ) 體育會
太子 ( 棒球 ) 體育會

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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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 (棒球 )體育會於
2018年成立，本會致力

推廣青少
年及成人

棒球運動，

太子 (棒球 )體育會於
2018年成立，本會致力

推廣青少
年及成人

棒球運動，

並舉辦太子
棒球訓練班

，旨在培訓
新球員，令更多人

認識棒球。本會亦每
年舉

並舉辦太子
棒球訓練班

，旨在培訓
新球員，令更多人

認識棒球。本會亦每
年舉

辦球會盃
(太子盃軟

式棒球邀請
賽 )，希望提

供更多本地
賽事予棒球

愛好者參

辦球會盃
(太子盃軟

式棒球邀請
賽 )，希望提

供更多本地
賽事予棒球

愛好者參

與。與。

球會定時安
排打擊訓練

(每星期一
次 )及防守訓

練 (一個月一
至兩次 )。打擊訓

球會定時安
排打擊訓練

(每星期一
次 )及防守訓

練 (一個月一
至兩次 )。打擊訓

練上亦設有
發球機，提升球員

打擊球感，以及協助
球員調整擊

球方向，而防守

練上亦設有
發球機，提升球員

打擊球感，以及協助
球員調整擊

球方向，而防守

方面，教練將會
由淺入深，傳授球員

有關熟練投
球及接球的

技巧，也有專人
教

方面，教練將會
由淺入深，傳授球員

有關熟練投
球及接球的

技巧，也有專人
教

導及分組訓
練，訓練團隊

的團結及默
契。

導及分組訓
練，訓練團隊

的團結及默
契。

社交平台亦
會定期更新

，歡迎大家
關注我們。

社交平台亦
會定期更新

，歡迎大家
關注我們。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

Facebook：@太子棒
球體育會

Facebook：@太子棒
球體育會

Instagram：@princeedward_baseball

Instagram：@princeedward_base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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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棒球會
鴿子棒球會

HATOHATO

屬會活動

74



Hato是歷史
悠久的全

女子棒球
隊，由一班

熱愛棒球
既女子所

組成。

Hato是歷史
悠久的全

女子棒球
隊，由一班

熱愛棒球
既女子所

組成。

我們的隊
員不分年

齡無分國
界，當中有

學生，亦有來
自各行各

業的在

我們的隊
員不分年

齡無分國
界，當中有

學生，亦有來
自各行各

業的在

職人士。職人士。

球隊的宗
旨是「不論任

何年齡，只要喜
歡棒球，我們就

會歡迎。」

球隊的宗
旨是「不論任

何年齡，只要喜
歡棒球，我們就

會歡迎。」

Hato女子棒
球隊每星

期會進行
團隊練習

，不論之
前有沒有

接觸過棒

Hato女子棒
球隊每星

期會進行
團隊練習

，不論之
前有沒有

接觸過棒

球，只要對
棒球有興

趣，我們都
非常歡迎

前來參觀
學習。

球，只要對
棒球有興

趣，我們都
非常歡迎

前來參觀
學習。

長期招募新
血加入，歡迎聯絡

我們了解更
多﹗

長期招募新
血加入，歡迎聯絡

我們了解更
多﹗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

Facebook：@HATO Women's Baseball 鴿子女子
棒球

Facebook：@HATO Women's Baseball 鴿子女子
棒球

Instagram：@hato_baseball

Instagram：@hato_base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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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quad
(Excellence)

Regional/Junior 
Squad

(Performance)

Feeder System
(Talent 

Identification)

Intermediate 
Programme

(Particip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undation)

First Contact
(Awareness)

Remarks:    
BFA =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HKSI =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LIE = Local International Event   

 
NOC =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BSC = 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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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s HKBA Training

Multi-games National Games, National Youth Games
(FISU Summer Universiade, Asian Games, Olympics)

HKSI Team-only Sports Programme, 
National Team Preparation 

(Men, Women, U18, U15, U12)

WBSC
World Cups

BFA
Tournaments

FISU
University WBC

PONY World 
Series

Preparation 
Programmes

Squad Training 
Programmes

Invitational Tournaments
(Men, Women, U12, U15, U18)

LIEs (HKIBO, 
Phoenix Cup,

U12)

PONY 
Asia-Pacific Zone 

Tournament

Exchange 
Programmes

Feeder
System

Hong Kong Open 
League

(age 13 & above, 
Men, Women, 

Mixed)

Inter-schools 
League

(Primary, High 
School, University)

Youth League
(U11, U12, U14, 

U16)
Community Sports Club Programmes

Teeball League
(age 5-8)

Coach Pitch 
League

(age 6-11)

District Promotion 
Programmes

NOC
Festival of Sports

Pantone 3125C

Pantone CMYK

C83, M0, Y21, K0

Pantone 273C C100, M96, Y0, K0

Pantone 254C C50, M100, Y0, K0

Pantone 615C C0, M1, Y27, K6

C0, M0, Y0, K100

BASEBALL SIX - Logo Design 

Schools Sports 
Programmes

Co-organized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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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男子 Men )

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女子 Women )

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少棒 U12、
青少棒 U15 )

   WBSC
      Baseball5TM 

香港棒球比賽
Local Game
( U11, U12, 
U14, U16 )

Teeball Coach Pitch League    六人棒球賽
   Baseball Six

簡介
Introduction

職業 / 國家代表隊棒球比賽如美 
國職棒大聯盟、世界盃、亞洲盃、 
世界大學生比賽、全國運動會等 

國際比賽 
Game between professional/ 
national teams, such as Major 
LeagueBaseball (MLB), World 

Cup, Asian Cup, Summer 
Universiade, All China National 

Games, etc

職業 / 國家代表隊棒球比
賽如日本女子棒球聯賽、
世界盃、亞洲盃、等國際

比賽 
Game between 

professional/ 
national teams, Japan 

Women's Baseball 
League, 

World Cup, Asian Cup

軟式
 Rubber 

Ball 

硬式 
Hard 
Ball

棒球 5 是一項全新的五人制、
五局，可以隨處進行的街頭

版本棒球 / 壘球運動，並由世
界棒壘球總會積極推行。
Baseball5 is a new five-on-

five, five-inning street version 
of the game of Baseball/

Softball that can be played 
anywhere, WBSC promote 

Baseball5 actively.

軟式
 Rubber 

Ball 

硬式 
Hard
Ball

香港棒球總會自 2003 年推行室內
Teeball，以固定的 T 座在較小的場地、
用安全的器材，讓兒童初學者可以輕鬆

地嘗試棒球比賽的樂趣。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HKBA) introduced indoor Teeball 
since 2003, allow children to taste 

baseball with safety equipment in a 
smaller area, tee-ball players swing 
easily at a ball resting on the tee.

為有 T-ball 經驗的兒棒球員， 
提供過渡至正式棒球比賽之 

平台，進一步推廣本地 
棒球運動。 

The objective for the Coach 
Pitch League is to allow 
continual facilitation and 

promote baseball for 
kids who have T-ball 

experience.

以較少人數 ( 六人 ) 取代正式比賽的九人，在簡化的
三角形比賽場上，以安全的軟式棒球、配合輔助器材
(Rolling Tee) 或以攻方投球形式 (Coach Pitch)、簡易
的玩法，加快活動節奏，提昇比賽刺激性，讓不同年

齡層可以一同享受比賽的樂趣。
Instead of nine players, to form a team with six 

players and play on a modified competition venue in 
triangle shape, using safety baseball and auxiliary 
tool (Rolling Tee) or apply Coach Pitch, hit a ball 

without worry about no skillful pitcher on the team. To 
move the game at a faster pace, get it excited, allow 
different age group to enjoy baseball game together.

主辦單位按賽事性質決定
賽事為軟式或硬式 

The organizer should 
decide the 

tournament to use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level.

主辦單位按賽事性質決定賽事
為軟式或硬式 

The organizer should decide 
the tournament to use rubber 
ball or hardball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level.

場地
大小
Site
size

壘間距離
barrier	distance 90' 90'

U12  : 75' 
U15	: 90' 

13 米
13 meters

U11:	60',	U12	:	70'	
U14	:	80',	U15	:	90'

60' 60' 60' 

本壘板至投手
板距離

Home	plate	to	
pitcher	distance

60' 6" 60' 6"
U12	: 51'
U15  : 60' 6"

不適用 U11:	46',	U12	:	50'	
U14	:	54',	U15	:	60'	6" 43'

30 ' ( 上手投球 overarm) 
or 

15' ( 下手投球 underarm)
35'

本壘至左右外野
Home	to	left	
and	right	field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275-290'
U12	: 220'

U15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13-18 米
13-18 meters

U11,	U12,	U14	:	220'	
U16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200' 
( 視場地而定 depending on the 

venue)
150' 120'

本壘至中外野
Home	to	
midfield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340-360'
U12	: 270'

U15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18.4-25.5 米
18.4-25.5 meters

U11,	U12,	U14	:	270'	
U16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220' 
( 視場地而定 depending on the 

venue)
150' 104'

用場 site 戶外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基本比賽人數
Basic	The	number	of	

matches
9 9 9 5 9 9 9 6

用球Ball 硬式棒球
Hard ball

硬式棒球
Hard ball

軟式或硬式棒球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Baseball 5

軟式或硬式棒球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圓周長 9" 海綿球 (Naigai)
Circum 9" safety teeball (Naigai)"

9" T-Ball (Rawlings)
圓周長 9"" 韓式海綿球 (nsi)

Circum 9"" Korean safety teeball (nsi)

棒球手套	
Baseball	glove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選擇性 Optional

球棒Bat
木棒 , 硬式金屬棒

wooden bat, aluminium bat 
forhard ball

硬式金屬棒
aluminium bat for hard 

ball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Teeball 棒
Teeball bat

T-ball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for T-ball

Teeball 棒
Teeball bat

護具Protector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選擇性 Optional

打擊形式Hitting	form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用手掌或拳頭 Hit by a palm 
or a fist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運用 Tee 座
Use of Tee stand

每隊應指派自隊一位成人 
或教練作為攻方投手 

Each team shall furnish its 
own Adult Pitcher

運用 Rolling Tee 或以攻方投球形式
Use of Rolling Tee or Coach Pitch

打擊賽例	Batting	rule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九名打擊者賽例 Ninth batter rule
每局三出局或取得 5 分轉換攻守 

Iinning change when 3 outs 
made or 5 runs scored

六名打擊者 Sixth batter rule

比賽時間
Game	duration

九局約 3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9 innings around 3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七局約 2.5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5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七局約 2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不適用
N/A

七局約 2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 hours(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限時 70 分鐘 最多打五局
Limited to 70 minutes, 

max. 5 innings

比賽以 6 局為上限。比賽時間 
超過 75 分鐘將不開新局。比 

賽完成 1 局即為有效比賽 
A regulation game shall be 

a maximum of 6 innings and 
no new inning shall start after 

75 mins. One inning shall 
constitute an official game

限時 30 分鐘 最多打五局
Limited to 30 minutes,max. 5 in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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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男子 Men )

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女子 Women )

正式棒球比賽
Official Game
( 少棒 U12、
青少棒 U15 )

   WBSC
      Baseball5TM 

香港棒球比賽
Local Game
( U11, U12, 
U14, U16 )

Teeball Coach Pitch League    六人棒球賽
   Baseball Six

簡介
Introduction

職業 / 國家代表隊棒球比賽如美 
國職棒大聯盟、世界盃、亞洲盃、 
世界大學生比賽、全國運動會等 

國際比賽 
Game between professional/ 
national teams, such as Major 
LeagueBaseball (MLB), World 

Cup, Asian Cup, Summer 
Universiade, All China National 

Games, etc

職業 / 國家代表隊棒球比
賽如日本女子棒球聯賽、
世界盃、亞洲盃、等國際

比賽 
Game between 

professional/ 
national teams, Japan 

Women's Baseball 
League, 

World Cup, Asian Cup

軟式
 Rubber 

Ball 

硬式 
Hard 
Ball

棒球 5 是一項全新的五人制、
五局，可以隨處進行的街頭

版本棒球 / 壘球運動，並由世
界棒壘球總會積極推行。
Baseball5 is a new five-on-

five, five-inning street version 
of the game of Baseball/

Softball that can be played 
anywhere, WBSC promote 

Baseball5 actively.

軟式
 Rubber 

Ball 

硬式 
Hard
Ball

香港棒球總會自 2003 年推行室內
Teeball，以固定的 T 座在較小的場地、
用安全的器材，讓兒童初學者可以輕鬆

地嘗試棒球比賽的樂趣。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HKBA) introduced indoor Teeball 
since 2003, allow children to taste 

baseball with safety equipment in a 
smaller area, tee-ball players swing 
easily at a ball resting on the tee.

為有 T-ball 經驗的兒棒球員， 
提供過渡至正式棒球比賽之 

平台，進一步推廣本地 
棒球運動。 

The objective for the Coach 
Pitch League is to allow 
continual facilitation and 

promote baseball for 
kids who have T-ball 

experience.

以較少人數 ( 六人 ) 取代正式比賽的九人，在簡化的
三角形比賽場上，以安全的軟式棒球、配合輔助器材
(Rolling Tee) 或以攻方投球形式 (Coach Pitch)、簡易
的玩法，加快活動節奏，提昇比賽刺激性，讓不同年

齡層可以一同享受比賽的樂趣。
Instead of nine players, to form a team with six 

players and play on a modified competition venue in 
triangle shape, using safety baseball and auxiliary 
tool (Rolling Tee) or apply Coach Pitch, hit a ball 

without worry about no skillful pitcher on the team. To 
move the game at a faster pace, get it excited, allow 
different age group to enjoy baseball game together.

主辦單位按賽事性質決定
賽事為軟式或硬式 

The organizer should 
decide the 

tournament to use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level.

主辦單位按賽事性質決定賽事
為軟式或硬式 

The organizer should decide 
the tournament to use rubber 
ball or hardball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level.

場地
大小
Site
size

壘間距離
barrier	distance 90' 90'

U12  : 75' 
U15	: 90' 

13 米
13 meters

U11:	60',	U12	:	70'	
U14	:	80',	U15	:	90'

60' 60' 60' 

本壘板至投手
板距離

Home	plate	to	
pitcher	distance

60' 6" 60' 6"
U12	: 51'
U15  : 60' 6"

不適用 U11:	46',	U12	:	50'	
U14	:	54',	U15	:	60'	6" 43'

30 ' ( 上手投球 overarm) 
or 

15' ( 下手投球 underarm)
35'

本壘至左右外野
Home	to	left	
and	right	field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275-290'
U12	: 220'

U15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13-18 米
13-18 meters

U11,	U12,	U14	:	220'	
U16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320'

200' 
( 視場地而定 depending on the 

venue)
150' 120'

本壘至中外野
Home	to	
midfield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340-360'
U12	: 270'

U15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18.4-25.5 米
18.4-25.5 meters

U11,	U12,	U14	:	270'	
U16	:	不少於	not	less	than	400'

220' 
( 視場地而定 depending on the 

venue)
150' 104'

用場 site 戶外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戶外 , 室內均可 Indoor / Outdoor

基本比賽人數
Basic	The	number	of	

matches
9 9 9 5 9 9 9 6

用球Ball 硬式棒球
Hard ball

硬式棒球
Hard ball

軟式或硬式棒球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Baseball 5

軟式或硬式棒球 
Rubber ball or Hard Ball

圓周長 9" 海綿球 (Naigai)
Circum 9" safety teeball (Naigai)"

9" T-Ball (Rawlings)
圓周長 9"" 韓式海綿球 (nsi)

Circum 9"" Korean safety teeball (nsi)

棒球手套	
Baseball	glove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選擇性 Optional

球棒Bat
木棒 , 硬式金屬棒

wooden bat, aluminium bat 
forhard ball

硬式金屬棒
aluminium bat for hard 

ball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Teeball 棒
Teeball bat

T-ball 金屬棒 
Aluminium bat for T-ball

Teeball 棒
Teeball bat

護具Protector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不需要 Not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需要 Required 選擇性 Optional

打擊形式Hitting	form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用手掌或拳頭 Hit by a palm 
or a fist

投打 
Pitch by pitcher

運用 Tee 座
Use of Tee stand

每隊應指派自隊一位成人 
或教練作為攻方投手 

Each team shall furnish its 
own Adult Pitcher

運用 Rolling Tee 或以攻方投球形式
Use of Rolling Tee or Coach Pitch

打擊賽例	Batting	rule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三出局 Made 3 outs 九名打擊者賽例 Ninth batter rule
每局三出局或取得 5 分轉換攻守 

Iinning change when 3 outs 
made or 5 runs scored

六名打擊者 Sixth batter rule

比賽時間
Game	duration

九局約 3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9 innings around 3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七局約 2.5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5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七局約 2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 hours
(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不適用
N/A

七局約 2 小時
 ( 和局進入延長局 ) 

7 innings around 2 hours(Enter 
extra innings to break a tie)

限時 70 分鐘 最多打五局
Limited to 70 minutes, 

max. 5 innings

比賽以 6 局為上限。比賽時間 
超過 75 分鐘將不開新局。比 

賽完成 1 局即為有效比賽 
A regulation game shall be 

a maximum of 6 innings and 
no new inning shall start after 

75 mins. One inning shall 
constitute an official game

限時 30 分鐘 最多打五局
Limited to 30 minutes,max. 5 innings

本地聯賽簡易棒球本地聯賽簡易棒球國際賽事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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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棒球會 Aberdeen Baseball Club
E-mail : p11patrick@yahoo.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Aberdeen-Baseball-Club-554522631569834/

中上環棒球隊 Central Baseball Club
E-mail : centralbaseballclub@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CB.BearBear/

長沙灣棒球會 Cheung Sha Wan Baseball Club
E-mail : cswbaseballclub88@gmail.com
http://www.sspbaseballclub.org/

東九龍棒球會 East Kowloon Baseball Club
E-mail : eklbbc1@gmail.com
www.ninewesthk.com

菁英女子棒球會 Elite Women's Baseball Club
E-mail : ewbc.baseball@gmail.com

鴿子棒球會 Hato Baseball Club
E-mail：hato.baseball@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hato_baseball/
https://www.facebook.com/HATOHongKong/

英雄棒球會 Heroes Baseball Club
E-mail : admin@heroesbc.com
www.heroesbc.com

何文田棒球會 Ho Man Tin Baseball Club
E-mail：leung@finejewelry.hk
https://www.hmtbc.hk

香港島棒球會 Hong Kong Island Baseball Club
E-mail : tsedavis1954@gmail.com

京士柏常樂體育會 King's Park Sheung Lok Sports Association
E-mail : sheunglok2012@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54786861384089

As at 30 Nov 2022

我們的屬會  
Our Affiliated Club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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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青少年) 棒球會 Kwun Tong (Youth League) Baseball Club
E-mail : tsedavis1954@gmail.com

荔枝角棒球會 Lai Chi Kok Baseball Club
E-mail : lckbaseballclub@gmail.com

無限棒球會
Mugen Baseball Club
E-mail: mugenbaseball@gmail.com

太子(棒球)體育會 Prince Edward(Baseball) Sports Association 
E-mail: ipromisehk@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71927967164

沙角體育會 Sha Kok Athletic Association
E-mail : fortiusbaseball@gmail.com

深水埗棒球會 Sham Shui Po Baseball Club
E-mail : sspbaseballclub88@gmail.com
http://www.sspbaseballclub.org/

荃灣棒球會 Tsuen Wan Baseball Club
E-mail: tsuenwanbaseball@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WBaseballClubHK/

西九龍棒球會 West Kowloon Baseball Club
E-mail : info@ninewesthk.com
www.ninewesthk.com

西九龍日本野球部 West Kowloon Romaiguys Baseball Club
E-mail : info@ninewesthk.com
www.ninewesthk.com

西九龍青少年棒球會 West Kowloon Youth Baseball Club
E-mail : info@ninewesthk.com
www.ninewesthk.com

野豬棒球會 Wildpig Baseball Association 
E-mail: wildpigbaseball@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wildpig_baseball.hk/

黃大仙( 棒球) 體育會 Wong Tai Sin (Baseball) Sports Association
E-mail : wtsbaseball2004@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YARAKUTA/

元朗棒球會 YUEN L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E-mail：yuenlongbaseball@gmail.com
https://ylbc.yolasite.com/

微風棒球會 Zephyr Baseball Club
E-mail : zephyrbaseballclub@gmail.com
https://www.instagram.com/zephyr_baseball_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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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活動 
Activities

地點 
Place

主辦/資助/贊助單位 
Organizer/Subvented by/
Sponsor

2022. 04 ~ 2023. 03 社區體育會計劃 (Community Sports Club Programmes) 按個別申請而定 HKBA 轄下各屬會/LCSD

2022. 04 ~ 2023. 03 2022-23 年度 U12 棒球發展隊訓練計劃 (U12DS) 晒草灣/HKTA 純陽小學 HKBA

2022. 04 ~ 2023. 03 學校推廣計劃 (School Sports Programme) 按個別申請而定 全港中、小學/LCSD

2022. 04 ~ 2023. 03 2022-23 年度香港男子棒球精英持續培訓計劃 (NS/JS/RS) 晒草灣 HKBA/LCSD

2022. 04 ~ 2023. 03 2022-23 年度香港女子棒球精英持續培訓計劃 (WNS/WRS) 晒草灣 HKBA/LCSD

2022. 07 ~ 2023. 03 2022-23 年度香港男子棒球精英培育系統計劃 - 技術進階訓練 (MF) 晒草灣/其他場地 HKBA/LCSD

2022. 07 ~ 2023. 03 2022-23 年度香港女子棒球精英培育系統計劃 - 技術進階訓練 (WF) 晒草灣/其他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3 2022-23 年度棒球推廣計劃 ( 第三期 ) - 中級棒球訓練班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2. 12 2022-23 年度五/六人棒球推廣計劃 ( 第三期 ) - 中級班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男子甲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男子乙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男子丙一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男子丙二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女子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4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混合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2. 10 ~ 2023. 06 2022-23 Hong Kong Youth Baseball League U11 LCSD/HKTA 純陽小學 HKBA

2022. 10 ~ 2023. 06 2022-23 Hong Kong Youth Baseball League U14 LCSD/HKTA 純陽小學 HKBA

2022. 10 ~ 2023. 06 2022-23 Hong Kong Youth Baseball League U16 LCSD/HKTA 純陽小學 HKBA

2022. 10. 21 & 2022. 11. 05 Baseball5 Coach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LCSD/HKTA 純陽小學 HKBA/LCSD

2022. 11 ~ 2023. 05 2022-23 年度五人制棒球區隊培訓計劃 (BB5RS) 康文署轄下場地/學校場地 HKBA/LCSD

2022. 12. 25 啟德聖誕 Get Set Go - Baseball5 表演賽 啟德車站廣場 啟體體育園
2023. 01 2022-23 年度 C 級 ( 初級 ) 棒球記錄員訓練班 康文署轄下場地/奧運大樓 HKBA/LCSD

2023. 01 ~ 2023. 05 2022-23 年度五人制棒球青年軍 ( 青苗 ) 培訓計劃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01 ~ 2023. 09 備戰第十九屆亞洲運動會 晒草灣/其他場地 HKBA/ASDF

2023. 01. 14 暗中歷奇 - 盲人棒球體驗日 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 暗中歷奇/HKBA

2023. 01. 19 ~ 2023. 01. 23 2023 MTS High School Baseball Exchange Tour Saitama, Japan HKBA/LCSD

2023. 01. 21 ~ 2023. 01. 25 2023 Women's Baseball Exchange Tournament Saitama, Japan HKBA/LCSD

2023. 02 (TBC 待定 ) HKBA 3rd Coach Pitch League for Baseball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

2023. 02 (TBC 待定 ) 2022-23 年度 香港五人制棒球賽 ( 屬會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02 (TBC 待定 ) 2022-23 年度 香港六人制棒球賽 ( 公開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02 (TBC 待定 ) 2022-23 年度 香港六人制棒球賽 ( 青少年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02 Baseball5 Coach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TBC 待定 HKBA/LCSD

2023. 02. 01 2022-23 年度教練延續培訓 ( 三 ) 奧運大樓 HKBA/HKCC

2023. 02. 08 ~ 2023. 02. 11 Youth (U18) Baseball5 Asia Cup 2023 Kuala Lumpur, Malaysia WBSC-Asia Baseball5 
Commission

2023. 02. 26 2022-23 年度 香港五人制棒球賽 ( 新秀組 ) 荔枝角公園第三期 
( 硬地足球場 ) HKBA/LCSD

2023. 02. 28 2022 年隊際運動五年發展計劃周年報告截止日
2023. 02. 28 2022-23 年度體育資助第三季活動報告截止日

2023. 02 / 2023. 03 Hong Kong Baseball Carnival: Pre-event for the III BFA Women's Baseball 
Asian Cup TBC 待定 HKBA/LCSD

2023. 03 香港青苗五人制棒球賽 晒草灣 HKBA/LCSD

2022-23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Yearly Activites
2022-23 年度香港棒球總會活動2022-23 年度香港棒球總會活動概覽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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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活動 
Activities

地點 
Place

主辦/資助/贊助單位 
Organizer/Subvented by/
Sponsor

2023. 03 香港棒球總會教練周年大會 奧運大樓/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HKCC

2023. 03  (TBC 待定 ) 2022-23 年度香港棒球教練獎勵計劃頒獎禮  
(Thanks Coach Scheme) 奧運大樓 HKBA/HKCC

2023. 03 ~ 2023. 05 2022-23 年度全港棒球公開賽 ( 新秀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03. 23 香港棒球總會三十周年晚宴 
(HKBA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Banquet)

Renaissance Hong Kong 
Harbour View Hotel HKBA

2023. 03. 24 ~ 2023. 03. 26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Baseball Open ("HKIBO") 晒草灣 HKBA/LCSD/ASDF

2023. 03. 24 ~ 2023. 03. 26 "Phoenix Cu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 晒草灣 HKBA/LCSD/ASDF

2023. 04 Women's Baseball Workshop: Pre-event for the III BFA Women's Baseball 
Asian Cup TBC 待定 HKBA/LCSD

2023. 05 (TBC 待定 ) III BFA Women's Baseball Asian Cup Qualifier 晒草灣 HKBA/LCSD/ASDF

2023. 05 (TBC 待定 ) III BFA Women's Baseball Asian Cup Final 晒草灣 HKBA/LCSD/ASDF

2023. 05. 31 2022-23 年體育資助第四季活動報告截止日 HKBA/LCSD

2023. 06. 18 PONY Asia-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Pony) Japan JPB

2023. 06. 18 PONY Asia-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Palomino) Japan JPB

2023. 06. 29 PONY Asia-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Colt) Japan JPB

2023. 07 / 2023. 08 PONY Asia-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Mustang) Philippines TBA

2023. 07 / 2023. 08 PONY Asia-Pacific Zone Championship (Bronco) Philippines TBA

2023. 07. 31 ~ 2023. 08. 04 PONY Girls Baseball World Series (U15 & Open) Tochigi, Japan JPB

2023. 07 SF&OC Olympic Day TBC 待定 SF&OC

2023. 08. 08 ~ 2023. 08. 13 IX Women's Baseball World Cup Group A Stage 1 Thunder Bay, Canada WBSC

2023. 08. 31 2023-24 年度體育資助第一季活動報告截止日 HKBA/LCSD

2023. 09 .23 ~ 2023. 10. 08 第十九屆亞洲運動會 浙江省杭州市 , 中國 OCA

2023. 09. 30 2022-23 年度體育資助周年報告截止日 HKBA/LCSD

2023. 09. 30 2024-25 年度體育資助周年計劃書截止日 HKBA/LCSD

2023. 10 香港棒球總會周年大會 奧運大樓 HKBA

2023. 11. 17 ~ 2023. 11. 26 6th Asian Indoor & Martial Arts Games 2023 - Baseball5 Bangkok Chonburi, Thailand OCA/SF&OC

2023. 11. 30 2023-24 年度體育資助第二季活動報告截止日
2023 (TBC 待定 ) 全港小學棒球錦標賽 HKTA 純陽小學 HKBA/LCSD

2023 (TBC 待定 ) 全港中學棒球錦標賽 ( 男子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TBC 待定 ) 全港中學六人棒球賽 ( 女子初級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TBC 待定 ) 全港中學棒球錦標賽 ( 女子高級組 )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TBC 待定 ) 全港大學生棒球聯賽 康文署轄下場地 HKBA/LCSD

2023 (TBC 待定 ) 1st WBSC Baseball5 World Cup (Youth Mixed) TBC 待定 WBSC

2023 (TBC 待定 ) IX Women's Baseball World Cup Group B Stage 1 TBC 待定 WBSC

2023 (TBC 待定 ) 14th BFA East Asia Baseball Cup TBC 待定 BFA

2023 (TBC 待定 ) 30th Asian Baseball Championship TBC 待定 BFA

每月一次 香港棒球總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HKBA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奧運大樓 HKBA

每季一次 香港棒球總會董事會 (HKBA Board Meeting) 奧運大樓 HKBA

每年兩次 香港棒球總會與轄下屬會會 奧運大樓 HKBA

每年一次 香港棒球總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周年會議 TBC 待定 LCSD

ASDF : Arts and Sport Development Fund
BFA : Baseball Federation of Asia
BFJ : Baseball Federation of Japan
HKABL : Hong Kong Apex Baseball League Company Limited
HKBA :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JPB : Japan PONY Baseball Association
LCSD :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OCA :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PONY : PONY Baseball
SF&OC :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TPE : Taipei Baseball Committee
USFHK : The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WBAK : Women's Baseball Association Korea
WBSC : 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WCBF : World Children's Baseball Foundation
YDC : Youth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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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運動員近年積極參加比賽，在經歷
一系列有系統的訓練後，有機會踏足國際舞
台，大放異彩，為港爭光。為了挑選更多具
潛質的球員參與代表隊的訓練，以備戰國際
賽事，香港棒球總會邀請對棒球充滿熱誠的
你參加我們的精英培訓計劃。

招募有潛質球員招募有潛質球員
一起追求棒球夢一起追求棒球夢

「五人制棒球地區「五人制棒球地區
隊培訓計劃」隊培訓計劃」

「U12 發展隊訓練計劃」「U12 發展隊訓練計劃」

「香港女子棒球精英培「香港女子棒球精英培
訓系統計劃」訓系統計劃」

「香港男子棒球精英培「香港男子棒球精英培
訓系統計劃」訓系統計劃」

合資格人士會在報名後以個人或團隊形式進行甄選，
成功被選拔的球員將會在本會註冊教練的指導下，進
行密集式的針對性訓練，以提升更高水準，為參與大
型賽事備戰。

如果你希望在棒球路上走得更遠，技術更上一層樓，
便不要錯過機會，快點報名參加啦！

查詢熱線：25048330
精英球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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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棒球愛好者，大家好！如果大家想第一時間收到各位棒球愛好者，大家好！如果大家想第一時間收到
我們不同活動的資訊，就要快點瀏覽香港棒球球迷會我們不同活動的資訊，就要快點瀏覽香港棒球球迷會
的網頁，成為球迷會會員啦，費用全免！的網頁，成為球迷會會員啦，費用全免！

我們的可愛吉祥物更會定期在不同活動中出現，與大我們的可愛吉祥物更會定期在不同活動中出現，與大
家合照留念！而球迷會會員更可以優先購買專屬的紀家合照留念！而球迷會會員更可以優先購買專屬的紀
念品。機會難逢！念品。機會難逢！

立即加入球迷會，組隊支持香港隊！立即加入球迷會，組隊支持香港隊！

記得關注我們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專頁， 記得關注我們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專頁， 
留意著球迷會的最新動向啦！留意著球迷會的最新動向啦！

立即加入

香港棒球球迷會香港棒球球迷會
                      招募會員 !招募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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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棒球總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BASE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一樓1003室
Room 1003, 1/F., Olympic House,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 Bay, Hong Kong, China

聯絡我們

電話 Tel :  (852) 2504 8330
傳真 Fax : (852) 2504 4663
電郵 E-mail :  hkbsa@hkolympic.org
網址 Website : www.hkbaseball.org


